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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MTS 322 试验机对均质红砂岩进行了低加载（应变）率范围内不同量级的单轴压缩试验，考察了

加载率对压缩强度、切线弹模和破坏应变的率效应影响规律。试验过程中采用位移控制加载，对应的加载

量级分别为 0.12，1.2，12，120 mm/min。研究结果表明：位移控制加载率与试样实际加载率、应变率之间均
存在良好的线性关系。不同加载速率下岩石材料的单轴压缩强度、切线弹模随着加载率的增加呈现增加

趋势，单轴压缩强度增加了 11%，切线弹模增加了 13%，率效应显著。通过试验数据发现，破坏应变与应变
率（加载率）之间无相关性，不具有率效应规律，
故强度准则应该是应力准则而不是应变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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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材料的率效应特性研究，是岩石力学研

材料的强度和弹性模量显著增加，并建立了考虑

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向。目前，对于率效应已经

应变率效应的岩石动态破坏准则。冯遗兴等［9］根

有了很广泛的研究［1-4］。梁卫国等［5］以层状盐岩体

据岩石破坏变形在不同应变率下的变化规律，提

矿床中的 NaCl 岩盐和无水芒硝盐岩为研究对象，
在实验室内进行 10-5~10-3 s-1 范围内单轴压缩强度
与变形特性的应变率效应研究，发现 NaCl 岩盐和

出不同岩石具有不同的临界应变率。通过该临界
应变率可以确定岩石破坏后区的变形随荷载的减
小呈增大或减小的变化趋势。但是，对于静态压

无水芒硝盐岩的单轴抗压强度与弹性模量基本不

缩试验，一般采用较低的加载速率得到静态压缩

随加载应变速率而变化。杨仕教等［6］通过定量分

强度，而忽视了静态压缩试验中率效应的影响。

析发现，石灰岩试样的单轴抗压强度、峰值强度以
及破坏后的形态等物理力学参数受到加载速率的
影响，并得到岩石材料力学特性受加载速率影响
的范围主要在塑性变形到破坏阶段。朱瑞赓等［7］
研究发现在 10−4~102 MPa·s−1 加载速率下，花岗岩

的单轴抗压、抗拉和抗剪强度随加载率的增加而
增加，进而得出岩石强度不仅与应力状态及其量
值有关，还与加载率有关。李刚等 采用 SHPB 试
［8］

验装置进行了冲击试验，发现随着应变率的增加，

如何避免率效应引起的试验误差，对于试验结果
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1 试样制备
对于岩芯试样，加荷载通常采用径向和轴向加
载。但是工程勘探所钻取的岩芯往往与荷载一致，
这就使得径向试验在加荷载方向上不符合工程要
求。轴向试验受力方向与岩芯荷载一致，既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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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向同性的均质岩芯，也适用于各向异性的非均质
岩芯，
如图 1 所示。

试验结果的离散型，每个量级采用 3 个试样试验。

根据本试验方案进行不同量级组的单轴压缩试验，
发现各量级组试验结果离散度均很小，结果可信且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 1 试样加载方向
Fig.1

Sample loading direction

为了使强度指标值能均匀地考虑节理、裂隙
的影响，试验方案选择不含明显节理、裂隙的红

图2

砂岩试样。根据国际岩石力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Rock MechanicsISRM）建议，采用立式取
芯机在同一块红砂岩石材上进行取芯，然后利用岩

石切割机进行切割，最后利用双端面磨石机对岩样
进行打磨，保证试样的不垂直和不平行度均小于

Fig.2

MTS 322 试验机
MTS 322 test system

在 0.12 mm/min 的加载速率下，砂岩试样整体

完整，试样内部并没有形成较大贯穿裂纹。在试样

表面，形成多条纵向裂纹，分布在轴向表面，并贯穿

0.02 mm，试样高度和直径误差均小于 0.3 mm，加工

试样轴向表面；除纵向裂纹之外，还形成多条横向

数见表 1。

存在内部损伤和表面剥落，但并无冲击崩裂现象

成规格为 Φ50×50 mm 的圆柱形岩石试样，试样参

（图 3）。

表 1 岩石试样参数
Table 1 Rock sample parameters
试样类型
细粒花岗岩

平均规格/（mm×
mm）

49.48×49.73

平均密度

ρs（
/ kg·m-3）
2 825

平均波速

Cs （
/ m·s-1）
5 418

2 试验过程与结果
2.1

裂纹，纵横裂纹在加载受力面附近交错连接。试样

常规压缩试验过程
单轴压缩试验在中南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液压

伺服试验机（如图 2 所示）上进行，其最大载荷量程

图3

0.12 mm/min 加载速率下试样破坏模式

Fig.3 Sample broken state at 0.12 mm/min loading rates

在 1.2，12，120 mm/min 加载速率下，试样破坏

值 为 ± 500 kN，载 荷 测 量 精 度 值 为 ± 0.5%，刚 度 ≥

模式以剪切破坏为主，存在多个共轭剪切面；主裂

切、弯曲和断裂等力学性能测试，符合本试验的要

且主裂纹周围伴有大量的次生裂纹。由于加载速

1 370 kN/mm，可进行材料及构件的拉伸、压缩、剪

纹大多起于试样的一个端面而止于另一个端面，并

求。通过位移控制模式，调节加载速率以 0.12，1.2，

率较高，破坏所需要的能量集中较快，当吸收的能

结果由计算机采集。为减少不同试样差异性造成

裂状态（图 4~6）。不同加载速率下，试样破坏模式

12，120 mm/min 4 个量级进行单轴压缩试验，试验

量达到极值时，能量会突然释放，破坏呈现冲击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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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在低加载率下，能量可以

中发育的裂隙、节理面不同，导致各曲线的线性段

沿着主裂纹缓慢耗散，而随着加载率的增加，有效

长短不同。随着荷载的继续增加，试样开始破裂，

加载时间变短，主裂纹发育不充分，使得试样破坏

这是由于试样中的应力超过了其最大承载力，应

呈现冲击崩裂状态。

力—应变曲线表现为快速下降趋势。砂岩在较慢
的加载速率下裂隙发育充分，导致材料的峰值强度
下降且破坏后的变形曲线陡峭跌落。故表现出随
着加载速率的增加，试样内部应力增加速率显著
提高。

图4
Fig.4

1.2 mm/min 加载速率下试样破坏模式

Sample broken state at 1.2 mm/min loading rates

图 7 0.12 mm/min 加载速率下应力—应变曲线
图5
Fig.5

2.2

120 mm/min 加载速率试样破坏模式

Sample broken state at 120 mm/min loading rates

静载试验结果
不同量级红砂岩的应力—应变曲线的形状大

体上类似（图 7~10），可分为压密、弹性变形至微弹
性裂隙稳定发展、非稳定破裂发展和破坏后 4 个阶

段。加载初期，曲线呈现上凹的形状，这是由于岩
石试样内部存在微裂隙或节理面，随着加载率的增
加，微裂隙或节理面被压密。伴随着裂隙、节理面
的闭合，应力应变曲线呈近似直线型，但由于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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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7 Stress-strain curve at 0.12 mm/min loading rate

Sample broken state at 12 mm/min loading rates

图6
Fig.6

12 mm/min 加载速率试样破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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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2 mm/min 加载速率下应力—应变曲线

Fig.8 Stress-strain curve at 1.2 mm/min loading rate

由图 11 可见，在较快的加载速率（120 mm/min

和 12 mm/min）下，试样从峰值强度跌落至残余强度
的曲线更陡直，在较慢的加载速率（1.2 mm/min 和

0.12 mm/min）下，试样从峰值强度跌落至残余强度
的曲线更平缓，曲线抖动也较大。

王进等：
红砂岩单轴压缩试验的率效应研究

图 11

图 9 12 mm/min 加载速率下应力—应变曲线
Fig.9 Stress-strain curve at 12 mm/min loading rate

不同量级下应力—应变代表曲线

Fig.11 Stress-strain curve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orders of magnitude

3 试验结果分析

本次试验得到的结果如表 2 所示，下面依据试

验结果进行详细分析。
3.1

控制加载率、实际加载率及应变率的关系
目前对于位移控制加载率、试样实际加载率及

应变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很少，通过分析表 2 中试验
数据，得到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 12~14。

通过对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发现位移控制加载

率、试样实际加载率和应变率之间存在很明显的线
性关系，因此可以通过拟合公式对相关未知量进行

图 10 120 mm/min 加载速率下应力—应变曲线
Fig.10 Stress-strain curve at 120 mm/min loading rate

换算。

表 2 不同加载速率下的试验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at different loading rates
试样编号
1
2
3
4
5
6
7
8

10
11
13
16

v̇ （
/ mm·min-1）

0.12

ε̇ /s-1

4.01×10

-5

4.03×10

-5

4.03×10-5
3.97×10

-4

1.2

3.94×10

-4

3.98×10-4
3.80×10

-3

12

3.87×10

-3

3.98×10-3
3.17×10

-2

120

3.29×10

-2

3.47×10-2

Log（ε̇ ）

t/s

-4.40

345.71

-4.40

381.89

-4.39
-3.40
-3.40
-3.40
-2.42
-2.41
-2.41
-1.50
-1.48
-1.46

362.02
35.50
38.95
35.05

3.54
3.63
3.51
0.48
0.47
0.47

Rt/MPa

Et/GPa

41.95

3.87

44.81
43.78
43.94
47.19
45.13
46.80
47.10
48.03
51.54
52.45
49.02

ε max

3.69

0.0139

3.83

0.0154

3.83
3.91
3.79
4.44
4.42
4.23
4.33
4.44
4.23

0.0145
0.0141
0.0153
0.0139

σ̇ /MPa·S

0.13
0.12
0.11
1.24
1.21
1.29

0.0134

13.23

0.0136

13.70

0.0141

12.97

0.0151

107.83

0.0162

104.95

0.0154

112.42

Log（σ̇ ）
-0.89
-0.94
-0.94
0.09
0.08
0.11
1.12
1.11
1.14
2.03
2.05
2.02

注：v̇ 为 位移 控 制 加 载率 ；ε̇ 为 应 变 率 ；t 为 岩 石 破 坏时间 ；Rt 为单轴抗压强度 ；Et 为切线弹模 ；ε max 为 破 坏 应 变 ；σ̇ 为 加 载 率

2018 年 2 月 第 26 卷·第 1 期

59

采选技术与矿山管理
3.2

应变率效应分析

Lu 等［10］得出岩石强度在一定应变率后显著增

加是由径向惯性和摩擦效应引起的；Asprone 等［11］
发现黄色凝灰岩在高应变率下的动态拉伸强度是
准静态条件下的 3 倍；张宗贤等［12］讨论了加载率对
岩石材料强度、断裂韧度和破碎效果的影响；戚承

志等［13］通过探讨材料强度的应变率机理，得到材料
强度随应变率的变化是由宏观黏性机制与热活化
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马怀发等［14］通过对试验数
据进行统计，得到了混凝土弹性模量、材料强度与
图 12
Fig.12

位移控制加载率与实际加载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lacement control
loading rate and loading rate

应 变 率 的 关 系 。 宫 凤 强 等［15］发 现 岩 石 Mohr −

Coulomb 准则中内摩擦角 φ 和黏聚力 c 在高加载速
率下并不是定值，而是受应变率的影响。本文通过

抗压强度、切线弹模对红砂岩单轴压缩试验的率效
应进行研究。

本试验应变率的取值范围在 10-5~10-1/S 之间，

单轴抗压强度与应变率（图 15）、切线弹模与应变率

（图 16）之间均存在较好的拟合关系。在中低应变

率阶段，单轴抗压强度和切线弹模均随着应变率的
增 加 呈 现 增 加 趋 势 ，这 与 Sang 等［16］、Mahmutoglu

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由于岩石存在空隙或微裂
纹，微裂纹闭合，岩石更加紧密，伴随应变率的增
加，弹性模量增加。求取各量级试验数据的平均
图 13
Fig.13

位移控制加载率与应变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lacement control
loading rate and strain rate

值，得到 1.2 mm/min 加载速率下的单轴抗压强度比
0.12 mm/min 加载速率下增加了 11%，切线弹模增
加了 13%，应变率效应明显。虽然 120 mm/min 加

载速率下的切线弹模比 1.2 mm/min 加载速率下降

低了 0.8%，但不影响整体增加趋势。由图 17 可知，
破坏应变与应变率之间没有相关性，具有很强的离
散型。
3.3

加载率效应分析

在进行岩石材料的率效应分析时（尤其在试验
研究中），除了通过应变率也可采用加载率 σ̇ 对率

效应进行分析，加载率对岩石材料的研究不仅体现
在岩石强度上，还体现在岩石材料的变形特性上。
在中低加载率到高加载率的过渡阶段，岩石的单轴
抗压强度和切线弹模对加载率较敏感，即单轴抗压
图 14 应变率与实际加载率的关系
Fig.14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ain rate and
load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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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和切线弹模随加载率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但对
于中低加载率阶段的岩石材料的敏感程度，则研究
不够深入。加载率公式为

王进等：
红砂岩单轴压缩试验的率效应研究

Rc
（1）
t
式中：R c 为单轴抗压强度；
t 为岩石破坏时间。
σ̇ =

本试验加载率的取值范围在 10-1~102 MPa/s 之

间，跨越 4 个量级。在中低加载率下，单轴抗压强

度随着加载率的增加呈现增加趋势，这与中低加载
率向高加载率过渡阶段的变化趋势一致，但增加趋
势更平缓（图 18）。切线弹模随加载率的增加也呈
现增加趋势（图 19）。
图 15 单轴抗压强度与应变率的关系
Fig.15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strain rate

图 18 单轴抗压强度与加载率的关系
Fig.18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loading rate

图 16 切线弹模与应变率的关系
Fig.16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ent elastic and
strain rate

图 19 切线弹模与加载率的关系
Fig.19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ent elastic and
loading rate

通过分析得出，抗压强度与切线弹模加载率与
图 17 破坏应变与应变率的关系
Fig.17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lure strain and
strain rate

应变率的变化规律相同，且拟合情况也基本一致。
从图 20 可以看出，破坏应变与加载率也不具有率
效应规律。从上述研究结果可以进一步推断，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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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强度准则应该是应力准则而不是应变准则。

［ 3 ］梁昌玉，李晓，李守定，等 . 岩石静态和准动态加载应
变率的界限值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12，
31（6）：1156-1161.
Liang Changyu，Li Xiao，Li Shouding，et al.Study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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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ate Effect of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for Red Sand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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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s of homogeneous red sandstone under low loading（strain）rate range
with different order of magnitude were carried out using hydraulic servo test machine. The effects of loading
（strain） rate on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tangent elastic modulus and failure strain were investigated. The
displacement control loading was adopted in the process of testing，and the loading rate were 0.12，1.2，12，
120 mm/min respectively.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good linear relationship among displacement control
loading rate，actual loading rate and strain rate of specimen. The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tangent
elastic modulus of rock materials increase with the loading rate under different loading rates，the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increases by 11%，the tangent elastic modulus increases by 13%，and the rate effect is
remarkable.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failure strain is no associated with strain rate（loading rate）by experimental
data，and there is no law of rate effect，so the strength criterion should be stress criterion instead of strain
criterion.
Key words：red sandstone；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rate effect；loading rate；strain rate；compressive strength；
tangent elastic modulus；
stress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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