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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题成功承办第三届中俄矿山深部开采岩石动力学高层论坛 

 2013 年 7 月 1 日~2 日，“第三届中俄矿山深部开采岩石动力学高层论坛暨中俄深部

岩石力学与工程科技联合常设论坛”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会议由中国工程院土

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和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俄

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等单位主办，本项目第三课题等单位承办，

大会开幕式由本项目第三课题负责人王明洋教授主持。 

来自中俄两国从事深部岩石力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 90 多位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

员、研究生齐聚一堂，围绕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探讨岩石力学特征、时效特性，特别

是围绕非线性动力特征开展深部工程的灾害防治等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与会专家学者

认真讨论交流，各抒己见，气氛热烈，达到了加强联系、密切合作、广泛交流、学术提

升的大会目标。更好地推动了深部岩石力学的发展，促进了高端学术交流。 

会议期间，24 位中俄专家学者分别就“深部岩体力学试验”、“深部岩体动态本构关

系”、“地震、冲击地压和爆破作用下岩体的变形破坏”、“深部工程灾变孕育演化机理”等

主题作大会报告和学术研讨。其中，本项目首席科学家冯夏庭研究员作了题为“连续-

非连续细胞自动机数值分析方法”的大会报告；第三课题负责人王明洋教授作了题为：

“深部岩体变形破坏动力本构研究”的学术报告；学术骨干卢文波教授作了题为“深部

岩体开挖瞬态卸荷诱发振动预测模型”的学术报告。研究骨干戚承志教授、赵跃堂教授、

范鹏贤博士等和研究生参加了学术交流。 

 



深部重大工程灾害的孕育演化机制与动态调控理论                                项目简报 

 

2013 年第 3 期   第2页 

学术交流 

1、首席科学家冯夏庭研究员出席 2013 欧洲岩石力学大会 

2013 年 9 月 21-25 日，由国际岩石力学学会波兰国家小组和波兰弗罗茨瓦夫科技大

学地质技术与水利工程学院共同主办的 2013 欧洲岩石力学大会在波兰弗罗茨瓦夫举行。

期间，召开了国际学会主席团会议、理事会会议、各大洲区域会议和各专委会会议等工

作会议，本项目首席科学家冯夏庭研究员以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的身份出席了上述会

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 

 

2、第二课题学术骨干毛灵涛进行国际交流 

2013 年 6 月 10 日~2013 年 7 月 30 日，第二课题学术骨干毛灵涛副教授在美国纽约

州立石溪分校作访问，与国际著名光测实验力学专家 Prof. Chiang Fu-pen 展开合作交流

和研究，主要研究裂隙物体内部三维变形及应变场的测量，合作提出了基于 CT 或 MRI

用于测量物体内部三维变形的三维计算机辅助散斑干涉法（Computer Aided Speckle 

Interferometry- 3D, CASI-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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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奥克拉荷马大学工程学院院长访问第二课题 

2013 年 6 月 2 日至 6 日，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工程学院院长 Thomas Landers 教授在

第二课题参与单位山东大学进行了为期 5 天的交流与访问。6 月 3 日，Landers 教授参观

了土建学院大型岩土工程物理模拟实验室。下午，Landers 教授分别在千佛山校区和兴隆

山校区进行了学术交流和报告。Landers 教授在座谈和报告中展示了美国工科教育的先进

理念，并表示希望以土建学院与奥克拉荷马大学工程学院的合作为开端，为两所大学搭

建起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平台，互惠合作，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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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地下空间学会主席 Raymond Sterling 教授访问第二课题 

国际地下空间学会(ACUUS)主席、国际知名杂志 TUST (Tunnel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主编、美国路易斯安那科技大学 Raymond Sterling 教授访问了第二课

题。访问期间，双方就相互的交流合作，与美国相关高校的科研合作及课题组师生在

TUST 国际杂志上发表 SCI 论文等事宜开展了深入的交流。Raymond Sterling 教授为研究

生讲授了三门全英文课程，分别是《如何在国际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地下空间的开

发和利用》和《地下工程的非开挖技术》。Raymond Sterling 教授还参观了大型岩土工

程物理模拟实验室，高度评价了第二课题参与单位山东大学土建学院近年来在大型岩土

工程物理模拟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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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1、改进 Sheory 地应力估算模型 

通过对 Sheory 静弹性热力学模型进行改进，引入区域构造应力修正系数 ξ和 η，较

好地反映了不同构造运动作用下水平应力分布的差异性，建立了岩体平均水平应力估算

公式，式(1)。在此基础上，结合弹性理论，探讨了水平 大、 小主应力的分布规律，

并研究了 大主应力随岩体弹性模量变化规律。 




 


 )1000(
1

H
EG

Vav                      (1) 

式中： V -垂直方向应力； H 、 h -分别为水平方向 大、 小应力；E、 -弹性模量

(MPa)及泊松比； /(1 )    -侧压力系数； G-地温梯度，一般取0.024℃/m；β-线性热

膨胀系数，/℃; ξ、η-分别为区域构造应力修正系数，对同一断块内视为常数，其量值可

利用 小二乘法对该地区地应力实测值进行回归分析来确定。 

当ξ→1、η→0时，上式退化为Sheory静弹性模型，具有较好的包容性；此外，当不

同地区的构造作用存在差异时，ξ、η也随之变化，较好地体现了构造运动引起的应力场

差异性。对于弹性岩层，由弹性理论及式(1)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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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花岗岩为例，取 ν= 0.2，γ=0.027 MPa/m，G=0.024℃/m，β=6.3×10-6/℃，ξ=1、η=0，

代入(2)并绘制 大主应力与弹性模量的变化关系，见图 1 所示。图 2 为我国大陆浅层埋

深在 1000m 以内的 大水平主应力与弹性模量散点统计分布图。图 1 的 大水平主应力

的估算值与图 2 统计结果比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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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最大水平主应力计算值随弹性模量变化规律  图 2 实测最大主应力随弹性模量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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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围压下粗晶大理岩循环加卸载试验研究 

对锦屏 I 级水电站粗晶大理岩进行不同围压下的循环加卸载试验研究，探讨了不同

应力条件、不同裂隙密度下岩体力学参数的变化情况。试验结果表明： 

 （1）随着围压的升高，变形模量增加；同一围压下，变形模量也非定值，而随着

塑性应变（裂隙密度）的升高而降低（图 3a）。 

 （2）横向应变与纵向应变的比值随着围压及塑性应变的变化而变化，低围压

（1MPa）和较高围压（30MPa）时，该比值随塑性应变先增加后降低， 后保持定值，

说明了在这两个围压下都有横向膨胀的过程，前者是纵向劈裂，后者是剪胀；而在中等

围压（15MPa）时，该比值则随着塑性应变增加保持不变，没有降低过程，此围压下岩

石的破坏方式为剪断破坏（图 3b）。 

 （3）随着塑性应变的增加，岩石的内摩擦角逐渐升高，粘聚力逐渐降低（图 4），

说明岩石内部裂隙的起裂、扩展和贯通是摩擦力逐渐增强，粘聚力逐渐减弱的过程。 

 
图 3 变形参数随着塑性应变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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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强度参数随着塑性应变变化规律 

3、不同采动卸荷条件下岩石的变形破坏特征及对比分析 

基于三种典型的煤层开采方式(无煤柱开采、放顶煤开采和保护层开采)，借助 MTS- 

815 电液伺服岩石实验系统对潞安李村煤矿灰岩进行了同时恒定降围压、变速率加轴压

的三轴卸荷试验，由此研究了不同开采卸荷条件下的应力路径对围岩的力学行为影响。

试验获得了不同围压不同加载速率条件下灰岩的全应力-应变曲线（图 5）及宏观破坏模

式，结果表明灰岩的破坏模式与达到峰值时围压的大小有很大关系，而轴向加载应力路

径影响较小；放顶煤开采条件下围岩的变形较保护层开采和无煤柱开采大，特别是塑性

变形较后两者也大。另外围岩的脆性和延性特征的转变与轴向加载速率有很大关系，即

与煤层开采方式有关，且围压越大，塑性特征越明显。 

 

(a) 15MPa 围压                  (b) 25MPa 围压 
图 5 不同围压下不同开采卸荷条件下灰岩的应力-应变曲线 

4、空间裂隙的分形计算方法 

根据计盒维数的计算方法，提出基于裂隙数字体图像计算空间裂隙分形维数的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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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覆盖法，利用 MATLAB 实现了该算法。应用 CT 扫描获取不同围压下破坏煤样的数

字体图像（图 6），通过数字图像处理获取裂隙的体图像，采用立方体覆盖法计算了不

同围压下裂隙的分形维数（图 7）。另外通过对破坏煤样进行粒径筛分计算得到质量分

形维数。两种分形维数分别从裂隙和煤样破损颗粒大小分布来评价煤样的破碎程度。煤

样的破碎程度越高，两种分形维数越大，变化趋势具有一致性。基于裂隙数字体图像的

分形计算可以用于对裂隙空间演化过程的定量描述。 

 

(a)0MPa        (b)5MPa           (c)10MPa        (d)15MPa         (e)20Mpa 
图 6 不同围压下煤样破坏时的裂隙三维图 

 

5、贯通节理砂岩峰后变形试验研究 

采用 RLW-1000 型岩石三轴伺服刚性机对不同围压贯穿裂隙圆柱体标准试件进行常

规三轴压缩试验，分析裂隙岩体在不同围压下裂隙岩体的峰后强度和变形特性（图

8~10）。研究结果表明： 

（1）随着围压增加，类砂岩峰值强度和残余强度曲线呈非线性增大，峰值后，岩

石表现出对围压变化的很敏感。 

围压/MPa 

分
形
维
数

 

图 7 不同围压下破碎煤样的分形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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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不同围压条件下，峰值应变随着围压的增大而增大；围压对裂隙岩石试件

的峰前弹性阶段泊松比影响非常小，而峰后软化阶段和残余强度阶段的泊松比随围压的

增大而减小且变化较大。 

（3）体积应变是巷道围岩收敛变形的主要原因。围压越小，裂隙岩石峰后扩容现

象越明显，岩石扩容随围压增大而减小，且岩石可塑性和围压共同影响岩石扩容。 

（4）结合试验结果分析硐室围岩与支护相互作用机理（图 11），发现将峰后非连

续体变形控制在残余强度的初始阶段，能以相对较低的支护阻力有效控制过高的破裂膨

胀变形发生，保证隧道围岩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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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裂隙岩体应力-应变曲线           图 9 不同围压下裂隙岩体各个阶段的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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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0 不同围压裂隙岩体应变-体积应变曲线   图 11 典型围岩与支护结构相互作用的关系曲线 

 

6、深部多组裂隙岩体开挖变形破坏规律模型试验研究 

开展大规模地质力学三维模型试验，分析深部多裂隙岩体在不同条件下开挖（图

12），围岩应力应变规律和变形破坏特征，并进一步分析施工过程中的时空效应，形成

符合我国隧道工程特点的隧道施工过程稳定性空间位移判别方法和支护优化技术，为我

国铁路隧道建设技术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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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模型试验开挖 

模型填充完毕施加竖向和侧向压力，待加载稳定后采用手工方法逐步开挖，每开挖

一步，记录监测点的应变及位移变化，数据保持不变后继续下一步开挖，直至开挖完毕。

开挖完成之后，待监测数据完全稳定，开展超载破坏模型试验，研究隧道模型的破坏规

律（图 13 和 14）。 

      

图 13 超载破坏试验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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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隧道变形裂缝的发展 

研究结果表明：深部多裂隙岩体隧道开挖后，洞周发生朝向隧道内侧的变形，拱顶

位置沉降变形较为明显。隧道洞壁裂缝 先发生在预制裂隙处，然后向预制裂隙上方及

围岩内侧逐渐发展，在达到一定深度之后再向围岩外侧发展，在隧道洞周形成“耳朵”

状裂缝。随着洞周变形的增大，围岩内裂缝逐渐扩展贯通，当变形达到一定程度，洞周

预制裂隙附近土体发生大体积垮塌，从洞周破坏区域沿裂隙向围岩内部一定范围内出现

明显的分区破裂现象（图 15）。 

  

  

图 15 大变形诱发隧道垮塌 

7、脆性岩体裂纹扩展过程及体积扩容本构方程 

由于岩体中裂隙组的大量存在，使得岩体在发生破坏时往往与裂隙构造有很大关

系，岩体在外荷载的作用下，首先于原生裂隙尖端处形成应力集中，应力集中达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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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时，裂隙开始扩展， 脆性岩石的加（卸）荷破坏受许多小破裂的成核、扩展与合并

的制约，大量的在各种形变阶段观测到的微裂纹表明这些裂纹从预存裂隙（或缺陷）处

成核，并在应力集中源附近的局部拉应力作用下，主要按 I 型裂纹（拉伸开裂）扩展，

裂纹扩展的方向趋向平行于 大主应力方向。采用断裂力学分析岩体微观裂纹生长机理，

建立岩体损伤的断裂力学判据， 并利用散布损伤力学的手段描述岩体变形过程中的裂纹

发育和演化过程，构建裂隙岩体动态损伤演化数值计算模型，能够成功的预测和描述岩

体变形破坏过程中与时间相关的体积扩容现象以及岩体的寿命。 

 

图 16 局部拉应力作用下裂纹扩展 

体积扩容本构方程： 

         2 3 2 3 2 3
1

8 1 8 1 3
exp 1

3 3

n

v

v vp
D J f D J f J f t

K


  
             
   

 蠕变扩容瞬时扩容

 

岩体的寿命（宏观裂纹扩展所需的滞后时间）：
 

 
0

2 3/ 1

c
p n

l l
t

J f





 

岩体破碎时间： *
*

c

R

l l
t

C


 ，

2

2
Ic

c
eq

K
l


  

8、高应力岩体加载的非连续破坏特征 

分区破裂化现象在深部高应力岩体开挖过程的产生是有条件的。根据南非的观察记

录，在1000米到5000米的深部范围内并不是处处存在分区破裂。因此，不是深部的任何

条件下都会有分区破裂化发生。深部和高应力不是分区破裂产生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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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条件。分区破裂的产生跟初始应力、开挖的空间结构和开挖方式等多种因素有关。为

此，进行了高应力岩体动态开挖数值模型。根据巷道形状和应力分布的对称性，无限的

三维空间等效为八分之一的LS-DYNA模型，分别对不同初始应力下和不同加载类型下的

动态开挖过程进行模拟分析。 

1） 不同初始应力下的动态开挖过程 

为了进一步简化问题的求解过程，假设开挖过程仅仅在y轴方向（开挖方向）进行。

同时，巷道半径仍然1 m，垂直方向的应力为y = 60 MPa，对应10 MPa、20 MPa、40 MP

和60 MPa不同的水平应力（x = z）情况。并且用三角形的载荷曲线代替动态加载载荷，

载荷峰值为2.0E+09 Pa，上升时间为1.0E-06 s，作用周期为2.0E-03 s。动态开挖的数值模

拟结果如图17： 

         

   (a) x=z=10 Mpa      (b) x=z=20 MPa       (c) x=z=40 MPa   (d) x=z=60 MPa 

图17 不同初始应力下的动态开挖过程 

图 17 中的 a-c，在动态加载过程的初期导致了开挖面附近破裂区的产生，在此定义

为第一破裂区。但是随着加载的进行，间隔了一个弹性区后，在离开挖面较远的区域又

产生了另一破裂区，在此定义为第二破裂区。这样的破裂区形式的出现符合分区破裂的

现象。但是，当垂直方向的初始应力（60 MPa）一定时，随着水平初始应力的增大，如

图 17 中的 d，第二破裂区消失了，仅有第一破裂区产生。这一现象的出现表明：含初始

应力岩体的动态加载过程可以出现分区破裂化现象，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和初始应力水

平有关，初始应力水平是第二破裂区能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 

2） 不同加载类型下的动态开挖过程 

既然分区破坏化的现象发生在动态开挖过程中，那么肯定和动态加载的类型有关。

为了验证分区破裂和加载类型的关系，不同的加载时间下对y = 60 MPa 和x = z = 10 

MPa 的岩体模型进行数值模拟。把加载作用时间由原来的 0.002 s 增加到 0.02 s 和 0.2 s，

而峰值不变。从而得到数值模拟的结果如图 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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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加载周期为 0.02 s  (b) 加载周期为 0.2 s 

图 18 不同开挖强度作用的破坏形式 

 

图 18 表明，在相同的初始应力情况下，不同的加载类型（加载周期不同）表现出

了不同的破坏结果。随着加载周期的增加，第二破裂区逐渐消失（如图 18b）。分析可

知，当加载周期由 0.002 s 逐渐变到 0.2 s 时，加载方式逐渐由动态过程变到准静态过程。

对比于动态过程和准静态过程可知，动态过程产生的扰动能量会以波的形式向远处传播，

而准静态过程则不会产生波的传播形式。因此，动态加载的过程是第二破裂区能够产生

的又一关键因素。 

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高应力岩体的动态加载过程能产生分区破裂化现象，或者非

线性间隔破坏现象。但是这种现象的出现是有条件的。首先，这一现象的出现和初始应

力有关，高的初始应力方向对应着高的分区破裂化现象出现的可能。其次，分区破裂化

现象只出现在动态开挖过程，而不出现在静态或准静态过程中。 

9、花岗岩卸荷破坏全过程声发射特征研究 

利用 MTS815 混凝土与岩石力学试验系统和 PCI-2 三维定位实时监测系统对花岗岩

卸荷破坏进行声发射试验，得到了其卸荷破坏全过程变形特性和声发射特征，探讨了应

力与应变、声发射数与应力、声发射率与应力以及声发射率与时间之间的关系（图 19

和 20）。研究表明，岩石在卸荷方式下的破坏大多表现为脆性破坏，而且围压越大，脆

性破坏特征越明显；破坏前在应力大于 310MPa 左右或在时间大于 300s 左右的范围内声

发射数、声发射率开始出现激增现象，表明进入该阶段岩石内部破裂开始加速发育、扩

展， 终导致岩石的破坏。 



深部重大工程灾害的孕育演化机制与动态调控理论                                项目简报 

 

2013 年第 3 期   第15页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0 0.002 0.004 0.006 0.008 0.01
ε1

σ
1
-
σ

3
/
M
P
a

围压50MPa

围压40MPa

围压30MPa

围压20MPa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0 100 200 300 4

时间(s)

声
发

射
率

(
次

/
s
)

 
图 19  不同围压下应力-应变曲线             图 20  声发射率与时间关系 

 

10、深埋隧洞不同开挖方式下即时型岩爆微震信息特征及能量分形研究 

基于锦屏二级水电站深埋隧洞钻爆法及隧道掘进机（TBM）开挖过程中大量微震监

测数据及不同等级的岩爆案例，对不同开挖方式下即时型岩爆的孕育及发生过程的能量

释放展开研究，并运用分形几何原理研究微震能量分布的变化规律（图 21），得到以下

结论：（1）即时型岩爆的孕育及发生过程中，岩爆区围岩岩体处于破坏加速集聚并不断

扩展的过程；（2）钻爆法开挖过程中储存在岩体内的弹性应变能消耗于岩体破裂过程大

于 TBM 开挖，而转化为岩体动能小于 TBM 开挖；（3）钻爆法开挖微震能量分形维度

在即时型岩爆的孕育过程不断增加，岩爆临近前会增加到某个临界值以上；（4）TBM

开挖即时型高等级岩爆能量分形维度值大于钻爆法开挖，并且其分形维度值可以反映低

等级岩爆伴随发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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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不同开挖方式即时型岩爆孕育及发生过程中微震能量分形维度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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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讯 

第十三次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大会 
(2014 年 9 月 19～22 日，山西省太原市) 

第一号通知(征文通知) 

主办单位：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 

    山西省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 

    太原理工大学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大同分会 

    原位改性采矿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大会主题： 

 “资源、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会议背景： 

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各类岩石工程建设越来越多。在水利水电、交通工程、地

下工程为主的土木工程领域，在煤炭、石油、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资源能源工程领域，

在抗震、防灾减灾、地震发生机理、环境为主的地质地震工程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挑战

性的岩石力学的理论难题和岩石工程建设难题，在崭新的岩石工程建设的一系列相关工

程中涌现出了很多新的研究成果，这次学术大会将为岩石力学与工程建设的工作者提供

一次全国性岩石力学理论研究和岩石工程建设实践总结、交流与研讨的机会与平台。 

大会邀请国内外岩石力学与工程界知名专家作特邀报告；由各专委会或联合承办会

议专题，设相关的专题报告，并就其热点议题展开讨论。  

会议专题： 

1)        复杂条件下（多尺度、多物理场）岩石力学性质与本构关系； 

2)        岩石力学与工程中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方向； 

3)        岩石力学与工程的计算理论与大规模并行计算及仿真技术； 

4)        多场耦合作用的岩石工程问题； 

5)        岩石破裂与地震发生机理； 

6)        矿山岩体动力灾害机理及预测预报； 

7)        边坡工程的监测、加固与灾害治理； 

8)        大断面、深部岩石工程中的动态施工、支护理论与技术； 

9)        隧道工程中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 

10)    页岩油气与地热开发中的岩石力学问题； 

11)    岩土工程建设中的环境影响的评价、预测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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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岩土工程风险分析； 

13)    岩石工程典型案例分析； 

14)    其他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问题。  

会议论文与出版： 

会议论文评审合格后将发表在正式出版的会议文集上。并择优发表在《岩石力学与

工程学报》的正刊中。论文版面一般不超过 6 页。论文模版请参照《岩石力学与工程学

报》投稿要求，详见《学报》网站：http//www.rockmech.org 投稿须知，文稿暂不分栏。 

会议论文可登录第十三次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大会会议网站上传论文电子版，

也同时发送到电子信箱：kangzhiqin810101@126.com。纸质版邮寄到地址：（030024）

太原理工大学采矿研究所  康志勤、赵建忠收。 

 

会议重要日程： 

2014 年 1 月 1 日前提交 500 字论文摘要； 

2014 年 3 月 28 日前提供论文全文； 

2014 年 5 月 15 日发出论文采用通知和修改意见； 

2014 年 6 月 30 日前作者提交修改后的全文； 

2014 年 9 月 19 日代表报到； 

2014 年 9 月 20-21 日学术交流； 

2014 年 9 月 22 日工程考察。 

  

主办单位通讯方式： 

联系人：胡威，陆文琳 

电  话：(010)82998163，82998164 

传  真：(010) 82998163 

E-mail: csrme@vip.sina.com 

网  址：www.csrme.com 

邮 编：100029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 19 号，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 

  

承办单位通讯方式： 

联系人：康志勤  博士 

电  话：(0351)6014865，13068003931 

传  真：(0351)6014865 

E-mail: kangzhiqin810101@126.com 

邮  编：030024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新矿院路 18 号，太原理工大学 采矿工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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