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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岩体中流体的流动机理对解决隧道开挖和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突涌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定量描

述岩石单裂隙受压剪共同作用下的渗流特性是理解裂隙渗流机理的基础，但已有研究尚未建立应力、位移、开度、
惯性系数等关键控制参数之间的定量关系。本文制作了含单裂隙的花岗岩试样，采用固定剪切位移后逐渐增加
法向应力的方式开展变水头渗流试验，得到裂隙渗透率的演化规律；通过高精度3维轮廓仪获取裂隙表面的形貌
数据，在自主开发的基于接触力学变分原理框架的裂隙受压变形计算程序的基础上，表征不同剪切错位和不同
应力条件下裂隙面的变形特性和内部空腔结构演化规律；提取裂隙开度分布数据，在COMSOL软件中求解Navier–Stocks方程，实施不同剪切位移和受压状态下的裂隙非线性渗流数值模拟；定量分析剪切位移、法向应力、空
腔几何特征与非线性渗流控制参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试验得到的裂隙表面破坏区域与数值模拟结果基本
吻合，验证了裂隙变形计算程序的可靠性。法向应力、剪切位移分别与力学开度呈幂函数递减和指数函数递增的
关系，且剪切位移的增加会导致裂隙内的接触面更集中。Forchheimer方程中的惯性系数B和临界水力梯度Jc可以
定量刻画裂隙的非线性渗流特性，B和Jc与剪切位移之间呈幂函数递减关系，且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大，Jc和B的增
加速率和波动范围逐渐降低：当剪切位移从2 mm增加到8 mm时，Jc的波动范围从6.10×10–3 减少到1.20×10–3 ，降低
了80.32%；B的波动范围从2.97×1014 Pa·s2·m–7 减少到2.43×1013 Pa·s2·m–7 ，降低了91.28%。裂隙开度的相对标准偏
差RSD与惯性系数B和临界水力梯度Jc之间均存在相似的幂函数关系，并据此建立了计算渗流从线性转换为非线
性临界点的预测公式。
关键词:单裂隙；法向应力；剪切位移；裂隙变形；非线性渗流
中图分类号:TU4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246（2021）06-0103-10

Deformation, Failure and Nonlinear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a Fracture Subject to
Normal Stress and Shear Dis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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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fluid flow mechanism in rock mass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eventing water inrush during excavation of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s such as tunnels.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s of the hydraulic properties of single rock fracture subject to normal stresses and
shear displacement are th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upled hydro-mechanical processes in fractured rock masses; however, the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stress, deformation, aperture, inertial coefficients have not been developed in previous works. Granite specimens with single
fracture were prepared and flow tests with variable water heads were carried out, in which incremental normal stresses were applied at each fixed
shear displacement to characterize the evolution of permeability. The surface morphology of fractures was digitalized using a three-dim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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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resolution scanning system. A self-designed numerical code was employed to calculate the deformation of fractures under normal stresse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variational principles in contact mechanics. The fracture deformation and void space variation under different shear
displacements and normal stresses were investigated. By extracting the aperture data and solving Navier–Stokes equations using COMSOL software, a serie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s were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e nonlinear flow behavior of fluids within fractures under different shear
displacements and normal stress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hear displacement, normal stress, void space distributions and parameters describing the nonlinear flow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racture surface damage areas obtained from the experiment
agreed well with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which verifie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deformation calculation code. The normal stress and the
shear displacement exhibited a decreasing power function and an increasing exponential function with the fracture aperture, respectively. The increase in the shear displacement resulted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contact areas. The inertia coefficient B in the Forchheimer equation and the critical hydraulic gradient Jc could quantitatively characterize the nonlinear flow behavior. B and Jc exhibited decreasing power functions with the shear
displacement. The increasing rates and ranges of Jc and B decreased gradually as shear advances. When the shear displacement increased from 2
to 8 mm, the range of Jc decreased from 6.10×10–3 to 1.20×10–3 by a rate of 80.32%. The range of B decreased sharply from 2.97×1014 Pa·s2·m–7
to 2.43×1013 Pa·s2·m–7 by a rate of 91.28%. A similar power function relationship existed between RSD～B and between RSD～Jc. Finally, a predictive function was proposed to quantify the onset of nonlinear fluid flow through fractures.
Key words: single fracture; normal stress; shear displacement; fracture deformation; nonlinear flow

探索岩体中流体的流动机理对解决隧道开挖和
[1]

影响岩石裂隙水力耦合特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地下工程施工过程中的突涌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

是剪切过程。一方面，剪切错位造成裂隙内部接触状

工程扰动引起的应力、水压变化会改变裂隙内空腔

态变化，直接影响裂隙在法向应力作用下的变形特

的大小和几何形态，进而导致渗流特性的变化。这一

性；另一方面，剪切造成内部空腔结构变化，导致裂

变化在裂隙发生剪切错位时显得尤为突出 。在裂隙

隙渗透系数及非线性渗流特性变化 [9]。学者们通过剪

发育的富水岩体中，工程扰动容易使流体进入非线

切–渗流耦合试验，已初步掌握渗透系数在剪切过程

[2]

性流动状态，给渗流特性的精确评价带来困难 。因

中随剪胀的三段式演化规律 [10] 。通过求解Navier–

此，通过基础试验和数值模拟深入研究裂隙在弹性

Stocks（NS）方程，发现了表征非线性渗流的临界水

和弹塑性变形条件下的非线性渗流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力梯度和临界雷诺数在剪切过程中的演化特征 [11] 。

[3]

裂隙岩体一般包含有大量的单裂隙，研究单裂

结果表明，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大，法向位移不断增大，

隙的变形与渗透特性是理解裂隙岩体水力耦合特性

临界水力梯度和临界雷诺数均逐渐增大，且增大速

的先决条件。早期的研究将岩石裂隙简化为2个光滑

率均为先增大后减少。

的平行板，利用Navier–Stocks方程可推导出表示流

除了流体本身的性质之外，裂隙中的接触面和

量与开度之间关系的立方定律。实际的天然裂隙由

粗糙度，即裂隙内的空腔结构特征是导致非线性渗

粗糙表面组成，开度e在空间上不是一个恒定值。因

流的重要原因。流速较小时，流体一般为达西流，可

此，大量学者利用力学开度em、等效水力开度eh及表

以用达西定律计算裂隙的渗透系数；但随着流速的

征裂隙面粗糙特征的参数对立方定律进行修正 [4]，在

增大，裂隙两端的水头差与流量之间逐渐演变为非

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立方定律的适用范围。

线性关系，这一转换受到裂隙内部空腔结构特征的

对于单裂隙而言，施加于裂隙上的法向应力所

控制。Bear[12]提出用Forchheimer定律表示该非线性

引起的变形是影响裂隙过流能力的主要原因。众多

关系，已得到大量试验和数值模拟结果的验证；该方

学者对法向应力作用下粗糙岩石裂隙的变形和渗流

程中的惯性系数B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难以定量确

[5]

特性进行了广泛的试验和理论研究。Wang等 研究

定，在实际工程应用中还存在较大困难。为此，Chen

表明，岩石在受正应力作用时，裂隙的闭合曲线为受

等 [13]研究了可变形粗糙裂隙中围压对Forchheimer定

裂隙表面特征控制的函数。Iwai[6]通过试验发现，裂

律中系数A和B的影响；Zhou等 [14]整理了大量室内和

隙面粗糙度对渗流特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其接

现场渗流试验结果和孔隙尺度渗流模型计算结果，

触面积体现。Kranzz等 [7]通过室内试验指出裂隙渗透

定量分析了Forchheimer定律中的黏性渗透系数kv和

系数与法向应力呈幂函数递减关系。张文泉等 根据

惯性渗透系数ki，发现两种渗透系数存在ki=β·kvα/2的

采动过程中裂隙岩体的应力变化，探讨在恒定法向

关系；Liu等 [15]通过数值方法生成大量粗糙裂隙表面，

荷载和恒定法向刚度条件下裂隙岩体粗糙度和渗透

并模拟了裂隙面剪切渗流过程，认为随着剪切的进

水压对试样渗透系数的影响规律，发现粗糙度与岩

行，系数A和B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但系数B的数值

体的刚度成反比，与水力开度最终稳定值成正相关。

比A的高约6个数量级；Zhang等 [16]发现系数B随着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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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开度的增大而减小；Li[17]和Zhang[18]等都发现了
当开度场固定时，增加剪切位移和粗糙度可以提高
Forchheimer定律中二次项的比例。同一裂隙在不同
剪切位移和受力环境下的几何形态不同，从而改变
了裂隙交叉口的几何特征，Liu等 [19]发现在复杂裂隙
网络中的裂缝通道长度和宽度是影响比流体分流比
的主要因素。
以往研究一般分别考虑法向应力、剪切过程和

(a) 花岗岩试样劈裂试验

非线性渗流，尚未综合建立关键控制参数，例如应力、
位移、开度、惯性系数等之间的关系，且相关模型也
较少得到试验验证。为定量研究法向应力和剪切错
位对裂隙非线性渗流特性的影响规律，针对含单裂
隙花岗岩试样开展了应力–渗流耦合试验，基于自主
开发的裂隙受压变形模拟程序计算裂隙变形，获取
裂隙内部空腔几何数据；然后，利用COMSOL软件模
拟裂隙内的渗流，分析同一裂隙在不同剪切错动条

(b) G−1 新鲜花岗岩裂隙面

件下的变形破坏与非线性渗流特性，找出各控制参
数之间的数学关系。
G−1 上表面

G−1 下表面

10

试验中主要采用了夹持器、TELEDYNE ISCO 柱

8

塞泵、VR–3100 3D 轮廓测量仪、高精度差压计等仪

6

器。柱塞泵的流量量程为0.001至200 mL/min，分辨率

G−2 上表面

为0.001 mL/min；差压计的量程为10 Pa至100 kPa，分

G−2 下表面

辨率为10 Pa。试验选取3个采自同一地点的花岗岩标

4

高度/mm

1 试验方法

2
0

准试样（G–1、G–2、G–3），直径均为50 mm，高度均为
G−3 上表面
G−3 下表面
(c) 裂隙初始表面形貌

100 mm，将试样放置于具有楔形压头的万能试验机
上，通过加压沿轴线劈裂制成裂隙，见图1。
由于夹持器内部橡胶圈直径有限，表面起伏大
的裂隙在错动后无法放置，所以试验选取裂隙表面

图1
Fig. 1

花岗岩试样制备和裂隙表面形貌

Preparation of granite samples and their surface
morphology

起伏较小的试样（G–1）作为后期渗流试验的对象和
数值对象，G–2和G–3扫描后作为数值模拟对象。为
更精确地控制试样的剪切位移量，根据试样的几何

A

B

密封橡
皮套
围压

特征，利用3D打印机打印了2、4、6、8 mm 4种厚度的
高强度树脂垫片各2片。这些垫片底部设置了锯齿状

花岗岩试样

垫片

柱塞泵
轴压

结构，不影响水的流动；将垫片用胶水粘贴于试样端
面后，为橡胶套提供支撑。
图2为水力耦合试验装置的示意图。如图2所示，

C

将试样置于夹持器中，夹持器的入口端连接柱塞泵C
和差压计入口端，出口端连接电子秤上的废液盒和
差压计出口端；围压孔连接柱塞泵A，轴压孔连接柱

Fig. 2

PC

差压计

图2

水力耦合试验装置示意图

废液盒

塞泵B。另外，准备3个标准试样在MTS815试验机上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upled stress-flow testing apparatus

开展单轴压缩试验，测得该种花岗岩的平均单轴抗

的形式，而是在一个剪切位移测试结束后取出试样，

压强度UCS=137.80 MPa，弹性模量E=41.20 GPa，泊

扫描表面；然后，人工错位到下一个剪切位移，再装

松比ν=0.29。由于研究主要关注不同剪切错位下法向

入试样进行法向加载和渗流测试，以保证所有的表

应力对渗透特性的影响效果，所以未采用直接剪切

面损伤皆源自法向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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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开始渗流试验前先施加0.50 MPa的围压
和轴压，从而保证试样的密闭性；然后，缓慢注水以
排出内部气体使各个导管与试样内部完全充满水；
随后，关闭柱塞泵C，待差压计稳定显示为0后，对试
样依次施加不同的法向应力，在每种应力下进行不
同流速的渗流测试，并用计算机实时记录差压计的
读数。体积流速范围为1.67×10–7 至3.33×10–6 m3/s。首
次进行渗流测试的法向应力为2 MPa，并按每次2 MPa
不断增大。剪切位移变大后，试样悬空的部分易发生
断裂破坏，为保证试样的完整性，在2、4、6、8 mm 4种
剪切位移时施加的最大法向应力分别为10、8、8、6 MPa。
在每个剪切位移测试结束后，将上下裂隙表面进行
冲水清理，去除附着于裂隙面上的碎屑。使用VR–3100
高精度3维轮廓仪（点间距分辨率为0.10 µm）扫描得
到压缩试验后的3维裂隙表面，将测试前后的裂隙表
面几何模型相减即可得到表面的破坏区域。

式中： Ω 为接触域； σn 为法向应力，MPa； uz (x, y)为接

2 数值模拟方法

多物理场耦合模拟仿真软件，广泛应用于岩石裂隙

2.1 裂隙面的受压变形破坏数值模拟
通过高精度轮廓仪扫描0（初始状态）、2、4、6、
8 mm 5种剪切位移条件下的试样表面，并建立3维数
值模型。考虑到整个试验过程使用的是同一个试样，
每个剪切位移的法向加载测试后，裂隙表面都会发
生一定的破坏并不断累积，所以下一个剪切位移的
表面数值模型使用前一个位移试验后扫描所得的裂
隙面作为原型。
以往相关研究中，通常将岩石假设为纯弹性体，
裂隙的变形模拟一般通过刚性地移动裂隙2个表面
计算接触体上的弹性变形来实现。事实上，裂隙表面
凸体在受压过程中不仅会产生弹性变形，还可能发
生破坏，所以在数值模拟计算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
裂隙表面接触体的弹性变形和弹塑性变形破坏过程。
裂隙中的流体在2个粗糙表面形成的复杂空腔结构
中流动，变形计算的精度直接影响着模型内部空腔
结构的建模精度。由于加压试验过程中试样无法取
出，所以为同时获得裂隙面破坏情况和重现裂隙在
夹持器内受压时的状态，进而实现不同受压状态下
的裂隙渗流模拟，采用自行开发的基于接触力学变
分原理框架 [20] 的受压变形计算程序解决这一问题。
该方法以求解接触系统的最小势能为基础，将塑性
变形引起的能量耗散添加到Tian和Bhushan提出的总
互补势能公式中，得到以下的计算接触应力与裂隙
变形之间的关系式[21]：
[
x
1x
σn uz (x, y)dxdy −
σn u∗z (x, y) −
V∗ =
Ω
2 Ω
]
1 p
∆u (x, y) dxdy
2 z
（1）

形计算得到的上、下裂隙面处理后以dxf.格式导入

触区域内的复合表面法向位移，mm； u∗z (x, y) 为接触
区域内2个接触微凸体基于几何干涉的总位移，mm；
∆uzp （mm）为法向应力达到岩石基质硬度（即 σn > H ，

岩石基体硬度 H 取0.1E，E为杨氏模量，MPa）时塑性
变形区域的复合增量表面位移。本方法充分考虑了
接触体的变形破坏行为，并通过与实际裂隙压缩试
验的对比验证了其有效性 [21]。
计算时，根据剪切位移量错动2个表面，设定岩
石的力学参数E和υ，按照Δσn=0.10 MPa逐步加载，并
记录法向位移和法向应力及每步加载中产生的塑形
破坏量。根据裂隙表面的弹塑性计算结果可得到裂
隙内部空腔的高精度几何数据。计算模型的点间距
为0.20 mm，满足高精度受压变形计算的需要 [21]。
2.2 裂隙渗流数值模拟
COMSOL Multiphysics是一款以有限元为基础的
渗流计算，其有效性得到了充分的检验 [22]。将受压变
COMSOL中，随后在软件内建立裂隙空腔模型，如图3
所示。
出口
8
m
00 m
L=1

6
5
4
3

w=

流动方向

50
m
m

1
0

入口

图3
Fig. 3

2

局部隙宽/mm

7

接触区域

裂隙空腔数值模型

Numerical model of void spaces in a fracture

模型长100 mm，宽50 mm，高度用颜色表示，在
0～8 mm之间。通过求解COMSOL中的层流模块自带
的NS方程获取裂隙内的3维流场分布。对于不可压缩
牛顿流体，稳态流动由NS方程控制，可写成 [22] ：
[
]
∂u
ρ
+ (u · ∇)u = ∇ · T + f ρ − ∇P
（2）
∂t
式中：u为流速矢量，m/s；t为时间，s ；P为压力矢量，
Pa；ρ为流体的密度，kg/m 3 ；T为剪应力矢量，Pa；f为
体力矢量，m/s 2 。根据试验条件，设裂隙中的流体为
等温、稳定的不可压缩牛顿流体，密度为999.70
kg/m3，动力黏度为1×10–3 N·s/m2。
本文采用COMSOL中的层流模块，用常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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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体对模型进行划分，由于裂隙面接触点处的几

黏性渗透率，m 2 ；k i 为惯性渗透率，m；υ为体积通量，

何形状复杂，因此，在这些位置进行适当的网络细化，

m/s；µ为动力黏度，Pa·s；K为裂隙渗透率，m2；S为试

以提高计算的精度。以剪切位移2 mm的模型为例，模

样横截面面积，m2。
对于裂隙流，雷诺数Re可以定义为 [24] ：
ρQ
Re =
wµ

型包含了1 841 775个单元，在i7内核的计算机上单次
计算时长为9 h。入口边界条件定义为考虑流体惯性
和定流量的“充分发展的流动”，体积流速范围设为
10–8 ～4×10–5 m3/s，出口边界条件为“0 Pa”，即开放

式中，w为裂隙沿压力梯度方向的宽度，m。

的边界。该范围相对于试验测试的范围更宽，便于充

3 试验和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分考察线性和非线性渗流特征。对于不可压缩流体，
针对非线性流动的Forchheimer方程和线性流动的渗

3.1 裂隙变形和破坏区域分析
图4为裂隙力学开度em与法向应力σn、剪切位移

透率计算公式[23]可以分别写为：
µ
ρ
∇P = AQ + BQ2 = υ + υ2
kv
ki
K=−

（3）

量d的关系。
如图4（a）所示，随着裂隙面上所施加的法向应
力的增加，力学开度非线性减小，具有式（6）所示的

Qµ
S ∇P

（4）

幂函数关系：
em = a × σbn

式中：Q为入口流量，m3/s；A为线性项系数，Pa·s·m–4 ；
B为非线性项的系数，也即惯性系数，Pa·s2·m–7 ；kv为
2.2

−0.11

σn=2 MPa：em=0.51×ln d +0.92，R2=0.980 51
σn=4 MPa：em=0.52×ln d +0.82，R2=0.990 80

2.0
力学开度 em/mm

力学开度 em/mm

2.2

2

1.8
1.6
1.4

（6）

式中，a和b为系数。

d=2 mm：em=1.35×σn ，R =0.994
d=4 mm：em=1.78×σn−0.09，R2=0.986
d=6 mm：em=1.99×σn−0.09，R2=0.991
d=8 mm：em=2.02×σn−0.06，R2=0.961

2.0

（5）

1.8
1.6
1.4
1.2
σn=6 MPa：em=0.53×ln d +0.76，R2=0.990 50
σn=8 MPa：em=0.52×ln d +0.72，R2=0.993 52
σn=10 MPa：em=0.52×ln d +0.69，R2=0.995 65

1.2
1.0
1.0
2

4

6

8

12

2

3

4

5

6

7

法向应力 σn/MPa

剪切位移 d/mm

(a) 法向应力 σn−力学开度 em

(b) 剪切位移 d−力学开度 em

图4
Fig. 4

10

8

裂隙力学开度与法向应力、剪切位移量关系

Relationships among fracture mechanical aperture, normal stress and shear displacement

系数a和b的值都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加而增加，

随着法向应力从2增加到10 MPa，系数c变化较小，

这主要是由裂隙面上凸起部位的随机分布引起的。

稳定于0.51至0.53之间；系数n从0.92降低到0.69，降

随着剪切位移d从2增加到8 mm，系数a由1.35增加到

低了25%，其变化趋势和Bandis等[25]的试验结果一致。

2.02，增加了90.45%；系数b由–0.11增加到–0.06，增

为进一步探究裂隙开度和裂隙面接触位置的破

加了45.45%。裂隙面错动后，接触面逐渐集中，在法

坏形态，通过改变应力大小，对2、4、6、8 mm 4种剪切

向应力作用下发生破坏，导致上下表面逐渐接近，从

位移发生后的裂隙进行相应的数值模拟，并绘制裂

而产生新的接触，增大裂隙的法向刚度。随着法向压

隙在不同应力下的塑性破坏高程图，见图5（a）。随着

力的增大，开度的变化速率减缓，裂隙的变形过程趋

剪切位移增大，法向位移也随之增大，上下表面的相

于稳定。

关度降低，导致接触点个数和塑性破坏点数量减少。

如图4（b）所示，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加，力学开度
呈非线性关系增大，但增加速率逐渐降低，具有式（7）
所示的对数函数关系：
em = c ln d + n

式中，c和n为系数。

当保持恒定的剪切位移时，随着法向应力的增加，塑
性破坏点位置不会发生显著的变化。2 MPa法向应力
下所产生的塑性破坏区域多为尖状的微凸体，其面

（7）

积随着法向应力的增加而增加，这进一步证实了图4（a）
中应力–开度曲线逐渐趋于平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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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mm

d=4 mm

d=6 mm

d=8 mm

Ca=0.25%

Ca=0.24%

Ca=0.24%

Ca=0.24%

σn=2 MPa

σn=4 MPa

0.7
Ca=0.47%

Ca=0.47%

Ca=0.46%

0.6
0.5

σn=6 MPa
0.4
Ca=0.70%

Ca=0.70%

Ca=0.69%

Ca=0.69%

0.3
0.2

σn=8 MPa

表面高度变化量/mm

Ca=0.47%

0.1
Ca=0.93%

Ca=0.92%

Ca=0.92%

Ca=0.91%
0

σn=10 MPa
Ca=1.15%

Ca=1.14%

Ca=1.14%

Ca=1.14%

(a) 数值模拟得到的不同剪切位移和应力状态下裂隙塑性破坏分布
0.7
0.6

数值模拟

0.5
Ca=1.15%

Ca=0.92%

Ca=0.92%

Ca=0.69%

0.4
0.3
0.2

试验

0.1
Ca=1.19%

Ca=0.95%

Ca=0.98%

Ca=0.76%

表面高度变化量/mm

σn=10 MPa，d=2 mm σn=8 MPa，d=4 mm σn=8 MPa，d=6 mm σn=6 MPa，d=8 mm

0

(b) 最大试验法向应力和不同剪切位移下裂隙塑性破坏分布

图5
Fig. 5

不同剪切位移下裂隙面塑性破坏演化规律

Evolutions of plastic failure zones under different shear displacements

图5（b）为扫描试样获取的不同剪切位移下裂隙

少。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加，接触点个数减少且开度增

塑性破坏高程图及相应的数值模拟结果，试验和数

大，渗透率K也逐渐增大。试验得到的渗透率K略小

值模拟计算得到的塑性破坏空间位置分布吻合较好，

于数值模拟得到的渗透率K，主要是因为在扫描的过

但试验所得的破坏面积和高度略大于数值模拟结果。

程中会损失一部分精度，导致实际裂隙表面比扫描

这主要是因为花岗岩属于脆性材料，由大量的矿物

得到的表面更粗糙，同时错动过程也会带来一定的

颗粒组成，部分颗粒的损坏会导致周边的颗粒随之

误差。

脱落；数值计算过程仅将局部应力大于临界应力的

虽然应力和剪切位移会对渗透率和水力梯度曲

接触面定义为破坏区域，忽略了对邻近岩石基质的

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总体变化趋势相同。在流速较

影响。上述结果验证了裂隙弹塑性接触模型能够准

小时，流体处于达西流动状态，裂隙岩体的渗透率K

确捕捉粗糙裂隙损伤行为，重现了裂隙表面的塑性

变化较小；当水力梯度J增加到一个临界值后，流体

破坏区域及其演化规律。

在惯性力作用下进入了非线性渗流阶段，渗透率K降

3.2 渗流特性分析

低较快，且随着流速的继续增大，所有工况的K值都

图6为不同剪切位移条件下水力梯度和渗透率
的关系。
如图6所示：数值模拟得到的渗透率K随水力梯

逐渐集中并趋于平缓。以d = 6 mm和σ n = 10 MPa为
例，裂隙在雷诺数Re为0.2、2.0、20.0和200.0时的流线
分布如图7所示，入口均设置了200条流线。

度J的变化规律和室内渗流试验结果基本一致，均呈

由图7可知，随着Re的增加，出口流线数量减少，

现逐渐减少的变化趋势，且降低速率均先增大后减

且流体所流经的区域也减少，这与流体惯性力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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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
σn=2 MPa
σn=4 MPa
σn=6 MPa
σn=8 MPa
σn=10 MPa
试验
σn=2 MPa
σn=4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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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n=10 MPa

渗透率 K/(10−9 m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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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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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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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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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2 mm

(b) d=4 mm

6

数值模拟
σn=2 MPa
σn=4 MPa
σn=6 MPa
σn=8 MPa
σn=10 MPa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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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n=4 MPa
σn=6 MPa
σn=8 MPa

5
渗透率 K/(10−9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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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3
2
1
0

1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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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
σn=2 MPa
σn=4 MPa
σn=6 MPa
σn=8 MPa
σn=10 MPa
试验
σn=2 MPa
σn=4 MPa
σn=6 MPa

5
渗透率 K/(10−9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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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模拟
σn=2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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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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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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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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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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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力梯度 J

水力梯度 J

(c) d=6 mm

(d) d=8 mm

图6
Fig. 6

100

100

101

102

不同剪切位移条件下水力梯度和渗透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s between hydraulic gradient and permeability under different shear displacement
Re=0.2

Re=2.0

Re=20.0

Re=200.0

d=2 mm

d=4 mm

d=6 mm

d=8 mm

图7
Fig. 7

不同雷诺数下裂隙内的流线分布

Streamline distributions of fluid flow under different Re values

大有关。流体在高流速情况下会绕开大开度裂隙附
近的部分小裂隙，而且更易被裂隙的接触和突起等
几何结构变化所扰动，导致数值模拟中流线的不连
续和数量减少的现象。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大，接触点
个数减少，但单个接触点面积增大，流体集中在若干

优势流动通道中，对裂隙渗流能力起主要控制作用。
为解决流体流动的非线性，定义非线性因子
Nf[26]为：
BQ2
Nf =
（8）
AQ + B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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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程量化了非线性分量在总量中的比例，且

Forchheimer方程作为描述裂隙中流体非线性流

被广泛接受。当Nf=0.1时，流体流动从线性状态过渡

动特性的方程，惯性系数B与非线性渗流特性密切相

到非线性状态，临界点相应的水力梯度定义为临界

关，将法向应力σn和剪切位移d对临界水力梯度Jc和

水力梯度Jc。

惯性系数B的影响均做了分析，如图8所示。

临界水力梯度 Jc/10−3

20

15

10

5
2

4

6

σn=2 MPa：B=3.32×1014×d−1.00，R2=0.995
σn=4 MPa：B=5.42×1014×d−1.19，R2=0.996
σn=6 MPa：B=7.18×1014×d−1.26，R2=0.994
σn=8 MPa：B=8.95×1014×d−1.27，R2=0.992
σn=10 MPa：B=1.23×1015×d−1.41，R2=0.992

4
3
2
1

2

8

4

6

8

剪切位移 d/mm

剪切位移 d/mm

(a) 剪切位移 d−临界水力梯度 Jc

(b) 剪切位移 d−惯性系数 B

图8
Fig. 8

5
惯性系数 B/(1014 Pa·s2·m−7)

σn=2 MPa：Jc=0.031×d−1.11，R2=0.995
σn=4 MPa：Jc=0.030×d−0.99，R2=1.000
σn=6 MPa：Jc=0.033×d−1.00，R2=0.999
σn=8 MPa：Jc=0.038×d−1.04，R2=0.994
σn=10 MPa：Jc=0.043×d−1.07，R2=0.999

临界水力梯度和惯性系数随剪切位移的变化规律

Evolutions of the critical hydraulic gradients and the coefficients under different shear displacement

由图8可知：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大，临界水力梯
度Jc和惯性系数B均呈幂函数关系逐渐减少，减少速

4.63×10 14 –1.66×10 14 =2.97×10 14 Pa·s 2 ·m – 7 减少到
7.09×1013–4.66×1013=2.43×1013 Pa·s2·m–7，降低了91.28%。

率逐渐降低。随着法向应力的增大，J c 和B均逐渐增

当剪切位移保持恒定时，增加法向应力会导致

大。当法向应力在2到10 MPa范围内变化时，随着剪

裂隙面的接触区域增加，进而使得裂隙内部的几何

切位移的增大，Jc和B的波动范围均急剧减少。例如：

更加复杂，流体的路径也随之复杂化，增强了裂隙内

当剪切位移从2增加到8 mm时，Jc的波动范围从

渗流的非线性能力。如图9所示，随着法向应力的增

–2

–2

–3

–3

2.07×10 –1.46×10 =6.10×10 减少到4.90×10 –
–3

–3

3.70×10 =1.20×10 ，降低了80.32%；B的波动范围从

加，J c 和B均呈近似线性的上升趋势，且随着剪切位
移的增大，Jc和B的增加速率逐渐降低。
5

d=2 mm
d=4 mm
d=6 mm
d=8 mm

20

惯性系数 B/(1014 Pa·s2·m−7)

临界水力梯度 Jc/(10−3)

25

15
10
5

4
3
2
1
0

0
0

2

4

6

8

10

0

2

4

6

8

法向应力 σn/MPa

法向应力 σn/MPa

(a) 法向应力 σn−临界水力梯度 Jc

(b) 法向应力 σn−惯性系数 B

图9
Fig. 9

d=2 mm
d=4 mm
d=6 mm
d=8 mm

10

临界水力梯度和惯性系数随法向应力的变化规律

Evolutions of the critical hydraulic gradients and the coefficients under different normal stresses

例如：当剪切位移从2增加到4 mm时，临界水力

度Jc的增加速率从4.58×10–4 降低到0.16×10–4 MPa–1 ，

梯 度 J c 的 增 加 速 率 从 7.58×10 – 4 降 低 到 4.58×10 – 4

减少了65.94%；惯性系数B的增加速率从8.84×1012降

–1

MPa ， 减 少 了 39.58%； 惯 性 系 数 B的 增 加 速 率 从

低到3.04×1012 Pa·s2·m–7 ·MPa–1 ，减少了65.60%。结果

3.71×1013降低到8.84×1012 Pa·s2·m–7 ·MPa–1 ，减少了

表明，剪切位移越小，相同应力作用下裂隙开度越小，

76.17%。当剪切位移从4增加到8 mm时，临界水力梯

Jc和B对法向应力越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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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标准偏差（RSD）是刻画裂隙内开度分布特

线性渗流控制参数（J c 和B）的关系，结果如图10所

征的常用指标，定义为局部开度的标准偏差除以平

示，其中，U为剪切位移与裂隙面总长度之比（即剪

均开度。通过数据拟合，建立裂隙内部几何特征与非

切应变）。
5

G−1
G−2
G−3

U2·Jc−1

10
y=15 913.72x−4.75，R2=0.976。

5

G−1
G−2
G−3

4
(U2·B−1)/10−15

15

3
2
y=1.86×10−14x−3.89，R2=0.975。
1
0

0

−1
5

10

图 10
Fig. 1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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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D·U−1

RSD2·U−1

(a) RSD/U 与 U2/Jc

(b) RSD2/U 与 U2/B

10

12

临界水力梯度Jc和惯性系数B和裂隙几何参数RSD、U的数据拟合结果

Data fitting results for critical hydraulic gradient Jc, inertia coefficient B and fracture geometric parameters RSD
and U

由图10可知：Jc和B 与RSD之间都存在类似的幂

影响，保持恒定的常数；但在非线性流动区域内，随

函数关系。这一结果表明，应力和位移是影响裂隙渗

着水力梯度J的增加，渗透率依次经历了缓慢降低、

流特性的外因，内部空腔的几何特征是控制非线性

急剧降低和缓慢降低的过程。渗流试验结果和数值

渗流的首要因素，其中，剪切位移可造成空腔形态的

模拟结果吻合良好，证明了该数值模拟技术的可靠性。

显著变化，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图10中包含了

3）随着剪切位移的增大，区分线性流动和非线

G–1、G–2、G–3这3个试样的数值计算结果，得到的

性流动的临界水力梯度Jc和惯性系数B的波动范围均

规律具有普适性。在实际应用中，可通过统计裂隙开

急剧减小。例如，当剪切位移从2增加到8 mm时，Jc降

度分布特征，基于图10中的拟合公式计算裂隙的非

低了80.32%，B降低了91.28%。

线性渗流控制参数。

4 结

论

通过试验和数值模拟的相互验证，建立了一套
评价法向应力和剪切错位条件下裂隙非线性渗流特
性的有效方法。力学方面，通过对应力、位移及裂隙
表面形貌的高精度测试及数值计算，精确获取了裂
隙的宏观变形行为及细观接触破坏规律，从而建立
了裂隙内部空腔结构的3维高精度模型；渗流方面，
通过对水压、流速的精确测控加上精细化3维数值模
拟，定量描述了裂隙力学、几何参数与非线性渗流控
制参数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压剪作用下裂隙内部渗
流场的演化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1）裂隙力学开度em和法向应力σn呈幂函数关系
e m =aσ nb ，随着剪切位移d从2增加到8 mm，系数a由
1.35增加到2.02，系数b由–0.11增加到–0.06。裂隙力
学开度e m 和剪切位移d呈对数函数关系e m =cln d+n，
随着法向应力σn从2增加到10 MPa，系数c变化较小，
稳定于0.51至0.53之间，系数n从0.92降低到0.69。
2）在线性流动区域内，渗透率不受水力梯度J的

4）随着法向应力增加，Jc和B均呈近似线性的上
升趋势，且随着剪切位移增大，J c 和B的增加速率逐
渐降低。如：当剪切位移从2增加到4 mm时，Jc的增加
速率减少了39.58%，B的增加速率减少了76.17%。当
剪切位移从4增加到8 mm时，J c 的增加速率减少了
65.94%，B的增加速率减少了65.60%。结果表明，剪切
位移越小，裂隙开度越小，Jc和B对法向应力越敏感。
5）临界水力梯度Jc和惯性项系数B与裂隙空腔几
何特征参数RSD之间存在幂函数关系，且受到剪切
应变U的影响，所建立的方程可为裂隙内非线性渗流
特性评价提供定量的参考。
目前的研究尚未考虑实际岩体中裂隙长度、空
间分布、岩石种类等的影响。这些因素对裂隙渗流具
有重要作用，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渐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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