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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underlain mechanism 
associated with fracture of brittle material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fracture surface, fractography.  Using 
CSTBD tests, the fracture process of the material was 
identified and the types of fracture, e.g., Type I or Type II 
then was distinguished.  Meanwhile, it is also found that 
rib mark can be concave toward the direction of crack 
propagation, and therefore, to identify the fracture process 
should be based on more than one evidence to avoid 
incorrect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fractography, brittle material, failure mode, 
model rock. 

   

本文嘗試運用裂形學與破裂力學作為工具，探討脆性材

料受不同應力方式的破壞機制，包括單壓試驗、巴西人張力

試驗及單壓斜裂縫試驗，同時探討破裂形式對實驗所得強度

之影響。單壓試驗中由於壓實錐之形成，造成破壞強度變高。

另外，經由筆直穿透裂縫巴西人盤試驗及單壓斜裂縫試驗施

作，釐清應力狀況對裂形的影響。同時本文之試驗結果顯示：

肋紋有凸向破裂源點的情形發生，因此在現地的裂形觀察，

不宜只單靠某一裂形特徵，便急於進行判釋，而需能輔以其

他裂形之比對，才可有效地由現地岩石之裂形，闡釋其破裂

過程與機制。 

 裂形學、脆性材料、破裂模式、人工岩石。

1.   

破壞力學的發展使人們對材料的破裂行為有更

進一步的認識，它提供了一個以裂縫為主體的方法來

解析材料破裂機制及結構體因裂縫增長而損壞的定

量描述，已然應用於工程設計上，使得破裂力學的應

用日趨廣泛。然而材料的破裂均與材料特性及應力狀

況有關，因此有不同的破裂特徵；裂形學  (fracto- 
graphy) 便是藉由這些破裂特徵來了解材料的破裂機

制、應力狀況及應力歷史等，期能更佳掌握材料的破

裂行為。因此，藉由裂形學對材料破裂的描述，再導

入破裂力學的理論分析，將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岩石材

料之破裂機制。 
 
 
 

2.   

早在 1920 年代，英國科學家 Griffith [1] 在研究

玻璃、陶瓷等脆性材料之破裂行為，以能量平衡的觀

點，作為判斷脆性材料破裂的準則，其後二十年間此

學域發展有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許多

不解的破壞案例 (材料在低於工作載重下，竟突然斷

裂)，進一步研究討論後才有重大的進展。 
1940 年代末期，Irwin [2] 將 Griffith 能量平衡理

論進一步擴展到金屬等延性材料，而到了 1950 年代，

Irwin [3] 首先引入應力強度因子  (Stress Intensity 
Factor，SIF) 的概念，使得裂縫附近的應力場得以直

接分析計算，因此能將破裂問題加以量化，進而直接

應用在工程設計上，造成破裂力學的應用及研究快速

發展，到了 1968 年 Rice [4] 提出 J 積分的概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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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破裂力學從線彈性破裂，LEFM) 進展至彈塑性破

裂力學 (Elastic Plastic Fracture Mechanics，EPFM)，
至此破裂力學的應用日趨成熟。 

時至今日，破裂力學的應用已相當廣泛，從火

箭、人造衛星、太空站、宇航船等的航太工程，人們

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機具 (汽、機車) 以及各種岩石

工程之應用與研究等，均含有破裂力學之概念與研究

方法。 
就岩石材料而言，它並非人造材料，因此它存有

層面、節理、裂隙等不連續面，而這些弱面往往決定

了岩石的力學行為，單只靠傳統的材料力學尚有不足

之處。野外岩石露頭或一些岩石工程 (如隧道開挖、

鑽探)，由於大地應力或其它人為因素，使得岩石的裂

面特徵變得非常豐富。這些裂面上遺留下之特徵通常

不需藉助其它工具，只需肉眼便可直接觀察。裂形特

徵往往可反映出其破裂時之應力狀況及過程，因此若

能了解各種不同岩石裂形的成因，將有助於掌握岩石

之弱面狀況並進而應用於工程實務上。 

2.1   

Hodgson [5] 首先對岩石裂形特徵有系統的給予

命名。Kulander, et al. [6] 及 Ameen [7] 加以增補及修

正。圖 1 為 Kulander 等人對斷裂面表面特徵的細部命

名。以下介紹主要的破裂特徵。 

2.1.1  剪力裂面特徵： 

由於剪力裂面之上下兩面在破裂過程中產生相

對滑移，因此造成擦痕等表面特徵，如單壓試體的壓

力錐表面。 

1   

裂面名稱 裂面特徵 

破裂源點 
(fracture origin) 

材料破裂發生起源點 (起裂點)。有時源點位置

無法直接觀察可藉由梳紋、肋紋來推估。 

鏡區與霧區 
(mirror zone 

and mist zone) 

鏡區為破裂源點周圍較光滑明亮的區域，而霧區

則在鏡區外圍較無光澤且較鏡區粗糙的區域，但

對於岩石，因其顆粒較明顯，則鏡區與霧區不易

產生，取而代之的是較平滑的破裂面。 

渥勒線 
(Wallner lines) 

在鏡區內的微小起伏，係由於破裂發生時，以超

音波的形式釋出能量，並與破裂前緣交互作用，

所形成的痕跡，但岩石顆粒明顯，鏡區不易產

生，因而渥勒線不易觀察到。 

梳紋 
(hackle mark) 

為霧區外圍有如羽毛狀的一條條紋路，因其平行

裂面前進方向，故可藉此判斷破裂源點與裂面之

延伸方向。 

扭梳紋 
(twist hackle) 

斷裂過程中，由主破裂面轉至另一層面，造成應力

場的改變，所形成如雁行排列 (不連續) 的梳紋。

肋紋 
(rib mark) 

又稱停止線或貝殼狀構造，為裂面上圓弧或橢圓

弧紋，是在破裂過程中，應力暫時下降所造成裂

面暫時停止的構造，可藉此推估破裂源點與破裂

速度。 

2.1.2  張力裂面特徵： 

主要的張力裂面特徵整理如表 1 所示。一些岩石

的張力裂面特徵如圖 2 與圖 3。 

2.1.3  延性破裂表徵： 

岩石材料通常是較具脆性的，但在高溫或高壓的

情況下，岩石變得較具延性，其破裂表徵典型的有交

叉狀的剪力帶與雁行跡 (圖 4)。 

 
1   (  [6]  [7]) 

 
2   (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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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2.2   

Griffith 認為裂縫增長所需之能量，由該系統提

供，若系統所釋出之能量低於形成新的裂縫表面所需

之能量，則裂縫不會增長，反之，若系統所釋出之能

量高於形成新的裂縫表面所需之能量，則裂縫便會增

長。即： 

 裂縫會增長
A
W

A
U

∂
∂

>
∂
∂

 (1a) 

           臨界狀態
A
W

A
U

∂
∂

=
∂
∂

 (1b) 

    裂縫不會增長
A
W

A
U

∂
∂

<
∂
∂

 (1c) 

式中 A = 裂縫增長面積；W = 裂縫增長所需之能量；

U = 裂縫增長系統所釋出之能量。 

Griffith [1] 依據 Inglis [8] 對一無限大且厚度為

B 之平板，中心具一長為 2a 之橢圓穿透裂縫，上下二

端固定且承受均勻之拉應力  σ 之應力場計算結果 
(如圖 5)，其應變能為： 

 
EB

A
E

BaU
4

2222 σπ
=

σπ
=  (2) 

式中 E = 材料之楊氏模數；A = 裂縫增長面積  
( = 2aB)。 

並假設  γ 為形成一單位面積的新裂縫表面所需之能

量，則： 

 γ=γ××= ABaW 222  (3) 

令能量釋放率 G： 

 
A
UG
∂
∂

=  (4) 

 
5   [9] 

則由式(2)可將 G 改寫為： 

EaEBAAUG 22 2 σπ=σπ=∂∂=  

則當臨界狀態時： 
γ=⇒∂∂=∂∂ 2cGAWAU ，並可改寫為： 

 EaG cc
2σπ=  (5) 

若對於平面應變狀態，則上式須修正為： 

 EaG cc
22 )1( σπν−  (6) 

因此，破裂判據可改寫為： 

           裂縫會增長 (7a) cGG >

      cGG =      臨界狀態 (7b) 

           裂縫不會增長 (7c) cGG <

式中 G = 能量釋放率，Gc = 臨界能量釋放率。 
因 G、Gc 之因次皆為「力量／長度」，故 G 可稱

為每單位長度之裂縫增長所須之力，而 Gc 為每單位

長度之裂縫增長材料所提供之阻抗力。 
早期 Griffith 能量平衡理論只適用在脆性材料，

對延性材料不適用，直到 1940 年代末期 Irwin [2] 提
出對延性材料應以 γp + γ 取代 γ，其中 γp 為形成一

單位面積的新裂縫表面所需之塑性變形能，對延性材

料而言，一般 γp ≅ γ，故將上述之 γ 改為 γp 即可用於

延性材料。 

3.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觀察裂面特徵，若直接以

自然岩石作為試驗材料，則試體尺寸須大才有機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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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明顯的破裂特徵，因此顯得不經濟或不可行。故

選用的材料為石膏與環氧樹脂，採用人造材料的目的

主要有：(1) 容易製作成各種試驗之形狀、尺寸及裂縫

位置。(2) 石膏顆粒較自然岩石為細，易於觀察裂面特

徵，而環氧樹脂則無裂面顆粒問題且為透明，較小的

試體尺寸即可觀察所要的破裂特徵。另外，石膏為顆

粒與顆粒膠結而成，而環氧樹脂為高分子聚合物，因

此相較之下，石膏膠結較為鬆散，其所反應出的裂形可

與環氧樹脂所生成之裂形互為對照，然而，人造材料仍

不足完全替代自然岩石，故須輔以野外之現地觀察。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了解岩石裂面的成因，因此

設計不同之試驗方法來模擬岩石裂面特徵，並利用所

規劃的試驗配置，可較明確知道破裂時的受力狀況與

邊界條件的特點，藉此來釐清各種不同的裂形之產生

原因。本研究進行之試驗規劃如表 2 所示。試驗項目

包含有單軸壓力試驗、巴西人間接張力試驗、筆直穿

透裂縫巴西人盤 (Cracked Straight-Through Brazilian 
Disk，CSTBD，圖 6) 試驗及單壓斜裂縫試驗。由單

軸壓力試驗、巴西人張力試驗的施作，可藉此了解裂

形學與破裂力學的應用。CSTBD 試驗可對張力裂面

作基本認識，並能進行混合模式 (mixed mode I-II) 的
討論。對於單壓斜裂縫試驗，可由破裂力學的理論分

析，來了解肋紋的產生原因。 
CSTBD 有二個最重要的優點，其一是對於模擬試

體的裂縫製作較為簡便，一是對於混合模式的理論較

為完備且簡單，因此可進行 Mode I、Mode II 與 Mixed 
mode I-II 等裂縫受力模態的討論。依據 Atkinson, et al. 
[10] 的研究可知，對 CSTBD 試樣之應力強度因子可

表示為：  

 II N
BR
aPK

π
=  (8a) 

 IIII N
BR
aPK

π
=  (8b) 

式中NI = mode I之正規化應力強度因子；NII = mode II
之正規化應力強度因子；P = 所施加的載重；B = 試
體厚度；R = 試體半徑；a = 裂縫半長。若 P 取破壞

時的荷重，即可求得破裂韌度。 
對於小裂縫 (a/R ≤ 0.3)，正規化應力強度因子可

簡化為： 

 
2

222 )cos41(sin4sin41 





θ−θ+θ−=

R
aNI  (9a) 

 θ

















−θ+= 2sin)5cos8(2

2
2

R
aNII  (9b) 

式中 θ = 裂縫傾角。 

2   

模擬之裂面特徵 實驗名稱 
 1. 主要節理面 ― 
2a. 陡變的扭梳紋翼 ― 
2b. 漸變的扭梳紋翼 CSTBD 
 3. 源點 實驗控制 
 4. 羽毛狀梳紋 ― 
 5. 羽毛軸 ― 
 6. 扭梳紋面 CSTBD 
 7. 扭梳紋階 CSTBD 
 8. 肋紋  CSTBD、單壓斜裂縫 
 9. 彎鉤跡 ― 
10. 雁行跡 ― 

因此對於 a/R = 0.3 之試樣，在純 mode II 的情

況下裂縫與荷重方向之夾角約為 27.2°，故在 0° ~ 
27.2° 內 KI 為正值 (拉力)，而在 27.2° ~ 90° 則 KI 為

負值 (壓力)；對於 a/R = 0.1 之試樣，在純 mode II
的情況下裂縫與荷重方向之夾角約為 29.7° (由式(9)
可得)，故在 0° ~ 29.7° 內 KI 為正值 (拉力)，而在 
29.7° ~ 90° 則 KI 為負值 (壓力)。因此可藉由選擇不

同之裂縫傾斜角來觀察其裂形。 

4.   

4.1   

單壓試驗採用石膏試體，試驗結果顯示其裂形特

徵如下：(a) 若試體未作端面處理，實驗結果顯示試體

兩端會產生壓實錐 (圖 7)，此壓實錐表面為 mode II 的 

 
6  CSTBD  

 

7 mode II 
 

 



 鄭富書．林銘郎．林鴻州：脆性材料之裂面形態及機制初探 53 

 

8  (
) 

剪裂面。(b) 試體利用鐵弗龍與潤滑劑來減少端面的

摩擦力端面處理，則實驗結果如圖 8 所示，圖中可

觀察出此情形下，試體兩端部不會產生壓實錐，其

破裂特徵為垂直劈裂。 

無端面效應試體之強度值僅為有端面效應之七

至八成，其強度需視裂面的發展而定，倘若試體能

同時發展許多裂面，則強度值偏高；但若只先形成

一主要裂面，則由破裂力學可知拉應力將集中在此

主要裂面的尖端，而無法於其它地方再形成新的裂

面，因此只能形成一主要裂面貫穿試體，故強度值

較有多條裂面產生的試樣為小。無端面效應試體之

強度值較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 KIIc > KIc 的結果。

因此材料為了要形成滑裂型的裂面，則壓力機需提

供較多的能量，使得有端面效應試體強度值較高。 

4.2   

巴西間接張力試驗採用石膏試體，利用三種不同

之承壓設分別為 (1) 巴西人夾具；(2) 承壓鈑夾具；

(3) 劈裂用夾具，示意圖如圖 9 所示。這三種加壓方

式以巴西人夾具加載之強度最高，其次為承壓鈑，而

以劈裂用夾具最低。 
用巴西人夾具施作時，除了產生試體中間的主裂

縫外，並幾乎同時亦產生次生裂縫的產生，且因巴

西人夾具是以一弧形承壓塊加載，因此很容易在加

載過程中，因試樣變形而使得加載處為一面載重而

非理想的線載重，因而於試樣二端存在壓力區，產

生類似單壓試體的壓實錐，因此強度較高。以劈裂

用夾具加載施作所得的張力強度結果最低，甚至不

到以承壓鈑施作結果的一半。造成這樣大的差異之

原因主要有：(a) 壓實錐的影響：由於利用一直徑

1.2cm 之圓桿作加載，其加載角 2α (圖 10) 相對較小 

(即使破壞時，加載角所對應之加載寬度也不會超過

圓桿直徑)，因此所形成之壓實錐相對較小，故強度

較低。(b) 楔形貫入的影響：當試體之壓實錐已經產

生，隨著加載將逐漸貫入試體，此時圓桿的存在將

大大地增加貫入的力度，對於承壓鈑，隨著加載將

增加與試體接觸的面積，因此會產生次生裂縫，但

對於劈裂用夾具，隨著加載增加之與試體接觸的寬

度並不會超過圓桿直徑，因而不會產生次生裂縫，

但它提供了貫入的效果，有如以一較大的楔形貫入

試體，因此所得的張力強度將大大的降低。 
 

 

  

9 (a) (b) 
(c)  

 

10 
 

 
 



54 國立臺灣大學「台大工程」學刊  第八十五期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 

4.3  CSTBD  

4.3.1  環氧樹脂試樣 

對 CSTBD 之裂縫傾角試驗，首先本研究進行

a/R = 0.3、裂縫寬度 0.6mm 的部分，將裂縫傾角分

為 0°、10°、27°、45°、60° 與 90°，以 2mm/min 的

加載速率施作，並對其裂形歸納為基本條紋與細部

條紋，基本條紋包括梳紋  (H) 與肋紋  (R)，而細部

條紋則包括階梯條紋  (SA)、起伏小之帶狀條紋  (SB) 

與起伏大之帶狀條紋  (LB)，這些條紋之示意圖如圖

11 至圖 13 所示。 
對於傾角 0° ~ 60° 之試驗結果，裂縫基本上是

由裂縫尖端向試體外部擴展，但對於傾角 90° 之試

驗結果，直接加載，易形成一壓碎區，造成裂片飛

出，不易看出其破裂過程，改用膠帶與海綿包裹，

避免碎片飛出，以利觀察其破裂過程。而用膠帶與

海綿包裹的試樣，其破碎程度較未使用的情形輕

微，但也反應出在裂縫傾角 90° 時，試樣不易形成

較平滑的張力裂面。 

 

11  (R)  (H)  

 

12  (SB)
 (LB) 

 

13   (SA) 

在進行完一系列 CSTBD 傾角試驗，本研究將結

果整理如表 3 所示，而各種傾角所伴生之條紋次數統

計於表 4 所示；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裂縫傾角 60° 的

試體較易形成次生裂面，而對於傾角 90° 之試體，儘

管裂縫尖端 KI 為負，KII 為 0，它仍與未含裂縫的試體

明顯不同，未含裂縫的試體產生交叉狀的剪力帶，但

裂縫傾角 90° 之試體卻產生一破裂區 (破裂帶)。另

外，由各角度的試驗結果，顯示隨著角度愈大，裂縫

尖端的負值 KI 越大，所產生的裂面也越粗糙，又因

裂面擴展會受 KII 值的影響而轉彎，將使得肋紋更易

產生，各角度的破裂過程如圖 14 所示。 

 

14 CSTBD  
( a/R = 0.3 R = 2.8cm B = 
2.8cm) 

3  CSTBD  

角度 0° 10° 27° 45° 60° 
(註 3)

90° 
(註 4)

模式 拉 拉－剪 剪 壓－剪 壓－剪 壓 

裂面粗糙

程度 平滑 平滑
普通 
(註 2) 粗糙 很粗糙 最粗糙

肋紋產生

與否 
(註 1)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註 5)

(環氧樹脂試樣，a/R = 0.3，R = 2.8 cm，B = 2.8 cm) 

註 1： 傾角 27° 與 45° 所生成之肋紋為無遲滯軌跡點的肋紋；而傾

角 60° 與 90° 所生成之肋紋為具遲滯軌跡點的肋紋。 

註 2： 對傾角 27° 之試樣，其破裂表面相當平滑，但易受氣泡影響，

使得裂面不再同一平面上，而產生較大起伏的條紋。 

註 3： 對傾角 60° 之試樣，在主裂面產生後，即會產生次生裂面。 

註 4： 對傾角 90° 之試樣，會產生一破碎區。 
註 5： 在未破碎區的裂面上可能會伴隨肋紋 (具遲滯軌跡點) 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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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STBD   

裂縫傾角 (°) 出現之條紋次數 

0 
H 細：(3/3)；H 粗：(0/3)；R：(0/3)； 
SA：(1/3)；SB：(2/3)；LB：(1/3) 

10 
H 細：(3/3)；H 粗：(0/3)；R：(0/3)； 
SA：(2/3)；SB：(2/3)；LB：(0/3) 

27 
H 細：(3/3)；H 粗：(0/3)；R：(3/3)； 
SA：(2/3)；SB：(0/3)；LB：(1/3) 

45 
H 細：(3/3)；H 粗：(1/3)；R：(3/3)； 
SA：(1/3)；SB：(2/3)；LB：(3/3) 

60 
(註 2) 

H 細：(3/3)；H 粗：(2/3)；R：(1/3)； 
SA：(0/3)；SB：(0/3)；LB：(2/3) 

(環氧樹脂試樣，a/R = 0.3，R = 2.8cm，B = 2.8cm) 
註 1： (3/3) 表示發生此情況的代表性，分母為施作個數，分子

為發生此情況之個數。 

註 2： 對於 60° 之試樣，主裂面則因產生較粗的梳紋，使得肋紋

不易伴生，但次生裂面會伴生許多階的肋紋。 

註 3： 對於 27° 與 45° 所產生之肋紋為無遲滯軌跡點的肋紋。 

4.3.2  石膏試樣 

對於石膏試樣，本研究以直徑 16cm 厚 8cm 且

裂縫長度 4.8 cm (a/R = 0.3)，裂縫寬度 1.0mm 之石

膏試體，並進行裂縫傾角分為 0°、27°、60° 與 90° 的

試驗，對於加載方式則利用承壓鈑與劈裂用夾具。 
以石膏為試體之實驗結果顯示次生裂縫的生成

與加載方式有著密切的關係。對於以劈裂用夾具加

載的試體，並無次生裂縫的生成，但對於承壓鈑卻

有。另外，裂縫的擴展在裂縫傾角 90° 時差異較大，

對以劈裂用夾具施作的石膏試體，其破裂不太受裂

縫尖端左右，但對於以承壓鈑施作，則裂縫擴展卻

可能因次生裂縫的產生，而逐漸延伸至裂縫尖端。 
與環氧樹脂不同之處，在於石膏試體之次生裂

縫相當容易生成，即使在裂縫傾角 0° 或 27°，次生

裂縫亦會生成 (這些角度下，相同之半徑厚度比，

環氧樹脂試樣並無次生裂縫的生成)；而對於裂縫傾

角 90° 之試樣，環氧樹脂會有一破碎區，但石膏試

樣卻無，而這些皆反應出石膏試體較環氧樹脂更具

脆性。 

4.4   

首先，以一個單壓斜裂縫試樣加載至初始裂縫 
(二翼的裂縫) 產生後停止加載，另外，再以另一個試

樣施作至此二翼的裂縫擴展到試樣二端為止，其結果

如圖 15 所示。由單壓斜裂縫的試驗結果，可發現肋

紋的發展相當明顯，也就是說，若一應力場的條件將

使得裂縫擴展停止，則此裂面更易產生肋紋，且肋紋

的軌跡也更明顯。 

 

 

15   

5.   

由前所述，無論在近似 mode II 或混合模式 
(mixed mode I-II) 狀態下，CSTBD 試樣之破裂面仍為

張力裂面，也就是說，在預裂縫尖端之剪應力，轉換

為張力型式的主應力而開裂  (剪力強度  > 張力強

度)，因此就力學上，以端點加載的 CSTBD 試樣，其

開裂面不易形成剪力裂面，而需施加圍壓來限制張力

破裂的產生，才可較易地形成剪力破裂面。 
綜合本文之成果可說明，以觀察岩石裂形為目的

之前提下，環氧樹脂似為相當適用之近脆性材料。

它易於看出各種不同的裂面特徵，且可看出剪力所

造成的影響 (試樣變得不透明，在試樣表面產生交叉

狀剪力帶)，惟此材料亦具延性，因此若要看到剪力

所造成的裂面特徵，除了上述需輔以圍壓外，最好

配合選用較具脆性且顆粒較細或無顆粒問題的材料

如石膏。 
倘若研究的目的在模擬岩石破裂之工程問題 

(如岩坡之破裂發展行為)，則所選用的材料，除了須

進行模擬材料之相似律的實驗外 (本研究所使用之

環氧樹脂，是以拆模後養護 7 ~ 8 天，便開始進行各

項試驗，藉此作為比對的基準)，在破裂力學的實驗

上，最好與現地岩石作下面二種方式的比對： 

(1) KIc 與 KIIc 值和試樣厚度的關係。 
(2) 預裂縫長度對材料破裂韌度的影響。 

如此，才可有效規劃試驗中之試樣尺寸，並以此闡述

所進行之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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