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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软弱层间带裂隙岩石的水压弱化效应是水利工程长期稳定研究的重要方向。针对锦屏一级坝肩软弱层间

带裂隙大理岩在高水压力作用下的长期变形特性，采用特定的岩石流变试验系统，开展不同水压作用下预制裂
隙大理岩的蠕变试验；结合典型蠕变过程曲线分析水压对裂隙岩石蠕变变形、蠕变速率、蠕变破坏荷载及长期强
度的影响，并基于蠕变破坏断口的电镜扫描成果，从细观角度分析岩石蠕变破坏机制。结果表明：裂隙大理岩宏
观破裂现象与断口微观特征相吻合，随着水压的增加，岩石破裂形式逐渐由张拉破裂向剪切破裂过渡，破裂断口
由凹凸锯齿状逐渐趋于平滑。压力水沿大理岩裂隙的“楔入”可加速原始裂纹的发育，促进岩石的蠕变发展，水
压越大，“楔入”效应越明显，加速蠕变速率越大，加速阶段持续时间越短，蠕变破坏的分级荷载越小；相较于稳
定蠕变阶段，水压对加速蠕变阶段的影响效应更大。裂隙大理岩长期强度约占完整岩石峰值强度的50%～70%，
水压的增大会降低岩石的长期力学性能，并加速岩石的蠕变破坏；工程中，建议取稳定蠕变阶段最大一级强度作
为裂隙大理岩的长期强度。研究成果的应用可提高锦屏一级水电站长期稳定运行评估的准确性，并为裂隙岩石
蠕变本构模型研究提供重要支撑，具备显著的工程应用与理论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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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ter pressure weakening effect of fractured rock in weak interlayer zone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long-term stability research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To study the long-term de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ractured rock in weak interlayer zone of Jinping Ⅰ arch dam under
real water pressure, creep tests of pre-fractured marble under different water pressures were carried out on a specific rheological test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typical creep process curve, the influence of water pressure on the creep deformation, creep rate, creep failure load and long-term
strength of fractured rock was analyzed, and the creep failure mechanism of rock was analyzed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basing on the creep
failure surface scanning results of marble carried out by SE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water pressure, the rock failure modes
gradually transit from tensile to shear, and the failure surface tends to be smooth from concave convex serrated shape. The “wedging effect” of
pressure water along the fracture accele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original cracks and promotes the creep development of rock. The larger the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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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ure is, the more obvious the “wedging effect” is, the higher the accelerated creep rate is, the shorter the duration of acceleration stage is, the
smaller the load grade of creep failure is, and the lower the long-term strength is. The effect of water pressure on the accelerated creep stag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table creep stage. The increase of water pressure will reduce the long-term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rock and accelerate
the creep failure of rock, the long-term strength of fractured rock accounts for 50%～70% of the peak strength of intact rock.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maximum first-order strength in stable creep stage should be taken as the long-term strength of fractured rock.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long-term stable operation evaluation of Jinping Ⅰ arch dam, and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study of
creep constitutive model of fractured rock, which has significant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value.
Key words: water pressure; marble; fractured rock;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stepped load; creep property; long-term strength

岩石蠕变作为岩石的重要变形特性，对长期荷
[1]

验研究，对裂隙岩石进行的蠕变研究较少。

载作用下工程建筑物的安全稳定有重要影响 。随着

锦屏一级水电站坝肩岩石受原始高地应力与工

近年来拉西瓦、小湾、溪洛渡、锦屏一级、白鹤滩等重
大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实施，以及众多水电站服役

程扰动，内部节理裂隙发育，电站蓄水后，两岸的坝

年限的逐渐增加，岩石在水岩耦合作用下的蠕变特

级高的水压力作用，在拱推力和高水压力的长期共

征直接影响大坝的长期稳定性。其中，研究水对岩石
强度和蠕变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工程实践意义，

同作用下，坝肩软弱层间带的裂隙岩石长期变形特

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
长期以来，国内外水利科学与工程界一直致力
于解决水电站坝肩与坝基岩石水岩耦合下的长期安
全运行这一核心问题，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在水岩
耦合下岩石蠕变试验研究领域，Griggs[2]在1940年就
通过试验证明了孔隙水压对部分材料的蠕变特性具
有显著的影响；Koji[3]研究了花岗岩在不同含水率条
件下的蠕变特性。国内，周祖辉等 [4]在1985年研究了
不同含水量对大庆泥岩蠕变的显著影响；孙钧等 [5]结
合三峡工程，研究了饱水花岗岩的“荷载–位移–时间”
蠕变关系，得到了水对岩石强度时效性不利影响的
一系列规律；李铀等 [6]针对不同含水状态下的花岗岩
进行单轴流变试验，得到饱水花岗岩强度大幅小于
干燥状态且饱水后岩石流变速率和变形量明显增大，
对于工程应用具有指导意义；Liu等 [7]以冬瓜山铜矿
的深部饱水试样为研究对象，进行不同应力状态下
饱水岩石的流变特征研究，得到了不同条件下岩石
的差异化流变特性；周瑞光等 [8]以金川露天矿边坡f1、
f2断层室内力学试验为依据，从瞬时变形、蠕变变形、
强度、破坏等方面探讨了水岩相互作用的结果；秦哲
等 [9]为研究水位升降对某边坡长期稳定的影响，以某
露天坑边坡岩石为对象，研究多次饱水–失水循环过
程后岩石的三轴蠕变特性。近些年，众多学者，如李男[10]、
佘成学 [11]、刘东燕 [12]、李勃 [13]、马冲 [14–15]、于超云 [16]、
肖欣宏 [17]、刘德峰 [18]等在各自领域分别开展了水对
岩石蠕变特性影响的试验研究，研究成果对于理论
探索与工程建设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学者
们的试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干燥环境下进行，即使有
一部分试验岩样处于饱水状态或孔隙水压环境下，
但少有在真实的水压环境下进行岩石蠕变特性试验
研究；另外，研究主要围绕完整岩样进行蠕变特性试

亟需开展真实水压作用下裂隙岩石的蠕变特性研究。

肩岩石不仅承受坝体的拱推力，也有来自库区300 m

征对锦屏一级大坝的安全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因此，
以锦屏一级坝肩软弱层间带裂隙大理岩为研究对象，
通过真实水环境中岩石的蠕变试验，分析水压对岩
石蠕变过程及长期强度的影响规律，并结合岩石破
坏断口的微观结构，进行破坏机制分析，为锦屏一级
水电站长期稳定运行的评估提供重要支撑。

1 裂隙岩石蠕变试验设备与方法
1.1 试验设备
试验采用四川大学水利水电学院的“YSL–200”
型微机控制多通道轴压水压联合作用岩石流变试验
系统，如图1所示。该设备由静油压加载系统、静水压
加载系统和位移变形测量系统组成。静油压加载系
统通过压缩油缸对试样实施轴向加载；静水压加载
系统通过加压承压筒内的水对试样进行围压加载；
位移变形测量系统采用高精度光栅尺测量试样的轴
向位移量。试验全程采用微机控制，实时显示轴压、
水压、试验时间、变形量和应变。其中：轴压力范围为
10～200 kN；水压范围为0～10 MPa；光栅尺量程为
0～25 mm，测量精度为±0.2 µm。

图1
Fig. 1

YSL–200岩石流变试验系统

YSL–200 rock creep testing system

该试验系统与常规试验仪器（如MTS）的轴压孔
隙水压联合作用的区别在于，常规试验仪器是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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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本文试验是将岩样完全置于压力水环境中，真
轴向应力/MPa

正实现了水与岩样直接接触，模拟了实际工程中真
实水压对裂隙岩石的影响，相应的岩样受力示意图
如图2所示。
轴向
荷载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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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线应变
环向应变

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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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 −0.001

0

水
压

试
样

图4
Fig. 4

图2
Fig. 2

0.001 0.002 0.003 0.004
应变

试样

裂隙试样制备典型应力–应变曲线

Typical stress–strain curves of fractured specimen preparation

岩石试样的受力示意图

Schematic diagram for stress on rock specimen

1.2 试样制备
试样采自锦屏一级拱坝左岸坝基，岩性为成分
较纯的大理岩，其中，方解石占99.5%，白云石占0.5%，

图5

颜色呈浅灰至灰白色，变质过程中层面胶结愈合良
好，层面裂隙不发育，如图3所示。根据《水利水电工
程岩石试验规程》

[19]

规定，岩石试样按试件高径比

约为2∶1（H100 mm×Ф50 mm）进行取样。

Fig. 5

隙岩石峰值强度的50%，后期每次逐级递增的荷载
为裂隙岩石峰值强度的5%或10%。试验方案如表1
所示。
表1
Tab. 1

试样
编号

图3
Fig. 3

大理岩试样
Marble specimens

裂隙大理岩部分试样

Partial specimens of fractured marble

水压作用下裂隙大理岩蠕变试验方案

Creep test schemes of fractured marble under water pressure
饱和单轴抗压
强度/MPa

抗压强度对应的
荷载/kN

试验水压/ 初始轴压/
MPa
kN

完整

裂隙

完整

裂隙

M–1

94.3

80.9

187.2

160.6

0.15

80.0

M–3

89.5

84.1

177.8

167.1

0.50

83.5

M–4

82.7

71.0

164.4

141.1

1.00

70.0

裂隙岩石试样在MTS电液伺服岩石力学测试系

M–5

67.1

56.5

133.1

112.0

1.50

56.0

统上制备。首先，采用轴力控制方式，以60 kN/min的

M–9

63.7

55.4

126.6

110.1

2.00

55.0

加载速率加载；当轴向荷载接近岩样屈服强度时，转

以初始轴向荷载为70 kN，水压为1 MPa（M–4）

换为位移控制方式，以0.15 mm/min的加载速率加载；

的分级加载试验为例，试验时先装配好试样，再进行

当轴向荷载达到峰值强度时，进行卸载并再次加载

加压准备。加压准备过程中，首先，使轴向压头接触

至峰值。制备过程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4所示，制备

试样；然后，向承压桶内注水，再装入光栅尺；最后，

好的部分裂隙岩石试样如图5所示。

将变形及水压清零。加载过程中，以0.5 MPa/min的加

1.3 试验方案及过程

载速率施加水压力，目标水压为1 MPa；设置目标轴

根据锦屏一级拱坝运行后现场渗流实测资料

向压力为70 kN，以10 kN/min的加载速率施加轴压，

（2014—2017年），本次试验水压主要选取0、0.5、1.0、

岩石流变系统在试验过程中，前1 h内设置为每5 s采

1.5、2.0 MPa。由于试验过程中0水压不利于试验进行

集并记录一次数据，1 h后每5 min记录一次。

及试验仪器控制，且实际监测数据中以0.15 MPa水压
居多，故以0.15 MPa模拟0水压状态。
本次蠕变试验采用分级加载方式，根据裂隙大
理岩的抗压强度不同，初始轴向荷载均设置为裂

在初始荷载作用下，当试验曲线进入到稳定蠕
变阶段后，保持当前的水压，按比例施加下一级荷载；
当蠕变试验曲线再次进入稳定阶段，按照上述步骤，
逐渐分级施加荷载，直至岩样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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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00

2.1 蠕变试验曲线
由两个分级载荷变化过程中的瞬时加载所引起
的变形为瞬时应变；每个分级恒定载荷作用下所引
起的变形为轴向蠕变 [20]。不同的水压条件下，裂隙大
理岩的蠕变试验结果如图6所示。由图6可知，当应力
水平较低时，蠕变曲线只产生瞬时蠕变和稳定蠕变，
当应力水平较高时才产生加速蠕变。其中，试样M–5
由于岩石在第1级荷载时即进入加速蠕变，并经过约
10 h试验后岩石破坏，因此未形成分级加载的蠕变曲
线，但可以认为是单级加载的蠕变曲线，蠕变应力–
应变曲线如图7所示。
3 000
0.15 MPa

轴向应变/10−6

2 500

0.50 MPa

2 000

轴向应变/10−6

2 000

2 200

112 kN

1 800
1 400
450

112 kN

1 500

460 470
时间/h

1 000

91 kN

500

480
105 kN
98 kN

84 kN
77 kN
70 kN

0
0

100

200

300

400

500

时间/h

图8
Fig. 8

水压1.0 MPa时裂隙大理岩应变–时间关系

Axial strain–time curve of fractured marble under water pressure of 1.0 MPa

时，蠕变曲线斜率明显增加，岩石有进入加速蠕变的

1.00 MPa

趋势；当荷载加载到112 kN后，岩石表现出明显的初

1 500

2.00 MPa

期弹性应变和稳定蠕变，并很快进入加速蠕变。该阶

1 000

段岩石蠕变速率不断增大，加速蠕变发展较快，从最

500

后一次加载到试样破坏仅用19 h，破坏时最大轴向应

0

变为2 039×10–6 ，破坏时的最大轴向荷载为裂隙岩石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时间/h

图6
Fig. 6

峰值荷载的80%。由此得到每级荷载作用下的瞬时应
变、蠕变应变及两者比值，如表2所示。

不同水压下裂隙大理岩轴向应变–时间关系

Axial strain–time curves of fractured marble
under different water pressures

表2
Tab. 2

250
荷载步
轴向应变/10−6

200
150
100
50
0
0

图7
Fig. 7

轴向应变/10−6

2 裂隙大理岩蠕变试验结果

3

6
时间/h

9

12

水压1.5 MPa时裂隙大理岩应变–时间关系

Axial strain–time curve of fractured marble under water pressure of 1.5 MPa

水压1.0 MPa时裂隙大理岩变形规律

Deformation of fractured marble under water
pressure of 1.0 MPa
轴压/ 轴压与裂隙岩石 蠕变应变/ 瞬时应变/ 蠕变应变与
kN 峰值荷载比/%
10–6
10–6
瞬时应变比值

1

70

50

164

3 562

0.05

2

77

55

67

84

0.80

3

84

60

112

87

1.29

4

91

65

155

105

1.48

5

98

70

295

107

2.76

6

105

75

220

133

1.65

7

112

80

403

140

2.88

由表2可知：初次荷载加载之后，试样在每次加
载中，施加相同比例的分级荷载，产生的瞬时应变随
着荷载的增加而增大；同时，蠕变应变也随着荷载的

由图6可知，各级水压条件下，岩石蠕变呈现相

增加而增大，且蠕变应变与瞬时应变的比值随轴向

似的变化规律，由于M–1岩样强度较高，蠕变初始荷

荷载的增加而增大。其中，第5级荷载主要由于试验

载设置较低，导致每个阶段蠕变时间较长，因而，

时间较其余分级更长，故轴向蠕变量增大显著，导致

0.15 MPa水压下蠕变曲线出现一定差异。本文以水压

应变增大比例更多，但不影响整体规律。其余组试验

为1.0 MPa（M–4试样）为例，进行蠕变过程分析，其

的规律与M–4（1.0 MPa）试样相似，不再赘述。

蠕变关系曲线如图8所示。由图8可知，大理岩在水压

2.2 蠕变破坏细观机制分析

为1.0 MPa的蠕变试验中，荷载从70 kN加载到98 kN

蠕变试验后，典型水压下裂隙大理岩的破坏形

这5个阶段，试样经历过初期弹性应变阶段后，快速

态如图9所示。由图9可知：水压0.5 MPa时，岩石以产

进入稳定蠕变阶段，此阶段产生的轴向蠕变较少，未

生较明显的张拉破坏为主，伴随少量的单向剪切破

发现岩石有进入加速蠕变的趋势。当荷载加载到105 kN

坏；水压1.5 MPa时，岩石破坏以单向剪切破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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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压的增加，岩样宏观破裂现象逐渐从张拉破

153

由图10可知：水压为0.5 MPa时，断口表面凹凸不
平，多呈锯齿状。岩样断口的形貌主要以穿晶断裂为

裂向剪切破裂过渡。

主，裂纹发生在一些结晶面上，沿着主应力轴的方向
扩展，岩样在以穿晶断裂形式为主的同时，伴随着沿
晶断裂。在微孔隙、穿晶断裂和沿晶断裂的综合作用
下，岩样产生了以张拉破坏为主的宏观破裂。水压为
1.5 MPa时，岩样断口表面较平整，但断口形貌仍呈
现锯齿状，岩样断口表面出现了较少的穿晶裂纹和
沿晶裂纹，产生了较多的剪切裂纹，且裂纹表面比较
(a) 水压 0.5 MPa

图9
Fig. 9

(b) 水压 1.5 MPa

不同水压下大理岩蠕变破坏形态

Creep failure modes of marble under different water pressures

为分析大理岩细观蠕变破坏机制，对岩石蠕变
破坏断口进行电镜扫描（SEM）。图10为水压分别为
0.5和1.5 MPa时大理岩蠕变破坏断口电镜扫描图。

光滑，这是由于岩样在轴力和较大水压的作用下，矿
物颗粒之间产生了较大的摩擦力，矿物晶体产生了
较深层次的接触、挤压，宏观方面表现出了剪切破坏
现象。
可见，在较低的水压环境下，岩样断口表面以穿
晶断裂和沿晶断裂为主，宏观上破坏形式以张拉破
坏为主；随着水压的增大，岩样断口逐渐出现平整且
光滑，岩石断口表面断裂以剪切微裂纹为主，宏观方
面的破裂形式以剪切破坏为主，岩样宏观破裂现象
与岩样断口微观特征相吻合。

3 裂隙大理岩蠕变特性分析
1×103 倍

100×103 倍

10×103 倍

200×103 倍
(a) 水压 0.5 MPa

3.1 蠕变曲线阶段特征
岩石蠕变主要是内部微裂纹、微孔隙在外部荷
载作用下随时间不断调整与变化，内部损伤不断累
积、发展和扩散的过程。随着荷载的增大，岩石内部
微裂纹逐渐扩展、增多，作用时间越长，损伤累积越
多，导致微裂隙不断扩展最终形成宏观的蠕变破坏。
根据分级加载蠕变试验的全过程曲线（图6），在稳定
持续的荷载作用下，裂隙岩石变形一般分为2个部分：
一部分是加载瞬间产生的瞬时弹性变形，一部分是
随时间增加逐渐增大的轴向蠕变变形，可采用式（1）
表示。每级荷载下的瞬时应变和轴向蠕变相加就构
成了岩石破坏时的蠕变量 [21]。
ε=ε0 +ε(t)
（1）
式中，ε为岩石破坏时的变形，ε0为瞬时弹性应变，ε(t)

1×103 倍

10×103 倍

为每级荷载下的轴向蠕变。
根据图6，可以将不同分级的蠕变曲线分为4个
蠕变阶段，分别为减速蠕变、稳定蠕变、匀速蠕变、加
速蠕变阶段，如图11所示。图11中，σ1、σ2为实施的不
同分级荷载，A、B、C、D、E为蠕变曲线不同阶段的分
界点。

100×103 倍

图 10
Fig. 10

200×103 倍
(b) 水压 1.5 MPa

大理岩蠕变破坏断口扫描照片

Creep failure surface scanning results of marble
carried out by SEM

减速蠕变阶段随着时间增加，应变速率逐渐降
低，如图11中的OA段；减速蠕变阶段后期，随时间增
加，应变速率逐步减小为0，如图11中的AB段；匀速蠕
变阶段岩石应变呈直线形式增加，应变率为一定值，
如图11中CD段；加速蠕变阶段岩石应变率随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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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 0.15 MPa
水压 0.50 MPa
水压 1.00 MPa
水压 2.00 MPa

6
蠕变应变与瞬时应变比值

ε
E

D
σ2
C
σ1
B

A

5
4
3
2
1
0
50

O

t

图 11
Fig. 11

增加逐渐增大，曲线呈快速上升，如图11中DE段。不
同蠕变阶段的特征是蠕变本构模型建立的基础，4个
阶段的数学式可表示为：

dε
dε̇



> 0,
< 0;
OA :



dt
dt





dε




 AB : ε=const, dt =0;
（2）


dε
dε̇



CD
:
=const,
=0;



dt
dt





dε
dε̇


 DE :
> 0,
>0
dt
dt
分级加载的蠕变曲线均可以由这4个不同蠕变
阶段组合而成。在荷载作用较低时，蠕变曲线为减速
蠕变与稳定蠕变阶段；在荷载作用较高时，蠕变曲线
为减速蠕变与匀速蠕变阶段；在最后一级加载作用
下，蠕变曲线包括减速蠕变、匀速蠕变与加速蠕变3
个完整的蠕变阶段。试验中的蠕变曲线虽有差别，但
均属于这其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
3.2 水压对蠕变变形量的影响
根据裂隙大理岩的试验结果，统计分析不同水
压下裂隙岩石的分级加载轴向蠕变特征，如图12所
示。同时，给出不同水压下蠕变应变与瞬时应变的比
值随分级荷载的变化规律，如图13所示。
水压 0.15 MPa
水压 0.50 MPa
水压 1.00 MPa
水压 2.00 MPa

轴向蠕变/10−6

70

75

80

85

不同水压下裂隙大理岩蠕变应变与瞬时应变比值
的变化特征
Fig. 13 Properties of the ratio of axial creep strain to instantaneous strain of fractured marble under different water pressures

由图12和13可知，同一水压条件下，随着分级荷
载的增加，轴向蠕变应变整体呈现逐渐增大的规律，
蠕变应变与瞬时应变的比值也随轴向荷载的增加而
增大，说明增加相同比例的分级荷载，轴向应变比瞬
时应变增加更多。在相同比例的分级荷载作用下，轴
向蠕变应变随水压的增大而减小，轴向蠕变与瞬时
蠕变的比值随着水压的增大而减小，仅有0.5 MPa的
规律不明显。
水压对岩石的作用以加速孔隙水的“楔入”[22–23]
作用为主，压力水的“楔入”加速了原始裂纹的扩展；
同时，随着水压的增大，裂隙岩样的侧向力也会增大，
束缚裂隙岩样裂纹的纵向扩展，进而减小裂隙岩样
在轴向方向的蠕变变形量。因此，在相同比例的分级
荷载作用下，轴向蠕变应变随水压的增大而减小。
3.3 水压对蠕变速率的影响
为分析水压对裂隙岩石蠕变速率变化规律的影
响，以0.5 MPa水压下试样的蠕变速率变化规律为例，
如图14（a）所示。由于瞬时应变是在施加荷载的瞬间
应变速率迅速增大，并且和蠕变阶段的速率不在一
个数量级，这显然不能反映真实的蠕变变化，因此，
对蠕变速率数据进行处理，去除瞬时应变速率后如
图14（b）所示。
由图14可知，每级荷载施加后，随着时间的增加，

600

蠕变速率都由大到小衰减。其中，前两级荷载的蠕变
400

速率直接衰减至0，最后一级荷载的蠕变速率先减小

200

至略大于0的定值，持续一段时间过后，又迅速增加，
这与各级荷载条件下的应变–时间曲线完整对应：前

0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分级荷载比例/%

图 12
Fig. 12

65

图 13

Different creep stages under step load

800

60

分级荷载比例/%

分级加载时不同的蠕变阶段

1 000

55

不同水压下裂隙大理岩轴向蠕变应变特征

Axial creep strain properties of fractured marble
under different water pressures

两级荷载加载后，曲线都为稳定蠕变曲线；最后一级
荷载施加后，变形发展到加速蠕变阶段。
为比较不同水压对蠕变速率的影响，选择水压
0.5、1.0和1.5 MPa对应的试样加速蠕变阶段的蠕变速
率进行比较，如图15所示。由图15可知：加速蠕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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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受蠕变试验时间限制，长期强度常采用等时应

应变速率/(10−6·h−1)

4 000
83.5 kN
92 kN
100.5 kN

3 000

力–应变曲线法确定 [25]。
以0.5 MPa水压下岩石试验数据为例，其蠕变叠

2 000

加曲线和等时应力–应变曲线如图16所示。由图16可

1 000

知，0.5 MPa水压下试样的长期荷载FL约为95 kN，其
长期强度47.85 MPa，约为该大理岩峰值强度的53.5%。

0
0

50

100

150

200

时间/h

采用同样的方法，可得裂隙大理岩在不同水压下的
长期强度如表3所示。

(a) 含瞬时应变速率

2 400
83.5 kN
92 kN
100.5 kN

200
160

2 000
蠕变应变/10−6

应变速率/(10−6·h−1)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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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83.5 kN
92.0 kN
100.5 kN

1 600
1 20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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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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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蠕变速率/(10−6·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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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 0.5 MPa
水压 1.0 MPa
水压 1.5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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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80

105

Creep rate of fractured marble under water pressure of 0.5 MPa

120

60

(a) 分级加载下蠕变叠加曲线

水压0.5 MPa时裂隙大理岩的蠕变速率

轴向荷载/kN

Fig. 14

40
时间/h

(b) 不含瞬时应变速率

Fig. 15

155

10

20
30
时间/h

40

(b) 等时应力−应变曲线

50

不同水压下试样进入加速蠕变的蠕变速率

图 16
Fig. 16

Creep rates of specimens in accelerated creep
stage under different water pressures

率随着水压的升高而增大；同时，水压对试样进入加
速蠕变阶段的持续时间影响显著，水压越大，加速蠕

水压0.5 MPa时裂隙大理岩长期强度求解

Long term strength solution of fractured marble
under water pressure of 0.5 MPa
表3

Tab. 3

裂隙大理岩长期强度

Long term strength of fractured marble

变速率越大，试样进入加速蠕变阶段的持续时间越

试验
编号

试验水压
Pw/MPa

长期强度
σ∞/MPa

长期强度与完整岩石
峰值强度比值/%

短。这是由于当试样的破坏达到一定程度时，压力水

M–1

0.15

55.41

58.8

的入渗对岩石蠕变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岩

M–3

0.50

47.85

53.5

石进入加速蠕变阶段，岩石内部裂纹持续扩展，水压

M–4

1.00

50.33

60.9

对岩石的扩展劈裂作用随水压的增大而增强，裂纹

M–5

1.50

28.25

42.1

贯通发育所需时间更短，较大水压对岩石的扩展劈

M–9

2.00

42.80

67.2

裂程度也更充分，因此进入加速蠕变而破坏的时间
也就更短，且试样破坏速率也更大，可见，水压对加
速蠕变阶段的影响作用较其余蠕变阶段更明显。
3.4 水压对蠕变长期强度的影响
据孙均 [24] 描述，长期强度是指岩石经受某一恒
定荷载持续作用，在历时多年后发生破坏时的应力

由表3可得，裂隙岩石长期强度约为完整岩石峰
值强度的50%～70%。随水压增大，裂隙岩石长期强
度离散型较大，长期强度与完整岩石峰值强度比值
离散型也较大，但总体上随水压增大而降低。其中，
M–4大理岩蠕变等时曲线无明显拐点导致长期强度
取值不准，M–9大理岩蠕变试验时未获取加速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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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长期强度求取有偏大的可能，造成随水压增大

阶段的蠕变速率越大，该阶段持续时间也越短，蠕变

长期强度降低的规律不够明显。

破坏的分级荷载越小。相较于稳定蠕变阶段，水压对

为分析长期强度对应的分级荷载，取蠕变试验

加速蠕变阶段的影响效应更大。

各蠕变阶段的分级荷载比例与长期强度分级荷载比

3）裂隙岩石长期强度约占完整岩石峰值强度的

例进行比较，如图17所示。由图17可知，长期强度远

50%～70%，水压越大，裂隙大理岩的长期强度越低；

小于蠕变试验破坏的分级荷载比例，而是处于稳定

水压的增大会降低岩石的长期力学性能，并加速岩

蠕变阶段最大分级荷载与匀速蠕变分级荷载之间。

石的蠕变破坏。长期强度一般介于稳定蠕变的最大

这是因为匀速蠕变阶段的蠕变率为常数，蠕变变形

荷载与匀速蠕变荷载之间，工程中建议取分级加载

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均匀增加，直到达到岩石的最

蠕变试验稳定蠕变阶段最大一级强度作为裂隙岩石

大变形破坏；稳定蠕变阶段蠕变变形几乎不随时间

的长期强度。

延长而增加，岩石能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破坏。因此，

后续研究与探索过程中，应重点关注裂隙岩石

长期强度一般会介于二者之间。为保证安全，工程中

在水压环境中的蠕变本构模型的构建，本文的试验

建议取分级加载蠕变试验稳定蠕变阶段最大一级强

数据与结果可为此提供重要依据；此外，除了考虑水

度作为裂隙岩石的长期强度。

压与裂隙岩石初始损伤耦合作用下强度的弱化效应，

90

蠕变破坏

匀速蠕变

还应探索水压作用下蠕变损伤演化的数学表示。

长期强度

稳定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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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YSL–200流变仪的真实水压环境岩石蠕变
试验，相对于常规的三轴蠕变试验，更能反映实际工
程中水岩相互作用的场景。本文针对锦屏一级坝肩
软弱层间带的裂隙大理岩受高应力、高水压长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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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岩石的蠕变试验，并得出了不同压力水对裂隙大
理岩的破坏机制及蠕变特征的影响规律，是试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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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压较低时，岩样断口表面以穿晶断裂和沿晶断
裂为主，宏观上破坏形式以张拉破坏为主；随着水压
的增大，岩样断口逐渐出现平整且光滑，岩石断口表
面断裂以剪切微裂纹为主，宏观方面的破裂形式以
剪切破坏为主。
2）压力水对裂隙岩石的“楔入”作用可促进岩石
蠕变发展，水压越大，“楔入”效应越明显，加速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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