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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花岗岩常幅循环加载试验，分析岩石的非线弹性滞后特性。卸载阶段，应变相位滞后于应力相位，加

载阶段，应变相位可能滞后、相等或超前于应力相位。研究结果表明，加卸载中阻尼效应的差异引起变形曲线的

畸形，变形–时间曲线变成一条上宽下窄的非正弦曲线，而塑性变形的累积使平均应变水平线逐渐上移，因此出

现应变相位超前于应力相位的现象。基于应变相位与应力相位的关系，探讨滞回圈可能存在的形态，若应变相位

始终滞后于应力相位，滞回圈呈椭圆形；若加载段中应变相位超前于应力相位，则呈新月形；若既有滞后又有相

等和超前的情形，则呈长茄形。将岩石视为黏弹塑性材料，讨论动弹性模量和阻尼比的计算方法，给出两者的修

正计算式。利用试验数据分析动弹性模量和阻尼比的演化规律，结果表明，动弹性模量的演化与应力水平密切相

关，成线性或倒 S 型发展规律；而阻尼比则取决于动弹性模量以及滞回圈面积的大小，演化曲线呈 U 形或 L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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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onlinear elastic hysteresis behaviour of granite is studied based on experimental results under 
constant amplitude cyclic load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strain phase is lagging behind the stress phase in unloading 
while lagging，coincident or leading in loading. The results of further analysi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of damping 
effect during loading and unloading can result in the malformation of the strain-time curve. It becomes a 
nonstandard sine curve wide at the top and narrow at the botto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plastic deformation 
leads to the average strain level rising gradually and the strain phase being leading of stress phase. Then，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ain phase and stress phase，the potentially existing shapes of hysteresis loop are explored. 
The hysteresis loop is oval-shape if the strain phase is always lag behind the stress phase，crescent-shape if the 
strain phase is leading of the stress phase during loading and long eggplant-shape if the strain phase is lagging，
coincident and leading of the stress phase in one cycle. While the rock is treated as a visco-elastoplastic material，
the calculating method of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and damping ratio is discussed；and the improved formulae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the evolution of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and damping ratio i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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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show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stress level and the 
developing curve may be linear or inverted-S shape. The shape of evolution curve of damping ratio，which can be 
U shape or L shape，greatly depends on the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as well as the area of the hysteresis loop. 
Key words：rock mechanics；cyclic loading；hysteresis effect；dynamic elastic modulus；damping ratio 
 
 
1  引  言 

 
近年来，由于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建设，城市地

下交通的普及，大跨度超长隧道的开挖以及深部矿

藏的开采，许多前所未有的动力学难题摆在了我们

的面前。如何优化隧道、巷道、边坡、水坝、基岩

等结构的抗震性能，提出稳定性分析方法和控制手

段，保障人员以及设备的安全，这些都是工程中亟

待解决的难题。众所周知，工程中的岩体对于爆炸、

地震等动态荷载的响应往往具有疲劳特性。因此，

研究循环荷载作用下岩体的变形演化规律、损伤累

积规律、能量集聚→传递→释放规律、失稳破坏规

律，是建立重大工程灾变孕育过程的“时空预测→

监测预警→动态反馈分析→调控方法和调控措施识

别”闭环系统的基础核心。 
对于循环载荷作用下岩石的强度、变形、损伤

等力学属性的演化规律，J. Q. Xiao 等[1～11]对其进行

了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滞回效应方面，

A. N. Tutuncu 等[12]研究了沉积岩在单轴循环应力作

用下的力学响应，得出岩石的非线弹性行为与加载

频率、应变振幅以及饱和流体的性质有关，加卸载

切线模量与应变成蝴蝶结形。席道瑛等[9]研究了不

同流体饱和、不同岩石、不同频率下的循环加载试

验，验证了瞬时弹性模量与应变成不对称蝴蝶结形

的结论，并提出以蝴蝶结张角来衡量岩石的滞后程

度。B. J. Brennan 和 F. D. Stacey[13]通过试验得出，

当应变振幅很小(为 10－6)时，岩石的滞回曲线呈椭

圆形，其力学性能呈线性衰减规律。B. Mckavanagh
和 F. D. Stacey[14]的研究结果则表明，当应变振幅为

10－5 时，无论加载波形是什么形状，滞回环的两端

总会出现尖点，滞回环成新月形而非椭圆形。陈运

平等[10]研究了饱和岩石在循环荷载下应力–应变

曲线的细微差异，指出在加载阶段应变的相位可能

超前、并行或落后于应力的相位，在卸载阶段应变

总是落后于应力的相位。陈运平和王思敬[11]同时指

出，当应变振幅超过临界值(约为 10－6)时，由于微

塑性的存在，滞回环将产生畸变，不是标准的椭圆

形。刘建锋等[15]针对于泥质粉砂岩进行单轴多级循

环加卸载试验，结果表明，动应变相位始终滞后于

动应力相位，滞回环在荷载反转处并非椭圆形而是

尖叶状。 
从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到，对于滞回环的形状

存在一定的争议，是椭圆形、尖叶状还是别的形状，

目前还不明确。如果确实存在应变相位超前和等于

应力相位的情形，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对

于岩石材料，其阻尼效应的衡量指标可不可以借鉴

《土工试验规程》中土的衡量指标呢？本文将针对

以上问题，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和探讨。 
 

2  试验概况 
 

试验所使用的试样是花岗岩，加工成直径 50 
mm，高 100 mm 的标准圆柱形，端面的平行度控制

在±0.02 mm 以内。测试仪器使用了中国科学院武汉

岩土力学研究所研制开发的 RMT–150B 岩石力学

测试系统。静态试验采用载荷控制，加载速率为 0.1 
kN/s，共使用了 6 个试样，测得的平均抗压强度为

143.43 MPa。疲劳试验也采用载荷控制，加载分 2
个阶段：第 1 阶段以等速率 0.1 kN/s 从 0 加载到平

均荷载；第 2 阶段以平均荷载为起点，施加周期性

荷载。疲劳加载时加载波形统一使用正弦波，频率

为 0.2 Hz。详细情况请参照 J. Q. Xiao 等[4]研究成果。 
 

3  岩石的非线弹性滞后 
 
3.1 滞后效应的试验结果 

当上限应力取 129.09 MPa，幅值取 86.06 MPa
时，花岗岩试样 F1–10 的滞回圈如图 1 所示，归一

化处理后的应力–时间和应变–时间曲线如图 2 所

示，归一化公式如下： 

min

max min

i
Ni

v v
v

v v
−

=
−

               (1) 

从图 1 可以看到，滞回圈近似为新月形，并非

椭圆形或是尖叶形；滞回圈自始至终都没有闭合，

第 1 个循环滞回圈的张开度比较大，其后的都比较

小；应力峰值(谷值)点与应变峰值(谷值)点并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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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向应变ε /10－3                       轴向应变ε /10－3 

         (a) 第 1 个循环                 (b) 第 4 个循环 

     
轴向应变ε /10－3                         轴向应变ε /10－3 

          (c) 第 63 个循环                 (d) 第 125 个循环 

图 1  试样 F1–10 的滞回圈 

Fig.1  Hysteresis loops of specimen F1–10 

 

  时间/s 

图 2  试样 F1–10 的应力–时间和应变–时间曲线 

Fig.2  Stress-time and strain-time curves of specimen F1–10 
 

合，此时应变相位滞后于应力相位，但在其他时刻，

则不尽然。从图 2 中可以看到，在卸载阶段，应变

的相位始终落后于应力，但加载阶段的情况比较复

杂，如 DF 段既有应变相位滞后于应力相位的情形，

也有两者相位相等的情形，而 HJ 段中应变相位竟

然有相当一部分超前于应力相位。陈运平等[10]也曾

观察到同样的现象。 
3.2 非线弹性滞后分析 

岩石是由一种或多种矿物胶结组成的集合体，

相邻的矿物颗粒紧密接触构成固体骨架，颗粒之间

分布着许多裂纹、节理、孔洞、边界等微观结构，

同时工程中的岩石或岩体一般都含有水和其他的液

体或气体，因此，岩石是一种多相、多组分、非均

匀的天然地质材料。正因为岩石微观结构上的特点，

才导致了其非线性弹性行为和显著的滞后特性。 

如果岩石是理想黏弹性材料，那么等幅循环加

载条件下其应力、应变与时间之间的关系便如图 3
所示。显而易见，应变相位滞后于应力相位，应力

相位与应变相位之间有一定的差值。对于不同类型，

不同饱和状态的岩石，其相位差是不同的，而相位

差的大小反映了岩石偏离线弹性的程度，也就是循

环荷载作用下滞后效应的强弱。 

 

(a)                            (b) 

图 3  非线性滞后原理图 

Fig.3  Schematic diagrams of nonlinear hysteresis 
 

从试验中可发现，应变相位可能滞后、相等或

超前于应力相位。主要原因大概在于 2 个方面：其

一是矿物颗粒间液体的黏性以及界面之间的摩擦，

其二是循环加载过程中损伤所导致的塑性变形。众

所周知，岩石的滞后效应就是因为矿物颗粒间液体

的黏性以及界面之间的摩擦引起的，而塑性变形主

要是来源于岩石中微裂纹的萌生、扩展以及贯通。如

图 2 所示，在第一个循环的加载阶段(AB 段)，应变

相位滞后于应力相位，这里有阻尼力的作用，但更

主要是因为循环加载是紧接着静态加载开始的，静

态加载段中应变相位的滞后对第一个循环加载影响

非常大。卸载阶段 BD 又可分为 BC 和 CD 两段，在

卸载初期(BC 段)，岩石处于高度压密状态，矿物颗

粒之间的距离非常小，接触面的法向力比较大，此

时液体的黏性很强，界面之间的摩擦也比较大，因

此岩石的滞回性能突出，宏观表现为变形的速率较

为缓慢。而到了卸载后期(CD 段)，施加在岩石的荷

载相对较低，由于矿物颗粒的回弹远离以及部分微

裂纹的张开，致使液体的黏性以及界面摩擦减弱，

滞回效应也进一步弱化，变形加速减小。同样的道

理，在加载段 DF，滞回效应由弱变强，即岩石阻

σd 

o

+εd

 o

εd

应变 
应力 

归
一
化
的
应
力
和
应
变

 
应
力
σ /M

Pa
 

应
力
σ /M

Pa
 

应
力
σ /M

Pa
 

应
力
σ /M

Pa
 

 
+σd

o 

t 

t 



• 1680 •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0年 

碍变形的能力逐渐增强，变形的速率由快变缓。因

此，虽然施加的应力是标准的正弦波，但由于高低

应力状态下岩石滞回性能的差异，应变响应曲线变

成了一条上宽下窄的非正弦曲线。 
岩石不同于金属材料，在低应力水平下仍然存

在着微裂纹的萌生、扩展等损伤行为。因此，循环

加载过程中几乎每一个循环都会有塑性变形的产

生。对于黏弹性材料，由于不存在塑性变形，因此

其滞回圈是闭合的。而岩石并非理想黏弹性材料，

由于塑性变形的存在，造成滞回圈不闭合。如图 1
所示，不论是加载初期、中期还是晚期，滞回圈都

没有闭合。本文研究的是脆性的花岗岩材料，加载

初期滞回圈的不闭合程度以及张开度都比较大，说

明在开始的几个循环中，塑性变形以及消耗的能量

都非常大。由于在加载初期，局部应力水平已超过

岩石材料的弹性极限，此时在微观结构的薄弱区域

会发生微裂纹的萌生和扩展，而且以裂纹的萌生为

主，界面的摩擦效应也大大超过了液体的黏滞效应，

所以这一“结构调整期”以大塑性变形、高能量损

耗为特征。本文的试验研究发现，“结构调整期”

一般在几个循环便已完成，速率衰减得非常快。从

图 2 中也可以清楚到得看到，平均应力水平线 1 (连
接各平均应力点形成的线)保持为一条平直线，而平

均应变水平线 2(连接各平均应变点形成的线)却是

一条逐渐上行的曲线，说明在此 3 个循环中塑性变

形较大且逐步累积，导致了应变时间曲线的逐渐上

移，也就出现了应变相位超前于应力相位的现象。

因此，塑性变形的存在是应变相位超前于应力相位

的根本原因。 
由于试验中应力水平较高，几乎每一个循环都

有塑性变形的产生，循环初期数值较大。那么，平

均应变水平线 2 将逐渐地偏离平均应力水平线 1，
加载的前半阶段应变相位超前于应力相位的程度将

越来越大，即加载段应力时间曲线与应变时间曲线

的交点将上移。当交点移至峰值应力点时，峰值应

力与峰值应变基本重合，将出现尖点，这是极限状

态。 
3.3 滞回圈形态的分析 

循环荷载作用下岩石的滞回圈一般呈椭圆形

(见图 3)；也有呈新月形(见图 1)；还有观察到呈尖

叶状[10]。B. Mckavanagh 和 F. D. Stacey[14]的研究结

果表明，当岩石为中等应变(应变振幅为 10－5～10－3)
时，应力–应变滞后曲线出现了尖点。而当应变很

小(应变振幅为 10－6)的时候滞后回线呈椭圆形[13]。

本文的应变在 10－3 的量级，属于中等应变的范畴，

而几乎所在花岗岩试样的滞回圈都具有图 1 的形

态。由此可以看出，仅仅以应变的量级来区分滞回

圈的形态似乎并不完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循环加载中应变相位

可能滞后、相等或超前于应力相位。若一个完整循

环过程中应变相位始终滞后于应力相位的话那么其

滞回圈见图 4 中曲线 a，呈椭圆形，其中斜直线代

表的是弹性直线。若一个循环中加载段应变相位超

前于应力相位，卸载段应变相位滞后于应变相位的

话其滞回圈见图 4 中曲线 b，呈新月形。当然，若

应变相位等于应力相位的话，曲线将沿着弹性线发

展。而从图 2 可以看出，加载段中基本上既有滞后

的部分，也有相等和超前部分，因此本文研究所用

花岗岩滞回圈一般见图 4 中曲线 c，呈长茄形。 
 

 

图 4  滞回圈的形态 

Fig.4  Shapes of hysteresis loops 
 

综上所述，滞回圈的形态主要取决于加载过程

中的塑性变形以及岩石的黏滞性。若没有塑性变

形，滞回圈呈椭圆形，若存在塑性变形，滞回圈的

形态由岩石的黏滞性和塑性变形共同决定，曲线比

较复杂，可能呈近椭圆形，也可能呈新月形或长茄

形。花岗岩是一种脆性材料，而且本试验的试样已自

然干燥，因此黏滞性能不是很突出，塑性变形效应相

对较为明显，应力–时间曲线与应变–时间曲线在

加载中的交点靠近波峰，所以其滞回圈近似为新月

形。 

 

4  岩石动弹性模量和阻尼比的计算方
法 
 

4.1 动弹性模量的确定 
如图 3 所示，在土动力学中，动弹性模量用下

式计算： 
dmax 6 7

d
dmax 2 4

E
σ σ σ
ε ε ε

′ ′

′ ′

−
= =

−
           (2)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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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由于应变相位滞后于应力相位，上

式计算得到的仅仅是动弹性模量的近似值。而且，

运用上式来计算动弹性模量时，事实上已经隐含着

2 个基本假设，其一，材料是理想的黏弹性体，不

存在塑性变形，因此滞回圈是闭合的；其二，滞回

圈的上下是对称的，也就是说材料被视为均匀的连

续介质，加卸载过程中不考虑黏性和弹性的变化以

及两者的耦合作用。前面已经介绍过，岩石是一种

黏弹塑性材料，循环加载过程中塑性变形是存在的，

而且影响比较大。因此，岩石的动弹性模量的确定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对于试样 F1–10，如果直接连接应力峰谷点或

应变峰谷点来计算动弹性模量，则分别表示为

dEσ (见图 5 中线 2)和 dEε (见图 5 中的线 1)。 
 
 

 
 循环次数 n/次 

图 5  动弹性模量的计算差异 
Fig.5  Variance in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of dynamic elastic  

modulus 

 
由图 5 可见，因为滞后效应的存在， dEε 必定小

于 dEσ ，而且两者的差别比较大。前面已经分析过应

变相位滞后、相等和超前于应力相位的情形，从

图 2 中可以看到，凡是连接应力–时间曲线和应变–

时间曲线交点的直线都可用于计算动弹性模量，对

于一个循环中有多个交点的情形可以采取直线拟合

的方法来确定。不过这样一来的话，势必大大增加

计算工作量，而且工程中应用起来也不方便。当材

料为理想黏弹性材料时，应变相位恒滞后于应力相

位且其相位差为一定值，此时靠近应力峰值点(谷值

点)与应变峰值点(谷值点)正中间位置必定存在一个

交点，因此动弹性模量可以近似以图 6 中 AC 连线

来计算，动弹性模量计算公式修正为 

6 2 4 7
d

6 2 4 7

( ) ( )
( ) ( )

E
σ σ σ σ
ε ε ε ε

′ ′ ′ ′

′ ′ ′ ′

+ − +
=

+ − +
          (3) 

岩石是黏弹塑性材料，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采用

交点直线拟合的方法计算其动弹性模量，工程中也

可以直接使用式(3)近似确定，本文将使用近似法来

计算相应的动弹性模量。 

4.2 阻尼比的确定 
岩土的阻尼比反映岩土在周期性动荷载作用

下，应力–应变关系滞回圈表现出的滞后性。它是

由岩土体变形时内摩擦作用以及液体的黏性消耗能

量造成的，反映动荷载作用下能量因岩土的内部阻

力而损失的性质。《土工试验规程》(DLT 5355–2006)
规定的确定阻尼比的基本公式为 

d
s

1
4

A
A

λ =
π

                (4) 

式中：A 为图 6 中 ABCDA 的面积，代表的是一个

周期内的能量损耗； sA 为ΔOAE 的面积，代表峰值

应力所对应的弹性能。 
 

 
图 6  应力–应变滞回圈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tress-strain hysteresis loop 
 

由于等效线性模型把土视为黏弹性体，因此在

一个周期内，弹性力的能量损耗为 0，只有阻尼力

才产生能量损耗，则在一个周期内单位土体贮存的

总能量等于弹性力所做的功，该周期内能量的损耗

等于阻尼力所做的功。对于岩石材料，滞回圈上下

左右都不对称，而且也不闭合，因此不方便将应力–

应变轴系转换为动应力–动应变轴系来研究岩石的

滞回性能。岩石循环加载过程中损耗的能量有一部

分用于微裂纹的萌生和扩展，还有一部分用于克服

阻尼力做功，塑性变形造成了滞回圈的非对称性，以

至于难以闭合，因此每一循环塑性变形的大小可以

定性地从滞回圈的不闭合程度来确定，而滞回圈的

面积仍然代表了阻尼力所消耗的能量。从图 1 可以

看出，除了前 2～3 个循环塑性变形比较大之外，

其余的都比较小，所以当动弹性模量确定好之后，

动
弹
性
模
量

/G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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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的阻尼比可以参照土的定义，改由下式计算： 

d
s

1 A
A

λ =
π

                (5) 

 

5  动弹性模量和阻尼比的试验结果 
 
5.1 动弹性模量的演化规律 

运用近似方法确定岩石试样的动弹性模量，其

演化曲线如图 7 所示。动弹性模量一直朝着衰减的

方向发展，其演化曲线差别很大，有近线性的，也

有倒 S 形的。岩石试样的动弹性模量衰减曲线之所

以如此离散，主要是因为影响动弹性模量的因素非

常多，如试样的组分结构、加载条件、计算方法、

试验方法等等。若应力水平较高，接近试样的抗压

强度，动弹性模量的显著变化在静态加载段以及第

一循环前 1/4 个周期便已基本完成，试样破坏时表

现为瞬时的脆性断裂，不存在明显的失稳演化过程，

此时动弹性模量以近似线性的规律发展。若应力水

平相对较低，裂纹的萌生、稳定扩展和失稳扩展 3
个阶段将会比较明显，动弹性模量的演化曲线呈倒

S 形。 
 

    
                         n/N 

图 7  动弹性模量演化曲线 
Fig.7  Evolution curves of dynamic elastic moduli 
 

5.2 阻尼比的演化规律 
采用阻尼比的修正计算式(5)，得到了花岗岩试

样 F1–11(上限应力为 121.92 MPa，幅值为 93.23 
MPa)的阻尼比演化曲线如图 8 所示，曲线大概可以

分为 3 个阶段，且第一阶段为阻尼比急速下降阶段，

第一个循环的阻尼比最大。有限的几个循环之后，

阻尼比演化曲线趋于平坦，在这一阶段，阻尼比无

显著变化，稳定发展。接近失稳破坏时，阻尼比陡 

  
    n/N 

图 8  试样 F1–11 的阻尼比演化曲线 
Fig.8  Evolution curve of damping ratios of specimens F1–11 

 

然上升，岩石迅速发生失稳破坏。 
常幅循环加载中，单个循环的弹性能 2

s /A σ= Δ  

d(2 )E ，此时式(5)可改写为 2
d d(2 ) / ( )AEλ σ= πΔ 。分

母为一定值，而 A 随着循环的增加呈 U 型发展， dE
呈线性或非线性衰减，因此阻尼比的演化规律取决

于两者的贡献比例。对于试样 F1–11，前面已经介

绍过，第一阶段的“结构调整期”以大塑性变形、

高能量损耗为特征，直观表现为滞回环的面积相对

比较大，张开度也比较大，而此时较大的动弹性模

量对应于较低的弹性能，由此形成了阻尼比的高数

值。在第二阶段，动弹性模量的线性衰减速率较

低，每循环的能量损耗水平相当，因此阻尼比的变

化幅度不大。到了第三阶段，由于试样 F1–11 的

动弹性模量仍然维持线性低速率发展水平，故而阻

尼比计算式中 A 的灵敏度较高，微结构面间的摩擦

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以至于阻尼比迅速地提升。当

然，并不是每一个试样的阻尼比演化都呈现 U 型，

可能是 L 型，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图 9 给出了常

幅循环加载下花岗岩的阻尼比，可以看到，总体 
 

 
   n/N 

图 9  常幅循环加载下花岗岩的阻尼比 
Fig.9  Damping ratios of granite under constant amplitude  

cyclic loading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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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上限应力：129.09 MPa，幅值：93.23 MPa)
F1–7(上限应力：136.26 MPa，幅值：93.23 MPa)
F1–17(上限应力：126.22 MPa，幅值：93.23 MPa)
F1–20(上限应力：129.09 MPa，幅值：100.4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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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说 3 个阶段规律还是比较明显。 
 

6  结  论 
 
(1) 岩石在常幅循环荷载作用下表现出一定的

非线弹性滞后特征。卸载阶段，应变相位滞后于应

力相位，而在加载阶段，应变相位可能超前、相等

或滞后于应力相位。研究表明，这主要是因为塑性

变形的累积以及阻尼力的存在。阻尼力引起了应变

相位的滞后，而塑性变形的存在以及不断累积，则

导致了应变相位超前于应力相位。 
(2) 基于岩石滞回效应的分析，探讨了滞回圈

可能存在的形态。若一个循环中应变相位始终滞后

于应力相位，则滞回圈呈椭圆形；若加载段中应变

相位超前于应力相位，则呈新月形；若一个循环中

既有滞后又有相等和超前的情形，则呈长茄形。 
(3) 将花岗岩视为黏弹塑性材料，探讨了循环

加载条件下动弹性模量和阻尼比的计算方法，得到

了修正计算式。根据花岗岩试样的试验数据，分析

了动弹性模量以及阻尼比的演化规律。结果表明，

当应力水平较高时，动弹性模量以近似线性的规律

发展，而当应力水平相对较低时，动弹性模量的演

化曲线呈倒 S 形。常幅循环加载条件下阻尼比与动

弹性模量和滞回圈的面积直接相关，岩石损伤引起

的性能劣化以及克服阻尼力做功所消耗的能量都会

影响到阻尼比演化曲线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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