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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井高强混凝土损伤演化与渗透性关系
张 楠 1，程 桦 1,2，荣传新 1，林 键 1
(1. 安徽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2. 安徽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合肥 230022)
摘 要：以冻结井高强混凝土为研究对象，通过混凝土三轴压缩受力全过程渗透性试验，研究混凝土力学损伤演化与渗透性
关系。结果表明:混凝土在压缩应力作用下的损伤演化与结构内部微裂隙的扩展发育有关；通过间接测量法即测量微观损伤
的宏观表现来量化损伤，以环向应变作为宏观表现形式定义新的损伤变量，提出相应的损伤本构方程；分析围压、损伤变量、
主应力差与混凝土渗透性之间的关系；运用数理统计中回归分析方法给出反映混凝土渗透性与围压、损伤的相关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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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 between Damage Evolution and Permeability of High-strength
Concrete of Freezing Shaft Lining
ZHANG Nan1, CHENG Hua1,2, RONG Chuanxin1, LIN Jian1
(1.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Anhui, China;
2.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damage evolution of concrete under compressive stress condition and its impact on concrete permeability were
investigated via a series of hydro-mechanical triaxial coupling tests on high-strength concrete of freezing shaft lining specimens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using triaxial servo-controlled seepage equipment.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mage
evolution of concrete under compression stress is related to internal micro-porous struc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of the
cracks. The damage evolution was measured indirectly. The damage factor is defined by circumferential strain on specimens, and a
damage 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 was propose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confining pressure, damage factor, principal stress
deviator and permeability of concrete were established. Furtherm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permeabilities of concretes relevant to
pressure and damage evolution can be described by an empirical formula obtained based on linear regression.
Keywords: 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 triaxial compression, damage evolution, permeability

我国西部地区深基岩冻结井多穿越深厚侏罗‒
白垩系富水地层，该地层成岩晚、胶结程度差、强
度低、遇水软化。建成运行的钢筋混凝土冻结井筒
在高水压与围岩压力作用下常发生渗漏水现象，轻
者影响矿井正常生产，重者危及矿井安全。究其原
因，一方面与冻结井井壁结构形式和施工质量有关；
另一方面与冻结井混凝土筑壁材料在高应力状态液
‒固耦合力场作用下的自身力学特性有密切关系。

1976 年 Dougill[1]首次在混凝土材料领域应用
损伤力学概念，随后 30 a，混凝土损伤研究获得了
许多进展，提出了一批经典的损伤模型例如 Loland[2]、
Mazars[3–4]、Sidoroff[5]模型，这些模型大多是以单轴
实验所得的应力-应变曲线为基础获得的；Picandet
等[6]提出关于渗透和损伤之间的关系方程描述混凝土
的渗流损伤耦合作用，Pijaudier-Cabot[7]对 Picandet 提
出的关系方程进行泰勒展开，但此类公式仅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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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损伤值较小时混凝土的渗透与损伤之间关系。
国内
[8]
学者也展开了相关研究，王海龙等 采用细观断裂力
学的方法研究湿态混凝土在外部荷载的作用下，
裂纹
及孔隙中水压力的大小和影响因素及其对混凝土受
力性能的影响；翁其能等[9]利用有效承载面积损伤定
义混凝土开裂损伤问题，
求得渗透作用下开裂混凝土
的损伤表达。混凝土材料的渗透损伤问题较为复杂，
虽然已提出不少损伤机理和模型，
但大多数模型主要
考虑单一应力状态，
多向应力状态下的损伤模型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
混凝土材料破坏过程实质上是内部微
裂纹和孔隙的发展过程，寻找合适的损伤表达形式，
建立起微观到宏观的联系是研究的趋势。
以深基岩冻结井高性能混凝土材料为研究对
象，通过三轴压缩受力过程中的渗透性试验，分析
其损伤演化规律，定义新的损伤形式，给出不同应
力状态下的渗透损伤关系方程。

1 实验
1.1

试样制备
通过正交实验确定 C60 高强混凝土配合比如
下：硅酸盐水泥 P▪Ⅱ52.5R 410 kg，NF‒F 复合型外加
剂 130 kg，砂 669 kg，玄武岩石子 1 092 kg，水 149 kg。
将材料混合均匀后浇筑成尺寸为 150 mm×150 mm×
150 mm 的立方体试件，在温度(20±2) ℃，湿度不
小于 95%环境下养护 28 d。用岩石取芯机钻取直
径 50 mm，高度 100 mm 的混凝土试样，打磨试样
两端至光滑，将试样置于水中浸泡 28 d，待混凝土
内部结构达到稳定状态后开始试验。
1.2 试样测试
在 MTS.816 型测试系统上用瞬态测量法测量混
凝土的渗透率，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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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垫块，垫块的透水槽面向试样；用热缩管包裹
试样和垫块，热缩管在试验中起到隔绝围压介质油
和孔隙水的作用；用金属导水管连接垫块和位于三
轴腔底座的孔隙水出水孔；在试样高度中间位置安
装环向引伸计；之后将试样安装在图 1 所示位置。
(2) 试验初始，先控制轴向压杆使试样与压杆
接触，此时 P1＞0；然后通过油压系统施加围压 P2
到试验所需特定值并保持不变。
(3) 在常规三轴压缩试验结果基础上，在本试
验过程中布置多个渗透率测点，测试不同应力状态
下的渗透率。用轴向应变表征不同测点位置，通过
控制轴向应变的加载方式对试样施加轴向力 P1 至
试样轴向应变为01，此时对应测点 1 状态。
(4) 保持围压 P2 和轴压 P1 不变，打开孔隙水通
道上的阀门#1、#2，控制孔隙水压系统，施加孔隙
水压 P0，此时水阀门#1、#2 都处于打开状态，试样
上下两端水压力通道联通，此时 P3=P4=P0；随后关
闭阀门#1，则试样上端水压力 P3 保持在 P0 大小；
阀门#2 保持打开状态，继续控制孔隙水压系统降
低水压至 Pc，Pc＜P0；关闭阀门#2 后关闭水压系
统，此时为该测点渗透率测试的起始时刻，试样下
端的孔压 P4=Pc ＜P0 ，试样两端形成渗透水压差
ΔP=P3‒P4=P0‒Pc，引起渗流，在渗流过程中渗透压
差 ΔP 不断减小，绘制 ΔP‒t 曲线。
(5) 待 ΔP 趋于稳定后，打开阀门#1、#2，使试
样上下两端水压通道联通，ΔP=0；以控制轴向应变
的加载方式对试样施加轴向力到测量 2 状态，此时
对应轴向应变02；循环步骤(4)中操作，测试该点的
渗透率；按上述步骤进行试验直至完成所有测点。
试验过程中，MTS.816 系统可实现对试样两端
孔隙水压力差 ΔP 的实时监测与采集，并通过 MTS
外接引伸计传感系统记录试样的环向应变、轴向应
力应变。
渗透率 K 计算公式如下：
L lg( ps  pr )
K  2.40129  
(1)
A (tr  t1 )
式中：A 为试样端面截面积，cm2；L 为试件高度，
cm；t1、tr 为每一测点渗透率测试的始、止时间，s；
Ps 为渗透率测试初始时试样上下两端的渗透水压力
差 ΔP=P3‒P4，MPa；Pr 为渗流过程终止时的 ΔP，MPa。

Fig. 1

图 1 试验原理示意图
Illustration of experiment principle

(1) 试验开始前，在试样上下两端各放置一枚

2 结果与讨论
2.1

混凝土不同围压条件下应力应变‒渗透率关系
不同围压条件下应力应变与渗透率 K 关系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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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环向应变与轴向应力应变关系曲线如图 2 和
图 3 所示，围压分别为 5、10、20 和 30 MPa。可以
看出：试验初始段，混凝土渗透率 K 随偏主应力
1‒3 增大略有减小，主应力差1‒3 (即轴压 P1 与
围压 P2 差值)随轴向应变 ε 增加而线性增加，斜率 k
保持不变；随着轴向应变继续增大，偏主应力1‒3
呈现出非线性增加的趋势，且增幅逐渐变小，此阶
段渗透率快速增加；当主应力差1‒3 达到峰值点附
近，渗透率增幅减少，并趋于稳定。以围压为 5 MPa
条件下试验结果为例：初始段，轴向应变由 0 增至
0.001，主应力差1‒3 由 0 增至 25.16 MPa，渗透率
在 8.30×10‒6 cm/s 上下波动，振幅较小，环向应变由
‒1.83×10‒4 增至‒3.18×10‒6；随着应力不断增大，当
达到某一阈值后，渗透率随应力增加明显增大，由
8.30×10‒6 cm/s 增至 1.77×10‒3 cm/s，轴向应变由
0.001 增至 0.004 9，环向应变由‒3.18×10‒6 增至
1.02×10‒3，应力增至 56.58 MPa；当应力达到峰值点
58.56 MPa 附近后，渗透率随应力增加逐渐变化不明
显，渗透性趋于稳定(1.77×10‒3 cm/s 小幅波动)。

(a) 5 MPa

(c) 20 MPa

Fig. 2

2018 年

从表 1 可以看出，随着围压的升高，试样的最
大渗透率不断减小，本质上最大渗透率的减小与混
凝土内部缺陷的发育演化受到抑制有关；可见围压
对混凝土内部裂纹的萌发、演化和发展有抑制作用，
围压越大，抑制效应越强。
2.2 混凝土损伤演化与应力状态关系
为解释上述试验现象，必须对材料微观结构进
行分析，引入损伤变量[10–16]作为其本构关系内变量。
试验初始前，先施加轴压1(P1)，再施加围压2=3
(P2)，使1=2=3，在该应力状态下试样仅发生原生
微孔裂隙的压密变形，只产生体积改变，没有损伤
产生，试样环向尺寸减小；随着轴向应力的增大，
原生微孔裂隙被进一步压密，此时压密空间十分有
限，环向尺寸几乎不变，体积压缩，为弹性变形阶
段；当轴向应力达到起裂强度时，混凝土内部出现
平行或近似平行于最大主应力方向的张拉裂纹，即
近似轴向的细观裂纹，以被压密的轴向原生裂纹开
度恢复为主，环向尺寸先缩小后增大；轴向原生裂
纹开度不断增大，直至试样环向尺寸恢复到施加外

(b) 10 MPa

(d) 30 MPa

图 2 不同围压下渗透率(K)与轴向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Variation curves of stress-strain and permeability (K)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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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5 MPa

(b) 10 MPa

(c) 20 MPa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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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0 MPa

图 3 不同围压下环向应变与轴向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Variation curves of axial stress-strain and circular strain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Table 1

表 1 不同围压下试样的渗透率
Permeability of samples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Sample

Confining pressure/MPa

Seepage pressure differential/MPa

1

5

2

K×106/(cm·s‒1)

Peak stress/MPa

Minimum

Maximum

2.5

8.26

2 500.13

58.57

10

2.5

7.50

728.09

78.86

3

20

2.5

7.36

102.07

95.49

4

30

2.5

7.31

15.97

115.89

K—Permeability.

荷载前的原有尺寸，即试样的环向应变为 0，此时
应力应变曲线由线性向非线性发展，根据损伤力学
基本概念，认为材料的非线性由材料内部的损伤及
其演化引起，由此认定试样进入损伤阶段；新生细
观裂纹和原生微裂纹会随着偏应力的施加，张拉、
扩展并产生次生分叉裂纹，微裂纹出现张拉和剪切
两种形式的连接，使得混凝土内部裂纹交汇，出现
贯通裂纹，混凝土体积出现扩容膨胀，体积膨胀主
要由环向应变的增大而导致；随着轴向应力的进一
步增大，混凝土达到承载极限即峰值强度而破坏，

表面出现宏观贯通裂纹，此后混凝土进入峰后应变
软化段。
观察不同围压下环向应变与轴向应力应变关系
曲线(见图 3)，当环向应变为 0 时，对应曲线由线性
段向非线性段转折点，即损伤的起始点，用环向变
形量描述损伤阶段混凝土内部孔裂隙的萌生、扩展
情况，定义损伤变量 d 为：
(   )
d 1 c 
(2)

 c

式中：c 为试样达到峰值强度时对应的环向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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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试样的环向应变；c 为损伤初始时试样的环向
应变。
损伤本构方程如下：

2018 年

初始时，施加应力 1 ＝ 2 ＝ 3 ，原生孔裂隙
被压缩，致使混凝土体积减小，渗流通道在压应
力场的作用下逐渐闭合，渗透性减弱；该阶段试

=E‒d

(3)
式中：E 为混凝土材料的弹性模量，N/mm ；为偏
主应力引起的轴向应变；为单位损伤变量所引起的
混凝土承载能力损伤量，是与围压3 有关的函数，
可以通过试验结果求得，MPa；d 为损伤变量，d=0
对应无损伤状态，0＜d＜1 对应不同损伤程度，d=1
对应完全损伤状态。
通过公式(2)简单运算后，得到不同环向应变
对应的损伤变量 d，通过应力应变关系曲线，作出
不同围压条件下偏应力1‒3 与损伤变量 d 关系曲
线如图 4。应力1‒3 增长的幅度随损伤 d 的增加不
断减小，即随着损伤的不断积累，材料的承载能力
衰减越快。
2

样只产生体积变化，内部结构不变，不产生损伤；
围压大小不同，减弱程度也有所不同。围压较低
时，渗透率随围压增大急剧下降；围压较高时，
渗透率随围压增大降低幅度变小。通过对图 5 回归
分析，混凝土围压与初始渗透率存在幂函数关系，
如下：

K0=KwB
(4)
式中：B 为参数，反映围压对混凝土初始渗透率的
影响程度；为有效围压系数，大小为3/1 MPa；Kw
为未损伤混凝土的天然渗透率。
2.4

混凝土损伤演化与渗透性关系
图 6 和图 7 分别为不同围压条件下损伤、损

伤变量和渗透率的关系。围压为 5 MPa 时，当轴
向应变增长至 419.4×10‒6，环向应变由负值增长到

0 时，此时为损伤的起始点，在该阶段渗透率 K
在 8.3×10‒6 cm/s 上下波动，振幅极小；在损伤的
初始阶段，环向应变随轴向应变增长而缓慢增长，
轴向应变增加至 1 753×10‒6，损伤变量 d 由 0 增至

0.082 5，渗透率增至 1.088×10‒4 cm/s；而后随着损
伤 的 不 断 积 累 ， 轴 向 应 变 由 1 753×10‒6 增 至

531 2×10‒6，损伤随轴向应变增长而急剧增长，渗
透率与损伤的增长规律有较好的一致性；在试样
达到峰值强度时，试样内部有宏观裂纹产生， d
图 4 不同围压条件下偏应力与损伤变量(d)关系曲线
Fig. 4 Variation curves of deviatoric stress and damage
variable (d)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2.3

围压与初始渗透率的关系
根据试验结果表 1。绘制初始渗透率随围压变
化曲线如图 5。

增长至 1，渗透率增至 1.77×10‒3 cm/s。从图 6 可
以看出，混凝土压缩破裂过程中损伤演化趋势与
渗透率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当环向应变恢复到 0
后，混凝土进入损伤阶段，渗透率随损伤变量增
加而显著增加。
通过图 6 绘制不同围压条件下损伤变量和渗透
率关系曲线图 7，再对图 7 曲线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得出给定围压条件下渗透率和损伤变量之间的关系
为指数函数表示，即：

K=K0exp(Ad)

(5)

其中

0

  c  
d  1 
 c


1

图 5 初始渗透率随不同围压水平的变化
Fig. 5 Variation of initial permeability with different stress

(  ≤ 0)
(0       c )
(  ≥   c )

式中：A 为试验常数；K0 为混凝土的初始渗透率；

c 为损伤终止时的环向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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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0 MPa

(d) 30 MPa

图 6 不同围压条件下混凝土损伤和渗透率演化曲线
Evolution curves of concrete damage and permeability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因在于混凝土内部孔、裂隙的不断扩展发育，在该
试验中所测得的渗透率变化与试样内部轴线方向上
的孔、裂隙关系紧密。表明与渗流方向一致的孔、
裂隙发展规律的损伤演化是混凝土渗透性变化的最
本质因素。此外，裂纹的扩展受到应力水平的影响
较大。围压的增加抑制了孔、裂隙的扩展速度和程
度，导致渗透率减小，围压的影响不容忽视。
通过前述分析，已知混凝土在压缩破裂全过程
中的渗透率与损伤变量存在指数函数关系，与围压
呈幂次函数关系。因此，混凝土的渗透率可表达为：

图 7 不同围压条件下损伤变量和渗透率关系曲线
Fig. 7 Variation curves of damage variable and permeability
under different confining pressures

3 渗透性演化规律分析
分析可知，混凝土压缩破裂全过程中的渗透性
与围压、损伤变量关系密切。渗透率变化的根本原

K=f(, d)=g()h[d()]
(6)
式中：f(, d)是关于围压和损伤变量的函数；g()是
关于围压的幂次函数；h[d()]是考虑围压影响下关
于损伤的指数函数。
对图 8 进行拟合分析，得到混凝土渗透率随损
伤变量 d 及有效围压系数变化的经验方程为：
K=KwBexp(Ad)
(7)
考虑到围压的影响，参量 A 及损伤变量 d 为有
效围压系数的函数。在固定围压的试验条件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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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的渗透率随损伤演化，服从先缓慢增加后迅速
发展的规律，符合指数函数关系，这与混凝土渗透
率变化内在机理相一致；在相同损伤水平条件下，
混凝土的渗透率又随围压的增加而减少，呈现出幂
次函数的规律，这与围压对孔、裂隙扩展和发育的
影响效果吻合。
为验证式(7)的有效性，对试验结果进行拟合分
析。运用最小二乘拟合方法，依据式(5)对不同围压
条件下渗透性随损伤的演化趋势进行拟合，确定参
数 A 的取值及其随围压的演化关系式；结合式(4)，
经过最小二乘拟合得到参数 K0 及 B 的取值。得到式
(7)的主要参数取值：Kw=9.04×10–6 cm/s，B= ‒1.082，
A =5.348‒0.164。
图 8 为围压 10 MPa 时渗透率随损伤演化的拟合
曲线 K=Kw×10‒0.082e3.709d。以试样环向变形表征的损
伤变量能较好地反映混凝土在不同围压条件下压缩
破裂过程中渗透性随损伤演化变化的规律。

2018 年

缩破坏过程中渗透率随损伤演化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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