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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滩岩为热带、亚热带地区砂质海滩上由碳酸钙胶结潮间带沉积物形成的一种海滩相沉积岩，为海滩相常

温常压胶结成因的岩石，其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海的珊瑚岛礁及沿岸地带，对其岩土工程性质的研究必将对我国海

洋权益的保护及国防建设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本文首次对取自南海不同岛礁及沿岸的海滩岩样，采用宏微观相结

合的研究手段，力图找到控制海滩岩强度的主要参数，为进一步开展海滩岩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结果

表明，海滩岩具有低密度、高孔隙率，因而具有较大的渗透性；其胶结度介于弱胶结至中等胶结之间，风干状态

下的单轴抗压强度为 2.02～19.39 MPa，饱和会使海滩岩的强度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软化系数(Kd)达到 0.45～0.96，

一般情况下，胶结度越低，软化系数越小。海滩岩的抗拉强度为 0.64～2.52 MPa，风干状态下抗压强度与抗拉强

度之比为 3.08～9.14，该值小于常规陆源岩石 8～12 的统计值，该值可以作为不同成岩方式的表征参数。物理与

力学参数间的相关关系分析表明，密度和胶结度是控制海滩岩强度的主要参数，单轴抗压强度随着密度及胶结度

的增加而明显升高；孔隙率及颗粒粒径对单轴抗压强度的影响不明显。 

关键词：岩石力学；海滩岩；微观结构；强度；钙质胶结；南海 

中图分类号：TU 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915(2015)04–0683–11 

 

MICRO-STRUCTURES AND FUNDAMENTAL ENGINEERING 
PROPERTIES OF BEACH CALCARENITE FROM SOUTH CHINA SEA 

 
ZHU Changqi1，2，ZHOU Bin2，3，LIU Haifeng2 

(1. Faculty of Engineering，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Hubei 430074，China；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Rock and Soil 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Hubei 430071，China；3. General Contraction Company of CCTEB，Wuhan，Hubei 430064，China) 

 
Abstract：The beach calcarenite is a sedimentary rock deposited at tidal beaches of coral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It is consisted of coral sands that predominantly cemented by the carbonite calcium materials under tropical or 

sub-tropical marine environments. The beach calcarenites are also deposited in some of the coastal areas in 

Southern China. The research on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properties of beach calcarenites has a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act on the safeguarding of our marine sovereign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fense 

facilities in the are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each calcarenit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different locations in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coastal area by using the micro and marco structural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ese studies is to establish the major parameters that control the mechanical strength of the beach calcarenit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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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 as to provide necessary theoretical guidelines for further research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each 

calcarenit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unit weight，high porosity and large permeability. The degree of 

cementation of the beach calcarenite is amid weak and medium. The measured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s 

under the air-dry condition vary from 2.02 to 19.39 MPa. The saturation of beach calcarenite samples reduced its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with a softening coefficient varying from 0.45 and 0.96. In general，a smaller 

softening coefficient in the beach calcarenite sample correlates with a weak cementation. The measured tensile 

strength of beach calcarenite samples under the air-dry condition is between 0.64 and 2.52 MPa with a ratio of 

compressive to tensile strength varying from 3.08 to 9.14. The range of compressive to tensile strength of beach 

calcarenite samples is lower than that of rock samples of land origin which is between 8 and 12.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mpressive to tensile strength ratio might reflec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edimentary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rock samples. The correlation analyses of parameters indicate that the unit weight and the cementation are major 

parameters affecting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beach calcarenite samples. Stronger cementation in samples 

results in a higher strength. Both the porosity and grain size in samples are secondary parameters with an 

in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the beach calcarenite. 

Key words：rock mechanics；beach calcarenite；microstructure；strength；calcium carbonate cementation；South 

China Sea 
 

 

1  引  言 
 

海滩岩为热带、亚热带地区砂质海滩上由碳酸

钙胶结潮间带沉积物形成的一种海滩相沉积岩，从

岩石学的角度上看，海滩岩是许多种碳酸盐胶结岩

石的统称[1-2]。全球范围内海滩岩的分布范围为北纬

0°～60°，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北纬 14°～36°范围内，

即从热带的南沙群岛北至温带的山东沿海，其中分

布于热带、亚热带的占 73.85%[3-4]。这些沉积物可

包括各种粒级的砂、砾石、生物碎屑甚至古钱币、

可乐瓶或早期形成的海滩岩的碎块等。由于海滩岩

是在海水中胶结而成，因此其初始胶结物通常为文

石或高镁方解石[5-6]。 

我国南海珊瑚岛礁上广泛分布着海滩岩，其颗

粒成分全由生物骨屑组成，其组构多为颗粒支撑结

构，胶结物全由碳酸盐矿物，颗粒粒径可以相差悬

殊，排列多无定向，分选中等～差。调查研究发现，

海滩岩几乎无例外地随着海滩的坡降向海倾斜(如

图 1为广金岛海滩岩产状)，其倾角一般在 6°～10°

范围内，最大可达 15°[1]。 

迄今，我国对海滩岩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地

貌形态、结构、构造、胶结物特征及其成因分析方

面，均未涉及对其岩土力学特性的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近海工程的迅速兴

起，特别是随着阿拉伯湾海域海洋石油平台工程的

兴建，遇到了大量碳酸盐沉积物，研究发现，此类

土的主要岩土工程参数有以下几点：(1) 沉积物颗

粒大小及形状具有较大的变异性，导致沉积物的孔 

 

(a) 

 

(b) 

图 1  广金岛海滩岩产状及组构特征(2013年) 

Fig.1  Depositing and fab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ach  

calcarenite in Guangjin island(in 2013) 
 

隙比的分布存在较大的空间变异性；(2) 其孔隙比

远大于陆源沉积物；(3) 其颗粒强度小于石英颗粒，

且具内孔隙，易于破碎；(4) 沉积物极易发生后期

变化如胶结等，胶结后的沉积物，其胶结度及结构

类型会显著地影响其工程性质[6]。同时发现，胶结

作用发生于颗粒与水面的接触带上，其胶结区呈不

弱胶结 

中等胶结

1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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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层状或透镜体状分布，同时该胶结作用的发生

是无序的，其作用强度并不随着深度而增加，强胶

结层中也可能存在完全无胶结的区段，胶结度的空

间分布具有较大的随机性。研究也发现，沉积物中

有机质会影响胶结作用的强度，有机物含量达到

1%～2%就可较大程度上影响沉积物的力学性质。

P. G. Fookes等[7-8]认为，只要温度或 CO2等环境因

素发生微小的变化，就可引起胶结作用的产生，而

此种环境变化几乎伴随着碳酸盐沉积物的整个沉积

过程。胶结作用可以减小沉积物的孔隙比，并使颗

粒间“焊接”在一起，从而增加沉积物整体的刚度。

A. R. Clark和 B. F. Walker[9]尝试了对此类生物灰岩

进行工程分类的研究，考虑的主要参数为颗粒大小、

强度以及碳酸盐含量。 

J. P. Carter等[8，10-11]对取自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的生

物砂屑灰岩的研究发现，其各向等压线的斜率 = 

0.18～0.24，在一定压力下比容的变化范围较小。同

时，固结压力存在一个门槛值，超过该门槛值压缩

量会剧增(大约增加 3 倍)，该门槛值与其干重度间

存在着良好的对应关系；同时海滩岩具有相对高的

渗透性，其渗透系数通常情况下为 10－8～10－6 m/s。 

S. Leroueil 等[12-13]在对意大利生物砂屑灰岩的

研究中发现，密度和胶结度是控制其力学效应的主

要因素，但由于海滩岩在组构上的变异性，获取大

量性质均一的试样十分困难，因而试验结果的离散

型偏大。 

为了模拟天然胶结钙质土的胶结形式制备出人

工胶结试样，澳大利亚的 CSIRO用了 5 a的时间开

发了一项在土颗粒周围沉积方解石的技术，称为方

解石原位沉淀法(CIPS) [14]，这种方法模拟了地质沉

积过程，但只需几分钟或几小时的时间就可完成试

样制备，为开展胶结钙质土的深入研究工作提供了

物质条件。 

本文首次对取自南海不同岛礁及沿岸的 4种海

滩岩，采用宏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海滩岩的

结构研究入手，建立了结构参数及基本物理参数与

宏观力学性质间的关系，力图找出控制其强度的关

键性因素，为下一步开展人工胶结样的单参数研究

提供理论支持。 

 

2  试样状况 
 

试样分别取自西沙群岛的石岛、广金岛、永兴

岛以及海南省三亚市的鹿回头公园内。位于不同的

地貌单元，石岛与永兴岛位于宣德环礁上，广金岛

位于永乐环礁上，鹿回头公园处于岸礁地貌单元内。

为了表述方便，试样分别以 SD，GJ，YX，LH 来

表示。试样风化面呈灰黑色至灰绿色，新鲜面为灰

白色至黄白色，块状构造，碎屑结构，颗粒间为

点–点接触，含较多孔隙。颗粒级配采用人工物理

方法解离试样后进行筛析试验。对颗粒粒径较小的

SD和 GJ试样，首先，用铁锤敲出一个新鲜面，由

于 2种胶结钙质土胶结强度并不高，可以直接采用

手搓的方法进行试样解离，即用手戴上橡胶手套，

在新鲜面上来回搓动，搓动过程中应控制力度，以

保证尽可能地减少破碎颗粒的产生。GJ 试样中会有

少量粒径大于 5 mm的颗粒，此时应用刀片将大的

颗粒慢慢撬出。对颗粒粒径较大的 LH和 YX试样，

主要采用刀片将大的颗粒撬出的解离方法，对于黏

接在一起的小颗粒，可以用手小心搓开。由于 YX

试样胶结强度较高，在用刀片撬出颗粒的过程中，

应小心使力，如果发现难以撬开，应首先用刀片将

黏接处的胶结剂磨掉，以确保颗粒的完整性。 

经上述方法解离后的颗粒级配曲线如图 2 所

示，SD，GJ，YX，LH试样的中值粒径 D50分别为

0.32，1.20，6.30和 6.00 mm，而与当前广金岛上分

布的松散堆积物以及与广金岛相距只有几百米的琛

航岛上海滩岩颗粒的中值粒径 D50(分别为 2.5和 16 

mm)相比可以发现，比较可见，不同地点海滩岩的

颗粒粒径相差悬殊，其粒径的分布主要受水动力条件

的控制，这说明广金岛当前的水动力条件要强于当

年。级配曲线还显示，前 2种试样颗粒分选较好，

而后两者级配良好，按照 A. R. Clark 和 B. F. 

Walker[9]的工程分类定名法，上述 4 种海滩岩应分

布定名为：生物(中)砂屑灰岩(SD)、生物砾砂屑灰

岩(GJ)、珊瑚砾屑灰岩(YX)及含硅质珊瑚砾屑灰岩

(LH)。4种试样的新鲜面结构特征如图 3所示。 
 

 
    粒径 

图 2  海滩岩的颗粒级配曲线 

Fig.2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curves of beach calcarenites 
 

挑选出碎屑成分中的底栖生物有孔虫颗粒(如

通
过
百
分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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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为GJ试样中的有孔虫)，采用加速器质谱(AMS)

测年法，对有孔虫进行放射性 14C 测定，测试结果

即代表海滩岩的成岩年代见表 1。结果显示，SD试

样形成时间最早，为晚玉木冰期；GJ试样，YX试

样形成于亚大西洋期，LH 试样最年轻，为亚北方

期。其中 SD 试样是晚玉木冰期低海面时珊瑚岛上

的风沙堆积，是老灰沙岛的残体[15]。而其他试样均

为海岸带沉积的产物。 
 

  

(a) SD试样                     (b) GJ试样 

  

(c) YX试样                     (d) LH试样 

图 3  4种海滩岩的新鲜面特征 

Fig.3  Fresh surfaces of four beach calcarenite samples 
 

 

图 4  GJ样中的有孔虫 

Fig.4  Foraminifer in the sample GJ 

 
3  海滩岩的基本物理性质 
 

3.1 海滩岩的矿物组成 

表 2为X射线衍射分析得到的海滩岩矿物成分， 

 

表 1  海滩岩 14C-AMS测年结果汇总表 

Table 1  The AMS dating results of the bearch calcarenites 

试样编号 试样状况 14C年代/BP 校正年代/BP 

SD 有孔虫 15570 +/－60 15980 +/－60 

GJ 有孔虫 1850 +/－30 2270 +/－30 

LH 有孔虫 3160 +/－30 3570 +/－30 

YX 有孔虫 1250 +/－30 1660 +/－30 

注：15570 +/－60表示形成年代为 15570 BP，正负误差为 60 a。其

他类似。 

 

表 2  海滩岩的矿物组成 

Table 2  Mineral composition of samples tested 

试样

编号

矿物组成/% 

高镁方解石 文石 石英 氯化钠 

SD 71.7 28.3   

GJ 13.3 83.6  3.1 

YX 35.0 65.0   

LH 67.2 24.5 8.3  

 
可以看到，GJ和 YX试样以文石矿物为主，说明其

碎屑颗粒的生物来源主要为造礁珊瑚、腹足类、瓣

鳃类、仙掌类和多孔螅等；SD和 LH试样以高镁方

解石为主，其生物类型主要为珊瑚藻及底栖有孔虫

等。LH 试样取自珊瑚岸礁地貌单元内，含石英等

陆源矿物。由于文石及高镁方解石是自然环境下的

极不稳定矿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向方解石的

转化，由此可以认为GJ和YX试样的形成年代较 SD

和LH试样为新，这一结论与 14C测年结果相吻合。 

3.2 密度和相对密度 

试验参照《水利水电工程岩石试验规程》

(DL/T5368—2007)相关内容进行。试块的体积量测

有蜡封排水法和直接测量试块体积的量积法 2种方

法，由于海滩岩具有较大的孔隙率，采用蜡封法进

行密度测试时，试样表面的空洞多被石蜡灌满，致

使试样的测试体积值偏小，因此蜡封法相对量积法

实测的密度值偏大，偏大量为 27%～52.4%，且孔

隙越多偏差越大。采用量积法进行密度测试时，试

件体积越大，实测数值越准确。因此海滩岩的密度

测试应采用量积法，并尽量采用体积较大的试样。 

颗粒相对密度测试时，水作试液的实测值稍高

于煤油，其差值为 0.04～0.08，占 1.4%～2.9%。其

原因有二：(1) 由于海滩岩含可溶性盐，水会使可

溶盐溶解，从而使实测体积值偏小；(2) 水对生物

碎屑颗粒有较大的浸润性，也使得岩粉的实测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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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小，从而最终导致水作试液时的颗粒密度测试值

的偏大。因此建议采用煤油作为试剂进行钙质土的

相对密度测试。表 3为海滩岩的平均密度和相对密

度实测值。 
 

表 3  海滩岩的平均密度和相对密度 

Table 3  Average bulk density and specific gravity of the  

samples tested 

试样编号 平均密度/(g·cm－3) 相对密度 

SD 1.33 2.71 

GJ 1.60 2.73 

YX 2.17 2.74 

LH 1.45 2.75 

 

3.3 吸水性和渗透性 

海滩岩的吸水率试验参照方法标准[16]进行，圆

柱试样直径约 50 mm，高度约 70 mm。其吸水率及

饱和吸水率均值如表 4所示。可见，海滩岩的吸水

率与饱和吸水率值相差不大，差值为 2.1%～13.3%。 

 
表 4  吸水性试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water absorption 

试样编号 吸水率/% 饱和吸水率/% 

SD 30.5 31.6 

GJ 23.7 24.2 

LH 25.6 29.0 

YX  8.2  8.9 

 

渗透率试验在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岩土力学与

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岩石温度–应力–渗流耦

合三轴流变仪”上实施，该设备由法国 Top Industrie

公司生产，主要用于开展岩石类材料在应力、温度、

渗流、化学腐蚀耦合条件下的流变试验。试样为直

径 50 mm、高度 100 mm的圆柱形。由于试样的颗

粒粒径较大，试样表面粗糙，为了尽量减小试样表

面与试筒间的间隙以提高测试精度，试验前先用橡

皮泥填充试样表面的空洞及裂隙，并去除尖锐的颗

粒，再采用橡胶膜沿试样高度方向包裹试样。由于

GJ试样的数量有限，因而未测试渗透参数。 

实验施加的围压为 4～6 MPa(该设备的压力下

限值)，采用流量法控制渗透速率。试验结果见表 5。

结果显示，海滩岩的渗透性较好，流量很快便达到

稳定。SD，LH 试样渗透性稍好于 YX，说明后者

的胶结度较高，颗粒间孔隙的连通性差。由于 SD试

样的单轴抗压强度较低，测试后发现试样出现了不同 

 
表 5  海滩岩的渗透系数 

Table 5  Coefficients of permeability of the samples tested 

试样编号 渗透压力/MPa 渗透系数/(10－3 cm·s－1) 

SD 0.224 5 5.22 

LH 0.207 2 5.41 

YX 0.231 4 4.62 

 

程度的颗粒掉落现象，但未见明显的破裂现象产生，

其渗透系数值与其他试样相近，说明其结构破损不

明显。该结果比国外报道的生物砂屑灰岩的渗透系

数值(10－6～10－4 cm/s)大 50～5 000倍，这也说明

了其结构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性。 

 

4  海滩岩微观组构特征 
 

图 5为海滩岩薄片的单偏光显微照片，可以看

到，SD试样的胶结类型为接触式胶结(见图 5(a))；

颗粒主要为生物碎屑，以红藻 、有孔虫为主，少量

棘皮生物；孔隙类型主要为粒间孔，少量铸模孔，

孔隙连通性较好。GJ试样也为接触式胶结；主要生

物碎屑为珊瑚、红藻、绿藻，少量腕足、有孔虫；

主要的孔隙类型为粒间孔，孔隙连通性较好。YX

试样为镶嵌式胶结(见图 5(b))；主要生物碎屑为珊

瑚、红藻、绿藻，少量有孔虫；主要孔隙类型为溶

蚀孔、粒间孔、生物体腔孔，少量粒内溶孔、铸模

孔，在生物体腔孔内充填针状亮晶或泥晶，孔隙连通

性差。LH 试样也为镶嵌式胶结；主要生物碎屑为

珊瑚藻、腹足、红藻、有孔虫，少量腕足、棘皮；

主要孔隙类型是溶蚀孔、体腔孔、粒内溶孔，少量

粒间孔，孔隙连通性较好；其中明显可见石英颗粒，

如图 6所示。 
 

 

(a) 接触式胶结(SD，GJ试样) 

 

粒间孔

有孔虫 

接触式胶结

孔隙式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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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嵌入式胶结(YX，LH试样)  

图 5  海滩岩的单偏光图片 

Fig.5  Single polarizing microphotographs of beach  

calcarenites 
 

 

图 6  LH试样正交偏光图像 

Fig.6  Crossed polarization microphotograph of LH 
 

在显微镜下对胶结物的观测可知，SD及 GJ试

样的胶结物有 3种，即生物微晶、针状文石以及粒

状方解石。其胶结过程可以分为 4个期次：第一期：

犬齿状文石晶体在泥晶套上生长(见图 7(a)，(b))；

第二期：埋藏期粒状方解石晶体胶结(见图 7(a))；

第三期：溶蚀作用(见图 7(c))；第四期：针状文石

在溶蚀孔孔壁上生长(见图 7(c))。 

YX试样的胶结物也为 3种，分别为生物微晶、

针状文石以及红藻。观察发现 YX试样受压实作用

明显，形成了明显的压实接触带；同时生物胶结作

用十分突出，皮壳状红藻在介壳孔隙中生长并在颗

粒间起到胶结作用(见图 7(d))；LH试样主要胶结类

型为生物微晶，早期胶结作用好，后期溶解作用特

别强烈(见图 7(e))。典型胶结物的正交偏光显微照

片如图 7所示。 

综合以上 4种天然胶结钙质土的胶结结构类型

及其胶结过程，可以将胶结作用过程总结为 2期：

第一期，早期同沉积期海水成岩作用；第二期，渗

流带的溶解作用和再胶结作用。 
 

 

(a) 生物泥晶壳胶结 

 

(b) 生物微晶胶结 

 

(c) 溶蚀洞中生长针状文石晶体 

粒内孔 

珊瑚块 

生物钻孔

粒间孔

溶蚀孔 
镶嵌式胶结 

石英 

200 m

生物微晶胶结 

200 m

针状文石

200 m

粒状方解石

泥晶壳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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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红藻胶结 

 

(e) 压实作用明显 

图 7  典型的胶结物的正交偏光图像 

Fig.7  Typical crossed polarization microphotographs of the  

beach calcarenite tested 

 
5  孔隙分布及孔隙率 

 

试验采用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岩土力学与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Poremaster33高压孔隙结构仪，

样品为长、宽均约 7 mm、质量为 1 g左右的立方体。

测试得到孔径与累计进汞量的分布曲线，由曲线可

知，实测海滩岩的孔径范围为 8×10－6～0.2 mm，按

照曲线特征可以将孔径区间分为 2～3段，如表 6所

示，并分别计算出海滩岩的孔隙率值。可以看到，

孔隙率的大小与前文实测的渗透系数值基本上是对

应的。但由于该方法在大孔隙的测试上存在较大的

误差，因而个别数据值得商榷。 

 
6  海滩岩的强度特性 

 

强度试验采用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表 6  孔径分布及孔隙率汇总表 

Table 6  Summary of test results for pore size and porosity  

试样

编号

1区间 2区间 3区间 
孔隙

率/%
孔径/ 

mm 

百分含

量/%

孔径/ 

mm 

百分含 

量/% 

孔径/ 

mm 

百分含

量/%

SD 4×10－5～0.07 30.0   0.07～0.20 70.0 53.78

LH 3×10－5～7×10－4 10.0
7×10－4～ 

0.05 
37 0.05～0.20 52.0 40.40

YX 8×10－6～0.1 27.8   0.10～0.20 72.2 29.57

GJ 1×10－5～8×10－3 13.0
8×10－3～ 

0.1 
40 0.10～0.20 47.0 18.36

 

自行研制的数字控制式电液伺服试验机岩石力学试

验系统(RMT–150C)。单轴抗压强度试样为直径 50 

mm、高度 100 mm的圆柱体；单轴抗拉强度试样为

直径 50 mm、高度 50 mm的圆柱体，试验采用劈裂

法。试样分组分别经自然风干和饱和处理。自然风

干样，系切样完成后在自然状态下风干至少两周，

风干后试样的平均含水率分别为 SD 试样：2.2%，

GJ试样：2.3%，YX试样：1.6%，LH试样：0.5%。

饱和试样系采用抽真空试样饱和方法，饱和后的含

水率分别为 SD 试样：31.6%，GJ 试样：24.2%，

YX试样：8.9%，LH试样：29.0%。试验采用位移

法控制加载速率，加载速率为 0.000 2 mm/s。 

6.1 单轴抗压强度 

由于海滩岩在结构上的高度各向异性，即使是

取自同一块试件上的试样，也可能会由于密度、孔

隙率或胶结度的不同得出差异较大的单轴抗压强度

值，因此，其强度值只能用范围值或平均值来表

征[10]，每组单轴抗压强度试验至少有 3个平行试样，

以 SD 试样为例，图 8 为风干及饱和状态下 SD 试

样的单轴抗压强度曲线，试验结果汇总于表 7。 

表 8为 4种海滩岩的单轴抗压强度试验结果汇

总表。可以看到，SD，GJ及 LH试样的峰值强度为

2.02～5.81 MPa，小于 12.5 MPa，按照 A. R. Clark

和 B. F. Walker[9]的工程分类应为轻度胶结状态，YX

试样为中等胶结状态。饱和使得海滩岩的强度有不 
 

  
  轴向应变/10－3 

(a) 风干试样 

轴
向
应
力

/M
P

a 

红藻胶结

200 m

压实作用 

压实带 

溶孔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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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向应变/10－3 

(b) 饱和试样 

图 8  SD试样单轴抗压强度曲线 

Fig.8  The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curves of sample SD 

 

表 7  SD试样单轴抗压强度试验汇总表 

Table 7  The summary results of uniaxial compressive test  

of sample SD 

状态 
峰值抗压强 
度c/MPa 

残余强 
度s/MPa 

s/c
峰值强度对应的 
轴向应变/10－3 

弹性模量/
GPa 

风干 

2.06 1.52 0.74  1.2 2.05 

2.22 1.50 0.68  2.6 1.02 

2.72 1.40 0.52  1.6 2.33 

1.34 0.49 0.37  1.6 1.42 

1.78 1.26 0.71  2.3 0.85 

饱和 

1.69 1.21 0.72  9.4 0.17 

2.27 1.48 0.65  6.1 1.70 

2.03 1.15 0.57  6.0 0.37 

1.47 1.23 0.84 13.2 0.19 

      

表 8  海滩岩单轴抗压强度试验结果汇总表 

Table 8  Summary results of uniaxial compressive test  

for beach calcarenites 

试 

样 

编 

号 

风干 饱和 

软化

系数

Kd

峰值强 

度平均 

值c/ 

MPa 

残余强 

度平均 

值s/ 

MPa 

s/c 

弹性 

模量/ 

GPa 

峰值强 

度平均 

值c/ 

MPa 

残余强 

度平均 

值s/ 

MPa 

s/c 

弹性

模量/

GPa

SD  2.02 1.23 0.61  1.53  1.87 1.27 0.68  0.61 0.92

GJ  5.81 1.55 0.27  4.63  2.59 1.65 0.64  2.22 0.45

LH  3.47 1.35 0.39  7.22  1.55 0.88 0.56  2.83 0.45

YX 19.39 6.43 0.33 14.89 18.57 8.41 0.45 14.08 0.96

 

同程度的降低，软化系数 Kd = 0.45～0.96，一般情

况下，胶结度越低，软化系数越小。图 9为海滩岩

风干样的破裂面形态，由于 SD 试样孔隙率高、强

度低，发生张拉破坏，其他 3种试样基本上为剪切

破坏。 

同时可见，由于水的软化作用，饱和后试样的

强度有所降低，其软化系数 Kd = 0.92；且峰值强度

对应的变形量增加明显，饱和/风干强度的比值可达到

376.3%；饱和使初始弹性模量明显减小，饱和后为饱

和前的 40%；但饱和前后的残余强度值变化不大。 

 
(a) SD试样      (b) GJ试样     (c) YX试样     (d) LH试样 

图 9  海滩岩的单轴抗压破坏形态 

Fig.9  Failure modes of samples under uniaxial compressive  

test 

 

另外与风干试样相比，饱和试样的单轴抗压强

度曲线有如下 2 个特点：(1) 应力–应变曲线呈双

峰状。分析认为，高孔隙性和低胶结强度是产生该

现象的原因，第 1个峰值后，随着变形的增加，试

样端部会出现明显的压缩现象，表现出颗粒材料的

性状，强度会随着密度的增大而增加，直至达到第

2 个峰值，或者为前者的 1.47 倍。(2) 峰值强度对

应的应变量增加。饱和状态下第 1个峰值对应的应

变量与风干试样峰值强度对于的应变量相近，但第

2个峰值对应的应变量几乎为前者的 10倍。 

6.2 单轴抗拉强度 

岩体的单轴抗拉强度试验可以采用劈裂法或者

轴向拉伸法。由于海滩岩的单轴抗拉强度较低，而

轴向拉伸法的夹具质量及刚度较大，因而该方法可

能会对测试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影响。因此，本文采

用劈裂法进行试样的单轴抗拉强度测试。试样为圆

柱体，直径为 50 mm，高度为 50 mm。试样分组分

别经自然风干和饱和处理，每组试验选取 3个平行

试样。试验设备及加载方法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

表 9为 4种海滩岩的抗拉强度试验结果汇总表。可

以看到，海滩岩的抗拉强度为 0.64～2.52 MPa，饱

和使得其抗拉强度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抗拉软化系

数为 0.47～0.81。经计算可知，风干状态下抗压强

度与抗拉强度之比为 3.08～9.14，该值与常规陆源

岩石 8～12的统计值相比明显偏小。这可能反映出

常温常压下由胶结成岩与高温高压下由固结形成的

岩石在成岩机制上的差异性，可作为判定成岩机制

的表征参数。 

观察拉断面特征(见图 10)发现，除了胶结较好

的 YX试样有少量的颗粒被拉断外，其他相对弱胶

结的试样几乎没有颗粒被拉断的现象，断裂面均是 

轴
向
应
力

/M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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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海滩岩的单轴抗拉强度 

Table 9  Average values of uniaxial tensile strength 

编号 
试样 

抗拉强度平均值/MPa 
软化系数(抗拉) 

风干 饱和 

SD 0.66 0.49 0.74 

GJ 0.64 0.46 0.72 

LH 0.81 0.38 0.47 

YX 2.52 2.06 0.81 

 

  
(a) SD试样                      (b) GJ试样 

  
(c) LH试样                     (d) YX试样 

图 10  海滩岩的拉断面特征 

Fig.10  Fracture surfaces of samples after test 

 

沿着颗粒间的胶结处开展的，也就是说胶结强度与

单轴抗拉强度相当。可见，随着胶结强度的增加，

颗粒被拉断的现象越明显，因此，在中等以下胶结

度范围内，采用抗拉强度值来表征其胶结度是合适

的。 

 

7  强度控制参数的确定 
 

为了确定各物理参数对强度的贡献率，为今后

采用人工制备的试样开展单参数研究提供理论支

持，需要建立各物理参数与强度间的相关关系。

图 11为胶结度与密度之间的关系曲线，可见，密度

和胶结度间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同时也可以看

到，由于现场采集试样的强度分布范围较小，造成

多数试样的单轴抗拉强度值相近，表现在图中就形 

 

 密度/(g·cm－3) 

图 11  胶结度和密度的关系曲线 

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degree of cementation and bulk  

densities 

 

成了数据点相对集中的现象。因此关于密度和胶结度

的相关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充数据来加以验证。 

图 12为密度与单轴抗压强度的关系曲线，可以

看出，两者间存在着良好的线性关系，这表明，在

胶结结构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即使含有一定量(LH

试样含 8.3%石英颗粒)的陆源碎屑成分，海滩岩的

单轴抗压强度都会随着密度的增加呈线性增加且其

敏感性较强，可见，对海滩岩的强度而言，密度很

显然是一个控制性指标。 
 

 
0               1               2               3 

  密度/(g·cm－3) 

图 12  密度和单轴抗压强度的关系曲线 

Fig.12  Relationship curve between bulk densities and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图 13为胶结度与单轴抗压强度的关系曲线，胶

结度以单轴抗拉强度值代表，可以看出，同样由于

海滩岩试样的强度分布区间较小，致使图中试验数

据点主要分布于 2个区域内，但总的趋势基本上呈

现出正的相关性且敏感性较高，可见，胶结度也是

控制海滩岩强度的关键性指标。但为了更为全面的

把握其相关性，但仍尚需对更大强度范围内的试

样开展研究工作。 

图 14为孔隙率与单轴抗压强度的关系，可以看

出，除 YX试样外，其他 3组试样间存在着良好的 

胶
结
度

/M
P

a 2

2.358 7 2.724 8

( 0.903 7)

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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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2               3 

胶结度/MPa 

图 13  胶结度和单轴抗压强度的关系 

Fig.13  Relationship between degree of cementation and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孔隙率/% 

图 14  孔隙率和单轴抗压强度的关系 

Fig.14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osity and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线性关系，即随着孔隙率的增加，单轴抗压强度线

性减小，但斜率较小；可见孔隙率能一定程度上反

映海滩岩的强度，但容易受到其他参数的影响，从而

使的数据点较为离散。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也

与测试方法有关，因为海滩岩其结构极为不均，其

内部的孔隙分布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同时由于胶结

的存在，造成了孔隙间的连通性也不均，而孔径测

试测得的孔径分布主要是岩体表面的孔径结构，不

能代表整个试块。因此还要增加试验样本数量，以

便更深入、全面地揭示出其本质关系。 

为了探讨海滩岩的粒径组成对单轴抗压强度的

影响，以最大含量粒径作为该种海滩岩的特征粒径，

图 15 为海滩岩的特征粒径与单轴抗压强度间的关

系。可以看到，数据的离散性较大，说明对海滩岩

而言，粒径对强度的影响程度远远小于其他的控制

性参数如密度、胶结度等的影响。因此，若建立粒

径组成与强度间的相关关系，就必须采集大量的均

一性试样开展单参数试验研究，而这对于均一性差

的天然海滩岩试样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途 

 
 特征粒径/mm 

图 15  特征粒径与单轴抗压强度的关系 

Fig.15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resentative particle size and  

uniaxial compressive strength 

 

径就是在参数控制的前提下采用人工方法来制备试

样。 

 
8  结  论 

 

海滩岩广泛地分布于我国的南海海域，本文首

次对取自我国西沙群岛等地的海滩岩试样开展了其

基本物理力学特性的室内试验研究工作，采用宏观

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手段，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 海滩岩为海滩相常温常压下胶结成因的化

学沉积岩类，按照 A. R. Clark和 B. F. Walker[9]的工

程分类定名法，本文所研究的 4种海滩岩应分别定

名为：生物(中)砂屑灰岩(SD)、生物砾砂屑灰岩(GJ)、

珊瑚砾屑灰岩(YX)及含硅质珊瑚砾屑灰岩(LH)。其

成岩年代为 1660～15980BP；矿物组成为文石和高

镁方解石，含量占 90%以上；其典型特征是具有较

大的孔隙率(18.36%～53.78%)，较小的密度(1.33～

2.17 g/cm3)，较高的渗透性，渗透系数为 4.62× 

10－3～5.41×10－3 cm/s。 

(2) 海滩岩的胶结物主要有 4 种，分别为生物

微晶、针状文石、粒状方解石及红藻；胶结类型主

要为接触式胶结和嵌入式胶结 2 种；生物(红藻等)

胶结是海相环境下最具特点的胶结形式，几乎普遍

存在。胶结作用过程可分为 2期：第一期，早期同

沉积期海水成岩作用，生长泥晶套，在泥晶套的基

础上生长文石；第二期，为粒状方解石的胶结作用

及溶蚀作用。海滩岩的颗粒主要为生物碎屑，以珊

瑚、红藻 、有孔虫为主，少量棘皮、腹足及腕足类

等；孔隙类型主要为粒间孔，溶蚀孔、生物体腔孔，

少量铸模孔，粒内溶孔等，孔隙连通性较好。 

(3) SD，GJ及 LH试样的峰值抗压强度为 2.02～

5.81 MPa，为轻度胶结，YX 试样峰值抗压强度为

19.39 MPa，为中等胶结。饱和使得海滩岩的强度有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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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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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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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程度的降低，软化系数 Kd = 0.45～0.96，一般

情况下，胶结度越低，软化系数越小。海滩岩的抗

拉强度为 0.64～2.52 MPa，饱和使得其抗拉强度有

不同程度的降低，抗拉软化系数为 0.47～0.81。实

测结果表明，风干状态下抗压强度与抗拉强度之比

为 3.08～9.14，该值小于常规陆源岩石的 8～12 的

统计值。这可能反映出常温常压下由胶结成岩与高

温高压下由固结形成的岩石在成岩机制上的差异

性，可作为判定成岩机制的表征参数。 

(4) 各物理力学参数间的相关关系分析表明，

密度和胶结度是控制海滩岩强度的主要参数，单轴

抗压强度随着密度及胶结度的增加而明显的升高；

孔隙率及颗粒粒径对单轴抗压强度的影响不明显。

但由于所取试样的强度分布范围较小，致使数据点

的分布相对集中，使得相关关系的分析结果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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