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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层间界面载荷突变及能量释放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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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剪切梁理论，研究了在定常侧压力和周期性的反平面剪切载荷共同作用下，岩层层间界面载荷突变及能量释放特性。

由于宏观裂纹前方损伤过程区的存在，当卸载过程不能覆盖加载过程造成的损伤区时，会产生 “应力锁死”现象。而当后续再加载
过程区的前锋与“应力锁死区”相接时，会产生载荷突变，从而导致冲击载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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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反平面剪切载荷及侧压力共同作用下， 层间
裂纹及其扩展所导致的层间失效是岩石工程中重
［１］

非弹性过程，应力状态与加载历史有关，一般地讲，
应该用增量形式的本构描述。但由于式（１）所示关

要的结构失效模式。最近文 提出的“剪切梁”模

系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使用全量形式的方程计算

型首次给出了侧压力与反平面剪切载荷共用作用

周期载荷下剪切梁内的各力学量。

下层间界面失效的初步分析结果。文献［２］进一步
给出了在单调加载过程中剪切梁层间界面裂纹扩

１

展规律的解析计算结果。文献［３］则给出了卸载及
再加载过程中，层间界面上的力学特性及其变化规
律。
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文献［４］提出的剪切梁模
型的主要力学行为特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再加载
过程，及由于层间界面上卸载“应力锁死区”产生
的载荷突变，并进一步讨论失稳阶段结构对外界的
能量释放量。
由文献［５］，相应于一个载荷循环（本文假定
为力载荷循环）
，层间界面上将发生以下过程：（１）．
单调加载过程；（２）．卸载（或反向加载）过程；（３）．
再加载过程。
按照文献［６］的简化假设，弹性梁中的剪应力

τ 与梁下底面的粘性夹层中的剪应力τ f 形成自平
［７］

衡系统 ，在以上三个过程中，剪切梁模型的以下
基本关系式总是成立的：

dτ
dｗ
τ= −Ｇ
，
+τｆ = 0
dｘ
dｘ

再加载过程分析
再加载过程与卸载过程相比，有一定的类似之

处。再加载过程包含以下 4 个阶段：(1) 自加载端
x=0 处开始的再加载正向摩擦滑动；
(2) 滑动区到达
卸载二次损伤区并向前扩展进入该区；(3)再加载三
次损伤区形成并向前扩展，与卸载一次损伤区相连
接；(4)再加载二次损伤区形成并扩展，形成再加载
一次损伤区。
对应一个典型的再加载过程，根据不同的应力
状态及应力历史，沿界面层全长可分为下述的几个
区段：(1) 再加载摩擦滑动区， 0≤x≤s51 ；(2) 再
加载三次损伤区， s51 ≤x ≤s52 ；(3) 再加载二次损
伤 区 ， s52 ≤x≤s42 ； (4) 再 加 载 一 次 损 伤 区 ，

s42 ≤x≤s62 。
图 1 给出了再加载过程中沿界面层全长剪应力

τ f 主要分区边界点的位置。从图 1 可以看出，当再
加载过程不能完全覆盖卸载损伤时，应力 “锁死”

（１）

式中 Ｇ 为弹性梁材料的剪切模量，周期载荷属
于复杂载荷，又由于损伤区的存在，这一过程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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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不仅还会存在，而且会有两个应力锁死区形
成。

２ “锁死应力”的释放与载荷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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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给出了经历加载－卸载－再加载循环后沿
加载
再加载 τ f

µσ n

µσ

O

τ f (x )

τ (x)

d[Δτ（０）]
→∞
dｔ

( x)

(6)

这一载荷跳跃体现在载荷－时间曲线图（图 2）中
对应为竖直向上的线段 CD。

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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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图 １ 界面层上 f 分区边界点位置示意图。
Fig.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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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式(4)，从而有

(x)

ss31

卸载 τ f

dｓ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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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on sketch of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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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层全长界面剪应力 τ f 的分布示意及主要分区
边界点的位置。图中 s2 为加载损伤区前锋的位置，

O

s52 为再加载损伤区前锋的位置。在卸载过程开始
图２

先发生自加载端 x＝0 处开始的反向摩擦滑动，s52

Fig.2 the curve of displacement-loading during the snap-back

自左向右扩展。对于剪切梁模型，由于弹性梁中的
剪应力与底部的内聚力层存在自平衡关系，从式(1)
可知，加载端 x＝0 处的剪应力载荷τ (0) 的值是界
面层上剪应力 τ f 沿界面全长的积分，因此有:
0

(2)

s52

0

结构失稳过程中能量释放的讨论

端接触之后，此时的结构行为称为尾区行为。尾区
阶段的失稳行为是一种与材料与结构特性有关的

再加载时的载荷增量为

∆τ（ 0） = ∫ Δτｆ dx

３

当层间界面上的损伤过程区与剪切梁的自由

L

τ (0) = ∫ τｆ dx

B
w(0)/mm
回折失稳过程中的位移－载荷曲线示意图
C

后，由于弹性梁中产生的反力的作用，界面层上首

结构行为，但并不是纯粹的材料行为。失稳后结构
(3)

式(3)的对时间的导数形式为：

dτ
[ (0)] = ∂[Δτ(0) ]ds52 dｓ 52 (4)
dｔ
∂ｓ 52
dｔ

的 响 应 模 式 有 两 种： snap-back （回 折 失 稳） 和
snap-through（软化失稳）。具体模式由文献[4、5]
导出的失稳发生条件判别式确定。此判别式中既包
含了材料性能参数，又包含了结构几何参数和外部

可以证明式(4)中 s52 为有限值。但是，ds52/dt 的值

环境应力参数，这说明只有在结构形式，材料性能，

在遭遇“应力锁死区”时却是无穷大。结合图 １ 可

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才可能发生回折失稳。回折

容易地说明这一点。
由图 1，再加载损伤区前锋 s52 自左向右扩展。
对于静态问题，s52 的扩展速度为常数。当 s52 扩展
到“应力锁死区”边界的位置 s32 时，
“锁死”的应
力与再加载损伤区连通，导致再加载损伤区前锋 s52
突然跳跃到“应力锁死”区的另一侧边界点 s2 的位
置。在这一过程中，有

失稳发生时，结构对外界的能量释放是一个重要的
话题，因为能量释放的正确计算是模型用于地震分
析的前提。图 3 所示，失稳后的位移－载荷曲线与
想象的情况有些不相同，大家熟悉的回折失稳是图
3 中曲线 ADE 所示的形式。文献[4、5]给出的某一
特定参数值计算结果中，力载荷在回折失稳过程中
下降至终态值以下，这是一个重要现象。
文献[8] 和文献[9] 分别给出了不同的失稳发生
时结构对外界的能量释放计算公式。我们认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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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构模型出发求解地震烈度的方法是欠妥的。因

本文在文[1,7]的基础上，应用“剪切梁”模型

为对于这样一种结构行为，其能量释放烈度取决于

分析了由定常侧压力和循环反平面剪切载荷共同

包括地应力值、结构几何尺寸、材料特性等诸因素

作用下由于层间界面上卸载“应力锁死区”产生的

的综合影响。因此加载端反向位移标志着结构对外

载荷突变，并进一步了讨论失稳阶段结构对外界的

界的能量释放，释放的能量值则是图 3 中曲线

能量释放量。
本文研究结果展示出，由于裂纹前方损伤过程

P

A

区的存在，当周期载荷的再加载过程与“应力锁死

D

a

d

C

c

区”相联通时，“锁死”的应力的释放会导致载荷

f

跳跃，产生“冲击”
，成为导致结构失稳的“源因”。

B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结构失稳时的能量释放烈
e

O

度取决于包括侧向压应力值、结构的尺寸、材料特
T

性等诸因素的综合影响，对能量释放烈度的预测必
须是计入上述诸因素的综合计算结果。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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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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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Investigation on Shocking Load and Energy Release of Rock Interface
SHEN Xin-pu, XU Yu-xiu, XING Yi-wen
(Dept.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Shenya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23，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hear beam model, it is investigated the source of shocking load and its energy release related
properties.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damage process zone ahead of the macro crack, stress-locking would
occur if the unloading process can not erase the loading damage-process zone. And if the reloading front of
damage process zone is being connected with the area of stress locking, the shocking load will happen.
Key words: interface；crack；damage；stress locking；shocking lo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