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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受力维度下红砂岩失稳评判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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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不同受力维度下岩石峰值应力、峰值应变与失稳的关系，分别对红砂岩进行一维、二维、三
维受力条件下的单轴抗压试验、变角板剪切试验和直接剪切试验以及三轴压缩试验。试验结果显示：单轴

压缩试验中，峰值应力和峰值应变变异系数分别为 6.61% 和 9.36%；变角板剪切试验中，峰值应力和峰值应

变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 5.69% 和 19.81%；直接剪切试验中，峰值应力和峰值应变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
4.32% 和 14.74%；三轴压缩试验中，峰值应力和峰值应变平均变异系数分别为 6.03% 和 7.44%。上述研究

表明：当红砂岩处于一维和三维受力状态时，峰值应力和峰值应变均可以作为评判红砂岩是否失稳的指
标，但峰值应力比峰值应变作为评判指标的可靠性更高；当红砂岩处于二维受力状态时，只有峰值应力能
作为评判红砂岩是否失稳的指标。上述研究规律不仅对评判室内试验中岩石是否失稳具有重要意义，而
且对评判岩土工程中岩石是否处于安全状态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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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

深部地下工程中，围岩开挖会由三维受力状态转变

人类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多，而浅部资源存

为二维或一维受力状态，因此，研究不同受力维度

量逐渐枯竭，国内外很多黄金矿山相继进入深部资

下峰值应力、峰值应变与岩石失稳的临界条件关

源开采状态

系，
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工程应用价值。

。深部开采时岩石失稳评判已成为

［1-5］

日益突出的问题。蔡美峰等 认为岩石失稳可由加
［7］

载岩块试样的全应力—应变曲线判断。一般情况
下，当达到全应力—应变曲线峰值点时即可认为岩
石已经失稳，此时曲线的峰值点对应的应力和应变
称为岩石失稳时的峰值应力和峰值应变。目前，国
内外岩石破坏的监测方法主要有声发射技术［8-10］、
微震监测法

和热探测法

［11-12］

等。上述研究主要

［13］

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一些应力、应变与岩石

失 稳 临 界 关 系 的 研 究 工 作 。 宫 凤 强 等［6］对 SCB

（Semi-Circular Bend）试样进行断裂破坏试验，得出

评判岩石材料的失稳应基于载荷（应力）而不是位
移（应变）。赵扬锋等［14］和 Nitson［15］利用电荷传感

器对岩石变形过程中产生的电荷感应信号进行监
测，发现利用岩石变形产生电荷的关系能判断岩石

从采集岩石破坏过程中发出的信号来监测岩石所

的失稳。邹凯等［16］认为通过测量岩体应力的方式，

处的状态，重点关注的是岩石破坏的过程。由于在

可以在岩体应力未达到峰值应力前采取措施，防止

收稿日期：2016-09-05；修订日期：2016-12-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深埋硬岩劈裂破坏的强度准则和动静载荷组合作用机理研究”
（编号 41472269）资助
作者简介：林格（1990-），男，湖北汉川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岩石静力学研究工作。gelin10000@csu.edu.cn
* 通信作者：宫凤强（1979-），男，山东潍坊人，副教授，从事岩土工程灾害预测与控制等方面的研究工作。fengqiangg@126.com

195

采选技术与矿山管理

岩体失稳。上述研究主要认为应力、应变与岩石失
稳有关联，但针对不同受力维度下岩石的失稳尚未
开展相关研究。为此，本文利用同一产地、波速相
近

的红砂岩，在 MTS815 电液伺服试验机上开展

［17］

一维受力条件下的单轴抗压试验、三维受力条件下
的三轴压缩试验，在 INSTRON1346 电液伺服试验

机上进行二维受力条件下的变角板剪切试验和在
YZW50 型微机控制电动应力式直剪仪上进行二维
受力条件下的直接剪切试验，分析了不同受力维度

角板剪切试验，采用 5 mm 位移传感器测量试样的
轴向位移，2 000 kN 力传感器测量轴向载荷。在

YZW50 型微机控制电动应力式直剪仪上进行直接
剪 切 试 验 。 YZW50 型 试 验 机 最 大 法 向 应 力 为
300 kN，最大切向应力为 500 kN，应力应变传感器
精度为 0.5%。
1.2

试样制备和试验过程

为了降低试样的非均质性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下峰值应力、峰值应变与岩石失稳的关系。

选取红砂岩作为试验材料。试验所用红砂岩来自

1

试验方案和过程

3 066.1 m / s，平 均 值 为 3 016.8 m / s，离 散 系 数 为

1.1

试验方法与试验方案

山 东 省 营 南 县 ，所 有 试 样 的 纵 波 波 速 为 2 949.4~
0.52%。红砂岩的密度为 2.364~2.395 g/cm3，平均密

由于岩石失稳测试方法有很多，因此在进行岩
石压缩破坏试验之前，需要确定其测试方法。赵文
等［18］研究表明，由于岩石受力状态的不同，岩石的
强度也不同，一维受力条件下的测试方法为单轴抗
压试验，二维受力条件下的测试方法有变角板剪切

度为 2.383 g/cm3，离散系数为 0.21%。

［19-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

的建议方法，进行单轴抗压试验和三轴压缩试验

时，试样应为直径 50 mm、高 100 mm 的标准试样；
进行变角板剪切试验时，试样应为 50 mm×50 mm×

试验和直接剪切试验，三维受力条件下的测试方法

50 mm 的正方体试样；进行直接剪切试验时，试样

方法对红砂岩进行不同受力维度下的压缩试验，试

高为 50 mm 的圆柱形试样，为了尽量与单轴抗压试

为三轴压缩试验［19-20］。为此，试验中选取上述 4 种
验方案如表 1 所示。

表 1 红砂岩在不同受力维度下的试验方案
Table 1 Test scheme of red sandstone under different
stress dimensions
单轴抗压试

变角板剪切试验

直接剪切试验

三轴压缩试验

试验

法向载

试验

围压/

试验

个数

荷/kN

个数

个数

50

3

10

3

MPa

60

3

30

3
3

10

3

3

20

验试验个数

角度/°

3

55

3

65

3

20
40
50
60

3

5

3

15

3
3

轴抗压试验和三轴压缩试验，该试验机最大轴向载
荷为 4 600 kN，单轴引伸计横向量程为±4 mm，纵向
量 程 为 - 0.25~ ± 12.5 mm；三 轴 引 伸 计 纵 向 量 程

为-0.25~+8 mm，最高围压为 140 MPa，各测试传感
器精度均为当前等比标定量程点的 0.5%

。利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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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边长≥50 mm 的立方体试样或直径为 50 mm、
验和三轴压缩试验中的试样类型保持一致，直接

剪切试验选取直径为 50 mm、高为 50 mm 的圆柱形
试样。

本 次 试 验 共 加 工 3 组 试 样 ，规 格 为 50 mm ×

100 mm 的圆柱形试样 15 个，其中 3 个试样用于单
轴抗压试验，12 个试样用于三轴压缩试验；规格为
50 mm×50 mm×50 mm 的正方体试样 12 个，用于变

角板剪切试验；规格为 50 mm×50 mm 的圆柱形试
样 18 个，用于直接剪切试验。

单轴抗压试验采用轴向位移控制方式加载

［图 1（a）］，轴向加载速率为 0.1 mm/min。变角板剪
切试验采用轴向位移控制方式加载［图 1（b）］，轴向

加载速率为 0.1 mm/min。直接剪切试验中，对试样

3

利用 MTS815 电液伺服控制材料试验机进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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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INSTRON1346 电液伺服试验机进行红砂岩的变

以 0.5 kN/s 的加载速率施加纵向载荷至预定法向应

力值，连续以 0.5 kN/s 的切向应力加载，直至试样破

坏，如图 1（c）所示。三轴压缩试验中，将试样如图
1（a）安装好后给定 0.1 kN 的轴向压力，放下三轴腔

并注入液压油，以 0.1 MPa/s 的速度施加围压至预
定值，最后连续以 0.1 mm/min 的轴向加载速率施加
轴向应力，直至试样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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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验结果分析

2.1

单轴抗压试验结果分析

Cv =

σ
μ

其中，

单轴抗压试验结果显示：3 个试样的峰值应力

分 别 为 51.39，52.13，59.35 MPa，峰 值 应 变 分 别 为
0.0040，0.0045，0.0051。试验数据的变异系数的计
算公式［23］为

图1
Fig.1

σ=

（1）

2
1 n
∑ (Xi - μ)
i
=
1
n

（2）

1 n
∑ Xi
n i=1
式中：n 为试验个数；X i 为试验所得值。
μ=

（3）

红砂岩压缩试验测试图

Test chart of compression experiment for red sandstone

由 式（1）、
（2）、
（3）可 得 ，峰 值 应 力 和 峰 值 应

加，红砂岩破坏时的峰值应力逐渐减小，峰值应力

所示。峰值应力作为岩石是否失稳评判指标的

说明当红砂岩处于不同剪切角度时，可以从峰值

变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6.61% 和 9.63%，结果如表 2
可靠性比峰值应变高 31.36%，但由于变异系数均

较小，均低于岩石力学试验结果变异系数的临界
值（15%），说明岩石失稳时峰值应力和峰值应变
集 中 ，即 岩 石 处 于 一 维 应 力 状 态 时 ，可 以 通 过 监
测应力和应变是否达到峰值来评判岩石是否
失稳。
Table 2
试样编号

2.2

应力的角度评判红砂岩是否失稳。图 2（b）给出了

不同剪切角度下的峰值应变，峰值应变与剪切角
的相关系数为 0.3156，二者无相关性，说明当红砂

岩处于不同剪切角度时，从峰值应变的角度评判
红砂岩是否失稳没有明显规律可循。
由式（1）、
（2）、
（3）可得，不同倾斜角度下红砂

表 2 单轴抗压试验测试结果
Test results of uniaxial compressive experiment
峰值轴向
应力/MPa

峰值应变

1

51.39

0.0040

3

59.35

0.0051

2

与剪切角的相关系数为 0.9904，二者呈线性相关。

52.13

峰值应力变 峰值应变变

0.0045

异系数

异系数

6.61%

9.63%

变角板剪切试验结果分析
统计分析不同剪切角度下的峰值应力和峰值

应变，结果如图 2 所示。图 2（a）给出了不同剪切
角度下的峰值应力，可以看出，随着剪切角度的增

岩的峰值应力和峰值应变变异系数如表 3 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当倾角为 50°、55°、60°和 65°时，
峰值应力变异系数分别为 2.98%、2.72%、6.65% 和
10.42%。峰值应力变异系数最大值为 10.42%，低

于岩石力学试验结果变异系数允许的临界值

（15%）。峰值应力平均变异系数为 5.69%，说明在

变角板剪切试验中，峰值应力可作为评判不同倾斜
角度下红砂岩是否失稳的指标。

当倾角为 50°、55°、60°和 65°时，峰值应变变

异 系 数 分 别 为 36.12%、22.96%、5.01% 和 15.13%。
由 此 可 见 ，当 倾 角 为 50° 、55° 和 65° 时 ，峰 值 应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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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系数超过岩石力学试验结果变异系数允许
的临界值（15%），峰值应变离散。峰值应变平均

变异系数为 19.81%，比峰值应力平均变异系数多

图2
Fig.2

248%。 说 明 在 变 角 板 剪 切 试 验 中 ，峰 值 应 变 不

能作为评判不同倾斜角度下红砂岩是否失稳的
指标。

变角板剪切试验峰值应力（a）、峰值应变（b）与剪切角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k stress（a），peak strain（b）and shear angle in variable angle plate shear test
（a）变角板剪切试验峰值应力—剪切角关系；
（b）变角板剪切试验峰值应变—剪切角关系

2.3

直接剪切试验结果分析

临界值（15%），即岩石失稳时，峰值应变离散，同一

统计分析不同法向应力下红砂岩破坏时切向

法向应力下切向峰值应变离散性大。切向峰值平

看出，随着法向应力的增加，红砂岩破坏时的切向

变异系数多 241%。即在直接剪切试验中，峰值应

应力和切向应变，结果如图 3 所示。由图 3（a）可以

峰值应力逐渐增加，二者呈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

0.9632。说明在不同法向载荷下，可以从峰值应力
的角度评判红砂岩是否失稳。图 3（b）给出了不同

均应变变异系数为 14.74%，比切向峰值应力平均
变不能作为评判不同法向载荷下红砂岩是否失稳
的指标。
表3

在不同法向载荷下从峰值应变的角度评判红砂岩

不同倾斜角度下红砂岩的峰值应力和峰值
应变变异系数
Table 3 Peak stress and peak strain variation coeffi⁃
cient of red sandstone under different angles

是否失稳可靠性较低，即不能从峰值应变的角度评

倾角/°

法向应力下的切向峰值应变，切向峰值应变与法向
应力的相关系数为 0.4456，二者相关性较低，说明

判红砂岩是否失稳。
由 式（1）、
（2）、
（3）可 得 ，不 同 法 向 应 力 下 红
表 4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峰值应力变异系数

36.12

60

6.65

5.01

2.72
10.42

22.96
15.13

系数允许的临界值（15%）。峰值应力平均变异系

2.4

离散性小、数值集中，即在直接剪切试验中，峰值

出，
随着围压的增加，
红砂岩破坏时的峰值应力逐渐

数 为 4.32%，说 明 同 一 法 向 应 力 下 切 向 峰 值 应 力
应力可作为评判不同法向载荷下红砂岩是否失稳
的指标。

但当法向应力为 5.52，3.12 MPa 时，切向峰值

应变变异系数分别为 19.79% 和 36.59%，峰值应变

变异系数高于岩石力学试验结果变异系数允许的

198

2.98

65

均 较 小（＜8.34%），低 于 岩 石 力 学 试 验 结 果 变 异

峰值应变变异系数*100%

50
55

砂岩的切向峰值应力和切向峰值应变变异系数如

峰值应力变异系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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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轴压缩试验结果分析

图 4（a）给出了不同围压下的峰值应力，可以看

增加，二者呈线性相关，相关系数为 0.9372，说明在

不同围压条件下，可以从峰值应力的角度评判红砂
岩是否失稳。图 4（b）给出了不同围压下的峰值应

变，
随着围压的增加，
红砂岩破坏时的峰值应变逐渐
增加，二者的相关性较好，相关系数为 0.8943，说明

林格等：不同受力维度下红砂岩失稳评判指标研究

图3
Fig.3

直接剪切试验峰值切向应力（a）、切向应变（b）与法向应力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k shear stress（a），shear strain（b）and normal stress in direct shear test
（a）直接剪切试验峰值切向应力—法向应力关系；
（b）直接剪切试验峰值切向应变—法向应力关系

在不同围压下，也可以从峰值应变的角度评判红砂
岩是否失稳。
由式（1）、
（2）、
（3）可得，不同围压下峰值应力

和峰值应变变异系数如表 5 所示。可以看出，峰值

表4

不同法向应力下红砂岩的切向峰值应力和
切向峰值应变变异系数
Table 4 Peak stress and strain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red sandstone under different normal stresses
峰值应力

峰值应变

变异系数*100%

变异系数*100%

5.52

1.85

19.79

16.56

8.34

9.70

应力和峰值应变变异系数均小于 12%。峰值应力

法向应力/MPa

7.44%，均小于岩石力学试验结果变异系数允许的

11.04

应变均较集中，即在三轴压缩试验中，峰值应力和

22.08

平均变异系数为 6.03%，峰值应变平均变异系数为
临界值（15%）。说明相同围压下，峰值应力和峰值

峰值应变均可作为评判不同围压下红砂岩是否失

33.12

稳的指标。

图4
Fig.4

27.60

3.79
3.23
5.30
3.42

4.37
4.11

13.85
36.59

三轴压缩试验轴向峰值应力（a）、峰值应变（b）与围压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axial peak stress（a），peak strain（b）and confining pressure in three axial compression test
（a）三轴压缩试验轴向峰值应力—围压关系；
（b）三轴压缩试验峰值应变—围压关系

2.5

4 种试验结果比较

对 4 种试验结果（表 6）进行对比分析可知，4 种

试验所得的峰值应力平均变异系数均小于峰值应

变平均变异系数，说明无论是单轴抗压试验、变角
板剪切试验、直接剪切试验还是三轴压缩试验，峰
值应力相较于峰值应变能够更好地反映红砂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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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失稳。4 种试验所得的峰值应力平均变异系数在
4.32%~6.61% 之间，变异系数均较低，说明红砂岩

内容，研究结果不仅对评判室内试验中岩石是否失

失稳时峰值应力集中，即峰值应力可作为评判红砂

稳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评判岩土工程中岩石是否

岩是否失稳的指标。

处于安全状态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对红砂岩开展

表 5 不同围压下红砂岩的峰值应力和应变变异系数
Table 5 Peak stress and strain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red sandstone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不同受力维度下的试验，
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围压/MPa 峰值应力变异系数*100% 峰值应变变异系数*100%

（1）处于不同受力维度下的岩石失稳时，峰值
应力可作为评判岩石是否失稳的指标。
（2）当岩石处于一维和三维受力状态下时，
峰值

5

9.66

8.04

应变可作为评判岩石是否失稳的指标，但其可靠性

15

8.44

11.38

（3）当岩石处于二维受力状态时，峰值应变离

10

1.39

20

4.62

3.53

比峰值应力作为评判指标分别低 31.36% 和 18.95%。

6.83

散，不能作为评判岩石是否失稳的指标。

单轴抗压试验中，当红砂岩处于一维受力条件

下而发生破坏时，峰值应变平均变异系数为 9.63%，

（4）岩石的稳定和失稳是辩证统一的 2 个部分。

不同受力维度下，峰值应力和峰值应变为评判岩石

比峰值应力平均变异系数多 46%；三轴压缩试验

是否失稳提供了依据。由于受到试样数量的影响，

值应变平均变异系数为 7.44%，比峰值应力平均变

试验系列和试验方法，比如真三轴试验，来更加深

破坏时红砂岩的峰值应变平均变异系数较低，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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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Evaluation Index of Red Sandstone Instability Under Different
Stress
LIN Ge1，GONG Fengqiang1，2

1.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2.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Hun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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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k stress，peak strain and the stability state of red
sandstone under different stress dimensions，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 under one-dimensional stress，variable
angle plate shear test and direct shear test under two dimensional stress，three axis compression test under three
dimensional stress were carried out.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coefficient variation of peak stress and peak strain
are 6.61% and 9.36% respectively in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The average coefficient variation of peak stress
and peak strain are 5.69% and 19.81% respectively in variable angle plate shear test.In the direct shear test，the
average coefficient variation of peak stress and peak strain are 4.32% and 14.74%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coefficient variation of peak stress and peak strain are 6.03% and 7.44% respectively in the three axial
compression tests. Research shows：when sandstone is under the one-dimensional or three-dimensional stress
state，the peak stress and peak strain can be used as indexes to judge whether the red sandstone is unstable，but
the peak stress is more reliable than the peak strain as the evaluation index.When the sandstone is under the twodimensional stress state，only the peak stress can be used as an index to judge whether the red sandstone is
unstable or not.The above research rule is not only important to judge whether the rock is unstable in laboratory
test，but also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judging whether rockmass is in safety state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Key words：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variable angle plate shear test；direct shear test；three axis compression
test；peak stress；peak strain；coefficient var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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