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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变花岗片麻岩破坏过程中
声发射事件的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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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单轴压缩条件下的声发射试验，分析了蚀变花岗片麻岩破坏过程中声发射事件的演化规律，研究发现：对于多

数试件，高能级声发射事件的首次出现可作为岩石处于高应力水平的标志，中能级声发射事件在试件空间内形成贯通分布可
作为岩石应力水平进一步上升的标志，最后贯通区出现高能级声发射事件可作为岩石破坏的前兆现象；发生脆性破坏的试件，
不会出现中能级声发射事件在试件空间内形成贯通分布的现象；对于含弱区的试件，首个高能级声发射事件会出现于低应力
水平，此时岩石内声发射事件呈条带状密集分布于高能级声发射事件周围，其他区域的声发射事件少、能级低。以上研究为
利用声发射信息识别岩石应力水平及评价岩石稳定性提供了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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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law of acoustic emission events during
the fracture process of altered granite gneiss
ZHANG Peng-hai, YANG Tian-hong, XU Tao, YU Qing-lei, ZHOU Jing-ren, ZHAO Yong-chuan
（Center for Rock Instability and Seismicity Research,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acoustic emission (AE) tests were conducted on altered granite gneiss specimens under uniaxial compression
conditions. The evolution laws of AE events during the failure processes of specimens wer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or most specimens, the first occurrence of the high-energy level AE event indicated that the specimens were at the high-stress
level.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ess level further increased when the intermediate-energy level AE events distribute throughly in
specimens. The imminent rock failure was identified by the occurrence of the high-energy level AE event in the final through-going
area. For brittle failure specimens, the through-going distribution phenomena of the intermediate-energy level AE events would not
occur. For specimens contained weak-zones, the first high-energy level AE event took place at the low-stress level. In the meantime,
the intermediate-energy level AE events gathered in a band shape around the high-energy level AE event. However, the density and
energy level of AE events were low in the area far away from the high-energy level AE ev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a
testing basi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stress level and the evaluation of rock stability.
Keywords: altered granite gneiss; acoustic emission events; rock failure; stress level

通过声发射事件的时空分布可以增进对岩石

1 引 言

内部裂纹演化过程的理解。Lockner[2]提出微破裂与

声发射（acoustic emission，简称 AE）为材料
变形或破坏时所释放的弹性波的传播现象。若多个

声发射活动存在一致性，同时他认为，可定位声发
射事件数不到岩石样本中实际微破裂数的 1%，暗

声发射传感器能接收到某一个裂纹产生的声发射撞
击（AE hit）
，就可在提取撞击到时的基础上应用定

示了声发射事件并不能完全表征裂纹演化全过程。

位程序对裂纹进行定位 。任何一个定位结果都可
称之为一个声发射事件（AE event）
。

测岩石破裂过程中微裂纹的产生和扩展最有效的工

[1]

但到目前为止，声发射定位技术还是连续、实时监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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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试验过程

则在荷载的作用下声发射事件会主要集中在这些原

将从现场取回的大块岩石加工成尺寸分别为

生结构附近 。若岩石内部无明显的节理或构造，

50 mm×50 mm×100 mm 的长方体试件及  50 mm×

声发射事件的演化过程会与最终的破裂形式有密切

100 mm 的圆柱体岩石试件，试验采用加载速率为

关系。比如，剪切带或压实带贯通导致的岩石破

0.001、0.003 mm/s 的单轴位移加载方式。试件编号

坏，在破坏发生前声发射事件会表现出向最终破裂

及对应尺寸、加载速率如表 1 所示。

[3]

面聚集的趋势，破坏发生在声发射事件贯通整个岩

用橡胶带将传感器均匀固定于试件四周，并以

石之后，声发射事件空间分布不仅可以用于预警岩

凡士林为耦合剂增加传感器及岩石表面间的耦合效

石的破坏，而且可很好地描述破坏后形成的宏观裂

果，8 个传感器均匀布设于距试件上下端面 20 mm

纹

的试件表面。声发射试验系统如图 1 所示。

。对于较均匀的岩石，通常发生碎裂式破坏，

[47]

声发射事件一般由试件两端向中部发展，大多呈散
漫分布，声发射事件的空间分布对最终破坏面的空

AE 数据采集系统

间位置并无明显的指示意义[89]。
以上研究极大地增进了人们对岩石破坏过程
中裂纹演化规律的认识，但这些研究大多着重于对
声发射事件演化过程中时、空要素的定性描述，很

试件
传感器
垫片

少涉及声发射事件分布现象、应力水平间的量化关
系，以及声发射事件的强度要素（能量、震级等）
。

压力机
伺服压力机数据采集系统

由于声发射强度与裂纹扩展尺度存在密切的正相

图 1 试验系统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AE and loading system

关关系，所以对声发射强度要素变化过程的研究可
以增进对岩石破裂过程中裂纹尺度变化规律的认
识。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首先基于几何扩散原理估
算声发射事件的震级和能量。然后分析声发射事件

表 1 试件尺寸、加载速度及峰值强度统计表
Table 1 Statistics of rock specimens size, loading rate
and peak strength
尺寸

加载速度

/ mm×mm×mm(mm×mm)

/ (mm/s)

/ MPa

Sf1

50×50×100

0.001

110.84

现象的确定及岩石破坏的预测提供试验依据。

Sf2

50×50×100

0.001

106.80

Sf3

50×50×100

0.001

129.30

2 声发射试验

Sy1

 50×100

0.003

107.52

Sy2

 50×100

0.003

153.88

Sy4

 50×100

0.003

125.10

Sy5

 50×100

0.003

71.23

Sy8

 50×100

0.003

113.20
119.16

时、空、强度三要素的演化过程，寻找声发射事件

试件

的特征分布现象及对应应力水平，为岩石破坏前兆

2.1 岩石矿物成分
试验所用蚀变花岗片麻岩取自河北省遵化市
石人沟铁矿的露天坑。岩石为片麻状构造，花岗变
晶结构；原始母岩为黑云角闪片麻岩类。主要矿物
成分包括：斜长石，含量约 40%；碱性长石，含量

峰值强度

Sy9

 50×100

0.003

Sy10

 50×100

0.003

114.65

Sy12

 50×100

0.003

145.43

Sy13

 50×100

0.003

138.60

约 32%；石英，含量约 8%；黑云母，含量约 5%；

注：试件编号中“S”代表取样地点，即石人沟铁矿。“f”代表试件形

角闪石（具有绿泥石化、绿帘石化现象），含量约

状为长方体。“y”代表试件形状为圆柱体。

15%；此外，岩石中还含有方解石小细脉。

3 声发射事件参数

2.2 试验设备及参数设置
试验设备包括 TAW-2000KN 微机控制电液伺
服压力机及 PCI-2 型声发射监测系统。声发射监测

3.1 声发射事件参数定义及计算方法
在声发射试验中会采集到大量的声发射撞击

系统由 8 个宽频传感器（Nano30）
、8 个前置放大器、

数据，但由于很多裂纹产生的声发射撞击较弱，不

PCI-2 主机、采集卡及 AEwin 声发射采集与分析软

能被多个传感器接收到，故只有部分撞击数据能够

件构成。声发射监测系统参数设置如下：前置增益

用于定位声发射事件。所以计算某声发射事件的参

为 40 dB；频率范围为 5～500 kHz；采样频率为

数时，首先要提取定位该声发射事件所用的声发射

1 MSPS；预触发为 256；门槛值为 45 dB。

撞击数据。
然后计算这些声发射撞击的波形参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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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最大振幅及能量）
。最后基于这些波形参数，结合

（V）； ri 为声发射事件距第 i 个传感器的距离

该声发射事件的坐标及传感器的坐标计算声发射事

（mm）；k 为用于幅值计算的传感器数量。该式计

件参数。

算的值实际上是在假设声发射事件产生球面波且传

声发射监测系统采集到的声发射撞击波形如

播过程为弹性传播的前提下，将各传感器接收到的

图 2 所示，门槛是一个预先设定的电压值，只有声

波的最大振幅按照几何扩散原理修正到半径为 10 mm

发射信号的振幅超过该电压值才能被采集到。

的球面上，并进行平均的结果[10]。

持续时间为信号第 1 次越过门槛至最终降至门

声发射事件的震级为

槛所经历的时间间隔，单位为 μs。由于实际采集的

M s  lg As

波形是数字化后的离散点，所以计算采用的是首次

声发射事件的能量为

超过门槛的数据点对应的时间与最后一次超过门槛
的数据点对应时间间的差。

Es 

最大振幅为所有数据点中的最大电压值。
传感器接收到撞击波形的能量源自数据点对
U2
t
R

为 10

（5）

通过 Sf3 试件声发射事件震级-能量分布散点
图（见图 3）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呈近似的线性关系：

基准电阻（10 k）
； t 为数据点间的时间间隔。

Em  cM s  d

图 2 中波形对应的门槛为 0.018 V（对应 45 dB）
，
持续时间约为 565 s，最大振幅为 0.07 V，能量约
为 1.6×10

（4）

3.2 声发射事件震级与能级的关系

）
）
；U 为传感器接收到的数据点的电压；R 为

11

2

Em  lg Es

（1）

式中： Ei 为第 i 个传感器接收到波形的能量（aJ，
（aJ
18

1 k  ri

Ei

k i 1  10 

声发射事件的能级为

应电压的平方除以基准电阻在持续时间内的累加：
Ei  

（3）

（6）

式中： Em 为声发射事件能级；c、d 为正的待定系
数。

J。

所有岩石试件的拟合结果如表 2 所示。表中拟
0.07
最大振幅

0.03

电压/ V

合度最小值为 0.88，说明震级与能级间的线性关系

阀值

0.05

较强，
且在岩石破坏过程中应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
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声发射事件的能级来分析声发

0.01

射事件强度要素的演化过程。

-0.01
-0.03

持续时间

-0.05

8

-0.07

7
150

300

450

600

750

900

Es = 2.03Ms-7.57
R2= 0.98

6

能级

时间/ s

图 2 声发射撞击波形参数示意图
Fig.2 Schematic of AE hit parameters

5
4
3

声发射事件幅值的计算公式为

2
4.5

As 

1  ri

  Ai max 
k i 1  10

k

（2）

式中： Ai max 为第 i 个传感器接收到波形的最大振幅

Table 2

5.0

5.5

2

6.0

6.5

7.0

7.5

震级

图 3 Sf3 试件声发射事件震级与能量间的关系
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gnitude of AE events
and its energy of specimen Sf3

表 2 声发射事件震级与能级关系的拟合结果
Fitting results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magnitude of AE events and its energy of specimens

试件

Sf1

Sf2

Sf3

Sy1

Sy2

Sy4

Sy5

Sy8

Sy9

Sy10

Sy12

Sy13

c

2.12

2.02

2.03

1.54

1.52

1.50

1.56

1.74

1.68

1.44

1.43

1.60

d

8.04

7.55

7.57

3.94

3.89

3.69

3.98

5.12

4.75

3.36

3.32

4.24

R2

0.98

0.97

0.98

0.93

0.90

0.91

0.88

0.96

0.91

0.91

0.91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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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对比长方体试件及圆柱体试件的拟

事件极少。III：裂纹萌生、稳定扩展阶段，新裂纹

合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拟合参数还是拟合度，长

逐渐在岩石中出现，声发射事件率开始升高。IV：

方体试件均大于圆柱体试件。传感器的端面为一平

裂纹加速扩展阶段，裂纹在岩石内大量出现并相互

面，与长方体侧表面可完全贴合，两者为面接触。

连通，导致声发射事件率明显升高。除此之外，少

而圆柱体侧表面为弧面，无法与传感器完全贴合，

数试件还存在一个峰后阶段（V）
。图 5(b)～5(d)中

两者间类似线接触。传感器与试件表面接触条件的

小球的颜色表示不同的能级，
如图中颜色标尺所示，

不同可能是导致长方体及圆柱体试件拟合参数及拟

将能级分布范围中前 20%定义为高能级（红色及橙

合度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色）
，后 45%定义为低能级（蓝色及紫色）
，中间的

4 声发射事件的演化规律

35%定义为中能级（黄色及绿色）
。
根据声发射定位结果（图 5(b)～5(e)），试件的

根据声发射事件演化规律的差别，可将蚀变花

裂纹演化过程为上部、下部裂纹同时萌生并向中部

岗片麻岩试件分为 3 类：具有一般性声发射事件演

发展。第 323.7 s，在裂纹加速扩展阶段（IV）出现

化规律的试件、存在声发射事件空区的试件以及低

第 1 个高能级声发射事件（图 5(c)、图 6(a)）
，对应

应力诱发声发射事件剧增的试件。下面就这 3 类岩

125 MPa，约为 85%  c （  c 为峰值应力）
。随后中

石试件分别分析高能级声发射事件的首次出现、中

能级声发射事件在试件中部逐渐增加并形成了贯通

能级声发射事件在试件空间内形成贯通分布、以及

整个试件的分布形态（图 5(d)）
。至第 326 s，试件

在中能级声发射事件最后贯通区出现高能级声发射

中部出现一高能级声发射事件（图 5(d)、图 6(b)），

事件这 3 种声发射事件特征分布现象对应的前、后

对应 141 MPa，约为 92%  c 。约 18 s 后，试件发生

顺序、应力水平以及裂纹演化阶段。

失稳破坏。

4.1 具有一般性声发射事件演化规律的试件
该类试件包括 Sf1、Sf2、Sf3、Sy1、Sy2、Sy4

II

III

IV
(b) (c) (d) (e)

以及 Sy5，约占总试件数的 60%，故称该类试件具
有一般性声发射事件演化规律。以 Sy2 为例对这类
试件的声发射事件演化规律进行说明。
如图 4 所示，Sy2 试件破坏后形成了两条相互
交叉、贯通试件的纵向裂纹。

(a) 应力、声发射事件率随时间的变化

(a) 破坏前

(b) 破坏后

图 4 Sy2 试件破坏前后
Fig.4 Photos of the specimen Sy2 before
and after the test
(b) 0～318 s

(c) 319～324 s

(d) 325～327 s

(e) 328～346 s

Sy2 试件不同时间段内声发射事件的分布如图
5 所示，对应时段标于应力、声发射事件率随时间
的变化曲线中。图 5、9 和 11(a)中罗马数字表示裂
纹演化阶段[11]，I：压密阶段，裂隙闭合过程中两裂
隙面间的摩擦引起一些声发射事件的产生。II：弹
性阶段，岩石变形以基质的弹性压缩为主，声发射

3.3 aJ

5.8 aJ
低能级

8.2 aJ
中能级

高能级

图 5 Sy2 试件中不同时间段下声发射事件的空间分布
Fig.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E events of specimen
Sy2 at different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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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对应 101.9 MPa，约为 88%  c 。约 20 s 后，

发生时刻：323.7 s

试件破坏。

距峰值应力：20 s

破坏发生于中能级声发射事件形成贯通分布

能级：6.958 09 aJ

前，与多数岩石试件临近破坏的声发射事件空间分

震级：1.19

布现象存在明显差异。试件中、下部出现了中能级
声发射事件分布的空区[12]（图 8(e)中虚线框所示区

(a) 对应图 5(c)

域），这表示岩石受载过程中空区内裂纹的萌生、
扩展现象很少，穿过空区的宏观裂纹是在岩石破坏
发生时刻：326 s

的瞬间形成的，表现出明显的突发性脆性破坏特

距峰值应力：17.7 s

征。

能级:：8.120 57 aJ
震级：1.65
II

III

IV
(b) (c)(d) (e)

(b) 对应图 5(d)

图 6 对应图 5 框选区域中声发射事件的空间分布
Fig.6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E events in the area
outlined by solid lines in Fig.5

可见，对于以 Sy2 为代表的具有一般性声发射
事件演化规律的试件，高能级声发射事件的首次出
现可作为岩石处于高应力水平的标志；中能级声发
射事件在试件空间内形成贯通分布可作为岩石应力

(a) 应力、声发射事件率随时间的变化

水平进一步上升的标志。在此基础之上，中能级声
发射事件最后贯通区（Sy2 为试件中部）出现高能
级声发射事件可作为岩石破坏的前兆现象。
4.2 存在声发射事件空区的试件
存在声发射事件空区的试件包括 Sy8、Sy9 和
Sy12。以 Sy9 试件为例对该类试件的声发射事件演
化分布规律进行说明。
Sy9 试件破坏形成 3 个主要部分（图 7 中 1、2、
(b) 0～306 s

3 部分）
。

(c) 307～338 s

3.4 aJ

2

(e) 345～364 s

5.5 aJ
低能级

1

(d) 339～344 s

7.7 aJ
中能级

高能级

图 8 Sy9 试件中不同时间段下声发射事件的空间分布
Fig.8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E events of specimen
Sy9 at different periods

3
(a) 破坏前

(b) 破坏后

图 7 Sy9 试件破坏后
Fig.7 Photos of the fractured specimen Sy9

根据声发射定位结果（图 8(b)～8(e)）
，岩石受
载过程中裂纹主要萌生于试件的上部。第 344 s，试
件上部出现两个高能级声发射事件（见图 8(d)、

发生时刻：344 s

发生时刻：344 s

距峰值应力：25 s

距峰值应力：25 s

能级:6.941 51 aJ

能级:7.672 1 aJ

震级:1.22

震级:1.6

图 9 对应图 8(d)框选区域中声发射事件的空间分布
Fig.9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E events in the area
outlined by solid lines in Fig.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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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低应力诱发声发射事件剧增的试件
该类岩石试件会在低应力水平下出现声发射
事件率明显增加的现象，本文称之为局部裂纹剧烈
演化阶段，这类试件包括 Sy10、Sy12 和 Sy13。下
面以 Sy10 为例对该类试件的声发射事件演化规律
进行说明。
Sy10 试件破坏后形成一个未完全贯通整个试
件的宏观裂纹，同时在试件顶、底部出现了多个小
尺度宏观裂纹，将试件分成一个主要部分和多个小
块（见图 10）
。

图 10 Sy10 试件破坏后
Photos of the fracture specimen Sy10

Fig.10

Sy10 试件在低应力水平下（0.06～0.15  c ）出
现声发射事件率明显增加的现象，即局部裂纹剧烈

I

演化阶段，图 11(a)中简写为局部演化。根据声发射

局部
演化
(b) (c) (d)

II

III

IV

(e)

(f)(g)

定位结果（图 11(b)～11(g)）
，试件内部裂纹演化过
程为裂纹自试件上部开始萌生并向下不断发展。第
163 s，试件上部第 1 个高能级声发射事件出现于局
部裂纹剧烈演化阶段（见图 11(c)、图 12(a)）
，对应
9.45 MPa，约为 8.2%  c 。随着应力的增加，岩石试
件下部声发射事件不断增多，对应震级也开始升高
（图 11(d)、11(e)）
。至 506 s，在试件下部出现一高
能级声发射事件
（图 11(f)、
图 12(b)）
，
对应 99.7 MPa，

(a) 应力、声发射事件率随时间的变化

约为 87%  c 。约 20 s 后，试件发生破坏。
对于该类试件，首个高能事件出现在低应力水
平。此时声发射事件主要出现在试件顶部并呈条带
状聚集分布（见图 11(c)）
。由此推测，试件顶部存
在力学性质明显低于其他区域的弱区，岩石受载引
起弱区破坏是导致高能事件在较低外载荷下出现的
原因。在较低外载荷作用下，远离弱区的区域仍处
于低应力水平，诱发的声发射事件较少且能级很
低。

(b) 0～118 s

(c) 119～192 s

(e) 232～469 s

(f) 470～512 s

(d) 193～231 s

随着应力的升高，该类试件可能在破坏前出现
中能级声发射事件在试件空间内形成贯通分布以及
在中能级声发射事件最后贯通区出现高能级声发射
事件这两种现象，如图 11(d)～11(g)所示（声发射
事件数较少导致事件密度较低）
。
也可能在破坏前仍
存在声发射事件空区，如图 13(b)所示。

5

声发射事件特征分布现象的时间
顺序
各岩石试件中高能级声发射事件首次出现、中

能级声发射事件在试件内形成贯通分布、贯通区高
能级声发射事件出现对应的应力水平以及裂纹演化
阶段（简写为裂纹演化）汇总于表 3 中。
表中  c 为峰值强度；  f 为首个高能级声发射
事件出现时岩石试件所受应力；  m 为中能级声发

3.3 aJ

5.5 aJ
低能级

(g) 513～535 s

7.7 aJ
中能级

高能级

图 11 Sy10 试件中不同时间段下声发射事件的空间分布
Fig.1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E events of specimen
Sy10 in different periods

第8期

张鹏海等：蚀变花岗片麻岩破坏过程中声发射事件的演化规律

2195

进入中等应力水平（42%  c ），所以声发射事件呈

发生时刻：163 s

条带状密集分布于高能级声发射事件周围的同时，

距峰值应力：390.8 s

大量中能级声发射事件也出现于试件中的其他区

能级：7.738 78 aJ

域，声发射事件的空间分布特征介于低、高应力水

震级:：1.61

平之间，所以相对较难确定试件首个高能级事件出
(a) 对应图 11(b)

现时所处的裂纹演化阶段。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根据首个高能级事件出现
时声发射事件的分布特征，可以帮助识别岩石所处

发生时刻：506 s
距峰值应力：47.8 s
能级：6.938 52 aJ
震级：1.38

应力水平的高低及对应裂纹演化阶段。由于应力水
平与岩石的稳定性呈负相关关系，所以通过声发射
事件的特征分布现象还可以对岩石的稳定性进行评
价。

(b) 对应图 11(f)

图 12 对应图 11 框选区域中声发射事件的空间分布
Fig.1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E events in the area
outlined by solid lines in Fig.11

射事件形成贯通性分布时岩石试件所受应力，由于
中能级声发射事件形成贯通性分布现象出现的时间
是通过肉眼观察确定的，具有一定主观因素，所以
该现象出现时对应的应力为近似值； h 为最后贯通
区出现高能级声发射事件时岩石试件所受应力。裂
纹演化阶段对应列中的“局”表示局部裂纹剧烈演
化阶段，
“末”表示对应裂纹演化阶段的末期。
如表 3 所示，若认为应力超过 60%  c 为高应力
水平，则高能级声发射事件的首次出现可作为岩石
处于高应力水平标志的试件个数为 9 个，占总岩石

在表 3 中，岩石破坏前中能级声发射事件在试
件空间内形成贯通分布的现象具有 75%的出现率。
出现率小于 100%的原因是脆性破坏会在中能级声
发射事件的空间分布仍存在空白区时突然发生，如
试件 Sy8、Sy9 和 Sy12（见图 8(e)、图 13）。若以
应力高于 75%  c 作为该现象可有效标志岩石应力
水平进一步升高的标准，则该现象的有效比例为
75%，也就是说若该现象出现，则其作为岩石应力
水平进一步升高的标志的可靠性极高。
若中能级声发射事件在试件空间内能形成贯
通分布，则最后贯通区在岩石破坏前必然会出现高
能级声发射事件。若以应力高于 85%  c 作为该现象
有效的标准，则其有效比例为 75%，同样极为可靠。
该现象的出现预示着岩石即将破坏。

试件数的 75%。这些试件，如 Sy2（见图 5(c)）
、Sy9
（见图 8(d)）和 Sy8（见图 14(c)）
，首个高能级事件

Table 3

出现时声发射事件的分布特征有两种：①岩石中声
发射事件极少且分散，说明该类岩石十分均匀，在
高应力水平下的破裂很少，如图 14(c)所示；②岩石

首个高能级事件
试件

内部出现大量中能级声发射事件，说明该类岩石比
较不均匀，在高应力水平下出现了大量破裂，如图
5(c)、8(d)所示。

表 3 声发射事件特征分布现象统计表
Characteristic distribution phenomena of AE
events
中能级事件
贯通分布

最后贯通区
高能级事件

f/c

裂纹

m/c

裂纹

h/c

裂纹

/%

演化

/%

演化

/%

演化

Sf1

73.0

III

93

V

95

V

Sf2

61.0

III

88

V

98

V

高能级声发射事件的首次出现不可作为岩石

Sf3

85.0

IV

87

IV

89

IV

处于高应力水平标志的试件包括 Sy10、Sy12 以及

Sy1

85.0

IV

85

IV

88

IV

Sy13。Sy10 及 Sy12 的首个高能级声发射事件出现

Sy2

85.0

IV

92

IV

92

IV

于局部裂纹剧烈演化阶段（分别对应 8.2%  c 和

Sy4

86.0

IV

90

IV

93

IV

Sy5

88.0

III

98

IV

99

IV

77

III

87

III 末

86

IV

99

IV

15%  c ），此时中能级声发射事件呈条带状密集分

Sy8

95.0

IV

布于高能级事件周围（图 11(c)、图 14(a)）
，其他区

Sy9

88.0

IV

域声发射事件很少，即使存在一些，对应的能级也

Sy10

8.2

局

很低。Sy13 试件的首个高能级事件也出现于局部裂

Sy12

15.0

局

纹剧烈演化阶段（见图 14(b)）
，但由于此时岩石已

Sy13

42.0

局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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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脆性破坏试件破坏时声发射事件空间分布
Fig.13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E events in brittle
fracture speci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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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高能事件首次出现时声发射事件分布
Fig.1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E events when the first
high energy AE event occ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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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件空间内形成贯通分布可作为岩石应力水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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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acoustic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Bei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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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 granite under different stress conditions[J]. Chinese

应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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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岩石的破坏特征会影响声发射事件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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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integrative testing

过中能级声发射事件的分布特征可帮助识别弱区，

device for acoustic waves and acoustic emission of

从而判断高能级声发射事件的首次出现作为岩石处

rock[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16, 37(1): 287－296.

于高应力水平标志的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1]

[8]

许江, 李树春, 唐晓军, 等. 单轴压缩下岩石声发射定
位实验的影响因素分析[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8,
27(4): 765－772.

滕山邦久. 声发射（AE）技术的应用[M]. 冯夏庭, 译.

XU Jiang, LI Shu-chun, TANG Xiao-jun, et al. Influential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6.

factors of acoustic emission location experiment of rock

KATSUYAMA K. Application of AE techniques[M].

under uniaxial compression[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第8期

[9]

张鹏海等：蚀变花岗片麻岩破坏过程中声发射事件的演化规律

2197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08, 27(4): 765－772.

crack initiation and crack damage stress thresholds of

NASSERI M H B, GOODFELLOW S D, LOMBOS L, et al.

brittle rock masses near underground excavations[J].

3-D transport and acoustic properties of Fontainebleau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andstone during true-triaxial deformation experiments[J].

Sciences, 2004, 5: 833－84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Mining
Sciences, 2014, 69: 1－18.
[10] GOEBEL T H W, BECKER T W, SCHORLEMMER D,

[12] 赵兴东, 李元辉, 袁瑞甫, 等. 基于声发射定位的岩石
裂纹动态演化过程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7,
26(5): 944－950.

et al. Identifying fault heterogeneity through mapping

ZHAO Xing-dong, LI Yuan-hui, YUAN Rui-fu, et al.

spatial anomalies in acoustic emission statistics[J].

Study on crack dynamic propagation process of rock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pheres, 2012,

samples based on acoustic emission location[J]. Chinese

117: 2432.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07,

[11] CAI M, KAISER P K, TASAKA Y, et al. Generalized

26(5): 944－950.

“第二届全国非饱和土与特殊土力学及工程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
由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非饱和土与特殊土专业委员会主办、兰州理工大学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届全
国非饱和土与特殊土力学及工程学术研讨会”于 2017 年 7 月 24～26 日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的 118 个单位的 610 多名代表
出席了会议，兰州理工大学副校长俞树荣教授、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副理事长谢永利教授、中国力学学
会理事孔令伟研究员和非饱和土与特殊土专委会主任委员陈正汉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
本届会议以“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建设中的非饱和土与特殊土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为中心议题，共收到学术
论文 250 篇，从中评选出 143 篇论文推荐到《岩土工程学报》和《岩土力学》等 5 个学术期刊发表，并评选出会议优秀论文
20 篇。为方便交流，编印了第二届全国非饱和土与特殊土力学及工程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汇编》
。
会议设主会场 1 个，分会场 5 个，共组织大会特邀报告 41 个、分会场报告 82 个，内容涉及非饱和土、黄土、膨胀土、
膨润土、冻土、盐渍土、红黏土、人工填土的基本特性、试验研究、本构模型、数值分析及相关的基础工程、基坑工程、边
坡支护、隧道、地铁、交通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等。著名治坡专家王恭先先生、王复明院士和赖远明院士分别为大会作了题
为“黄土滑坡灾害及防治对策”
、
“层状结构反演理论及其应用”和“冻土强度准则和本构关系研究进展”的特邀报告。本届
会议的学术报告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学术水平高，体现了探索前缘、服务工程、实事求是、百花齐放的理念，发扬了理论
密切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学术盛会。
在本届会议期间，非饱和土与特殊土专委会举行了全体委员会议，历时近 3 个小时，主要包括 7 项议程：①本届会议组
委会主席、兰州理工大学土木学院院长周勇教授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②专委会主任委员陈正汉教授作了专委会工作总结报
告，以 23 页的篇幅详细介绍了近两年来专委会在学术交流、制度建设和发展思路等方面所做作的工作，得到了与会委员的
一致肯定；③会议逐条审议了专委会的新章程（共分 5 章 34 条），认为新章程对专委会的宗旨、性质、学术方针和各级成员
职责的定位是正确的，符合与时俱进的精神和专委会的实际，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有助于专委会健康稳妥地发展；④会
议讨论并通过了为把非饱和土与特殊土专委会办成“有成效、有作为、有影响、有活力、有人气”的专委会而采取的若干举
措，认为规范学术会议是必要的，所提举措是积极的，将有力推动非饱和土与特殊土的理论和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和普及，建
议将其提交分会审议；⑤专委会成员吐故纳新，增选朱彦鹏教授为专委会副主任委员；⑥委员们对专委会的今后的工作提出
了若干建议；⑦武汉大学邹维列教授介绍了承办 2018 年非饱和土与特殊土专题研讨会——裂隙性黏土的工程特性及其应用
的情况。这次专委会委员会议是迄今为止出席人数最多、议题最多、历时最长、成效显著的专委会会议，对专委会今后的工
作和发展将发挥重要作用。
7 月 26 日下午 17 时，会议举行闭幕式，主会场座无虚席，秩序井然。10 位专家向 20 位会议优秀论文作者颁发了证书，
4 位学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陈正汉教授作了会议总结发言，并对专委会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总之，本届会议是一次精心策划、细心筹备，组织严密、人气旺盛、主题鲜明、学风优良、成果丰硕的学术盛会，取得
了圆满成功，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陈正汉供稿 2017-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