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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材料硬化体特性及其充填体力学作用机理分析

胡华，崔明义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北京100083)

摘要：详细分析了高水材料硬化体多方面的特性，并从高水材料对其尾砂固姑充填体力学性质的

影响、高水固结充填体对采空区周围岩体的作用、高水固结充填体与围岩共同作用等方面探讨了高

水团结充填体的力学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由于高水材料固结充填体具有速凝早强、高结晶

水、强度再生、耐水等特性，使其充填作用效果明显优于普通胶结材料充填体，且更适用于深部高应

力环境及复杂应力条件下的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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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袖'aet：The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rdening Ixxly fomled by high water

∞毗mt filling materials．The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high water retaining fill body is also discussed

whidl cove's the influence of Hgh water content fililng materials 0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the

mmented tailings fill body，the action of the hi曲water content fill body on t}le wall／ock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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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tent，strength regeneration，water resistance Therefore，the perfommnces of the fiU body as a

support are superior over the Ell body formed of ordinary cemented filling materials．The high water

retaining fill is more suitable for highly stressed deep mines and more complicated吼rcss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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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随着人类对矿产资源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地

表和地下浅部的矿石资源逐渐枯竭，矿山开采对象

正转向深部矿体、复杂难采矿体。因此，地压控制问

题将日益突出，并成为实现深部安全、高效开采的主

要障碍。充填技术是解决深部地压控制、维护采空

区稳定、保障安全作业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专家预

见，充填采矿法将成为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开采

方法。

高水固结充填技术解决了长期以来水力充填工

艺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和不足，将我国充填采矿技术

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由于高水材料特性对其固结充填体的影响，导

致高水固结充填体对采空区围岩的力学作用机理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研究和探讨其支撑围岩的

力学作用机理，对更有效地利用其规律控制地压、维

护采空区的稳定、提高深部和复杂应力条件下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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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技术具有重要的意义。

2高水材料硬化体的基本特性

高水材料硬化体是甲料与乙料以相同的质量比

混合，水灰比为2．0--3．0的混合浆体经过一段时间

的凝固而形成的硬化体。其与充填支护作用相关的

特性有：

(1)速凝早强特性。研究表明，甲乙两种组分

在分别加水搅拌后24 h内不沉淀、不凝固。两种浆

液混合后能在30 min内凝固，形成的凝固体抗压强

度发展很快，从混合均匀后算起，2 h抗压强度可达

1．0--2．5 MP8。24 h可达3．0～4．0 MPa，3 d可达

4．0～5 0 MPa，7 d可达4．5～5．5 MPa，最终能达

到5．0～6．0 MPa。

添加骨料后的高水周结充填料浆也具有凝固

快，且早期强度高的性能。24 h内充填体强度递增

速度较快，其后明显减缓。养护7 d后可达到最终

强度的95％以上，7 d后强度趋于稳定。这表明高

水固结充填体早期强度高，后期强度稳定。

(2)高结晶水特性。高水材料硬化体的主要组

成水化物相是钙矾石(3caO A1203 3CAS04 32HzO)，

钙矾石结晶水含量比一般无机结晶体含水量大得

多。由于钙矾石结晶能力强，所以在溶液中易形成

网状或树枝状结构。当溶液配比合理时，浆体将发

挥最大的潜能，进一步形成最佳针状结构状态的钙

矾石，填充在已形成的钙矾石网状结构中。随着这

种针状结构晶体的不断增加，结晶化程度加大，直到

最后浆体变为高强度的硬化体。

(3)强度再生特性。高水材料硬化体压裂后，

在不失水的情况下存放一段时间后，压裂的高水材

料硬化体裂隙能够重新弥合而恢复强度，这种性能

称为强度再生。高水固结充填体具有弹一塑性特

征，当其单轴受压后，原有的裂隙被压密，呈现弹性

变形。当外力继续加大，材料变形到屈服极限后，并

没有立即发生脆性破坏，只出现一定程度的枝状晶

体断裂，还具有～定的残余强度。这时如果在外力

的作用下高水固结充填体又被压实，则晶体会继续

生长，把周围的枝状晶体连接起来，强度随之恢复和

增大。这一特性对维护采空区的稳定极为有利。试

验表明，高水材料硬化体受压破坏时间越早，其恢复

强度越高。因为早期破坏，钙矾石的晶体生长不完

善，还有大部分高水材料没有转化为钙矾石，故其强

度能较好地恢复。

(4)耐水性。耐水性指充填体受水的侵蚀、浸

泡后强度不降低，结构不被破坏的特性。高水材料

属水硬性材料，在水化过程中不断需要水参加反应。

充填体结构一旦形成．其中钙矾石晶体已经相互交

接成网状，这时未水化的高水材料再水化，能使网状

加密，强度不断升高。

(5)单轴抗压应力一应变特性。高水材料硬化

体的应力一应变曲线可以说明高水材料固结充填体

的破坏方式，并从中分析高水材料固结充填体的变

形特性。图1是实测的高水材料硬化体龄期为1 d，

3 d，7 d和28 d的应力一应变情况。图中曲线的形

状一致，其应力一应变曲线有共同的特征。其受压

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

圈1高水材料硬化体单轴抗压应力一应变曲线

OA段：曲线斜率逐渐增大。这是由于高水材

料硬化体在载荷的作用下被压实，分子纵向排列致

密所致。

AB段：为弹性阶段，曲线近似直线，斜率为常

数。随应力的增加，应变增加很小。表明高水材料

硬化体具有较高的弹性模量参数。

／3C段：曲线逐渐弯曲，曲线斜率渐小。在载荷

的作用下，纵向不断产生裂隙，导致支撑力达到极限

C点。由于高水材料具有良好的可缩性，载荷微量

增加，充填体便有较大的变形，这种特性使高水固结

充填体能适应围岩变形的特点。

CD段：为应力下降阶段，充填体内裂隙不断扩

展。直到D点，高水固结充填体丧失承载能力，只剩

下残余强度。

(6)三轴压缩应力一应变特性。在实际采矿充

填过程中，考虑到充填体周围的岩体对其产生的应

力，就需要对高水材料充填的三轴压缩应力一应变

特性进行研究。图2是高水材料硬化体在不同围压

下的应力一应变曲线。

与单轴抗压应力一应变曲线不同，围压对充填

体的变形以及充填体的刚度影响较大。从充填体的

微观结构可以看出，其内部结构具有较多的孔隙。

在围压的作用下，孔隙闭合使充填体密实。随着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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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的加大，充填体压实程度变大。可见，围压对高水

材料硬化体的三轴强度影响明显，围压大，三轴极限

强度大，残余强度大。该特性表明，高水材料特别适

用于深部高直力环境和复杂应力条件下的充填。

应查E×10—2

图2高水材料硬化体在不同围压下应力一应变曲线

3高水国结充填体的作用机理

高水固结充填体是指利用高水速凝材料、尾砂

或其它惰性骨料及水经搅拌制成的混合料浆，用泵

或自流输送到采空区后，凝结成的固化体。其充填

支护作用机理可从以下方面理解。

(1)高水材料对高水固结充填体力学性质的影

响。由于高水材料特有的属性，使得其尾砂固结充

填体具有独特的性质，因而在支护过程中表现出不

同的机理。

首先，充填体刚度、弹性模量直接影响到充填体

本身阻止周围矿岩发生变形、位移的能力。由于高

水固结充填体较普通材料充填体弹性模量高，刚度

大，因此，能最大限度地阻抗围岩可环，维护矿岩的

稳定性。研究表明，随着高水固结面填体产生作用，

由于回采造成的应力集中将得到逐步缓解。刚度越

大，二次应力状态获得改善的区域亦增大．缓解的程

度也越太，抵抗变形、位移的能力亦越大。同时，最

大剪应力下降率也相应增加，有利于围岩的稳定。

其次，高水固结充填体具有强度修复能力。由

于高水材料具有重结晶和强度再生能力，因此，高水

固结充填体在压裂或部分破碎后，也可以重新结晶

成整体，恢复强度和其它力学性能。在矿岩与充填

体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充填体本身的稳定性与

矿岩的稳定性同等重要。因此，高水固结充填体强

度修复功能使得充填体自身支撑能力提高，支护作

用加强，同时还具有反复承载的能力。

f2)高水固结充填体对采空区周围岩体的作

用。根据矿山不同的工程地质、开采技术条件、围岩

特性，高水固结充填体对围岩的作用有3种方式：对

卸载岩块的滑移趋势提供侧限压力；支撑破碎岩体

和原生破裂岩体；抵抗采空区围岩的移动。但无论

何种力学作用方式，作用结果是相同的。即一方面

阻止和抵抗围岩发生变形和位移；另一方面改善采

空区围岩应力分布和应力性质，提高围岩自身的强

度。高水固结充填体的高强早凝、强度修复、高弹性

模量、应力一应变等特性更有利于对采空区周围岩

体的作用，达到阻止围岩破坏和变形的目的。同时，

在高水固结充填体与围岩的相互作用中，在一定的

范围内使高水固结充填体的强度得到进一步加强。

充填体对围岩的作用方式见图3。

圈3充填体对围岩的作用方式示意图

(a)一对卸载岩块的精移提供侧眼压力 (b)一支撑破碎岩

体和原生破裂岩体(c)一抵抗采场围岩的团台

(3)高水固结充填体与围岩共同作用。应力一

应变曲线反映了高水固结充填体在不同应力作用下

所表现出的不同应变形式。初期表现为弹性，且有

较高的弹性模量。后期表现为塑性，具有可缩性。

该特性既对围岩有较强的支撑作用，同时能适应围

岩变形的特点。充填采矿法中，维护采场稳定的主

体是围岩与高水固结充填体。当充填体未进入采空

区前，采场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周围矿岩的稳定性．

此时周围的矿岩完全承担全部载荷。当充填体进人

采空区后，所有载荷将由二者共同承担。充填体凝

固初期，其本身是被压实的过程，它对顶板及围岩的

支撑是被动的，其支护作用是靠顶板的下降和围岩

的闭合实现的。因此，在实际充填过程中，要尽量使

充填接顶，这样可以使高水固结充填体在顶板下沉

量很小时就能进入弹性状态，对顶板有较大的支撑

作用。充填体在凝固后，处于弹性阶段，随着二次应

力的增加，充填体应变增加很小。此阶段充填体强

度增大，能有效地控制顶板的下沉和围岩的变形。

但当地压过大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塑性，以适应围岩

的变形，使应力得到释放和缓解，达到控制地压的目

的。

～般来说，高水固结充填体的力学性能难以同

周围矿岩相比，因此，地压控制应在充分发挥围岩自

{下转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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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大允许药量和飞石飞行距离

距爆源北东东550 m处有砖混结构的矿区工

房。距爆源北北东500 m处有破碎机和变电房，破

碎机基础为钢混结构，变电房为砖混结构。以上建

筑物结构完整。这些建筑物和设施均需保护。安全

距离的计算公式为：R=(导)乞{，则同段起爆的最
y

D3 Tr3／o

大允许药量Q=等若丁一，式中R为爆源距保护对
j、

象的安全距离，取500 m；V为保护对象的质点最大

允许振速，取4 cm／s；K和口为取决于爆区地质岩

性的参数，对该爆区K=150．t2=1．65。通过计算

得到Q=171 8 t，取为171 t。对于断层深沟对地

震波的衰减影响，设计时暂不考虑。

个别飞石最远飞行距离按下式计算：

Rr=20n2WKf

式中：R厂一碎石飞散对人员的安全距离，m；
”——爆破作用指数，取1．1；

W--最小抵抗线，取30 m；

K广安全系数，取1．0。
计算出Rf=720 m，取为800 m。在爆破时要

求爆区附近的所有人员、牲畜及有关重要设备全部

撤出到800 m以外。对无法撤出的设备采取其它安

全防护措施。

5结 论

(1)本次硐室大爆破获得成功，其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良好，经济效益显著。

(2)所取得的主要指标是：采掘比0．71 171／kt；

炸药单耗O．293 kg／t；开采成本7．188元／t；40 crn

以上的大块产出率30％。

(3)各种爆破参数仍可进一步优化，配套施工

设备简单。

参考文献：

[1]中国力学学会工程爆破专业委员舍爆破工程(下)[M]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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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5页) ．

承能力的前提下，改善高水固结充填体的力学性能，

调整充填体的支护能力，从而共同维护采场的稳定。

4结论

(1)高水固结充填体具有早期强度高、弹模大、

刚性强等特性，其力学性能更接近矿岩，因此，其支

撑和维护采场稳定性的能力明显优于普通材料充填

体，尤其适用于深部高应力环境和复杂应力条件下

的充填。

(2)高水固结充填体具有独特的重结晶和强度

再生特性，因而增强了自身反复承载的能力。

(3)高水固结充填津对周围矿岩的主要作用表

现在阻止矿岩变形和位移；通过改善应力状态和性

质，提高矿岩自身的承载能力和强度等方面。

(4)采场的稳定性取决于围岩和充填体的稳定

性，因此，在充分利用围岩自身承载能力的前提下，

进一步改善充填体的力学性能，迅速提高充填体的

承载能力是深部开采控制地压，维护采场稳定性的

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1]卦恒虎，等．高水固结充填采矿[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8

[2]蔡嗣经．矿山充填力学基础[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4

[3]黄玉诚，等．高术固结尾砂充填材料的力学特性研究[J]金属

矿山，1997(3)．

[4]孙恒虎，等．高水材料腔结充填工艺在焦家金矿的应用研究

[J]．黄金．1998(3)

我国将全面清理勘查和采矿许可证

国土赉番部近日袅定，对现有的矿产眷源勘壹许可证和采矿许可证依法进行一次奎面清理。这是国土费谭部针对当前矿产资薄昔
理秩序中出现的毙出问题而呆取的芈措。

据了解，这次清理曲重点，一是蝇权颁发的“两证”；二是对不特畚法定条件和规划的申请者颁发的“两证”；三是对同一矿区内违洼
设置的相互重叠或交置的“两证”。这次的“两证”清理工作．主要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赉薄行政主昔都门为单位进行组织部署，
对清理出来的违法违规发放的“两证”，必额及时予毗纠正。该吊销的坚决吊销．谈注销的要坚决注销，谈协调处理的要妥善赴理。两

时，对群盘或当事人举报的问题，有关部门将坚丧从快查实处理。靖理“两证”的主要目的是管理机关纠正自身在矿业权登记中曲不当

行政行为，努力减少失误及其造成的影响，清理工作将涉及现有的全部矿业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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