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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岩石在应变率 １０－２ｓ－１ ～１０４ｓ－１ 范围内的动力
特性试验方法 。
本标准适用于爆炸 、冲击 、地震等动荷载作用下岩石力学特性
（参数 ）的测试与研究 。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 凡是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
ＧＢ／Ｔ２３５６１．１０ 煤和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测定方法 第１０ 部
分 ：煤和岩石抗拉强度测定方法
ＧＢ５００２１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ＧＢ／Ｔ５０２６６ 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
ＴｈｅＩＳＲＭ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Ｒｏｃｋ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０１４

２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３．１ 岩石动力学 狉狅犮犽犱狔狀犪犿犻犮狊
研究爆炸 、冲击 、地震等动荷载作用下岩石（体 ）力学行为与响
应特征的科学 。
３．２ 动荷载 犱狔狀犪犿犻犮犾狅犪犱
通常需考虑惯性效应的随时间变化的荷载 。
３．３ 岩石动力特性 犱狔狀犪犿犻犮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狉狅犮犽
岩石试样在动荷载作用下的特性 。
３．４ 动抗压强度 犱狔狀犪犿犻犮犮狅犿狆狉犲狊狊犻狏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岩石试样在动态压缩载荷作用下破坏时的峰值应力 。
３．５ 动抗拉强度 犱狔狀犪犿犻犮狋犲狀狊犻犾犲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岩石试样在动态拉伸载荷作用下破坏时的峰值应力 。
３．６ 裂纹扩展 犮狉犪犮犽犵狉狅狑狋犺
在荷载作用下 ，试样中应力强度因子达到某一临界值时 ，裂纹
起裂与扩展的现象 。
３．７ 动应变 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狋狉犪犻狀
岩石试样在动荷载作用下的应变 。
３．８ 动弹性模量 犱狔狀犪犿犻犮犲犾犪狊狋犻犮犿狅犱狌犾狌狊
岩石试样在动荷载作用下的弹性模量 。
３．９ 应力波 狊狋狉犲狊狊狑犪狏犲
爆炸等荷载引发的应力扰动在介质中的传播 。
３．１０ 冲击波 狊犺狅犮犽狑犪狏犲
波阵面前后介质状态参数和运动参数发生间断的波 。
３．１１ 应变率 狊狋狉犪犻狀狉犪狋犲
单位时间内岩石等材料发生的应变 。
３

４ 总

则

４．１ 为了统一岩石动力特性试验与技术要求 ，推动岩石动力特性
试验技术的发展 ，增强试验结果的可比性 ，为岩石工程设计与建设
提供可靠的岩石动力特性参数 ，特制定本标准 。
４．２ 本标准主要对岩石动力学研究涉及的试验技术进行规范和
指导 。
４．３ 本标准除对岩石试样的采集作严格要求外 ，每组岩样应有同
批岩样的静力特性资料 。
４．４ 爆破荷载的重复试验一直是研究过程的技术难点 ，本标准对
荷载设计作了相应规定 。
４．５ 本标准主要以应变率进行加载等级分类 。

４

５ 基本规定
５．１ 岩石采样时应记录采样地点 、采样时间 、岩石埋深 、层位 、岩
石种类 、风化与新鲜程度等 ；有条件时应描述地质构造与地应力状
态等 ，采取的岩样必须满足试验任务要求 。 相应技术要求应符合
ＧＢ５００２１ 的规定 。
５．２ 试验前 ，应收集相关资料与成果 。 根据试验要求 ，编写试验
大纲 ，大纲应包括下列内容 ：
ａ） 任务来源与要求 ；
ｂ） 试验目的 、试验内容与技术要求 ；
ｃ） 试验设计 ；
ｄ） 仪器设备 ；
ｅ） 人员安排 ；
ｆ） 试验进度 ；
ｇ） 试验成果 ；
ｈ） 安全保障 。
５．３ 试验前每个岩石试样应进行地质素描或拍照 ，试验后要对试
样做破坏特征描述或拍照 。
５．４ 每个岩石试样宜做波速测定 。
５．５ 试验设备能标定的 ，应按规定标定 ；计量设备应按规定计量
或校准 。
５．６ 试验数据记录与整理见附录 Ａ。 无特殊规定 ，计算结果应取
三位有效数字 。
５．７ 试验结束应及时编制和提交试验报告 ，报告应有审核 。

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