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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沉陷区治理时高浓度浆液流变时效特性研究
朱世彬，王晓东，武博强
（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陕西 西安

摘

７１００００）

要：研究高浓度浆液流变特性随时间变化规律对采空区注浆充填有重要意义，为准确掌握高浓度

浆液在采空区中形成的堆积体大小与形态，选取水泥为胶结材料，标准砂为骨料，对不同骨胶比高浓

度充填浆液流变参数随着时间变化规律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剪切速率在 ０ ～ ６０ ｓ －１ 递增过程中，浆液
的剪切应力和表观黏度均会先突增至某一值然后下降；剪切速率在 ６０ ～ ０ ｓ －１ 递减过程中，浆液的剪切

应力和表观黏度为线性递减。 剪切速率上升时对应的剪切应力和表观黏度均大于下降时的剪切应力
和表观黏度，浆液具有触变性。 剪切速率在 ６０ ～ ０ ｓ －１ 递减过程浆液符合 Ｂｉｎｇｈａｍ 模型，且剪切速率减

小过程更满足高浓度浆液充填采空区的实际工况。 利用 Ｂｉｎｇｈａｍ 模型求得不同时间浆液塑性黏度和

屈服应力，随着静置时间增加，高浓度浆液屈服应力和塑性黏度整体增加，触变性整体增加；相同静置
时间下，骨料占比越多，浆液的塑性黏度和屈服应力越大。 高浓度浆液随时间的流变规律主要受到硅
酸三钙反应影响，生成的针状水化硅酸钙直接影响了不同静置时间下高浓度浆液的黏度、屈服应力和
触变性，２ ｈ 以内，针状水化硅酸钙在砂颗粒之间的桥接作用使高浓度浆液的黏度、屈服应力和触变

性都增加。 水灰比一定，水泥水化反应一定，骨料越多，水泥浆液在骨料上形成的膜越薄，骨料之间生
成针状水化硅酸钙越多。 根据试验数据拟合了塑性黏度和屈服应力随时间的变化公式，为后续高浓
度浆液充填工艺中关键参数设定提供一定的依据。
关键词：煤矿采空区；高浓度浆液；流变参数；沉陷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ＴＤ３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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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ｄ ｇｏｂ；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ｌｕｒｒｙ；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ｓｕｂ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０

引

参数的影响规律，发现对屈服应力的影响程度为质

言

量浓度＞淬尾比＞灰砂比。 赵龙生等 ［１４］ 发现料浆浓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采煤沉陷区上覆土地亟待激活

［１］

，实现采空区治理

度和粉煤灰含量对浆液的流变参数有显著性影响。
王新民等 ［１５］ 对金川公司全尾砂膏体流变参数与各

后结构稳定和经费节约，在采空区充填治理中迫在

物料用量（ 粉煤灰、细石尾砂比、质量浓度） 的定量

眉睫。 已有学者提出采用高浓度充填治理技术治理

关系进行了分析。 胡华等 ［１６］ 研究了料浆浓度、细粒

采空区 ［２－３］ ，利用价格低廉的材料制备高浓度充填

级含量及胶凝材料含量三因素对流变参数的影响规

浆液，采用注浆方法，使高浓度浆液在采空区中形成

律。 上述文献多为高浓度浆液物料组成和掺量对浆

墩柱状堆积体，达到有效支撑顶板的作用。 高浓度

液流变特性影响研究，以及长时间输送时管道内浆

浆液主要由胶凝剂、惰性骨料以及改性添加材料构

液的流变特性，但对于高浓度浆液注入采空区后其

成，具有含砂率高、浓度高、可塑、流动等特点

［４－５］

。

流变特性的时变性研究少有报道，而这直接影响了

浆液注入采空区后，将由下而上、由内而外堆积扩

高浓度浆液在采空区内所形成的堆积体的大小和

展。 胶凝材料因水化反应作用而逐渐凝结，浆液黏

形态。

度和屈服应力等流变参数将随着时间增加而改变，

为解决上述问题，笔者以水泥为胶结材料，标准

这一过程将直接影响高浓度浆液在采空区中堆积体

砂为骨料，配制高浓度浆液，考虑浆液中水泥水化反

大小与形态，研究高浓度浆液流变特性随时间变化

应的影响，研究高浓度浆液注入采空区后时间对浆

规律对于采空区注浆充填具有重要意义。

液流变特性影响，为高浓度浆液充填治理采空区过

目前，关于水泥基浆液的黏度时变特性已有一
定研究。 阮文军 ［６－７］ 证明了水泥浆、水泥黏土浆和
水泥复合浆液的黏度存在时变性，其规律符合指数
函数分布；李术才等 ［８－９］ 发现水泥–水玻璃材料存

程中关键参数控制提供依据。

１
１．１

试

验

试验材料及方法

在低黏度期，随后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长至凝固，

为研究高浓度浆液注入采空区后，浆液由下而

浆液前期黏度时变性符合幂指函数形式，而高聚物

上、由内而外的堆积过程中浆液黏度和屈服应力变

改性材料混合后黏度便快速上升，无低黏度期，随后

化过程，设计高浓度浆液流变特性随时间变化试验。

成膏状，黏度维持在一个稳定值，最后凝结固化；杨

试验选用标准砂作为骨料，ＰＰ３２．５Ｒ 火山灰质硅酸

［１０］

建立了考虑时变性的宾汉姆流体的流变

盐水泥作为胶凝材料。 试验中骨胶比为骨料与胶凝

方程与渗流运动方程，推导了相应的球形及柱形渗
透扩散模型；张连震等 ［１１］ 基于水泥 － 水玻璃速凝浆

材料的质量比，水灰比为水与胶凝材料的质量比。

志全等

液黏度时变性宾汉流体的本构模型，借助渗流过程
中均匀毛管组模型，建立了恒定注浆速率条件下考

本试验中高浓度充填浆液水灰比为 ０．５５，骨胶比分

别为 ２．６、２．７ 和２．８。 将浆液按照配比搅拌均匀，取
相同质量浆液放置于不同烧杯中备用，每隔一定时

虑浆液黏度时空变化的一维渗透注浆扩散模型。 在

间，取其中一杯进行浆液的流变特性测试。

高浓度浆液的流变特性研究方面，刘晓辉 ［１２］ 研究了

１．２

管道输送过程中膏体的流变特性，发现随着体积浓
度的增加，浆液屈服应力和黏度均成指数增大。 翟
永刚等 ［１３］ 研究了膏体浓度、淬尾比、灰砂比对流变

试验仪器

试验所用流变仪为美国博勒飞（ Ｂｒｏｏｋｆｉｅｌｄ） 公
司的 ＲＳＴ －ＣＣ 桨式流变仪。 该仪器通过 ＲＨＥＯ３０００

软件设置稳态剪切，令剪切速率从 ０ 线性增加至 ６０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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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１ 再线形减小至 ０，试验测试时长为 １２０ ｓ。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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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降低；而当剪切作用减弱时结构的重建速率大于

试验原理

试验中高浓度浆液的流变特性满足 Ｂｉｎｇｈａｍ 模

型，即

τ ＝ τ０ ＋ μｐ γ

（１）

破坏，剪应力及黏度又逐渐恢复，但由于恢复需要一
定的时间，即存在滞后性，因此剪切速率上升时对应
的剪切应力和表观黏度均大于下降时的剪切应力和
表观黏度。

式中： τ 为剪切应力，Ｐａ； τ ０ 为屈服应力，Ｐａ； μ ｐ 为塑
性黏度，Ｐａ·ｓ； γ 为剪切速率，ｓ －１ 。

２

试验结果
骨胶比 ２．７ 时浆液剪切应力随剪切速率变化如

图 １ 所示。 从图 １ 可见，剪切速率在 ０ ～ ６０ ｓ －１ 递增

过程中，浆液的剪切应力突增至最高点然后迅速下

降到一定值再线性下降；剪切速率在 ６０ ～ ０ ｓ －１ 递减

过程中，浆液的剪切应力线性递减。 随着静置时间
的增加，浆液的整体剪切应力明显增加。 采空区注
浆充填时，高浓度浆液由流动状态逐渐变成静置状

态，与剪切速率由 ６０ ｓ －１ 到 ０ ｓ －１ 变化过程相似，此过

图２

Ｆｉｇ．２

骨胶比 ２．７ 时浆液表观黏度随剪切速率变化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７ ｉｎ ｓｌｕｒｒｙ

不同骨胶比浆液的塑性黏度随时间变化关系如

程符合 Ｂｉｎｇｈａｍ 模型，根据 Ｂｉｎｇｈａｍ 模型可计算每
个时间节点上的高浓度浆液的屈服应力和塑性黏度

图 ３ 所示。 由图 ３ 可见，随着静置时间的增加，浆液

值，此时屈服应力为动态屈服应力，即膏体从流态转

大浆液的塑性黏度相对越大。

变到固态时的最大应力。 笔者的研究主要针对高浓

塑性黏度不断增加；当静置时间相同时，骨料掺量越

度浆液注浆充填中的堆积扩散问题，因此动态屈服
应力对于后续研究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

Ｆｉｇ．３
图１

Ｆｉｇ．１

骨胶比 ２．７ 时浆液剪切应力随剪切速率变化
Ｓｈ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ｅａｒ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２．７ ｉｎ ｓｌｕｒｒｙ

骨胶比 ２．７ 时浆液表观黏度随剪切速率变化曲线

图３

浆液塑性黏度随时间变化关系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ｌｕｒｒｙ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由浆液屈服应力随时间变化关系可见，随着静置

时间的增加，浆液屈服应力不断增加（ 图 ４）；静置时

间相同，骨料掺量越多屈服应力相对越大，骨胶比 ２．８
时，浆液整体屈服应力明显高于骨胶比 ２．６ 与２．７时。

如图 ２ 所示。 由图 ２ 可见，剪切速率在 ０～６０ ｓ－１ 递增过

程中，浆液的表观黏度突增至最高点，然后逐渐下降；

剪切速率在 ６０～０ ｓ－１ 递减过程中，浆液的表观黏度逐渐

恢复，但较最初剪切速率对应的表观黏度小。 随着静
置时间的增加，浆液的整体表观黏度明显增加。

由图 １ 和图 ２ 明显可见，剪切速率在 ０ →６０ →

０ ｓ 变化过程中，不同时间下剪切应力曲线和表观
－１

黏度曲线中均形成触变环。 剪切速率增加时浆液内
部结构破坏速率大于结构重建，剪切应力和表观黏
１２４

Ｆｉｇ．４

图４

浆液屈服应力随时间变化关系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ｌｕｒｒｙ ｙｉｅｌ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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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世彬等：采煤沉陷区治理时高浓度浆液流变时效特性研究

触变性是指在外力作用下浆液黏度逐渐降低流

触变性 都 增 加 了。 同 时， 根 据 水 泥 水 化 多 尺 度 模

动性暂时增加，当失去外力后浆液具有缓慢的可逆

型 ［２０］ 也可发现，水化硅酸钙在经典的水泥水化反应

恢复的性能。 由图 ５ 浆液触变性随时间变化关系可

中起到桥接作用，在水泥砂浆中，水灰比一定，水泥

见，随着静置时间的增加，浆液触变性不断增加。 骨

水化反应一定，骨料越多，水泥浆液在骨料上形成的

胶比较大时，浆液触变性也较大。

膜越薄，但水化反应仍然继续，骨料之间生成针状水

化硅酸钙越多（ 图 ６） ，因此，相同时间下，骨料越多，
黏度、屈服应力和触变性越大。

Ｆｉｇ．５

３

图５

浆液触变性随时间变化关系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ｌｕｒｒｙ ｔｈｉｘｏｔｒｏｐｙ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Ｆｉｇ．６

机理分析
高浓度浆液主要由水泥、砂、水组成，水泥的水

化反应影响了高浓度浆液随时间的流变特性。 水泥
熟料中最主要的矿物成分为硅酸三钙、贝利特硅酸

二钙、铝酸三钙和铝铁酸四钙（ 中间相） ，不同矿物
单体与水反应的速度不同，高浓度浆液初始失去流

动特性主要是由于水泥中的硅酸三钙、铝酸三钙和

４

图６

骨料桥接示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应用分析
注浆工程中当注浆浆液选定后，注浆压力是注

浆工艺中的重要参数。 注浆压力确定与注浆过程密
切相关。 高浓度浆液注入采空区后，浆液由下而上
由内而外堆积，胶凝材料因水化反应作用而逐渐凝

铝铁酸四钙（ 中间相） 反应 ［１７］ 。

结，当继续注浆，浆液将从注浆管孔沿着硬化壳体薄

要为 ０ ～ ２ ｈ 的水化反应，使氢氧化钙迅速达到饱

过程可近似为流体力学中的管道流。 浆液初始堆积

影响高浓度浆液流动的硅酸三钙的水化反应主

弱面以类似管状继续流淌至采空区底面（ 图 ７） ，此

和，在硅酸三钙颗粒表面生成水化硅酸钙凝胶，一方

时，其堆积角和堆积大小受 ０ 时刻的浆液的屈服应

面控制水泥颗粒间的键合作用，另一方面以针状或

棱柱状晶体填充高浓度浆液中的空隙结构 ［１８－１９］ 。

试验中采用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因此，铝酸三

钙 与 石 膏 反 应， 初 期， 生 成 三 硫 型 水 化 铝 酸 钙

力和黏度控制。 当浆液接顶以后，浆液扩展实际上
是浆液顺采空区顶板注浆管孔向外沿薄弱面流淌扩
散。 结合管道流相关理论，可将薄弱面流淌的浆液
等效为管道，根据浆液塑性黏度和屈服应力随时间

（ ３ＣａＯ·Ａｌ ２ Ｏ ３ ·３ＣａＳＯ ４ ·３２Ｈ ２ Ｏ ） ，即钙矾石。 石

的关系，即利用试验数据拟合的塑性黏度 μ ｐ 和屈服

铝酸钙（ ３ＣａＯ·Ａｌ ２ Ｏ ３ ·ＣａＳＯ ４ ·１４Ｈ ２ Ｏ ） 。 整个过

液扩散所需压力。

膏耗尽后，钙矾石与铝酸三钙反应生成单硫型水化

应力 τ ０ 随时间 ｔ 变化关系，公式（２） 和（ ３） ，得出浆
μ ｐ ＝ αｅ ｂｔ

程中水化热较低，不会引起快凝现象。

（２）

铁铝酸四钙与铝酸三钙类似，也可以生成类似
于钙矾石的水化产物及相应的低硫酸盐产物，无硫
酸钙时，铝铁酸四钙直接发生水化反应，但反应速率
比铝酸三钙直接水化要慢，水化热更低，也不会引起
快凝现象。
综上可见，高浓度浆液随时间的流变特性主要
受到硅酸三钙反应影响，水化反应生成的针状水化
硅酸钙直接影响了高浓度浆液随时间的黏度、屈服
应力和触变性，２ ｈ 以内，针状水化硅酸钙在砂颗粒

之间的桥接作用使高浓度浆液的黏度、屈服应力和

Ｆｉｇ．７

图７

浆液堆积照片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 ｏｆ ｓｌｕｒｒｙ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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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 和 ｂ 为与塑性黏度相关的浆液的时变参数，
α 取 １．８０ ～ ２．８３，ｂ 取 ３．４ ´１０ ～ ５．３ ´１０ 。
τ ０ ＝ ｋｅ ｃｔ
－３

－３

（３）

［３］

ｋ 取 ５３．３５ ～ １２３．８６，ｃ 取 ５．０ ´１０ －３ ～ ６．４ ´１０ －３ 。

将浆液扩散所需压力与整个管道的沿程阻力相

加，即可得到设计接顶面积下的注浆终止压力，此过

［４］

亮，罗

涛，许杨东，等． 高浓度充填料浆流变特性及其管

道输送模拟优化研究［ Ｊ］ ． 矿业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６，３６（ ４） ：３６－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ａｎｇ， ＬＵＯ Ｔａｏ， ＸＵ Ｙ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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