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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动破坏岩体易与采空区水、气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作用,促使裂隙发生导水能力降低的

自修复现象;研究揭示导水裂隙的自修复机理对于科学评价地下水生态恢复能力、合理制定裂隙限
流的保水采煤对策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基于砂质泥岩裂隙岩样在酸性和碱性水溶液条件下的
水 -CO2 -岩相互作用实验,揭示了裂隙在黏土矿物遇水膨胀以及次生矿物或沉淀物充填作用下的

自修复机理和规律。 结果表明:无论酸性或碱性水溶液条件,裂隙均具备自修复能力,但酸性水溶

液条件下的自修复效果更好。 裂隙自修复过程中存在渗透率“ 先快后慢” 的分区特征;首先出现以
裂隙面黏土矿物遇水膨胀作用为主引起的渗透率快速下降现象,其下降速度在碱性水条件下更快;
其次随着时间的累积,裂隙面岩石矿物溶解、溶蚀形成的离子与水溶液中的阴阳离子、游离 CO2 发
生离子交换化学反应,引起高岭石等衍生矿物或 Fe( OH) 3 等沉淀物的生成,这些新的物质在裂隙

面逐渐吸附堆积,不断降低裂隙的导水能力。 由于实验砂质泥岩中铝硅酸盐矿物含量偏低,无法充

分消耗加大通入量的 CO2 ,导致多余的 CO2 会以碳酸的形式对裂隙面矿物形成溶蚀作用,从而引起
裂隙开度及其水渗流能力的提高,表现出对裂隙岩石自修复进程的阻滞作用。
关键词:导水裂隙;自修复;水 -CO2 -岩相互作用;岩石矿物;保水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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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 series of physical or chemical reactions will happen between the damaged rock mass and underground wa-

ter and gas after the underground coal mining. In the process,the water permeability of mining induced fracture will
gradually be reduced which leads to the self-healing phenomenon of the water-conducted fracture. It is of great impor-

tance to study the self-healing mechanism on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underground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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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rawing up the water preserving mining method of fracture current-limiting. By conducting the water-CO2 -rock interaction experiments with acidic / alkaline water solution and fractured sandy mudstone samples,the self-healing mech-

anisms and its development law are revealed under the effect of water swelling in clay mineral and filling and plugging

of the secondary minerals or precipitate. The study results refer that the fractures in the rock sample have self-healing

ability no matter when the rock in the acidic or alkaline water solution,and generally,the self-healing effect will be

more significant while in the acidic water solution. In the self-healing process,the decline of permeability presents a

partition characteristic of rapidly first and then slowly with time. The first rapid decline process is caused by the water
swelling of clay mineral,and in the alkaline water solution condition the decline speed will be faster. Then,as time
goes on,ions due to the dissolution or corrosion or rock minerals will react with the anion and cation and the free CO2

in the water solution. Furthermore,derived minerals such as Kaolinite and precipitate such as Fe( OH) 3 will be genera-

ted. These new materials adsorb and accumulate on the fracture face little by little,which lead to the decent of fracture

permeability. Due to the low content of aluminosilicate minerals in the sandy mudstone samples,the increase input of
CO2 in the acidic water solution may slow down the self-healing process of the fracture. Partial CO2 could not be deple-

ted in the chemical process of WRI,the residual CO2 will dissolve and erode the rock minerals on the fracture surface
in the form of carbonic acid. Then the fracture aperture will be enlarged,and the permeability may be increased.

Key words: water-conducted fracture; self-healing effect; water-CO2 -rock interaction; rock mineral; water preserving

mining

煤炭开采引起的覆岩导水裂隙是造成煤矿区地

景,采用高精度四维地震多属性探测方法,获得了采

下水资源流失与地表生态退化的主要原因,科学控制

前、采中、采后直至稳定状态下地下水赋存环境变化

采动破坏岩体裂隙发育的程度与范围、合理限制采动

特征,发现在应力场作用下,裂隙带原岩结构具有自

裂隙的导水能力,是实现煤矿区保水采煤的重要途

修复倾向,地下水漏失程度也随之逐步减弱。 由此可

径

[1-2]

。 已有的研究多是通过降低采高或改变开采

工艺( 如充填开采) 等方式来限制导水裂隙带的发育
高度

[2-8]

,从而避免含水层被破坏;然而这一对策在

见,采动破坏覆岩的自修复是现实存在的客观现象,
研究揭示此类自修复现象的发生机理与作用规律对
于科学制定导水裂隙限流保水的生态修复措施具有

我国西北部的高产高效矿区却难以适用。 由于该区

重要的指导意义。

域煤层赋存普遍埋藏浅、厚度大、层数多,采煤引起的

实 际 上,采 动 覆 岩 破 坏 后 的 自 修 复 是 地 下 水、
采空区气体、破坏岩体 3 者的“ 水 - 气 - 岩” 物理、化

含水层破坏与地下水流失往往难以避免。 因此,采取
其他措施( 如注浆封堵) 限制采动裂隙的导水能力、
促进裂隙的修复愈合,成为采动破坏含水层生态再恢
复的另一有效途径

[8-9]

。

现场已有的工程实践发现,煤层开采引起的破坏
覆岩,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自我修复效
应,出现破碎岩块的胶结成岩以及破断裂隙的弥合、

学作用与地层采动应力共同影响的结果;现场工程

实践中经常 遇 到 的 泥 质 或 黏 土 质 岩 石 遇 水 膨 胀 导
致裂隙弥合的物理过程和现象 [14-16] ,即是其中的典

型代表。 在覆岩采动裂隙动态发育过程中,受扰动
的地下水以及采空区的 CO 2 ,SO 2 ,H 2 S 等气体将通

过导水( 气) 裂隙通道流散并与破坏原岩发生充分

甚至尖灭等现象,从而使得覆岩导水裂隙发育范围减

反应,岩石中的元素受溶解和溶蚀等作用发生迁移

小、区域水源水位回升。 如,厚煤层分层开采中利用

与富集,导致原岩结构被破坏而发生泥化、软化,并

“ 再生顶板”

[10-11]

进行下分层顶板管理的开采实践,

生成次级矿物及新的结晶沉淀物 [17-20] 。 如此,在采

即说明了上分层冒落岩块的自胶结成岩现象。 再如,

动地层应力的压实和水平挤压作用下,受软化的破

煤四盘区开采时,覆岩导水

坏原岩发生流塑变形并压密采动裂隙;生成的次级

神东矿区补连塔煤矿 1

-2

裂隙直接发育至基岩顶界面,导致地表水文观测钻孔

矿物和结晶 沉 淀 物 则 直 接 充 填、封 堵 采 动 裂 隙、 孔

内水全部漏失;而随着工作面开采的继续推进,钻孔

隙等缺陷。 长时间的累积作用后,采动覆岩一定范

内水位又出现逐步恢复的现象 [2] 。 顾大钊、张建民

围内的裂隙将发生弥合与尖灭,最终降低裂隙岩体

等利用物探方法开展的煤层开采前后覆岩含水性分

的水渗流能力,甚至可恢复至原岩的隔水状态。 也

布变化的结果也验证了采动破坏岩体裂隙自修复的

正因为这一过程,才出现了前面所述冒落岩块的自

现象

[12-13]

。 以神东 矿 区 超 大 综 采 工 作 面 为 地 质 背

胶结成岩以及地下水位的回升现象。 因此,采动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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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提供依据。

岩相互作用过程密切相关,研究掌握裂隙岩体在水

1

气岩相互作用过程中的水渗流变化规律,对于科学

1． 1

揭示此类自 修 复 现 象 的 作 用 机 理 和 规 律 具 有 重 要
参考意义。

实验方案设计
试样的制备

实验岩样选择某煤矿采集的砂质泥岩, 通过 X

基于此,笔者利用现场采集以及人工配置的具有

衍射测试得到该砂质泥岩主要由石英、菱铁矿、以及

不同化学特征的地下水样,选取采空区广泛赋存的
CO2 气体,与含裂隙的砂质泥岩试样开展水 - CO2 - 岩

黏土矿物等矿物组成,具体成分占比详见表 1。 首先

将岩样加工成直径 5 cm,高 10 cm 的圆柱形试件,然

化规律以及裂隙面矿物组分,为揭示裂隙岩体自修复

坏,从而形成含有裂隙的岩石试件,如图 1 所示。

后将试件放入 MTS 压力试验机中进行人为加载破

相互作用实验,分析实验过程中裂隙岩样的水渗流变

表1
Table 1

实验前后砂质泥岩裂隙面各类矿物成分的变化

Mineral composition changes on the fracture face of the sandy mudstone specimen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岩石样品

石英

实验前岩样
实验后岩样

方案 1( 酸性水溶液)

方案 2( 碱性水溶液)

菱铁矿

29

52

51

21

30

51

总含量
19

%

TCCM( 黏土矿物)

伊 / 蒙间层

伊利石

高岭石

绿泥石

50
10

12

28

10

42

4

11

47

—

28

19

86

I / S 间层比
25

—

15

18

注:表中所列数据为各类矿物占岩石总矿物成分的相对百分比,而非绝对量;I / S 间层比表示伊蒙间层中伊利石的占比。

1． 2

水溶液配置

实验用水溶液采取 2 种方案,方案 1 为某煤矿采

集的地下水样,方案 2 为根据方案 1 地下水样配置的
水溶液。 2 种方案对应水溶液的主要离子成分及 pH

值详见表 2。 考虑到现场采集的地下水样的水质类
型为 HCO -3 - Na 型,且呈弱酸特性;为了对比分析不
同酸碱度水溶液对裂隙岩石自修复特性的影响,根据

Fig． 1

图1

表2

方案 1

实验前后水溶液主要离子成分与 pH 值

Ionic composition changes and pH value of the aqueous solu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方案

Na +

实验前

( 现场水样)

实验后

( 配置水样)

实验后

1． 3

液的配置,并控制 pH 值使其呈弱碱性。

Fractured rock specimen after man-made destruction
Table 2

方案 2

现场水样的化学成分采用 NaHCO3 试剂进行了水溶

人为破坏后的裂隙岩石试件

实验前

HCO -3

CO23

312． 42

14． 40

9． 57

0

0

1 126． 12

99． 61

9． 36

1． 77

0． 47

36． 87

162． 74

372． 62

899． 50

88． 96

465． 05

离子质量浓度 / ( mg·L -1 )

0． 05

48． 74

Cl -

4． 33

6． 95

实验过程

将裂隙岩石试件的圆柱侧面用硅胶涂抹密封,然
后将其封装至水 -CO2 -岩相互作用容器中,并用树脂

胶对试件与容器之间的空隙进行填充,使得水溶液仅
能通过试件的上下面渗流。 向容器中倒入水溶液,并
用气管插入水溶液中持续供入 CO2 气体,如图 2 所
示。 考虑到方案 2 水溶液呈碱性,持续通入 CO2 气

NH4+
0． 84

1． 55

Fe3+ ,Fe2+

K+

Ca2+

0． 09

0． 06

13． 79

0． 07

0． 02

2． 08

5． 38

3． 49

Mg2+

8． 60

NO20． 24

6． 60

0． 01

8． 43

24． 79

20． 55

0

0． 36

0． 37

10． 5

0． 26

pH

8． 12

8． 83

体会降低其 pH 值,影响实验评价目标。 因此,仅对
方案 1 的现场采集水样通入 CO2 ,CO2 气体的通入流
量为 4 ~ 6 mL / min。

实验过程中间隔 1 ~ 2 周打开泄水阀进行裂隙岩

石试件水渗流特性的测试,测试完毕后将放出水溶液
重新倒回容器中,继续水 -CO2 - 岩相互作用。 具体实

验时,首先测试水溶液温度并确定其黏度;其次打开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www.chinacaj.net

鞠金峰等:采动岩体裂隙自修复的水-CO2 -岩相互作用试验研究

第 12 期

3703

10 -2 倍。 由此可见,虽然两方案对应裂隙岩石均表

现出明显的自修复特征,但受水溶液酸碱度的影响,
其自修复进程又呈现出明显差异。 碱性条件下裂隙
岩石的自修复进程相对更快,但其最终的绝对渗透率
却明显偏高,其相对初始值的下降幅度也明显偏低;
且在实验末期还出现了水渗透率的反弹现象。 这显
然是与不同酸碱度水溶液下水 - CO2 - 岩的相互作用

过程紧密相关的,同时也与两者明显不同的初始渗透

Fig． 2

图2

水-CO2 -岩相互作用实验装置

Experimental equipmens of the water-CO2 -rock

率有关( 方案 2 使用的岩石试件受人为破坏程度更
大,裂隙更为发育) ,具体将在后文讨论分析。

interaction

泄水阀使水溶液在自重条件下沿裂隙岩样渗流( 考
虑到裂隙岩样的渗透性相对偏高,故未专门施加水

压) ,根据水溶液渗流时其液面降低一定高度对应的

压力梯度、流量和速度,计算岩样的绝对渗透率值。
实验结束后,从容器中取出岩石试件、放出水溶液,对
裂隙面附近的岩石矿物成分和水溶液离子成分进行
测试,并与实验前岩样的矿物成分和水溶液离子成分

图3

进行对比,以评价长期水 -CO2 - 岩相互作用对岩石矿

Fig． 3

物成分和水溶液离子成分的影响规律。

2

实验结果与分析

2． 1

裂隙岩石试件的水渗流变化
经过近 8 个月的水 -CO2 - 岩相互作用实验,测试

裂隙岩石试件的绝对渗透率变化曲线

Varying curves of absolute permeability of the
fractured rock specimen

值得说明的是,在方案 1 实施过程中,为了探究

CO2 通入流量是否会对裂隙岩石的自修复进程产生
影响,在实验进行的第 2 个月( 第 32 ~ 63 d) ,将 CO2

得到了砂质泥岩含裂隙试件分别在酸性和碱性溶液

通入量加大至 1 ~ 20 mL / min,由此造成裂隙岩石试

件随实验时间的绝对渗透率变化曲线,无论是在酸性

至原来的 4 ~ 6 mL / min 时,裂隙岩石试件的绝对渗透

溶液还是在碱性溶液条件下、无论水溶液中是否通入

裂隙岩石自修复进程会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条件下的水渗流特征变化规律。 图 3 为裂隙岩石试

CO2 气体,裂隙岩石试件的绝对渗透率均呈逐步下降

的现象。 其中,方案 1 酸性溶液条件下,在实验的前
120 d 内, 裂 隙 岩 石 试 件 的 绝 对 渗 透 率 由 4． 32 ×
10 -12 m2 逐步降低至 0． 185 × 10 -12 m2 ;而后在后续的

件绝对渗透率明显上升;而后当将 CO2 通入量恢复
率也相应恢复为递减趋势;可见 CO2 通入量提高对
2． 2

岩石试件裂隙面矿物组分变化
在实验结束后,将裂隙岩石试件由反应容器中取

出后发现,无论是方案 1 还是方案 2,试件表面及其

111 d 时 间 内 又 缓 慢 降 低 至 5． 58 × 10 -15 m2 的 最 低

裂隙面均附着了一些铁锈或泥质成分的物质,如图 4
所示。 由此反映出水 - CO2 - 岩相互作用过程中相关

呈现出明显的分段变化特征。 与此类似,方案 2 碱性

成。 通过对实验后裂隙面刮取部分岩样进行扫描电

值( 仅为初始值的 1． 3 × 10 -3 倍) ;绝对渗透率的递减
溶液条件下裂隙岩石试件的绝对渗透率也呈现出类
似的特征,但在分段变化趋势上又与方案 1 表现出一

定的 差 异。 在 实 验 开 始 的 47 d 内, 绝 对 渗 透 率 由
10． 6 ×10 -12 m2 呈波动式快速降低至 0． 871 × 10 -12 m2 ,
继而在后续的 45 d 内缓慢下降至 0． 076 9 × 10 -12 m2

的最低值,而后又在实验末期的 123 d 内出现绝对渗
透率小 幅 回 升 现 象, 其 值 在 0． 233 × 10 -12 ~ 0． 629 ×

10

-12

m 波动,约 0． 431 × 10
2

-12

m ,为初始值的 4． 1 ×
2

物理、化学作用导致的部分衍生矿物或沉淀物的生
子显微镜( SEM) 和 X 衍射( XRD) 测试,发现裂隙面
矿物晶体的微观结构及其组分均发生了明显变化。

2． 2． 1

裂隙面矿物晶体的微观结构变化

通过对两方案实验前后对应裂隙面各类矿物的
微观结构形态进行扫描电镜测试后发现,在长期的
水 -CO2 -岩相互作用下,岩石试件裂隙面发生了原生

矿物的溶解、溶蚀以及新的衍生矿物或沉淀物出现的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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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条件下,岩石试件裂隙面的菱铁矿、绿泥石、伊利石

或伊 / 蒙间层等矿物的微观结构形貌都发生了显著改

变,矿物晶体受溶解、溶蚀的现象十分明显。 如图 5、
表 3 所示,根据其能谱分析的元素构成及微观形貌可
判断其为菱铁矿晶体。 由图 5、表 3 可知,实验前原

岩中的菱铁矿晶体表面光滑、棱角分明,但实验后的
菱铁矿晶体却呈现出表面粗糙、棱角模糊且有明显溶
图4

蚀缺口的现象。 而绿泥石以及伊利石或伊 / 蒙间层矿

物晶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如图 6,7、表 4,5 所示。

实验后裂隙岩石试件表面附着的铁、泥质成分物质

Fig． 4

Iron and argillaceous matter on the fracture face

实验后的绿泥石晶体形态破碎,不像原岩中呈现规整
的片状形态;而实验后的伊利石或伊 / 蒙间层矿物晶

after experiment

无论是方案 1 酸性水溶液还是方案 2 碱性水溶

Fig． 5

图5

实验前后岩样裂隙面菱铁矿晶体微观形貌的扫描电镜测试结果

SEM test results of the micromorphology of Siderite crystal on the fracture f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注:图中方框区域元素构成的能谱分析是为了确认所探测区域即为对应矿物,下同。

表3
Table 3
元素

体表面则变得明显粗糙。

图 5( a) 方框处

图 5 能谱分析

Spectrum analysis of Fig． 5

图 5( b) 方框处

图 5( c) 方框处

图 5( d) 方框处

%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C,K

14． 50

27． 37

16． 65

30． 36

14． 00

28． 57

13． 38

23． 43

Fe,K

42． 73

17． 34

39． 84

15． 62

53． 54

23． 51

36． 38

13． 71

O,K

Mg,K

35． 26

49． 94

1． 50

1． 40

Al,K

1． 36

Ca,K

3． 89

Si,K

0． 75

1． 14

0． 61
2． 20

34． 54
1． 87

2． 61

2． 17
2． 31

47． 27
1． 68

2． 12

1． 69
1． 26

同时还发现,在实验后的裂隙面原生矿物晶体的
间隙中,还出现了新的衍生矿物或沉淀物的充填或覆
盖现象。 如图 8、表 6 所示,方案 1 实验后在裂隙面原

30． 03
0． 88

0． 22
1． 34

46． 02
0． 89
0． 19
0． 82

44． 79
1． 34
1． 08
1． 62
1． 41

58． 90
1． 16
0． 85
1． 21
0． 74

生菱铁矿和石英矿物晶体表面及间隙中发现了新的衍

生矿物的存在,根据 X 射线能谱分析探测其元素构成
的分析结果,可推断其为衍生高岭石矿物(衍生高岭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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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形态不如原生的规则);同时,在原生高岭石矿物
表面发现含铁物质的存在,因其形态并非像菱铁矿那
样呈规则六面体状,故推断其为新生成物质,根据能谱

分析结果,应为铁的氧化物(如铁锈)。 而图 9,表 7 所

Fig． 6

Fig． 7

图6

C,K

图7

裂隙面伊利石或伊 / 蒙间层矿物在实验前后的微观结构变化

原子百分比

9． 51

15． 04

Na,K

7． 89

12． 67

12． 00

6． 40

2． 18

0． 83

0． 40

原子百分比

9． 12

14． 83

47． 59

19． 94

13． 69

18． 05

12． 55

5． 86

2． 02

9． 45

3． 30

12． 07

14． 55

原子百分比

11． 64

18． 18

10． 53

0． 32

0． 72

图 7 能谱分析
图 7( b) 方框处

质量百分比

58． 08

%

Spectrum analysis of Fig． 7

图 7( a) 方框处

45． 09

质量百分比

59． 55

16． 90

表5

C,K

原子百分比

17． 75

10． 73

图 6( c) 方框处

质量百分比
49． 41

15． 25

%

Spectrum analysis of Fig． 6

59． 64

Table 5

O,K

图 6 能谱分析

图 6( b) 方框处

质量百分比

Fe,K

元素

体表面发现覆盖有含铁沉淀物。

图 6( a) 方框处

Si,K

Mg,K

了充填的衍生高岭石矿物,在原生片状高岭石矿物晶

裂隙面绿泥石矿物在实验前后的微观结构变化

表4

50． 25

K,K

原生伊利石或伊 / 蒙间层矿物晶体表面及间隙中发现

Micromorphology change of Illite and Illite / Smectite mixture layer on the fracture f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O,K

Al,K

示的方案 2 实验后的裂隙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在

Micromorphology change of Chlorite crystal on the fracture face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Table 4
元素

3705

图 7( c) 方框处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9． 03

14． 64

52． 88

42． 77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8． 55

13． 84

52． 06

46． 29
0． 85

56． 27
1． 33

Al,K

18． 29

12． 72

19． 49

14． 07

14． 57

10． 50

K,K

2． 50

1． 20

3． 43

1． 71

3． 85

1． 91

Si,K

22． 48

15． 02

25． 29

17． 53

21． 87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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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1 实验后裂隙面原生矿物晶体间隙充填的新的衍生物或沉淀物
表6

图 8( c) 方框 2 处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 原生高岭石矿物)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21． 77

10． 99

13． 00

2． 44

41． 52

48． 61

24． 04

16． 03

1． 75

0． 59

图9

17． 82

38． 88

48． 34

47． 69

33． 08

9． 81

15． 37

14． 28

20． 81

18． 12

12． 64

14． 47

9． 39

46． 85

0． 76

25． 22

55． 10

16． 90

53． 90

17． 35

58． 99

10． 82

( 含铁沉淀物)

9． 01

16． 21

9． 74

7． 80

40． 32

54． 44

10． 14

7． 11

29． 70

14． 45

方案 2 实验后裂隙面原生矿物晶体间隙充填的新的衍生物或沉淀物

Derivative and precipitate filling in the space between primary mineral on fracture face after the experiment of project No． 2
表7

Table 7

元素

图 8( c) 方框 1 处

( 衍生高岭石矿物)

18． 72

Fig． 9

图 8( b) 方框 2 处

( 原生石英晶体 SiO2 )

Al,K
Si,K

%

( 高岭石)

13． 96

Fe,K

图 8 能谱分析

Spectrum analysis of Fig． 8

图 8( b) 方框 1 处

图 8( a) 方框处

C,K

O,K

2019 年第 44 卷

报

Derivative and precipitate filling in the space between primary mineral on fracture face after the experiment of project No． 1
Table 6

元素

学

图 9( a) 方框 1 处

( 原生伊利石或伊 / 蒙间层)

图 9 能谱分析

Spectrum analysis of Fig． 9

图 9( a) 方框 2 处

( 衍生高岭石矿物)

图 9( b) 方框 1 处

( 原生高岭石矿物)

图 9( b) 方框 2 处

%

( 含铁沉淀物)

重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质量百分比

原子百分比

8． 56

13． 24

8． 15

13． 28

10． 14

16． 14

13． 81

27． 11

Al,K

14． 07

9． 68

12． 28

10． 83

14． 56

10． 99

1． 22

1． 07

K,K

3． 71

2． 15

3． 47

0． 74

4． 63

0． 26

C,K

O,K

Si,K

Fe,K

Mg,K

Mn,K

53． 83

18． 18

62． 50
12． 03

46． 12
25． 80
1． 96

56． 46
18． 00
0． 69

47． 23
19． 93
1． 81

56． 42
15． 57
0． 62

33． 16
1． 34

48． 88
1． 13

47． 01

19． 85

2． 17

0． 93

0． 71

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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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裂隙面矿物成分含量变化

为了进一步探究裂隙面矿物成分的变化,采用 X

衍射测试方法对两方案对应实验前后裂隙面的矿物

2． 4

讨

3707

论

(1) 无论是在酸性水溶液还是碱性水溶液条件
下,砂质泥岩含裂隙岩石试件在长期水 - CO2 - 岩相互

成分及其含量进行了测定,表 1 所示的测试结果验证

作用过程中均呈现出了水渗流能力逐步降低的自修

了上述矿物微观结构变化的现象。 可见,两方案对应

复现象,这与引言中所述相关研究学者在现场实测中

裂隙面各类矿物成分含量的占比均发生了显著的变

发现的采后地下水位回升、采动破坏岩体含水率下降

化;若以化学性质较为稳定的石英矿物( SiO2 ) 的含量

等现象相符,体现了采动导水裂隙自修复效应的客观

裂隙面 3 类矿物( 石英 ∶ 菱铁矿 ∶ 黏土矿物) 的组分

(2) 实验过程中岩样绝对渗透率呈现出“ 先快后
慢” 的分区下降特征;这与水 - CO2 - 岩相互作用过程

为基数,则实验前、实验后方案 1、实验后方案 2 对应
比分别为 1 ∶ 1． 79 ∶ 0． 66,1 ∶ 0． 41 ∶ 0． 55 以及 1 ∶

存在。

1． 7 ∶ 0． 63;表明方案 1 裂隙面的菱铁矿含量急剧减

中黏土矿物遇水膨胀的物理作用、以及新的衍生矿物

小,黏土矿物含量小幅降低;而方案 2 裂隙面菱铁矿

或沉淀物生成的化学作用密切相关。 考虑到黏土矿

及黏土矿物的含量降幅相对较小。 而若单纯考量黏

物的遇水膨胀作用过程相比新物质化学生成的进程

土矿物成分,两方案裂隙面黏土矿物中各类组分的占

明显偏快,因而可推断前期阶段水渗透率的快速下降

层或伊利石含量的降低、以及高岭石含量的增高;类

裂隙空间减少造成的;而随着实验时间的累积,岩石

比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绿泥石的消失、伊 / 蒙间

现象主要是由伊 / 蒙间层等黏土矿物遇水膨胀引起的

似地,方案 1 对应这种变化程度较方案 2 更为显著。

中一些矿物受溶解、溶蚀作用形成的离子与水溶液中

X 衍射测试得到的菱铁矿、绿泥石、以及伊利石或伊 /

矿物或 Fe( OH) 3 ,Fe2 O3 等含铁沉淀物的生成;这些

由此可见,根据前述扫描电镜的微观测试结果,

的离子发生离子交换化学反应,从而引起高岭石衍生

蒙间层等矿物含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这些矿物受

新的物质在裂隙面逐渐堆积充填,最终引起裂隙导水

的,而高岭石矿物含量的增加以及裂隙面出现的铁锈

能力的降低。 由于碱性条件下黏土矿物中铝氧八面
体的 Al -O -H 键更易电离出 H + 并造成其表面负电荷

水 - CO2 - 岩相互作用而发生的溶解、溶蚀过程造成

质成分,主要是由于上述矿物溶解、溶蚀过程中发生
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新的物质所造成的。
所以,根据上述测试结果有理由相信,裂隙岩石
试件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的水渗透率下降的自修复现
象,与此过程中发生的上述矿物的溶解、溶蚀与新物
质的生成密切相关。
2． 3

水溶液化学成分变化

由表 2 所示的实验前后水溶液离子成分对比结

增加,会使得晶层间斥力增大、促使黏土矿物更易水

化膨胀或分散 [21] ,所以在方案 2 碱性水溶液条件下,

前期阶段绝对渗透率的下降速度要明显高于方案 1
酸性条件下。

(3) 水溶液的酸碱度会直接影响裂隙岩体的自

修复效果,这与不同酸碱度条件下岩石黏土矿物遇水
膨胀量以及生成的衍生矿物或沉淀物的量都有紧密
关系。 从本文开展的砂质泥岩的水 - CO2 - 岩相互作

果可知,受长期水 - CO2 - 岩相互作用的影响,水溶液

用而言,酸性水溶液条件更有利于裂隙岩体的自修

离子的浓度均呈现一定程度的增加,相应地 pH 值也

象。

中 K + ,Ca + ,Mg + ,Na + 等阳离子以及 HCO -3 ,CO23 等阴
呈升高趋势( 尤以方案 1 增幅明显) 。 根据前述裂隙

面矿物成分变化的分析可知,岩石中各类矿物的溶解
与溶蚀是引起水溶液中阴、阳离子浓度增多的原因;
而菱铁矿( FeCO3 ) 、绿泥石等富铁矿物的溶蚀会产生
Fe 或 Fe ,从而易在弱酸性或碱性水溶液条件下化
2+

3+

学反应生成 Fe( OH) 3 沉淀物( Fe( OH) 3 进一步水解

可转变为铁锈等氧化物) ,这也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

么裂隙面会出现铁锈成分物质的原因,同时其溶解溶

蚀的 CO23 也说明了为什么实验后水溶液 HCO 3 和

+ H2 O ⇌
pH 值 增 高 以 致 溶 液 呈 碱 性 的 原 因 ( CO23

HCO +OH ,HCO +H2 O⇌H2 CO3 +OH ) 。
3

-

3

-

复,且自修复后期不易出现水渗流能力的“ 反弹” 现
(4) 方案 2 碱性水溶液条件下,实验后期出现的

岩样绝对渗透率的“ 反弹” 现象应该是裂隙面岩石矿
物受溶解、溶蚀作用导致裂隙开度变大造成的。 随着
水溶液对裂隙面矿物的溶解、溶蚀,裂隙面粗糙度会

逐渐降低 [2 2] ,这将不利于衍生矿物或沉淀物在裂隙
通道中的附着或充填。 同时,由于本实验中未能对岩

石试件实现加载,使得开度增大的裂隙不能进一步贴
合,从而造成渗透率的增大。 这虽与采动岩体处于应
力约束的实际条件不符,但这并不会影响本实验对裂
隙岩体自修复机理的验证分析。

(5) CO2 通入量增加会对酸性水条件下砂质泥

岩裂隙岩体的自修复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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