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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二维颗粒流软件，采用 2种不同算法生成 clump和 cluster模型，研究细观参数和结构(结晶颗粒大小形

状分布、预制微裂纹)对宏观力学特性的影响，量化宏细观参数对应关系，探讨微裂纹发展演化规律及试件破坏的

细观机制。研究表明：(1) 2种模型生成算法各有优势，圆形区域标记法模型力学特性随细观参数变化规律性较好，

波动较小，搜索算法能较好地控制结晶级配组成；(2) 单轴抗压强度 UCS、抗拉强度 TS与 clump半径、无黏结比

例(随机分布微裂纹)呈指数函数变化，与黏结强度比呈幂次函数关系；弹性模量、泊松比与上述三细观参数均呈线

性变化，且二者变化趋势相反；UCS/TS比值随 clump半径、黏结强度比、cluster黏结强度比值 n、无黏结比例的

增加而增大，且黏结强度比对其影响最大；张拉裂纹比例受黏结强度比影响最大，clump半径影响次之；(3) 单轴

压缩下试件以张拉破坏为主，张拉裂纹优势导向主要沿轴向扩展，剪切裂纹则主要沿与轴向夹角 20°～40°扩展，

巴西劈裂试样张拉破坏裂纹均贯穿试件中心。clump 与 cluster 模型微裂纹扩展演化过程及破坏模式差异较大，相比

cluster模型，clump模型剪切裂纹比例相对较大，裂纹破碎带更宽，破裂面粗糙不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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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lump and cluster models based on two-dimensional particle flow code(PFC2D) were constructed 

through two different algorithm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icro parameters and microstructure(crystal grain size 

and distribution，pre-existing cracks) on the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pecimen and to quantif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Meanwhile，the development of micro cracks and the mechanism of micro failure 

were studied. It was revealed that two algorithms had their own advantages.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arked circular region algorithm changed with the variation of micro parameters nicely. The composition of 

crystalline gradation was better controlled by the searching algorithm. The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UCS) 

and the tensile strength(TS) are in exponent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clump radius and un-bonded ratio(random 

pre-existing cracks) and are in pow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nd strength ratio. The elastic modulus and Pois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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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 are in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lump radius，bond strength ratio and un-bonded ratio.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clump radius，bond strength ratio，bond strength ratio n of cluster and un-bonded ratio，the ratio of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to tensile strength which is mostly affected by bond strength ratio increases a lot. The ratio of 

tensile cracks is mostly affected by the bond strength ratio，followed by the clump radius. Under the uniaxial 

compression，the failure of specimen is dominated by the tensile cracks which mainly extend along the axial 

direction. However，the angle between the dominant orientation of shear cracks and axis is 20 degree to 40 degree. 

Brazil test failure is dominated by tensile cracks across the center of specimen. The evolution of micro cracks and 

failure modes are different for cluster and clump models. Compared with the cluster model，the shear crack ratio of 

clump model is bigger and crack crushing zone is wider. Moreover，the fracture surface is more rough and uneven. 

Key words：rock mechanics，particle flow code(PFC)；micro parameter；microstructure；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evolution of cracks 
 

 
1  引  言 
 
岩石的宏观力学特性很大程度决定于结晶组成

和内部细观结构及缺陷如微裂纹等[1]，离散元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模拟脆性材料微裂纹的闭合、产生和

扩展贯通[2]，其中颗粒流内嵌的 BPM模型能较好地

模拟岩石材料的巴西劈裂、单轴压缩及三轴压缩试

验，N. Cho等[3]对其进行了广泛研究。 

D. O. Potyondy等[1，4]详细介绍了颗粒流的基本

原理，采用 BPM模型模拟了岩石材料的力学特性。

颗粒流基于离散介质力学从细观尺度出发[5]，不需

要假定宏观本构，能够从微观层面分析岩石微裂纹

扩展破坏过程，建立岩石宏微观对应关系[6]。岩石

类材料模拟常用的 2种本构模型为：接触黏结模型

(CBM)和平行黏结模型(PBM)[1]。J. Yoon[7]基于CBM

模型研究了细观黏结强度、刚度比、接触模量与宏

观力学参数的对应变化关系，并较好地模拟了花岗

岩轴向非对称加载破坏过程。J. F. Hazzard等[8]采用

CBM 模型模拟了 3 种岩石微裂纹的起裂成核及贯

通破坏过程，得出：微裂纹起裂释放的应力波能导

致附近胶结发生断裂。B. Yang等[9]基于 PBM模型，

采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量化了颗粒细观参

数与弹性模量、泊松比、抗压强度的对应关系。 

工程岩体大多处于受压状态，但越来越多的研

究证明岩体的破坏是从局部受拉开始，如地下硐室

围岩的冒顶和片帮[10]，需综合考虑抗压和抗拉特

性。蒋明镜等[6]采用无胶结厚度含抗转动能力的微

观力学模型，输入离散元模拟了岩石直接拉伸、巴

西劈裂和单双轴压缩试验，裂纹扩展破坏路径与室

内试验基本吻合。N. Cho[3]采用 PBM模型系统地研

究了细观参数对 TS/UCS比值(TS，UCS分别为抗拉

强度、抗压强度)的影响，只有颗粒尺寸对 TS/UCS

影响较大，随着粒径减小，拉压比不断减小，但均

大于 0.15。D. O. Potyondy等[1，11]采用 PBM模型得

到的 TS/UCS约为 0.2。J. Yoon[7]针对 CBM模型得

出细观参数对 TS/UCS的影响相对较小。 

针对 PFC模拟岩石材料拉压强度比的不合理，

N. Cho[3]提出 clump平行黏结模型(CPBM)，将多个

颗粒固结在一起形成不规则刚性体。J. S. Yoon等[12]

采用 CPBM 模型模拟了花岗岩三轴非对称加载破

坏，得到拉压强度比约为 0.15。夏 明和赵崇斌[13]

采用新加载方法研究了CPBM模型宏–细观参数的

对应关系，得出黏结强度比对拉压强度比影响较大。

不同于 clump 块体，cluster 内部颗粒存在旋转和力

矩作用，内部黏结可断裂，能较好地模拟不规则巨

粒的破碎过程[14-16]。L. Li和 R. M. Lolt[15]通过限制

cluster 的长宽比生成模型，模拟了双轴压缩结晶颗

粒的断裂及破碎过程，随着围压增大，破裂面与最

大主应力夹角逐渐增大，cluster 断裂逐渐增多。N. 

Cho[3]模拟得出随着 cluster粒径的增大，TS/UCS不

断减小。E. Ghazvinian[17]采用 PFC3D建立 clump 和

cluster 模型，模拟了不同模型单轴压缩和巴西劈裂

破坏过程。微裂隙或微孔洞会影响试样的宏观力学

特性，Y. Mahmutoglu[18]对大理岩和砂岩循环加热冷

却使岩石内部产生微裂纹，随热冷循环次数的增加，

单轴抗压强度减少幅度小于抗拉强度。M. P. J. 

Schöpfer[19]采用 PFC3D研究了无胶结含量比例(预制

裂纹数量)对试件宏观力学特性的影响，预制裂纹对

抗拉强度影响大于抗压，随着其增大，UCS/TS逐渐

增大。 

岩石压缩和拉伸力学特性已有较多研究[17-20]，

传统黏结模型 CBM，PBM 均不能很好地反映拉压

强度对应关系，抗拉强度被高估[1，3，11]，且模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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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观结构与真实岩石结晶结构存在较大差异，需要

引入非规则颗粒[1，11]。提出 2 种不同算法，针对非

规则颗粒 clump和 cluster模型系统地研究细观参数

及细观结构(结晶颗粒大小分布、预制随机微裂纹等)

对岩石单轴压缩及巴西劈裂试验宏观力学特性的影

响，量化宏观力学参数与细观参数及结构的对应变

化关系，针对不同 clump和 cluster模型研究单轴压

缩及巴西劈裂试验微裂纹起裂、扩展分布丛集及最

终破坏形态的变化规律，对比分析不同模型试件破

坏的宏细观机理及破坏模式的变化关系，为更加准

确地对岩石细观参数的标定及裂纹扩展演化规律研

究提供参考。 

 
2  数值模型 
 

2.1 2种不同算法生成模型简介 

算法一：圆形区域标记法，依据颗粒粒径分布

生成模型，通过编写 fish函数，采用模型内随机分

布的圆对模型内颗粒进行标记，被同一圆形区域标

记的颗粒即视作一个 clump块体，圆形区域由半径

和中心坐标决定，半径设置为正态分布，中心坐标

由 x和 y确定，循环搜索标记直至模型内颗粒全部

或一定比例被标记[3，12]。 

算法二：搜索算法，设定 clump颗粒数量为 S，

随机选取未被标记的颗粒作为种子颗粒，遍历其接

触，搜索与其接触且未被标记的颗粒，当颗粒数≥S

时，将当前搜索颗粒采用 clump标记；当颗粒数量＜

S 时，选取与种子颗粒接触的随机颗粒作为次种子

颗粒，然后遍历与次种子颗粒接触的颗粒，重复搜

索进程直至颗粒数量达到甚至超越 S，循环上述搜

索直至所有颗粒均被标记。该方法能较好控制结晶

颗粒的级配组成[17]。 

cluster模型生成：基于上述 2种算法生成 clump

模型，将其转换为相应 cluster模型，并设置相应的

细观参数，通过改变 cluster内颗粒黏结强度与边界

颗粒黏结强度差异来调节 cluster的可破碎性。 

2.2 数值模型及标定 

由于 Lac du Bonnet 花岗岩的特殊性质和极具

代表性[13]，已有大量室内试验研究和模拟分析[1，8，21]，

以 Lac du Bonnet花岗岩为研究对象[1]，研究单轴压

缩及巴西劈裂试验试件的宏观力学特性。为更好地

反映颗粒胶结的抗转动特性，本构模型选为平行黏

结模型[1]，最小颗粒半径为 0.3 mm，为实现模型的

密实性和均匀性，颗粒半径比为 1.66[1]，颗粒接触

刚度比和平行黏结刚度比均取 2.5[1，3，11，13]，摩擦因

数取为 0.5。单轴压缩试件尺寸均为 50 mm×100 mm，

巴西劈裂试验圆盘直径为 50 mm。 

对于二维颗粒流，算法二生成 clump模型由于

部分结晶颗粒形状极不规则，长细比较大，内锁力

较大，强度较高，峰值强度处裂纹几乎布满试件，

该算法有待进一步修正。数值模拟最终选取 3种模

型，各模型宏细观参数见表 1，数字 1，2分别代表

算法一和二生成的相应模型。 

 
3  clump模型力学特性变化研究 
 

3.1 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夏 明和赵崇斌[13]采用量纲分析研究了 CPBM

模型细观参数对宏观力学特性的影响，其中颗粒弹

性模量、刚度比、摩擦因数对 UCS/TS 的影响相对

较小，这与 PBM[3]，CBM[7]模型结论基本一致，切

向与法向黏结强度比对其影响较大，黏结强度比直

接影响着微裂纹的组成[1]，鉴于此这里主要研究

clump 粒径尺寸、切向与法向黏结强度比对试件宏

观力学特性的影响。 

3.2 clump粒径大小的影响 

算法一采用 clump标记颗粒时，选取 clump半

径服从正态分布，均值为标准差的 5倍。以表 1中

clump 标定细观参数为基础，保持其他细观参数不

变，只改变 clump半径，模拟结果如图 1所示。 

由于 clump限制了内部颗粒的转动和黏结的断

裂，导致其抗压强度大幅增加，随着 clump半径的 
 

表 1  PFC模拟的宏–细观参数 

Table 1  Macro-micro parameters of PFC simulation 

细观参数 宏观参数 

模型 
粒径/mm 

接触弹性模 
量 cE /Gpa 

平行黏结弹性 

模量 E /GPa 

法向黏结强 
度 c /MPa 

切向与法向

黏结强度比

弹性模 
量/GPa 

泊松比 
抗压强 
度/MPa 

抗拉强 
度/MPa 

1–Clump 1±0.2 22.5 22.5 61±14 2.0 68.6 0.175 205.0 30.4 

1–Cluster 1±0.2 58.5 58.5 95±21.8 2.0 68.6 0.245 197.1 31.8 

2–Cluster 5 58.9 58.9 84.8±19.5 2.0 69.6 0.244 200.5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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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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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CS/TS比值和张拉裂纹比例 

图 1  clump半径对试件宏观力学参数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clump radius on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pecimen 

 

增大，同一块体内越来越多颗粒旋转被限制，clump 

边界几何形状引起的边界摩擦效应增强[3]，最终导

致单轴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均不断增加，且抗压强

度随 clump 半径 Rclump增加速率较大，通过相关性

分析得出二者呈指数函数关系： 

clump0.844 287.08e ( 0.993)RUCS R        (1) 

clump0.562 217.08e ( 0.988)RTS R        (2) 

弹性模量与泊松比变化规律见图 1(b)，随着

clump半径 Rclump的增大，弹性模量呈线性增加；相

反，泊松比随着 clump半径的增大逐渐减小，这是

由于 clump半径的增加使其边界与其他 clump接触

的颗粒增多，增大了相互之间的咬合力，应力–应

变曲线弹性阶段试件的侧账效应减小，泊松比下降，

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 

2
clump69.04 0.493 ( 0.996)E R R       (3) 

2
clump0.089 0.268 ( 0.986)R R        (4) 

从图 1(c)可以看出：随着 clumpR 的增大，UCS/TS

比值呈阶梯状增加，当 clumpR ＞1.4 mm时，UCS/TS

约为 8；相反，张拉裂纹所占比例逐渐减小，这是

由于 clump块体不可断裂，随着 clump半径的增大，

其对微裂纹扩展路径的影响逐渐增大，张拉裂纹在

沿轴向扩展遇到 clump块体时，裂纹扩展路径必然

发生改变，偏离最大主应力方向，表现为剪切破坏，

导致张拉裂纹比例减小。 

3.3 黏结强度比值的影响 

切向与法向黏结强度比值决定了颗粒间黏结抵

抗剪切扭转与张拉破坏能力的大小差异，当切向与

法向黏结强度比无限大时，试件为纯张拉破坏，相

反无限小时则为纯剪切破坏，黏结强度比直接影响

着微裂纹的组成比例和破坏模式[1]。J. Yoon[7，11-12]

均设置该比值为 2，试件模拟破坏形态及裂纹扩展

与花岗岩室内试验均吻合较好。 

以表 1中 clump标定细观参数为基础，固定切

向黏结强度不变，只改变法向黏结强度，模拟结果

如图 2 所示。拉压强度变化如图 2(a)，随着黏结强

度比 Ss/Ts的增大(法向黏结强度的减小)，单轴抗压

强度和抗拉强度均不断减小，且在 1＜Ss/Ts＜3范围

内二者下降速率均较快，当 3＜Ss/Ts＜6抗拉强度下

降速率大于抗压强度，当 Ss/Ts＞8 时，抗拉强度与

抗压强度下降速率很小，二者基本保持不变，通过

相关性分析得出强度与 Ss/Ts呈幂次函数关系： 

0.366 2
s s262.52( / ) ( 0.992)UCS S T R      (5) 

0.547 2
s s43.13( / ) ( 0.968)TS S T R      (6) 

弹性模量与泊松比变化规律见图 2(b)，随着黏

结强度比的增大，弹性模量呈小速率下降，这可能

是由于法向黏结强度的减小，导致相同应力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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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CS/TS比值和张拉裂纹比例 

图 2  黏结强度比对试件宏观力学参数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bond strength ratio on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pecimen 

 

试件微裂纹增多，应变增大，进而引起弹性模量的

小幅下降；相反泊松比则逐渐增加，由于 Ss/Ts的增

大导致张拉裂纹比例增大甚至表现为纯张拉破坏，

而张拉裂纹主要沿轴向分布[2]，进而引起试件的侧

账程度增加，导致泊松比增大，相关性分析得出： 

2
s s0.368( / ) 69.71 ( 0.951)E S T R        (7) 

2
s s0.0064( / ) 0.16 ( 0.976)S T R        (8) 

从图 2(c)可看出：随着黏结强度比 Ss/Ts的增大，

UCS/TS比值逐渐增大，当 1＜Ss/Ts＜6时，UCS/TS

迅速增加，Ss/Ts＞6后，UCS/TS比值基本保持不变。

随着 Ss/Ts的增大，张拉裂纹所占比例逐渐增加，当

Ss/Ts＞6后张拉裂纹比例基本接近 1，此时单轴压缩

下试件基本表现为纯张拉破坏。 

3.4 黏结强度比值的确定 

D. O. Potyondy和 P. A. Cundall[1]在对模型细观

参数进行标定时，为使岩石中同时出现张拉和剪切

裂纹，设置切向与法向黏结强度比值为 1；N. Cho

等[3]在采用 clump 模拟时，设置切向与法向黏结强

度比值为 20，较好地预估了强度包络线；J. Yoon[7]

采用 CBM 模型模拟非对称加载花岗岩的破坏时，

设置黏结强度比分别为 1 和 2，黏结强度比为 2 时

破坏形态与室内试验结果基本一致；H. Lee 和 S. 

Jeon[11]采用 PBM，J. C. Yoon等[12]采用 CPBM模型

均将强度比设置为 2，得出含预制裂隙试件及完整

试件裂纹扩展及破坏形态与花岗岩室内试验吻合较

好。 

岩石的 I 型断裂韧度主要与抗张拉破坏能力相

关，II型断裂韧度则主要与抗剪切破坏相关[12]，如

何通过颗粒流建立断裂韧度与细观黏结强度的对应

关系决定了细观黏结强度比的选取，D. O. Potyondy

等[1，3]给出了细观颗粒模型 Ι型断裂韧度： 

Ic tK R                 (9) 

式中： 为量纲一的参数， t 为颗粒法向黏结强度，
R为颗粒半径。 

T. Moon等[22]采用在巴西劈裂试验圆盘中心线

预制裂纹，通过能量守恒研究 Ι 型断裂韧度，并提

出将断裂韧度作为试件标定的参数，微裂纹扩展依

靠应变能释放，由线弹性断裂力学得出： 

Ic ICK EG               (10) 

式中：GIC为应变能释放速率。 

断裂韧度与细观黏结强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而 II型断裂韧度与细观参数的对应关系鲜有研究，

将断裂韧度作为标定参数，进而确定黏结强度比还

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4  cluster模型力学特性影响研究 
 

4.1 cluster内外黏结强度比值的影响 

clump 块体内部颗粒旋转被冻结，其只可作为

整体发生旋转，cluster 不仅可以整体转动，其内部

颗粒也可转动[3]。由于 cluster 内部黏结强度与边界

黏结强度存在差异，二者差异较小时，cluster 在压

缩过程中发生断裂的数量较多，随着 cluster内部黏

结强度的增大，cluster 断裂数量逐渐减小，试件宏

观力学特性发生变化，定义 cluster黏结强度比值： 

in out/n S S                (11) 

式中：Sin，Sout分别为 cluster内、外黏结强度。 

以表 1 中 1–cluster 标定细观参数为基础，固

定 cluster边界颗粒黏结强度，只改变 cluster内部颗

粒黏结强度，模拟结果如图 3所示。 

拉压强度变化规律见图 3(a)，随 cluster黏结强

度比值 n的增大，单轴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均逐渐

增加，但二者变化规律存在较大差异，在 1＜n＜6

范围内单轴抗压强不断增加，且增加幅度较大，n＞6

后抗压强度基本保持不变；抗拉强度在 1＜n＜4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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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CS/TS比值和张拉裂纹比例 

图 3  cluster黏结强度比值 n对试件宏观力学参数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bond strength ratio n of cluster on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pecimen 

 

围内不断增加，且增加幅度不断减小，当 n＞4时，

抗拉强度基本保持不变；上述变化表明：当 cluster

黏结强度比 n＞6时，cluster内部颗粒黏结基本不发

生断裂，继续增大 n对强度基本无影响。 

弹性模量与泊松比变化规律见图 3(b)，随着

cluster 黏结强度比值 n的增大，弹性模量及泊松比

均基本保持不变。  

由图 3(c)看出：随着 cluster黏结强度比 n的增

大，UCS/TS 比值逐渐增大，当 n＞6 时，UCS/TS

逐渐趋于稳定保持不变；随着 n 的增大，cluster内

部黏结强度不断增大，张拉裂纹所占比例逐渐减小，

但变化幅度较小，由于 cluster内黏结强度的增大，

其内部黏结的可断裂性下降，裂纹只能沿其边界进

行扩展，导致剪切裂纹比例的增多。 

4.2 搜索算法 cluster内颗粒数 S的影响 

按照搜索算法生成 cluster模型，设置 cluster模

型相应细观参数，为模拟结晶断裂对试件宏观力学

特性的影响，基于节 4.1的研究，选取 cluster黏结

强度比 n = 3，不同 S对应的模拟结果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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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CS/TS比值和张拉裂纹比例 

图 4  cluster颗粒数量 S对宏观力学参数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particle number S of cluster on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pecimen 

 

图 4(a)表明，当 1＜S＜7 时，试件单轴抗压强

度和抗拉强度均不断增加，且抗压强度增加幅度较

大，当 S＞7后，抗拉强度基本保持不变，出现小幅

波动，而抗压强度则继续呈小幅增加。 

图 4(b)表明，随着 S 的增大，弹性模量及泊松

比总体保持不变，但出现小幅波动。 

由图 4(c)可得：随着 S的增大，UCS/TS比值逐

渐增大，当 5＜S＜8时，UCS/TS出现小幅波动，之

后随 S的增大，UCS/TS比值继续增加；随着 S的增

大，张拉裂纹所占比例逐渐减小，这与 cluster强度

增大所引起的效果基本一致(见节 4.1)。 

总体讲搜索算法 cluster模型宏观力学参数变化

规律性不如第一种算法，但该方法能较好控制结晶

颗粒的级配组成，需进一步修正，这里只做初步研

究，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各参数的变化影响。 

4.3 预制微裂纹的影响 

岩石在初始加载阶段，大多存在非线性压密阶

段，这是由于岩石内预先存在的微裂隙或微孔洞在

初期受力过程中的逐渐闭合。Y. Mahmutoglu[18]对大

理岩和砂岩循环加热和冷却使岩石内部产生微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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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随着循环次数的增加，UCS/TS逐渐增大。M. P. 

J. Schöpfer等[19]采用 PBM模型研究发现：无胶结比

例(预制裂纹的数量)对抗拉强度影响大于抗压。设

置颗粒接触的黏结强度为 0，将接触本构由平行黏

结转变为非黏结接触，该接触体系无胶结作用或者

胶结提前断裂产生裂纹。定义无黏结比例为 

nobond nobond pbond/P n n            (12) 

式中： nobondn ， pbondn 分别为无黏结接触数量和原始

模型平行黏结接触数量。 

(1) clump模型预制微裂纹 

在 CPBM 模型(1-clump 模型)中添加随机分布

的微裂纹，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 clump内部添加

微裂纹对其受力和变形无影响(其本身不可断裂且

为刚性体)，即添加到 clump内部的微裂纹起不到相

应作用，因此无黏结接触设置需满足：不同 clump

边界颗粒胶结接触、clump 边界与非标记颗粒胶结

接触、非标记颗粒之间胶结接触。对上述胶结接触

进行搜索，随机生成微裂纹，取非黏结比例为 0，

0.1，0.2，0.3，0.4，0.5，模拟结果如图 5所示。 
 

 

(a) 单轴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 

 

(b)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c) UCS/TS比值和张拉裂纹比例 

图 5  无黏结比例对 clump模型宏观力学参数的影响 

Fig.5  Effect of un-bonded ratio of clump model on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pecimen 

由于模型内添加了微裂纹，导致强度下降，随

着无黏结比例 Pnobond 的增大(微裂纹的增多)，岩石

抗压强度及抗拉强度均不断减小，Pnobond 较小时，

强度变化较敏感，下降速率有逐渐减小的趋势，相

关性分析得出二者呈指数函数关系： 

nobond1.335 2203.76e ( 0.994)PUCS R       (13) 

nobond1.648 229.65e ( 0.996)PTS R       (14) 

弹性模量与泊松比变化见图 5(b)，随着无黏结

比例的增大，弹性模量呈线性下降，这是由于平行

黏结模型接触体系刚度包括颗粒接触刚度和平行黏

结刚度，预制微裂纹导致部分平行黏结刚度的丧失；

与弹性模量相反，泊松比随 Pnobond的增大逐渐增加，

由于无黏结接触的增加，增大了试件的侧向变形，

与M. P. J. Schöpfer等[19]结论基本一致，通过相关性

分析得出： 

2
nobond53.68 68.77 ( 0.999)E P R        (15) 

2
nobond0.18 0.167 ( 0.953)P R        (16) 

由图 5(c)看出：随着无黏结比例的增大，UCS/TS

比值呈阶梯状增加，当 Pnobond＞0.4，其变化幅度相

对较小，逐渐趋于稳定；同样张拉裂纹所占比例逐

渐增大，二者基本呈线性发展。 

(2) cluster模型预制微裂纹 

cluster 模型相比 clump 模型的一个优势是可以

模拟结晶颗粒的断裂和破碎，为更好体现 cluster的

断裂效果，不同于 clump 模型，cluster 模型内预制

微裂纹允许在 cluster内部出现，结果见图 6。 
 

 

(a) 单轴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 

 

(b) 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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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CS/TS比值和张拉裂纹比例 

图 6  无黏结强度比对 cluster模型宏观力学参数的影响 

Fig.6  Effect of un-bonded ratio of cluster model on macro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pecimen 

 

强度变化规律见图 6(a)，同 clump 规律一样，

由于模型内添加了预制微裂纹，导致宏观强度下降，

随着无黏结比例的增大，岩石抗压强度及抗拉强度

下降速率有逐渐减小的趋势，通过相关性分析得出

二者呈指数函数关系： 

nobond2.424 2209.96e ( 0.991)PUCS R       (17) 

nobond2.674 232.51e ( 0.995)PTS R       (18) 

弹性模量与泊松比变化见图 6(b)，随无黏结比

例的增大，弹性模量呈线性下降；相反，泊松比随

无黏结比例的增大逐渐增加，二者变化内在原因同

上述 clump模型，相关性分析得出： 
2

nobond75.26 69.55 ( 0.996)E P R        (19) 

2
nobond0.349 0.225 4 ( 0.913)P R        (20) 

从图 6(c)可以看出：与 clump 模型中添加预制

微裂纹效果基本一致，随着无黏结比例的增大，

UCS/TS比值呈阶梯状增加，当 0.1＜Pnobond＜0.4时，

UCS/TS有小幅下降，Pnobond＞0.4之后又迅速增大；

张拉裂纹所占比例逐渐增大，但相同无黏结比例下，

cluster模型张拉裂纹比例要大于 clump模型。  

 
5  微裂纹扩展演化 
 

5.1 应力–应变曲线及微裂纹发展 

单轴压缩及巴西劈裂试验各模型应力–应变曲

线及微裂纹扩展变化见图 7，可以看出，张拉裂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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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clump模型单轴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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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clump模型巴西劈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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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cluster模型单轴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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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1–cluster模型巴西劈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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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2–cluster模型单轴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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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2–cluster模型巴西劈裂 

图 7  应力–应变曲线过程微裂纹发展及宏观破坏形态变化 
Fig.7  Crack evolution during stress-strain process and failure  

mode of speci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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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远大于剪切裂纹，单轴压缩及巴西劈裂试件均

以细观张拉破坏为主。 

从图 7可以看出，随着加载进行微裂纹扩展速

率逐渐发生变化，通过编写微裂纹扩展分布函数，

提取出裂纹扩展对应时间、空间位置与相应应力状

态，从初始微裂纹的出现时刻到加载结束时刻，将

微裂纹的扩展分布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平均分为 5个

阶段，图 8为 3种模型对应的单轴压缩、巴西劈裂

试验微裂纹扩展分布，其中不同颜色代表微裂纹生

成的先后顺序。通过对裂纹扩展所对应的时间与应

力状态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各阶段裂纹所对应的应

力应变特征。从微裂纹的起裂到加载结束，单轴压

缩下峰值强度前主要产生黑、蓝、绿微裂纹，即第

一、二、三阶段；巴西劈裂试验 1–clump模型同单

轴压缩，而 cluster模型黄色裂纹也在峰前产生。 
 

   

(a) 1–clump单轴压缩  (b) 1–cluster单轴压缩  (c) 2–cluster单轴压缩 

 

(d) 1–clump巴西劈裂  (e) 1–cluster巴西劈裂  (f) 2–cluster巴西劈裂 

图 8  不同时刻微裂纹扩展分布变化 

Fig.8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cracks at different stages 

 

综合对比分析图 7和 8三种模型可以得出单轴

压缩试验共同点：(1) 3种模型均以张拉破坏为主，

剪切裂纹较少；(2) 与巴西劈裂试验相比，单轴压

缩 3种模型微裂纹扩展速率均呈渐进式增大，且微

裂纹加速扩展在峰值强度前已开始；(3) 微裂纹扩

展初始阶段(图 8 中黑色裂纹)呈无规律随机分布，

在经历微裂纹发展第一阶段后，微裂纹主要沿宏观

破坏带发展，裂纹逐渐扩展、聚集成核，最终贯通

破坏。单轴压缩试验差异：(1) 相比 cluster 模型，

clump 模型应力–应变曲线峰后阶段延性较强；(2) 

微裂纹扩展演化规律及各阶段裂纹扩展速率存在一

定差异，从微裂纹开始扩展到加载结束，模型一到

模型三第二阶段裂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3) 相比

cluster 模型，clump 模型剪切裂纹所占比例较大，

详见节 5.2；(4) cluster模型为典型的轴向劈裂破坏，

多条宏观裂纹相互贯通，而 clump模型则主要为一

条宏观主裂隙，裂纹破碎带更宽，破裂面粗糙不平

整。 

巴西劈裂试验共同点：(1) 3种模型破坏时破坏
面均沿试件中心贯通；(2) 峰值强度前微裂纹扩展

速度较小，峰值附近扩展速度迅速增大，并迅速扩

展贯通，峰后应力陡降，脆性破坏程度增加；(3) 试

件破坏基本是张拉破坏，剪切裂纹极少。巴西劈裂

试验差异：(1) clump模型张拉破坏带相对较宽，裂

纹分布较分散且破裂面粗糙，微裂纹数量较多，尤

其剪切裂纹远大于 cluster模型，而 cluster模型裂纹

基本沿一条线扩展，破坏面较平滑。这是由于 clump

块体不能断裂，微裂纹只能沿 clump边界扩展，当

裂纹扩展到与 clump相交时，扩展方向不断变化，

导致破坏带变宽，在与中心线成一定夹角黏结表现

为剪切破坏；(2) 3种模型微裂纹起裂位置不同，模

型一主要在中心线下方和右侧，模型二则基本在试

件中心和靠近左侧加载板，模型三则位于两侧楔形

裂纹处；(3) 破坏机制及形态不一致，模型一与加

载板接触位置几乎布满微裂纹，且剪切裂纹较多，

破坏面基本与中心线平行；模型二宏观破坏面与中

心线呈一定夹角，右侧存在轻微楔形破坏面；模型

三破坏面与中心线平行，右侧楔形破坏面较明显；

(4) 3种模型微裂纹发展演化差异较大，从微裂纹起
裂到加载结束各个阶段微裂纹扩展速率(微裂纹比

例)差异较大，模型一主要分布在第三阶段(峰前)，

模型二主要为第四、五阶段(峰值附近及峰后)，模

型三主要为第四阶段(峰后段)，峰后段裂纹数量逐

渐增加；(5) 对比应力–应变曲线及微裂纹发展，

clump 模型脆性破坏更加突出，峰值附近微裂纹扩

展速度陡增，而 cluster模型微裂纹为渐进式增长。 

5.2 微裂纹导向特性 

通过编写 fish函数对微裂纹的数量及导向进行量

化统计分析[23]，不同阶段微裂纹的导向分布见图 9，

以裂纹法线方向表示其导向，即法线与 x 轴正向夹

角，分析得出： 

(1) 峰值强度处，张拉裂纹沿轴向扩展的优势

导向非常明显，尤其是 cluster模型，与轴向夹角小

于 20°的张拉裂纹占 60%左右，1–clump模型该范    

X

Y Y Y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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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clump应力峰值处                      (b) 1–cluster应力峰值处                     (c) 2–cluster应力峰值处 

 

(d) 1–clump加载结束                      (e) 1–cluster加载结束                        (f) 2–cluster加载结束 

图 9  3种模型不同加载阶段微裂纹导向分布 

Fig.9  Distribution of crack orientation for three different models at different stages 

 

围内张拉裂纹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微裂纹在沿轴向

扩展遇到 cluster时，当应力足够大可以克服 cluster

黏结，继续沿轴向扩展，而 clump块体不能断裂，

微裂纹只能沿其边界扩展，微裂纹扩展路径必然发

生改变，偏离最大主应力方向；随着加载进行，峰

后阶段微裂纹扩展速率逐渐增大，但沿轴向扩展的

微裂纹所占比例逐渐减小，与轴向夹角较大的张拉

微裂纹逐渐增多，剪切裂纹基本无增加，加载结束

时刻各个方向微裂纹分布差异逐渐减小。 

(2) 相比 clump 模型，cluster 模型试件破坏时

张拉裂纹所占比例明显较高，剪切裂纹比例较小，

这是由于 clump不能断裂，微裂纹沿轴向扩展时只

能沿 clump边界扩展，扩展方向与轴向呈角度较大，

在该方向黏结表现为剪切破坏，但 3种模型均为张

拉破坏占主导优势。 

(3) 与张拉裂纹不同，剪切裂纹优势导向并非

沿最大主应力方向，而是与最大主应力方向夹角保

持在 20°～40°，与 F. Q. Gao 和 D. Stead[2]采用

UDEC模拟结果一致。 
 
6  结论及讨论 
 

(1) 对比 2种不同算法生成 CPBM模型，圆形

区域标记法模型(clump 和 cluster)试样力学特性随

细观参数变化规律性较稳定且明显；搜索算法生成

二维 clump 模型需要进一步修正，cluster 模型可较

好地模拟试件的级配组成。可依据具体岩石细观结

构为算法选取提供参考。 

(2) 单轴抗压强度、抗拉强度与 clump 半径及

无黏结比例呈指数函数变化关系，与黏结强度比呈

幂次函数关系；弹性模量、泊松比与 clump半径、

黏结强度比及无黏结比例呈线性变化关系，且二者

变化趋势相反；UCS/TS 比值随黏结强度比、clump

半径、cluster黏结强度比值 n、cluster颗粒数 S、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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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结比例的增大而增加，其中黏结强度比对其影响

最大；张拉裂纹比例受黏结强度比影响最大，clump

半径影响次之。 

(3) clump模型与 cluster模型微裂纹演化过程、

试样破坏形态及模式差异较大，不同阶段微裂纹扩

展速率及分布(初始裂纹起裂位置及后期裂纹定位

及导向)相差较大，相比 cluster模型，clump裂纹破

碎带较宽，破裂面粗糙不平整。 

(4) 3种模型均以张拉破坏为主导，张拉裂纹主

要沿最大主应力方向扩展，剪切裂纹则沿与最大主

应力方向夹角 20°～40°扩展，相比 clump 模型，

cluster模型张拉裂纹比例较大(剪切裂纹比例较小)，

且模型内与最大主应力夹角小于 20°的裂纹所占比

例明显较大。 

上述研究主要针对岩石试样的细观结构及细观

参数(结晶颗粒大小、形状分布、随机分布微裂纹、

细观黏结强度比)研究了试样宏观力学参数的变化

规律。结果表明，不同的细观结构参数对试样宏观

力学特性及破坏影响较大。本文 2种不同模型生成

算法均表明：clump 与 cluster 模型试样拉压强度、

弹性模量及 UCS/TS 均随粒径的增大而增大，但粒

径的大小选择并非任意的，可参考相应岩石实际结

晶颗粒粒径，如 Lac du Bonnet花岗岩粒径 2 mm左

右[3]，这里并非必须使模型颗粒尺寸与真实岩石保

持一致，但需要尽量满足数值试样宏观破坏形态及

模式与室内试验保持一致，由于 clump块体内部不

可断裂，会导致裂纹扩展路径及方向发生改变，如

第 5节中所述，而 cluster可发生断裂，所以 clump

块体对裂纹扩展路径的影响大于 cluster块体，二者

模型破坏形态存在差异，因此为实现宏观破坏主裂

纹的一致性，clump 模型粒径需相对较小；实际岩

石内部均存在微裂隙或微孔洞，上述研究得出随着

预制微裂隙的增多，UCS/TS逐渐增大，但同时试件

逐渐表现为整体破坏，微裂纹遍布试件内部，甚至

表现为均匀分布，优势破坏带逐渐下降甚至消失，

与室内试验差异较大，鉴于上述研究建议无黏结比

例范围为 0.0～0.1，这里需要指出模型内预制微裂

纹与实际岩石原始微裂隙也存在着差异，数值模型

中预制微裂纹由于是永久断裂的，从其应力–应变

曲线可看出，预制微裂纹并不能使试件整体刚度随

加载进行逐渐增大，所以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细

观切向与法向黏结强度比对 UCS/TS 比值、破坏裂

纹比例影响最大，在节 3.4 中提到法向与切向黏结

强度分别与 Ι和 II型断裂韧度相关，且对岩石类材

料 II型断裂韧度要大于 I型断裂韧度[12]，综合考虑

建议该值取 1～6，该范围内随黏结强度比的增大，

UCS/TS呈大幅增加，切向与法向黏结强度比值的具

体选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为了简化模型参数，上述研究所有 clump 和

cluster 内颗粒部分力学参数，如颗粒及黏结弹性模

量、刚度比、摩擦因数均采用与块体外颗粒参数一

致，实际岩石中结晶颗粒与胶结物甚至结晶颗粒相

互间的力学参数必定存在差异，限于篇幅这里仅设

置二者黏结强度的不同(或不可断裂)，因此为了更

好模拟岩石内细观参数和结构的非线性变化，下一

步需要考虑细化胶结颗粒力学参数的差异对试样宏

观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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