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0卷  第X期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Vol.40  No.X 

2021 年 X 月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XXX，2021 

 

收稿日期：2020–04–19；修回日期：2020–10–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51827901，51822403，51804203)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of China(Grant Nos. 51827901，51822403 and 51804203) 

作者简介：谢和平(1956–)，男，1982 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专业，现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深部岩石力学与工程方面的研究工

作。E-mail：xiehp@scu.edu.cn 

DOI：10.13722/j.cnki.jrme.2020.0317 

 
 
 

深部原位岩石力学构想与初步探索 

 

谢和平 1，2，3，李存宝 1，2，高明忠 1，2，张  茹 3，高  峰 4，朱建波 1，2 

(1. 深圳大学 深地科学与绿色能源研究院，广东省深地科学与地热能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 深圳  518060；2. 深圳大学 深圳市深部工程科学

与绿色能源重点实验室，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3. 四川大学 深地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65；4. 中

国矿业大学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深部资源开发的基础是研究深地科学规律，关键是探明不同赋存深度原位环境对岩石物理力学行为影响的

差异性规律。适用于浅部资源开采的岩石力学实验与理论研究很难充分考虑不同深度原位赋存环境对岩石物理力

学特征和工程的影响。本文提出了“深部原位岩石力学”构想的定义和内涵，利用取自松科二井同一地质区域的

10 个不同深度(1 000～6 400 m)的岩心研究了不同赋存深度下岩石力学行为的差异性变化特征，并提出了原位应力

恢复重构方法近似模拟了不同深度原位应力对岩石力学参数的影响规律。不同深度岩石的单轴压缩实验表明岩石

力学参数随深度呈现明显的非线性变化，不能假设为常数。考虑不同深度地应力影响的常规三轴实验表明赋存地

应力使得不同深度岩石的力学参数差异性增大，且力学参数随深度的非线性变化规律与单轴压缩条件下显著不同。

模拟不同深度原位应力影响的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结果显示在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影响下岩石力学参数均随

深度增加呈现更加显著的非线性变化；模拟不同深度原位应力影响的应力恢复重构实验的岩石弹性模量和峰值强

度均比考虑不同深度地应力影响的常规三轴实验结果大且与深度之间的关系为对数函数，峰后应变软化变形特征

更加凸显；特别是深度超过 4 800 m 后，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影响下岩石泊松比、应变硬化模量、峰后跌落模

量的差异性特征更加明显。该研究将为探索深地科学规律、提升深部资源获取能力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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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ep earth science is the basic of deep resource exploitation. One critical challenge is to ascertain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behaviours of rock from different depth under the in situ geological conditions.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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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 experiments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suitable for shallow resource mining are difficult to consider the 

effects of deep in situ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buried depths on the rock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engineer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content of"deep in situ rock 

mechanics retaining the in situ geological condition". Using rock cores collecting from 10 different depths(1 000 

m to 6 400 m) of Songke Second Well，the 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mechanics behaviors at different 

buried depths are studied. An 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method is proposed to approximately 

simulate the influence of in situ geostress on rock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s 

indicates that the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increase nonlinearly with the incensement of buried depths，and 

those parameters cannot be treated as a constant. Triaxial compress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manifest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under different depths become larger，whose variations law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under uniaxial compression. Rock mechanical tests retaining the in situ geological condition 

suggest that the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can present more obvious nonlinear behaviors with increasing the 

buried depths，if the geostress is restored and reconstructed. Compared with the results in the triaxial compression 

tests，the peak strength and Youngs modulus in the 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sts are larger.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ose parameters and buried depths can be described by logarithmic function. Also the post 

peak strain softening behavior in the 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st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the triaxial compression test. Especially when the burial depth exceeds 4 800 m，the influences of 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n Poissons ratio，strain hardening modulus and post peak are more remarkable.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support for exploring deep scientific laws and improving deep resource acquisition capabilities.  

Key words：rock mechanics；deep resource；different depth；in situ geological condition；rock mechanics retaining 

the in situ geological condition；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1  引  言 

 

随着浅部资源逐渐枯竭，向地球深部要资源已

成为必然趋势[1-2]。据统计我国 70%以上的矿产资源

埋深超过 2 000 m，超过 1 000 m 的煤炭矿井和金属

矿井总量居世界首位，煤炭资源开采更是以平均每

年 5～10 m 的速度向深部迈进[3]，地球深部资源开

发已成为新常态，这也是我国能源资源领域科技创

新的重要方向。 

深部资源开采面临“高应力、高地温、高渗透

压”以及更加剧烈的工程扰动[4，5]，深部岩体原位

环境作用更加显著，不同工程活动方式诱发的高应

力和高量级的灾害更加凸显，导致深部资源开发难

度高、成本高，并且灾害事故频率高、量级大、预

测难，严重影响着深部资源的安全高效开采。深部

资源开发的基础是探明不同赋存深度原位环境对岩

石物理力学行为影响的差异性规律。目前适用于深

部资源开发的基础研究很不充分，基本规律仍不清

楚，尚未形成适用于复杂环境下深部能源开发的变

革性理论与技术[1，6，7]。而事实上，浅部资源开发的

基础研究也不够深入，地质勘探、油气开采、矿产

开发等领域的部分基础理论仍源于材料力学、弹性

力学等经典理论，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原位

环境对岩石物理力学行为影响的差异性规律，更难

以进行考虑不同深度原位环境条件影响下的物理力

学测试、分析与建模。目前针对深部岩石特性的研

究仅仅是通过施加围压模拟深部原位应力状态、施

加温度场模拟深部原位温度环境，无论试样取自多

深，几乎都是在解除原位应力与赋存环境失真条件

下开展的实验研究，获得的是岩石材料的基本物理

力学属性，通常在岩石力学测试与理论分析中将岩

石物理力学参数(弹性模量、泊松比等)假设为常数，

没有充分考虑不同深度岩石原位赋存环境影响，得

到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深部岩石在原位环境下的物

理力学行为，可见传统岩石力学理论对深部资源开

发和深部工程的指导具有局限性。 

因此，亟需发展考虑深部岩石原位环境影响、

适用于深部资源开采的岩石力学新概念、新理论和

新技术，开展深部原位环境下的岩石物理力学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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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与分析，探明不同赋存深度原位环境下岩石物

理力学行为差异性规律，揭示深部岩石与浅部岩石

性质的本质差异，为准确有效解释深部原位岩石力

学行为及灾害发生机制、提升深部资源获取能力、

丰富和发展深地科学理论提供支撑。 

 

2  现有岩石力学实验与理论研究的
挑战 

 

目前深部资源开发的基础研究还不够充分，基

本规律仍不够清楚[7，8]，深部资源开发设计依赖于

传统的岩石力学理论。传统岩石力学理论中基本物

理力学参数通常设定为常数[9，10]，而原位环境下这

些参数有可能随赋存深度呈现线性关系，甚至是非

线性关系。目前岩石力学研究，常是基于规范要求

的标准岩心，通过经典加载路径进行测试和计算力

学参数，对岩心赋存深度和原位赋存环境考虑不足
[11]，获得的是岩石材料的基本物理力学属性，难以

真正考虑深部原位的赋存状态、深部开发作业的工

程扰动响应效应，所获得的参数、模型、理论等大

多与赋存深度无关，与工程扰动无关。 

本文研究团队于北京门头沟矿一条近乎垂直的

玄武岩柱取心研究了赋存深度对该玄武岩物理力学

性质的影响(图 1)。该玄武岩属于同一期的侵入岩，

其组成成分差异很小[12]，因此其力学性质的差异是

由所处的原位环境的差异性导致的，这为研究不同深

度同一种岩石的物理力学特性的差异性规律提供了

契机。在该垂直玄武岩柱取得了 7 种不同深度同一岩

性的岩样，对其基本力学性能进行了测试(图 1)[12]，

可见玄武岩的弹性模量和抗压强度均随深度线性

增大；在原位环境的影响下，玄武岩的力学参数

不再是常数，如果在岩石力学模型中假设参数为常

数，则难以解释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时，对平

顶山不同深度(250～1 050 m)的煤岩进行考虑原位

地层围压影响的力学测试发现在其弹性模量先增

大后减小，当赋存深度在 800 m 左右时达到峰值

(图 2)[13]。随着资源开采深度的增大，如何有效考

虑原位环境影响下的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差异性规

律，其研究意义更为重要。康红普院士团队在新汶

矿区深部煤炭开采时发现，当巷道埋深小于 800 m

时，基于传统岩石力学的二次支护理论与方法是近

似适用的，而当巷道埋深大于 800 m 时，基于传统

岩石力学的二次支护出现多处支护失效，难以达到

有效控制的目的。(图 3)[14]。 
 

 
                        (a)                                                  (b) 

图 1  (a) 不同深度玄武岩取样示意图；(b) 不同深度玄武岩力学性质随赋存深度的变化规律[12] 

Fig.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basalt coring at different depths；(b) varia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asalt at  

different depths[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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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煤矿区不同深度煤样的弹性模量随深度呈非线 

性变化[13] 

Fig.2  Nonlinear variations of elastic modulus of coal samples  

at different depths in the Pingdingshan Coal Mine 

 

 

(a) 巷道埋深小于 800 m 

 

 

(b) 巷道埋深大于 800 米 
图 3  新汶矿区深部煤炭开采巷道支护效果[14] 

Fig.3  Roadway support effect of deep coal mining in the  

Xinwen Coal Mine[14] 

 

事实上在油气行业常用的测井数据反演(依据

地球物理信息)得到的井下原位的岩石物理参数随

深度变化较大，且往往是非线性的(图 4)，地球物理

方法反演时如不考虑井下环境的变化往往产生较大

误差，而这些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对井壁稳定性、储层

改造设计方案均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在我国西南地

区龙马溪组页岩气开采时，当储层埋深小于 3 500 m

时，现有压裂技术可获得可观的经济产量，而当相

同地质年代储层埋深大于 4 000 m 时，现有压裂技

术往往难以有效的改造页岩气储层，页岩气产能较

低[15，16]，这说明目前对深部原位环境下的储层性质 

 

 
图 4  测井数据获得的岩石力学参数随深度的变化 

Fig.4  Variations of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depths obtained from loggin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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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还没能探明深部页岩气储层与

浅部页岩气储层的本质差异。 

本文研究团队通过引入赋存深度影响下的侧压

比，定量分析了不同赋存深度煤岩采动应力环境的

演化规律，并考虑赋存深度对采动应力卸荷速率的

影响，开展了不同赋存深度煤岩采动力学行为的室

内实验研究(图 5)，发现煤岩体采动力学行为随开采

深度表现出明显差异[17]。随开采深度的增加，采动

过程中煤岩变形能力逐渐增大并趋于平缓，动态破

坏时的支承压力和水平应力逐渐增大，试样破损程

度呈逐渐增大的变化趋势。然而，现有的岩石力学

理论与方法较难考虑这种不同赋存深度及工程扰动

响应的影响，很难有效指导深部资源开发的基础研

究和工程实施。 
 

 
(a) 埋深 300 m 

 

 
(b) 埋深 900 m 

图 5  考虑工程扰动和无扰动时的不同深度岩石应力–应变 

曲线[17] 

Fig.5  Stress-strain curves of rock at different depths when  

considering engineering disturbance and no engineering 
 

针对深地科学与深部工程，应改变我们现有的

岩石力学实验和理论研究的方式和思维定势，需要

充分考虑不同深度原位赋存环境(压力、温度、孔隙

压力、含水率等)对岩石物理力学行为及地下工程稳

定与灾变规律的影响。因此，深部资源开发和深部

岩石力学工程基础研究应重点探索：获取能保持不

同深度原位环境的岩心并直接测试分析不同深度原

位环境下岩石的本真物理力学参数[18]，或者对现有

普通岩心进行不同深度原位环境恢复重构近似模拟

不同深度原位环境下岩石的物理力学参数，并建模

型、找规律，来构建考虑不同深度原位环境条件影

响的岩石力学理论与工程技术。所以，本文提出了

“深部原位岩石力学”的理论构想，利用取自松科

二井同一地质区域的 10 个不同深度(1 000～6 400 m)

的岩心率先系统研究了不同赋存深度下岩石力学行

为的差异性变化特征，并提出了原位应力恢复重构

方法近似模拟不同深度原位应力环境对岩石物理

力学参数的影响规律，探索在深部不同深度原位环

境条件下的岩石力学行为，为研发深部资源安全高

效开采新理论和新技术、探索深地科学规律提供

支撑。 

 

3  深部原位岩石力学构想 
 

基于上述深部工程岩石力学的特点，本文提出

了深部原位岩石力学的定义、研究方法和基本研究

内容。 

深部原位岩石力学是研究地球深部原位赋存环

境(如应力、温度、湿度、成份等)与深部原位工程

扰动环境下的岩石应力、应变、破坏、稳定性及不

同赋存深度岩石物理力学本真参数和行为规律差异

性的学科。 

深部原位岩石力学旨在解决传统岩石力学与深

度不相关、与深部原位环境不相关、与深部工程活

动不相关的难题，是开发地球深部资源和探索深地

科学规律的基础理论。深部原位岩石力学重点研究

深部原位真实复杂赋存环境下岩石本真物理力学参

数、力学行为规律、破断失稳致灾、能量积聚释放

等关键科学问题，是考虑深部原位物理环境、深部

原位应力环境与深部原位工程扰动环境的岩石力学

研究新领域。 

深部原位岩石力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考虑深部

原位环境(赋存环境和扰动环境)的科学实验和理论

分析，旨在科学实验还原原位环境，理论分析体现

原位环境。科学实验包括室内实验、野外实验和原

型观测(监控)。室内实验是利用不同深度原位保真

岩心开展原位环境条件下的保真岩石物理力学测

试；野外实验和原型观测是在天然条件下尽可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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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研究对象所处深部原位环境而开展的实验测试。

理论分析是对考虑深部原位环境影响的岩石的变

形、强度、破坏准则、本构模型及其工程应用等科

学问题进行理论建模及技术探索。 

深部原位岩石力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深

部岩石原位保真取心和保真测试的原理与技术[18]：

研究获取深部原位保真岩心并对保真岩心在重构的

原位环境下进行测试的理论和技术体系；2)不同深

度赋存环境下原位岩石物理力学行为差异性规律：

研究不同深度赋存环境对岩石基本物理力学参数变

化的影响，揭示深部岩体和浅部岩体在力学行为特

征上的本质差异；3)深部岩石原位力学强度准则与

本构模型：构建考虑不同深度原位环境影响的岩石

破坏准则和渐近破坏力学模型，建立深部岩体原位

非常规力学行为的描述和表征新方法；4)深部岩石

原位多场耦合力学：建立不同深度原位环境下岩石

固-热-液-气多相并存的物理力学模型和多场耦合理

论，探索多场多相原位环境下的岩石非线性力学机

制；5)深部工程扰动原位岩石动力学：探索不同深

度原位环境外加工程扰动作用下岩石动力学行为的

变化规律，建立工程扰动影响下的深部岩石动静态

破坏模型。 

不同深度赋存环境对岩石力学性质影响的差异

性规律研究是目前岩石力学领域的难题。由于传统

的岩石力学中大多从某一深度获得岩石进行实验来

获取岩石的力学参数，很少能从同一地质区域位置

获得数千米级的不同赋存深度岩心，因此也少有机

会研究不同深度赋存环境对不同深度岩石力学行为

差异性的研究。随着钻探和取心技术的快速发展，

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开展了一系列深部地

球科学钻探研究工作，在同一地质区域位置获取了

不同赋存深度的岩心。2018 年，中国地调局和 ICDP

合作完成了亚洲国家实施的最深大陆科学钻井—松

科二井(SK-II)，这也是 ICDP 成立 22 年来在国际上

实施的最深钻井，完井深度 7 018 m[19]。松科二井

在 1 000 m 以深采用全井段几乎连续取芯的钻探方

式，其所获的岩心全部进行封存，为研究松辽盆地

地质特征提供了宝贵资料。本文研究团队从松科二

井同一地质区域内获得了 10 个不同赋存深度(1 000，

1 300，1 600，1 850，2 600，3 500，4 800，5 100，

5 600，6 400 m)的岩心(图 6)，共采集直径 25 mm、

高度 50 mm 的圆柱体岩心 500 多个。基于 1 000～6 

400 m 大深度范围不同赋存深度宝贵岩心，首次开

展几千米级大深度范围(1000～6400 m)的不同赋存 

 

深度/m 取样数/个 试样形状 尺寸/mm 岩性 岩芯照片 

1 00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砂岩 
 

1 30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砂岩 
 

1 60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砂岩 
 

1 85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砂岩 
 

2 60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砂岩 
 

3 50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砂岩 
 

4 80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砂岩 
 

5 10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砾岩 
 

5 60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砾岩 
 

6 400 10 圆柱体 高 50 ×直径 25 安山岩 
 

图 6  松科二井同一地质区域内 10 个不同赋存深度取心示意图 

Fig.6  Schematic diagram of coring from10 different depths in the same geological area of Songke No. 2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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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岩石的单轴压缩和三轴岩石力学实验，开展不

同深度赋存环境下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力学行为的测

试分析，探索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力学行为的差异性

规律。 
 
4  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单轴压缩力学

行为差异性规律 
 
现有的岩石单轴压缩力学实验中岩石试样多取

自单一深度，获取的力学参数为不随深度变化的常

数，但却用于表征整个类型岩石的力学参数。然而，

随着岩石所处深度及其赋存环境的变化，岩石物理

力学参数随着深度变化而并非为常数。目前对不同

赋存深度岩石在单轴压缩实验下的力学参数随深度

变化的差异性规律仍缺乏系统的认识。因此，本文

利用松科二井同一地质区域内的 10 个不同深度的

岩心开展了不同深度岩石常规单轴压缩力学实验，

研究了不同深度岩石单轴压缩力学行为的差异性规

律。该实验由重庆大学的 GCTS-RTR 3000 岩石力

学测试系统进行。该设备控制和数据采集精度高，

能够很好的完成本节中的单轴力学实验。加载过程

采用轴向位移控制，加载速率为 0.015 mm/min，直

至试样破坏，数据采集停止[20]。 
 

 
图 7  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单轴压缩力学实验示意图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uniaxial compression experiments  

for rocks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depths 
 

在单轴压缩实验下，不同赋存深度岩石的应力-

应变曲线如图 8 所示。由图 8 可知，随着深度的增

加，岩石的应力应变曲线的初始压密阶段愈加不明

显，且峰前非弹性变形减小；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应

力-应变关系曲线在到达峰值之后均突然破坏，表明

单轴压缩实验下，岩石基本上表现出典型的脆性破

坏特征。为了充分分析松辽盆地不同赋存深度岩石

单轴压缩力学特性的差异，图 9 展示了不同赋存深

度岩石弹性模量、泊松比、抗压强度和峰值应变等

特征力学参数随深度的变化。由图 9 可知，在单轴

压缩实验中不同赋存深度砂岩(埋深 1 000～4 800 m)

的弹性模量随着深度的增大线性增加，弹性模量从

3 GPa 增加至 12 GPa，提高了 4 倍；随着深度的继

续增大，岩性由砂岩为砾岩和安山岩，其弹性模型

随深度显著增大，达到了 33 GPa。表明随着深度的

增大，岩石发生相同变形时深部岩石的产生的应力

也越大，即随着深度的增大，岩石抵抗变形的能力

越强。岩石的泊松比随着深度的增加存在较大的离

散性，泊松比在 0.16～0.25 之间，埋深大于 4800 m

的安山岩和砾岩泊松比远小于埋深较浅的砂岩的泊

松比。不同赋存深度砂岩的单轴抗压强度随着深度

的增大呈现对数形式的非线性增长，强度从 18.25 

MPa 增加至 100.84 MPa，提高约 5.5 倍；然而，当

深度从 5 100 m 增大至 6 400 m 时，砾岩和安山岩

的强度差异较小。不同深度岩石的峰值应变具有显

著的非线性特征：砂岩(埋深 1 000～4800 m)的峰值

应变先增大后减小，在埋深 2 600 m 处达到最大值；

安山岩和砾岩埋深大，但其峰值应变远小于砂岩的

峰值应变。在以变形条件评估岩石稳定性时[21-23]，

有必要考虑不同深度的影响。上述结果表明不同赋

存深度岩石的力学参数随着深度的变化并非是常

数，并多数情况下均是随深度呈现非线性变化。不

同赋存深度岩石的沉积环境会不断的变化，岩石所

处原位应力水平和岩石属性均也会发生改变，会引

起岩石密度、孔隙度、结构成分的改变，进而影响

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 
 

 
图 8  松辽盆地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单轴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Fig.8  Uniaxial compression stress-strain curves of rocks at 

different depths in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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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弹性模量                                           (b) 泊松比 

 

(c) 单轴压缩强度                                        (d) 峰值应变 

图 9  松辽盆地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单轴压缩力学参数的差异性特征 

Fig.9  Varia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during 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s at different depths in Songliao  

Basin 
 

 
5  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地应力影响的

岩石三轴力学行为差异性规律 
 

室内常规三轴实验的重点是初始围压的选取。

在不考虑不同深度影响的传统的常规三轴力学实验

中，无论试样取自多深，实验中大多数学者选取用

单一围压或者某几个围压加载，获取岩石应力应变

关系和力学参数，其目的往往是获得绘制不同围压

下岩石的莫尔圆，获得岩石的内摩擦角和内聚力，

并不是为了考虑不同深度原位赋存地应力环境的影

响。然而，在不同赋存深度天然环境中，岩石天然

的处于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环境状态中，其力学

性质与初始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在研究深部不同赋

存深度岩石的三轴力学行为差异性规律时，有必要

在实验室开展能考虑深部不同赋存深度地应力环境

影响的岩石三轴实验测试。本文收集了大量松辽盆

地不同深度地层的地应力数据，基于地应力随深度

的变化趋势[24-29]，计算得到 10 个不同取心深度的

地应力数据。以不同赋存深度的最小主地应力(表

1)作为初始围压对相应的 10 个深度的岩心进行了

常规三轴力学测试。埋深为 1 000～3 500 m 岩心的

三轴实验在四川大学 MTS 815 岩石力学实验机开

展；埋深 4800-6400 m 深度范围的岩心三轴实验在

重庆大学 GCTS 高温高压岩石力学实验机上开展。

实验过程中，围压采用应力控制方式施加，加载速 
 

表 1  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地应力影响的岩石三轴力学实验围压 

Table 1  Confining pressure in triaxial mechanical test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in situ stresses at different depths 

深度/m 围压/MPa

1 000 13.7 
1 300 20.9 
1 600 28.1 
1 850 34.1 
2 600 52.1 
3 500 73.7 
4 800 104.9 
5 100 112.1 
5 600 124.1 
6 400 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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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3.0 MPa/min，达到实验预定围压值后施加轴向

荷载；轴向荷载加载速率为 30 kN/min；接近峰值

时采用环向位移控制，加载速率为 0.02 mm/min，

直至试样破坏。 

考虑了不同赋存深度地应力影响的常规三轴实

验获得的应力应变曲线关系如图 10 所示。由应力应

变曲线形态可知，不同赋存深度岩石的三轴应力应

变曲线在弹性阶段、峰前非弹性阶段和峰后变形阶

段均存在明显差异性。当深度为 1 000～4 800 m 时，

砂岩均出现峰后应变软化现象，这与单轴压缩实验

显著不同；埋深为 5 100 m 和 5 600 m 的砾岩则是

脆性破坏。砂岩的峰值应变在埋深 1 000～2 600 m

和 4 800 m 时差异较小，显著小于埋深为 3 600 m

的砂岩的峰值应变。不同深度的应力环境和岩性将

共同决定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这也对考虑不同赋

存深度岩石的力学模型构建造成了挑战。 
 

 
图 10  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应力影响的松辽盆地不同赋存深 

度岩石常规三轴应力应变关系 

Fig.10  Conventional triaxial stress-strain relationship of rocks  

at different depths in Songliao Basin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in situ stress  
 

为了定量研究岩石变形过程的全应力-应变关

系，充分考虑常规三轴实验中的峰后变形特点，计

算了杨氏模量、泊松比、应变硬化模量和峰后跌落

模量等力学参数(图 11)表征不同深度岩石的全应力-

应变曲线特征。考虑了不同赋存深度地应力的常规

三轴力学参数随深度的变化趋势如图 12 所示。由图

12 可知，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在三轴下的力学参数随

着深度的变化基本都呈现非线性趋势。不同赋存深

度砂岩(1 000～4 800 m)的弹性模量从埋深 1 000 m

时的 7 GPa 增大到埋深 4 800 m 时的 38.9 GPa，增

长趋势可用对数函数描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埋

深 5 100 m 以深的岩石为砾岩和安山岩，但整体上

岩石弹性模量随深度的增大依然呈现相同的对数增

大趋势(图 12a)，不同赋存深度岩石的峰值强度表现

出类似的性质(图 12c)。泊松比整体上随着深度的增

大呈现增大趋势(图 12b)，这与单轴压缩实验下的增

长趋势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围压增强了了岩石的横

向变形并促进岩石向塑性转化。与不同深度岩石弹

性模型随深度的变化规律类似(图 12a)，常规三轴强

度随着深度的增长趋势为对数增长；砂岩(1 000～4 

800 m)的常规三轴强度约从 56 MPa 增加至 449 

MPa，提高约 8 倍(图 12c)。当深度从 1 000 m 增大

至 4 800 m，砂岩残余强度随着深度的增加呈对数

函数型增长趋势(图 12d)，残余强度与峰值强度的比

值介于 0.65-0.80；埋深为 6 400 m 的安山岩残余强

度为其峰值强度的 94%。岩石的应变硬化模量随着

深度的增加变化较离散，整体上呈现幂函数非线性

增加趋势，说明随着深度的增加岩石抵抗非弹性模

型的能力在逐步增强(图 12e)。岩石峰后跌落模量随

深度增加呈现出复杂的非线性特征；深度在 1 000～3 

500 m 的砂岩的峰后跌落模量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而深度为 4 800 m 时，砂岩的峰后跌落模量显著增

大；当深度在 5 100～5 600 m 范围时，峰后跌落模

量迅速增大；当深度达到 6 400 m 时，峰后跌落模量

迅速减小(图 12f)。上述分析表明在考虑不同深度地

应力作为初始围压的常规三轴实验中，不同赋存深

度岩石破坏特征随着深度的增加呈现三个阶段：1 

000～3 500 m 范围内塑性有增强的趋势，4 800～5 

600 m 范围内表现为明显的脆性破坏，6 400 m 深度

逐渐表现出塑性破坏，这与现有的部分实验认为随

着深度增加延性将持续增强的结论不同[30-34]，需结

合原位环境和岩性进一步分析。 
 

 
图 11  三轴实验中岩石的典型应力–应变(红色曲线)及其 

特征参数示意图[35-36]  

Fig.11  Schematic diagram of typical stress-strain relationship  

(red curve) and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rock in  

triaxial experiment[35，36] 

其中，E 代表岩石的杨氏模量，从初始线性部分的曲线斜率中获得；泊松比

有弹性阶段的环向应变与轴向应变的比值获得；H 代表应变硬化模量，

由后屈服区曲线的斜率获得；峰后跌落模量M，由应力下降的斜率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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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弹性模量                                            (b) 泊松比 

 
(c) 峰值强度                                          (d) 残余强度 

 

(e) 应变硬化模量                                   (f) 跌落模量 

图 12  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应力影响的松辽盆地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常规三轴力学参数的差异性 

Fig.12  Differences of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during conventional triaxial tests in Songliao Basin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e of  

in situ stresses at different depths 
 

 
6  模拟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影响

的岩石应力恢复重构力学行为差
异性规律 

 
建立深部原位岩石力学的关键是获得不同赋存

深度岩石的原位“保真”样本，并开展深部原位环

境重构下的“保真”测试[18]，获取深部岩石在原

位环境影响下的本真物理力学行为。目前深部原位

“保真”取心技术仍是世界性的难题，原位“保真”

测试技术处于世界空白。在尚未获得深部原位保真

岩心的现状下，本文提出了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

方法来近似模拟深部岩石原位应力状态，开展了岩

石的原位应力恢复重构预研实验并确定了应力恢复

重构准则；利用松科二井同一地质区域的 10 个不同

赋存深度(1 000～6 400 m)的岩心进行了不同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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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岩石的应力恢复重构实验，来探索不同深度原

位应力环境对岩石力学行为影响的差异性规律。 

6.1 深部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方法和恢复准则 

深部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方法源于国际上盐

岩损伤恢复重构[37，38]和软岩流变应力恢复重构[39-41]

实验方法。盐岩损伤恢复重构实验方法是研究岩盐

在一定的围压恢复时间下岩盐重结晶作用对盐岩的

应变恢复和内部损伤愈合的影响，主要用于评价围

压对盐岩自恢复能力的影响，可作为评估岩盐储气

库稳定性的一个指标。软岩流变应力恢复重构方法

主要应用于煤矿深部高应力软弱围岩地应力测试工

作，其具体是指软岩岩体钻孔后，在地应力作用下

有通过自身变形封闭钻孔的倾向，钻孔中放入三向

压力传感器，注浆凝固后，软岩内部的压力通过注

浆材料传递到三向压力传感器工作面上，使得软岩

岩体内部压应力的测量得以实现。但是，上述两类

恢复重构方法均不是研究原位应力对深部岩石力学

行为的影响。 

为使不同深度岩心尽可能的能够恢复到原始地层

状态，近似模拟岩石在原位应力状态下的力学行为，

本文提出了深部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方法(图 13)；

其具体方法是对某一深度的岩心，首先将该深度的

原位最小主地应力和最大主地应力分别作为围压和

轴向荷载对岩心施加荷载并维持恒定；此后，岩心

在该应力环境的作用下缓慢变形，经过足够长的时

间岩心变形将维持恒定不变，此时认为岩心恢复重

构到了原位应力状态；最后，再施加轴向荷载直至

岩心破坏。 
 

 
图 13  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加载路径示意图 

Fig.13  Schematic diagram of loading path of 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sts 
 

为了探索深部岩石在原位应力恢复重构过程中

的变形规律以及确定应力恢复时间，本文采用平顶

山矿区深部砂岩(埋深 1 050 m)开展不同恢复时间 

(0，24，36，48，65 h)的预研实验。试样尺寸采用

直径 50 mm、高度 100 mm 的圆柱体标准试件；实

验利用四川大学的 MTS815 岩石力学测试系统进

行，初始围压和轴向应力加载速率同第 5 部分所述。

试样命名方式如下，以编号 1050-48-1 为例，表示

岩心深度为 1 050 m，恢复时间为 48 h，试样编号

为 1。不同恢复时间试样在初始原位应力环境下的

环向变形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如图 14 所示。试样的环

向应变随着恢复时间最终趋于稳定，但不同试样达

到稳定的时间不同，这是由岩样本身的差异性导致

的，所有试样环向变形达到稳定的最长时间均不超过

48 h，故对该处砂岩建议选取 48 h 作为应力恢复重

构达到稳定的时间。 

基于原位应力恢复重构试样的变形规律，提出

了判定试样应力恢复重构至原位应力状态的判定准

则：在初始原位应力状态下，当岩心的环向变形应

变率趋近于 0 并保持一定的时间时，则认为岩心恢

复到了深部原位应力状态。该准则判定公式可表

示为： 
2

c c
2

lim 0 lim 0
cr crt t t t

d d

dt dt

 
→ →

→ 且 →     (1) 

tcr为应力恢复稳定时间。 
 

 
图 14  不同应力恢复重构时间试样的环向应变随时间的变化 

Fig.14  Variation of circumferential strain with 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ime 
 

对松科二井同一地质区域内的 10 个不同赋存

深度岩心进行了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测试，其在

原位应力恢复重构过程中环向变形随时间的变化规

律如图 15 所示。可知，不同深度岩心在恢复重构过

程中环向应变基本上处于压缩变形状态，虽然岩心

环向变形达到稳定的时间存在差异，但所有的不同

深度岩心在 48 h 内均达到了稳定，表明此时岩心在

不同深度相应的地应力下，其力学状态不再改变，

可认为岩心恢复重构至相应深度的原位应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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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的恢复阶段环 

向变形变化 
Fig.15  Variation of circumferential strain of rock at different  

depths during 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sts 
 

6.2 模拟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影响的应力恢复

重构岩石力学行为差异性规律 

为了模拟不同深度原位应力赋存环境对岩石力

学性质的影响，在无法开展原位保真取心和保真测

试的前提下，通过 6.1 节中提出的原位应力恢复重

构力学实验方法来近似模拟不同深度原位应力赋存

环境，对取自松科二井同一地质区域的 10 个深度的

岩心进行了系统的原位恢复重构实验。不同深度原

位应力影响下的弹性模量、泊松比、峰值强度、应

变硬化模量和峰后跌落模量等岩石力学参数随深度

的变化趋势如图 16 所示。 

由图 16 可知，模拟不同深度原位应力影响后

(应力恢复重构实验)，不同赋存深度砂岩的弹性模

量随着深度的增大呈现对数非线性增加趋势，当深

度从 1 000 m 增加到 4 800 m，砂岩弹性模量约提高

4.65 倍(图 16a)；当深度超过 4 800 m，安山岩和砾

岩的弹性模量相近。泊松比整体上随着深度的增大

呈现双线性增大的趋势；深度为 4 800 m 时的砂岩

泊松比显著大于埋深较浅的砂岩泊松比，接近埋

深为 5 100 m 的砾岩泊松比；深度范围为 1 000～ 

3 500 m 时，泊松比随深度的增长率速率小于深度

在 4 800～6 400 时的增长率(图 16b)。尽管随深度增

加，岩性由砂岩变为砾岩和安山岩，三轴强度随着

深度的增长呈现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对数增长(图 16c)，

而残余强度随着深度的增加呈幂函数型增长趋势

(图 16d)。应变硬化模量在深度 1 000～4 800 m 的范

围内线性变化；随着深度的进一步增加，应变硬化

模量呈现增大趋势。(图 16e)。岩石峰后跌落模量呈

现复杂的非线性变化，4 800 m 深处的砂岩峰后跌

落模量最大(图 16f)。上述分析表明模拟不同赋存深

度岩石的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力学实验中，即考虑了

不同深度原位应力影响后，不同深度的岩石力学性

质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深度相关性。 
 

 
(a) 弹性模量                                           (b) 泊松比 

 

(c) 峰值强度                                          (d) 残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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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应变硬化模量                                             (f) 峰后跌落模量 

图 16  模拟不同深度原位地应力影响的松辽盆地不同深度岩石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力学参数的差异性 

Fig.16  Variations of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depths during 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sts in  

Songliao Basin 
 

模拟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影响的应力恢复重

构实验得到的岩石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 17 所示。

模拟不同深度原位应力影响后的岩石应力应变曲线

均表现出峰后应变软化变形特性，并存在明显的残

余强度；岩石在峰值应力附近出现屈服平台，在这

个平台范围内岩石呈现出较强的塑性变形特征，随着

变形的增大，塑性变形逐渐会因为微裂纹的贯通最终

演化为宏观破坏，最终表现为应变软化。 
 

 
图 17  模拟不同深度原位地应力影响的松辽盆地不同深度 

岩石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应力应变曲线 

Fig.17  Variations of rock stress-strain curves at different depths 

during 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sts in Songliao Basin 
 

6.3 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和常规

三轴力学实验结果对比 

为了探索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单轴压缩实

验、常规三轴实验与模拟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影

响的应力恢复重构实验之间的定量差异，探索不同

深度原位应力恢复重构方法对岩石力学行为的影

响，本节对比了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单轴压缩

实验、常规三轴实验和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所测

得的岩石力学参数，如图 18 所示。模拟不同赋存深

度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后岩石的弹性模量和峰值强度

比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常规三轴岩石的弹性

模量有所增大且呈现更加显著的非线性变化。在 1 

000～3 500 m 范围内，原位应力恢复重构试样和考

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常规三轴试样的泊松比近

似；在 4 800～6 400 m 范围内，原位应力恢复重构

试样的泊松比均大于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常规

三轴试样的泊松比；而单轴压缩实验的泊松比随着

深度的增大呈现减小趋势，这与考虑不同赋存深度

影响的常规三轴和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的泊松比

变化趋势相反。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的应变硬化

模量大多都小于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常规三轴

实验的应变硬化模量；应变硬化模量越小，表明岩

石的塑性越强，因此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会使岩

石的塑性更强，如图 4 的新汶矿区超千米深度水平

开采过程中出现巷道大变形，随着埋深的增加顶底

板、两帮移近量迅速增加且呈现不对称变形，1 200 m

以深非弹性变形更加凸显[42]。在 1 000～3 500 m 深

度范围内，原位应力恢复重构试样的峰后跌落模量

略小于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常规三轴实验的峰

后跌落模量；但在 4 800～5 600 m 深度范围内，原

位应力恢复重构试样的峰后跌落模量远小于考虑不

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常规三轴实验的峰后跌落模量，

表明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导致岩石峰后塑性明显增强。 

定量分析表明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对不同赋

存深度岩石的力学参数影响较大，特别是超过 4 800 m

深度之后，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的泊松比显著增

大，应变硬化模量显著减小，峰后跌落模量显著减

小；其中，泊松比升高 13%～39%；应变硬化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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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弹性模量                                                    (b) 泊松比 

     

(c) 应变硬化模量                                               (d) 峰后跌落模量 

图 18  不同实验方法下(单轴压缩、三轴压缩和应力恢复重构实验)松辽盆地不同赋存深度岩石力学参数差异性对比 

Fig.18  Comparisons of rock mechanical parameters at different depths during different experimental methods(uniaxial compression  

tests，conventional triaxial compression tests，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sts) in Songliao Basin 
 

降低 15%～37%；峰后跌落模量降低 31%～93%。

由此可以看出，到达超深部之后，岩石的原位力学

性质与常规三轴实验得到力学性质有较大的差异，

不同赋存深度地应力恢复重构可以更真实的反映不

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对岩石本真力学性质的影响，

由此有理由期待“深部岩石原位保真取心和保真测

试”系统研发[18]，对深地科学规律与深部原位岩石

力学理论研究将发挥重大作用。 

通过对比 10 个不同赋存深度岩心原位应力恢

复重构实验与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常规三轴岩

石实验结果，获得了两类实验的应力应变曲线对比

图，如图 19 所示。可以看出，在加载过程中，产生

相同的轴向应变，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岩心所需的轴

向应力更大。1 000～3 500 m 深度范围内，原位应

力恢复重构的应力应变曲线的存在更加明显的屈服

平台，即应力变化很小，岩心的变形显著增大。对

于 5 100 和 5 600 m 深度的砾岩，其原位应力恢复

重构实验的峰后变形曲线出现了脆性到延性的转

化，原位应力恢复重构试样达到峰值后，其应力应

变曲线缓慢下降；但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常规三

轴试样到达峰值之后，其应力突然减小，试样表现

出明显的脆性特质，这与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存

在明显差异。对于 6 400 m 深度的安山岩，其原位

应力恢复重构试样和考虑不同赋存深度影响的常规

三轴压缩试样均表现出较强的峰后延性特质，此时

围压对试样的影响导致其峰后的摩擦强度较大。 

   

(a) 1 000 m(砂岩)                                          (b) 1 300 m(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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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600 m(砂岩)                  (d) 1 850 m(砂岩) 

   
(e) 2600 m(砂岩)         (f) 3 500 m(砂岩) 

   
(g) 4 800 m(砂岩)        (h) 5 100 m(砾岩) 

   

(i) 5 600 m(砾岩)           (j) 6 400 m(安山岩) 

图 19  松辽盆地不同赋存深度常规三轴应力-应变曲线与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应力应变曲线对比 

Fig.19  Comparisons of rock stress-strain curves at different depths during different experimental methods(conventional triaxial 

compression tests，in situ stress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ests) in Songliao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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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  论 
 

深部资源安全高效开采的关键之一是探明不同

深度岩石物理力学行为差异性变化规律。为克服传

统岩石力学实验方法和理论没有充分考虑不同赋存

深度岩石物理力学行为差异以及无法进行不同深度

原位环境条件下的物理力学的分析、测试与建模的

不足，本文提出了深部原位岩石力学的构想、定义

和研究内容。深部原位岩石力学的本质是要充分考

虑不同深度原位赋存环境(应力、温度等)对岩石物

理力学行为的影响，关键是要科学实验还原原位环

境、理论分析体现原位环境。 

采用取自松科二井同一地质区域的 10 个不同

深度(1 000～6 400 m)的岩心，实验研究了考虑不同

深度赋存地应力影响的岩石单轴压缩和常规三轴力

学行为的影响，提出了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方法

以近似模拟原位应力状态，探索了考虑不同赋存深

度原位应力影响下的岩石物理力学行为规律，研究

结果表明： 

(1) 单轴压缩下浅部岩石的物理力学参数随深

度的差异较小，可近似假设为恒定；随着深度增大，

不同赋存深度对岩石单轴压缩力学性质产生显著影

响，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均随深度呈现明显的非线性

变化，不宜假设为常数。单轴压缩下松科二井不同

赋存深度砂岩的弹性模量随着深度的增大呈现线性

增大；单轴压缩强度随着深度呈现对数非线性增大；

峰值应变随着深度的增大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趋

势。 

(2) 考虑不同深度地应力影响的常规三轴实验

表明不同深度岩石的物理力学参数差异性显著增

大，且使得物理力学参数随深度的变化规律与单轴

压缩条件下不同。考虑不同深度地应力影响的三轴

压缩下砂岩弹性模量随着深度的增加呈现对数非线

性增加；泊松比随着深度的增大呈现线性增加，残

余强度和应变硬化模量随着深度的增加呈非线性增

长。 

(3) 模拟不同赋存深度原位应力影响(原位应力

恢复重构实验)下的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均随不同深

度原位应力增加呈更明显的非线性变化。相对于考

虑不同深度地应力影响的常规三轴实验，模拟不同

深度原位应力影响下岩石弹性模量和峰值强度增大

且随深度表现出更明显的按对数函数增大的趋势。

特别是超过 4 800 m 深度之后，不同赋存深度岩石

的泊松比、应变硬化模量和峰后跌落模量等力学参

数的影响更大，泊松比升高 13%～39%，应变硬化模

量降低 15%～37%，峰后跌落模量降低 31%～93%。

原位应力恢复重构实验中岩心在 1 000～3 500 m 深

度范围内的应力应变曲线存在更加明显的屈服平

台，且对埋深 5 100 和 5 600 m 的试样，其峰后变

形曲线出现了脆性到延性的转化。 

本文初步研究了不同深度原位赋存环境对岩石

物理力学性质影响的差异性规律，结果表明深部岩

石物理力学参数随深度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与

不同深度原位赋存环境密切相关，这说明开展深部

原位环境下的岩石力学研究是必要的和可行的。该

研究为深部原位岩石力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前期探

索，以期为研发深部资源安全高效开采新理论和新

技术、探索深地科学规律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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