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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１３；

要：采矿工程中应用较广泛的化学注浆加固材料主要有聚氨酯和硅酸盐改性聚氨酯 ２ 类，一般均

要求双组分体积比为 １，但实际施工中不能严格控制体积比准确无误，且生产过程均不可避免存在一

定称量误差。 为确保注浆加固材料在井下施工中性能稳定可靠，在实验室条件下模拟研究了双组分
配比失调和主要组分称量误差，对反应温度和固结体抗压强度、抗剪切强度、抗拉强度的影响。 结果

表明：主要组分在±５％称量误差下，２ 类加固材料固结体力学强度波动较小。 ２ 类材料双组分浆液配
比失调 １０％以下时，其固结体力学强度降幅不大。 当双组分配比失调 ２０％ 时，聚氨酯材料抗剪强度

和抗拉强度分别下降 ５６．９％和 ７２．７％，最高反应温度升高 ６ ℃ ，硅酸盐改性聚氨酯加固材料 ＡＢ 组分

混合后出现发泡、出水、泛碱和难成型等问题。 因此，改变 ２ 类加固材料配方时，除了研究标准规定的

相关性能，还应探究其最大配比容错能力，施工中尽量保持正常配比，避免因配比失调引发安全问题。
其中，聚氨酯加固材料使用中，谨防 Ａ 组分过量引发力学强度大幅降低，及 Ｂ 组分过量致使反应温度

升高。 对于硅酸盐改性聚氨酯加固材料，配比大幅失调会出现严重异常现象，难以达到正常加固效

果。 另外，主要组分称量误差对 ２ 类材料力学强度的影响较小。

关键词：聚氨酯；硅酸盐改性聚氨酯；注浆加固；配比偏差；称量误差；力学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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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ｓｉｌｉｃａｔ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ｇ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０

引

类和硅酸盐改性聚氨酯类，这也是目前煤矿井下应

言

随着矿井采煤规模的扩大和延深，采煤环境越
来越恶劣，“ 三高一扰动”

［１］

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进

用最广泛的 ２ 类高分子类加固材料，均是双组分浆

液，组分构成见表 １。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一步破坏了围岩的稳定性。 破碎围岩经常引发顶板

聚氨酯基加固材料组分构成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ｗｏ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垮落、煤壁片帮和巷道变形等安全问题，不但显著降
低采掘效率，而且严重威胁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

加固材

对于松软破碎煤岩体，锚杆锚网等锚固效果不明显，

料种类

Ａ

聚氨

聚醚多元醇、阻燃剂、

酯类

催化剂和表面活性剂

硅酸盐

硅酸钠溶液、催化剂、

改性聚

表面 活 性 和 体 系 稳

氨酯类

定剂

而注浆加固可发挥独特作用

［２－ ４］

。 注浆加固或锚注

联合支护等均是依靠注浆材料网络骨架、充填压密、
黏结补强和转换破坏机制等作用

［５］

，提高了围岩完

整性和承载力。 在工期紧张、临时性加固工程中，高
分子注浆材料得到广泛应用，主要用于采掘工作面
超前注浆加固，工程中应用的高分子注浆材料主要

有聚氨酯类 ［６－７］ 和硅酸盐改性聚氨酯类 ［８－９］ 。

目前，关于这 ２ 类注浆加固材料的研究已取得

了许多成果， 主要集中在： 材料 制 备

［１０－１１］

、工程应

１．２

组分构成
Ｂ

聚合 ＭＤＩ、 阻 燃 剂 和 功 能
性助剂

聚合 ＭＤＩ、 聚 醚 多 元 醇 和
功能性助剂

试验方案

１） 方案：对于聚氨酯加固材料，探究了 Ａ 比 Ｂ

过量 ２０％、１０％ （ 均 为 体 积 比） ， Ｂ 比 Ａ 过 量 ２０％、
１０％，即 φ（ Ａ） ∶ φ（ Ｂ） ＝ １． ２ ∶ １． ０、１． １ ∶ １． ０、１． ０ ∶

等，而关于 ２

１．０、１．０ ∶ １．１ 和 １．０ ∶ １．２ 时，配比误差对反应固结

双组分浆液，且当前施工均要求体积比为 １ ∶ １。 但

影响。 加固材料实际生产中各组分称量误差一般低

际配比准确无误，如倒料损失误差、泵缸密封圈故障

原料人为设置称量误差为 ± ５％。 重要原料主要指

用、扩散加固机理

［１２－１３］

和性能研究

［１４］

类加固材料稳定性的研究很少。 ２ 类加固材料均是

在现场注浆操作中，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严格保证实

和其他不可预见因素等。 这就导致实际注浆时，虽
然注浆量充足却仍存在局部煤岩体加固效果差的
问题。
因此，为深入研究加固材料在井下注浆时的配
比失调和生产过程中的称量误差对材料性能的影
响，开展了模拟配比失调和称量误差试验，测定了双

体抗压强度、抗剪强度、抗拉强度和最高反应温度的
于 １％，本着严格试验的原则，将 Ａ、Ｂ 双组分中重要
对固结体理化性能影响较显著的组分，主要包括聚

合 ＭＤＩ、聚醚多元醇和催化剂，研究了±５％称量误差

下对材料抗压强度、抗剪强度和抗拉强度的影响。
对于硅酸 盐 改 性 聚 氨 酯 加 固 材 料， 当 配 比 偏 差 为

２０％时，会出现发泡、出水、泛碱异常现象，甚至难以
成型试验。 因此，试验中仅测试了配比偏差 １０％ 下

组分加固材料非正常配比和存在称量误差下反应固

的力学强度。

加固材料提供依据。

反应温度 的 制 样 及 测 试 方 法 参 考 ＡＱ １０８９—２０１１

结体的力学强度和反应温度，为更安全地使用 ２ 类

１
１．１

试验原料及方案
试验原料
笔者研究的聚氨酯基加固材料主要包括聚氨酯

２） 制样：抗压强度、抗剪强度、抗拉强度和最高

《 煤矿加固煤岩体用高分子材料》 ［１５］ 。

３） 仪器：高功率搅拌机、ＪＭ２２２ 型点温计、成型
模具、 恒 温 恒 湿 箱、 ＹＡＷ － ３００ 电 液 伺 服 压 力 试 验
机、ＣＭＴ － ２０ 电子万能试验机。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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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与讨论

施工时并不能严格保证 Ａ、Ｂ 组分配比为 １ ∶ １。 不

聚氨酯加固材料

响，究竟有多大影响，是否会造成安全隐患等均未

２．１

可避免的配比偏差对加固材料各项性能是否有影

Ａ、Ｂ 组分配比对性能稳定性的影响

２．１．１

知。 为此，首先测试了不同配比下加固材料固结体

ＡＱ１０８９—２０１１《 煤 矿 加 固 煤 岩 体 用 高 分 子 材

的主要性能参数，包括抗压强度、抗剪强度、抗拉强
度和最高反应温度，测试结果见表 ２。

料》 未对材料配比容错能力提出要求，但现场注浆
表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Ｂ 组分配比
１．２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
∶
∶
∶
∶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１
１．２

不同 Ａ、Ｂ 组分配比下聚氨酯材料性能测试结果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Ｂ ｒａｔｉｏｓ

抗压强度
均值 ／ ＭＰａ
８５．６
８５．１
９８．９
８２．５
７９．１

变化幅度 ／ ％
↓１５．５
↓１４．０
０
↓１６．６
↓２０．０

抗剪切强度
均值 ／ ＭＰａ
１１．２
１６．３
２６．０
２５．５
２６．０

变化幅度 ／ ％

由试验数据可知，当 Ａ、Ｂ 组分配比失调时，抗

↓５６．９
↓３７．３
０
↓１．９
↓０．０

抗拉强度
均值 ／ ＭＰａ
６．８
１３．４
２４．９
２５．３
２５．７

变化幅度 ／ ％
↓７２．７
↓４６．２
０
↑１．６
↑３．２

最高反应温度
均值 ／ ℃
１２１．４
１２６．４
１２８．５
１３３．９
１３４．５

变化幅度 ／ ℃
↓７．１
↓２．１
０
↑５．４
↑６．０

压强 度 均 下 降， 最 高 下 降 幅 度 为 ２０％， 但 仍 达

７９．１ ＭＰａ。 当 Ｂ 组分过量时，抗剪切强度降幅较小，
但 Ａ 组分过量时其强度超大幅下降，最大降幅高达

５６．９％，其抗剪强度仅 １１．２ ＭＰａ，已低于标准规定的
１５ ＭＰａ。 类似的，Ｂ 组分过量时，其抗拉强度小幅增

加。 反之，Ａ 组分过量 ２０％情况下，抗拉强度跌幅甚

至高达 ７２．７％，仅 ６．８ ＭＰａ。 当 Ａ 组分逐渐过量时，

其抗剪和抗拉强度大幅降低。 这可能是 Ａ 组分比
例增加使聚氨酯体系软段含量增大，相对降低了硬

段含量，而材料抗剪强度和抗拉强度是由聚氨酯硬

段贡献的。 另外，当 Ａ 组分过量时，最高反应温度
可降低约 ７ ℃ ，从反应放热角度有利于施工安全，但
要当心其抗剪强度和抗拉强度大幅下降，以免因力
学强度下降而引发安全事故。
２．１．２

称量误差对性能稳定性的影响

为探究± ５％ 称量误差对聚氨酯力学强度的影

响，进行了如下试验，结果如图 １ 所示。 其中，抗压

强度最高的仍是原比例配方，当聚合 ＭＤＩ 和聚醚多

元醇减少原配比质量的 ５％ 时，其抗压强度小幅下
降。 聚合 ＭＤＩ、聚醚多元醇和催化剂在± ５％ 称量误

差下，其抗压强度整体波动幅度不大，在 ９１ ＭＰａ 上
下徘徊。 同样的，抗剪强度和抗拉强度仍是原配方
比例最高。 且其强度波动较小，抗剪和抗拉强度均

值分别为 ２１ ＭＰａ 和 １９ ＭＰａ。

２．２

硅酸盐改性聚氨酯加固材料

２．２．１

配比对性能稳定性的影响

因本身不燃、反应温度低、湿环境正常固化等优
点，硅酸盐改性聚氨酯材料逐渐成为应用最广泛的
注浆加固材料之一。 但因属于有机无机复合体系，
材料性能的发挥严重依赖双组分配比及混匀程度。
６８

图 １ 称量误差对聚氨酯材料力学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１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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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抗压强度均下降，最高下降幅度为 １２％。 当配

井下施工出现的出水、泛碱、发泡和无强度等异常现

象大多数与配比失调有关。 试验过程发现，当 Ｂ 组

比失调 １０％时，其抗剪切强度和抗拉强度变化幅度

试。 为此，仅测试了过量 １０％ 的力学强度，测试数

聚氨酯加固材料最高允许配比误差在 １０％，配比严

均不大，最大仅 ５．３％。 因此，该配方的硅酸盐改性

分过量 ２０％时立即出现上述状况，甚至难以成型测

据见表 ３。 由试验数据可知，当 Ａ、Ｂ 组分配比失调
表３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Ｂ 组分配比
１．１ ∶ １．０
１．０ ∶ １．０
１．０ ∶ １．１

重失调时会失去加固作用。

不同 Ａ、Ｂ 组分配比下改性聚氨酯材料性能测试结果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ｐｏｌｙｕｒｅｔｈａｎ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Ｂ ｒａｔｉｏ
抗压强度

抗剪切强度

抗拉强度

均值 ／ ＭＰａ

变化幅度 ／ ％

均值 ／ ＭＰａ

变化幅度 ／ ％

均值 ／ ＭＰａ

变化幅度 ／ ％

４１．５

０

１５．０

０

１０．５

０

３８．７
３６．５

↓６．７

↓１２．０

１５．８

１５．４

↑５．３

２．２．２

↑２．７

１０．４
１１．０

↓１．０
↑４．８

称量误差对性能稳定性的影响

同样，研究了±５％ 称量误差对硅酸盐改性聚氨
酯固结体力学强度的影响。 为尽可能避免制样对强
度数据的影响，每个数据均是 ５ 个平行样品求均值

得到。 观察图 ２ 知，±５％称量误差对材料抗压、抗剪
切和抗拉强度的影响较小，其均值分别为 ４０．２、１４．９

和 １１ ＭＰａ。 因此，±５％称量误差对材料力学强度的
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３

结

论

１） 对于聚氨酯加固材料， 当 Ａ、 Ｂ 组分配比为

１．２ ∶ １． ０ 时， 抗 剪 和 抗 拉 强 度 分 别 下 降 ５６． ９％ 和

７２．７％。 当 Ｂ 组分过量 ２０％ 时，最高反应温度升高

６ ℃ 。 因此，聚氨酯加固材料使用中尽量保持正常
配比，谨防 Ａ 组分过量引发力学强度大幅降低，及 Ｂ
组分过量致使反应温度升高。

２） 对于硅酸盐改性聚氨酯加固材料，配比失调

２０％时，出现出水、泛碱、发泡和成型困难等异常现
象。 配比失调 １０％ 下，抗压、抗剪和抗拉强度虽下
降，但不会影响正常加固施工。

３） 调整 ２ 类注浆加固材料配方时，除了研究标

准规定的相关性能，还应探究其最大配比容错能力，
避免实际施工时因配比失调引发安全问题。

４） ２ 类材料在 ± ５％ 称量误差下，其抗压、抗剪

和抗拉强度变化幅度不大，基本可以忽略其对强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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