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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含水率膏体充填材料的单轴压缩试验研究
王永岩１，２ ，于卓群１ ，崔立桩１

（１．青岛科技大学 机电学院，山东 青岛

摘

２６６０６１；２．青岛科技大学 力学中心，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６１）

要：随着我国矿产资源需求的持续攀升和绿色矿山建设的提速，膏体充填技术展现出广阔的应用

前景。 然而，关于膏体充填材料在不同含水状态下力学行为的研究较少。 为研究不同含水率对低水
泥含量膏体充填材料单轴压缩力学行为的影响，以全尾砂、水泥和水为材料制备了 ３％和 ５％ 两种水
泥含量的充填体试件（ 水泥含量 ３％、５％为水泥质量占尾砂质量的百分比） ，使用 ＲＰＨ － ８０ 型可控式
恒温恒湿试验箱将试件分组改造成含水率分别为 ０、１３％、２５％ 和 ３６％ 的充填体试件后，使用 ＴＡＷ －

２００ 多功能力学试验机进行恒定位移加载的单轴压缩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随着含水率的升高，充填

体的强度下降，且下降速度逐渐加快，使用二次多项式可以较好地拟合单轴抗压强度和含水率之间的
关系，２ 种水泥含量试件的单轴抗压强度的下降趋势与速度较为相似，且 ５％ 水泥含量膏体充填体的
抗压强度在不同含水率下始终高于 ３％水泥含量充填体。 另一方面，随着含水率的升高，充填体弹性
模量降低，峰值应变点先升高后降低。 通过充填体非线性指数衡量不同含水率下膏体充填材料应
力 －应变曲线的非线性程度，发现 ２ 种水泥含量下的充填体均在含水率为 ２５％时表现出较高的非线
性，利用好充填材料非线性的特点有助于充填体的失效预警和提前干预，研究结果为深入认识膏体充
填材料的单轴压缩力学行为和充填区安全问题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绿色矿山；膏体充填；含水率；单轴压缩；非线性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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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两种水泥含量，０、１３％、２５％ 和 ３６％ 四种含水率的 ８

言

组膏体充填材料试件展开单轴压缩试验，分析了不

尾砂是一种选矿废物，几十年来大量的尾砂被
堆放在尾矿库，对生态环境和居民安全造成了严重
的威胁

［１］

，而随着我国采矿量的急剧上升，如何安

同含水率下 ２ 种水泥含量膏体充填材料的单轴压缩
强度、弹性模量和峰值应变点等试验结果，提出了改
进的充填体非线性指数，为深入认识膏体充填材料

全经济地处置尾砂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另

的单轴压缩力学行为和充填区安全问题提供一定的

一方面，地下采空区使该地区地下应力状态发生改

参考。

变，增加了该地区地面沉降、下陷的危险。 而大规模

１

案。 典型的膏体充填材料由尾砂，低含量水泥和水

１．１

的应用膏体充填可能是这 ２ 个问题的良好解决方
组成，其较高的固体质量浓度可以减少水泥用量从
而节约充填成本

［２］

。

件，根据膏体充填材料低水泥含量高质量浓度的特

［７］

［３－６］

研究了尾砂和水泥的性质对充

填体单轴压缩强度的影响，发现充填体的单轴压缩

强度与水灰比密切相关。 ＢＡＶＲＡＭ 等 ［８］ 研究了水
泥类型和含量对含硫尾砂充填体的单轴压缩强度影
响。 ＷＵ 等

膏体充填材料试件所用材料为：自来水，普通硅

酸盐水泥（ ４２．５ 号） 和取自山东省某金属矿山的全

广阔的应用前景，吸引了大量的学者参与研究

［９］

膏体充填体试件制备

。 膏体充填体可以在井下作为

工作平台使用，也可以改善采空区地应力分布，拥有
其中，ＫＥＳＩＭＡＬ 等

试验方法

通过一系列试验研究了水泥类型和水

质量对充填体性能的影响，发现水泥对充填材料的
单轴压缩强度影响明显而水质量对充填体力学性能
影响甚微。 ＭＡＮＧＡＮＥ 等

［１０］

发现添加高效减水剂

可以增强充填材料的单轴压缩强度。
上述学者研究了充填材料在养护后自然状态下

尾砂（ 图 １） 。 制作了 ２ 种水泥含量的膏体充填体试
点，本研究选取了国内外常用的较低水平的 ２ 种水
泥含量，水泥含量分别为 ３％ 和 ５％ （ ３％、５％ 为水泥
质量占尾砂质量的百分比） ，试件固体质量分数均
为 ７５％。 制备时首先将尾砂和水泥在干燥状态下
按照配合比称量并取出，放入桶中搅拌均匀后加入
称取的自来水使混合物固体质量分数达到 ７５％，然

后充分搅拌大约 １０ ｍｉｎ，并浇筑进内直径为 ５０ ｍｍ，
高为 １００ ｍｍ 的圆柱模具中，２４ ｈ 后将试件脱模，放
置在潮湿的密封箱中在室温下养护 ２８ ｄ，期间定期
洒水保持高湿度。

的力学性能，取得了珍贵的成果。 然而，随着近年来
矿井开采的范围和规模逐渐扩大，施工环境复杂多
变，其中湿度的变化可能引起充填材料含水率的变
化。 对此，聂亚林等 ［１１］ 研究了灰砂比为 １ ∶ ４ 的 ４

种含水率下充填材料的单轴压缩强度和损伤模型。
然而，学界对较低水泥含量下的含水率变化引起的
不同水泥含量充填材料的单轴压缩行为改变的研究
较少。 随着我国绿色矿山建设的提速，膏体充填技
术将以其高可靠度和高经济性的优势得到更大规模
图１

的应用，并不断向提高尾砂利用率与降低水泥用量

Ｆｉｇ．１

的方向发展。 因此，为了顺应矿业行业的绿色发展
新模式，促进膏体充填在我国的发展与应用，有必要
进一步研究不同含水状态下低水泥含量水平的膏体
充填材料的单轴压缩力学行为。 笔者对 ３％ 和 ５％
２２０

１．２

尾砂样品和放大 １５ 倍后的尾砂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ａｆｔｅｒ
１５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膏体充填体试件含水率设计
通过烘干与浸泡的方式改变膏体充填体试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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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水 率。 试 件 的 含 水 率 可 以 通 过 如 下 公 式 计 算
得出：
ωｃ ＝

ｍｃ － ｍｄ
ｍｄ

× １００％

（１）

式中： ω ｃ 为此试件当前含水率，％； ｍ ｃ 为此试件当
前质量，ｇ； ｍ ｄ 为与此试件水泥含量相同的含水率为

０ 的试件的质量，ｇ；所有计算结果精确到 １％。 试件
养护 ２８ ｄ 后分组备用，Ａ 组试件放入 ＲＰＨ － ８０ 型恒
温恒湿试验箱（ 图 ２） ，在 ６０ ℃ 下烘干 ２４ ｈ，至试件
质量不再变化，定义为含水率为 ０ 的试件；Ｂ 组试件
放入 ＲＰＨ － ８０ 型恒温恒湿试验箱在 ６０ ℃ 下烘干 １２
ｈ，期间定期取出称重，由式（ １） 计算得含水率约为

１３％时停止烘干；Ｃ 组试件从养护箱中取出后擦干

图３

表面水分直接称重，计算得含水率约为 ２５％；Ｄ 组试
件放入水中在室温下浸泡 ２４ ｈ 后擦干表面水分称
重，计 算 得 含 水 率 约 为 ３６％。 而 ０、 １３％、 ２５％ 和

ＴＡＷ－２００ 多功能力学试验机系统

Ｆｉｇ．３ ＴＡＷ－２００ 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３６％的含水率可以较好的分别反映膏体充填体的干

大学与长春朝阳试验机厂联合研制的 ＴＡＷ － ２００ 多

此，本试验共制备了 ２ 种水泥含量和 ４ 种不同含水

２００ ｋＮ，可进行位移加载或力加载模式下的单轴压

个试件以进行重复试验。

并进行单轴压缩试验。 参考对水泥基材料试件的试

燥状态、半干燥状态、自然养护状态和饱和状态。 由
率的 ８ 种膏体充填试件，见表 １。 每种试件制作 ３
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上，采用位移加载模式以 ０．２ ｍｍ ／ ｍｉｎ 的速度开始加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含水率 ／ ％

载，直至试件破坏。 试验过程中电脑自动采集轴向

３Ａ

３Ｂ

３Ｃ

３Ｄ

５Ａ

５Ｂ

５Ｃ

５Ｄ

０

１３

２５

３６

０

１３

２５

３６

水泥含量 ／ ％ ３

３

３

３

５

缩试验。 达到目标含水率的试件需要立即测量尺寸
验方法 ［１２－１４］ ，试件被放置在力学试验机的钢制平台

试件编号及其水泥含量和含水率
ａｎｄ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试件编号

功能力学 试 验 机 系 统 （ 图 ３） ， 其 最 大 轴 向 压 力 为

５

５

５

位移，轴向力，时间等数据。

２
２．１

试验结果与分析
充填体单轴抗压强度
单轴抗压强度是充填体设计过程中最常用的重

要参数，因其简易方便的特点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
泛使用 ［１５］ 。 根据单轴压缩试验结果整理的不同含
水率和 ２ 种水泥含量的充填体单轴抗压强度如图 ４

所示。 由于试件 ３Ｄ 在试验中发现强度过低，甚至

图２

ＲＰＨ－８０ 型可控式恒温恒湿试验箱

Ｆｉｇ．２

１．３

ＲＰＨ－８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ｂｏｘ

单轴压缩试验

本研究中使用的单轴压缩试验设备为青岛科技

图４

２ 种水泥含量充填体在不同含水率状态下的单

Ｆｉｇ．４

轴抗压强度

Ｕｎ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ｗｏ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ｉｌｌｅ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ｉｓｔｕｒ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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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承受预压力，这可能是由于尾砂充填材料之间

，可以认为已
经天然失效，强度定义为 ０，不记录并分析其应力 －
的胶合力已经弱于侵入水的破坏力

［１６］

应变曲线。 由图 ４ 可知，含水率相同时，水泥含量

５％的膏体充填体试件单轴抗压强度大于水泥含量
３％的充填体试件抗压强度，这可能是由于水泥的胶

结作用在水泥含量较高时也较强。 由图 ４ 还可知，

部尾砂、水泥、胶结产物之间的摩擦力，造成颗粒间
的滑移所需的力降低，进而导致充填体在较低压力
下失效；② 充填体内部存在微裂隙，水进入物体内
的微裂隙会导致其在受压时，微裂隙加速扩张发展
为裂缝，从而导致结构强度下降；③ 较高含量的水
与充填体内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会导致充填体内部
分物质的溶解与破坏，进而降低充填体的结构强度。

随着充填体含水率的升高，水泥含量 ３％ 和水泥含

２．２

下降速度呈加快趋势。 为了更好地描述这种趋势，

示。 通过观察图 ５ 中的曲线，可以发现水泥含量 ３％

量 ５％ 的充填体试件单轴抗压强度均出现下降，且
采用二次多项式拟合含水率和抗压强度的关系。 拟
合结果如图 ４ 所示，水泥含量 ３％和水泥含量 ５％的

多项式拟合复相关系数分别为 ０．９６８ ４ 和 ０．９８９ ９，
较好地反映了抗压强度与含水率的定量关系。 水泥
含量 ３％充填体和水泥含量 ５％ 充填体的单轴抗压
强度 σ ３ 、σ ５ 表达式分别为

σ ３ ＝ － ０．０００ ５０１ω － ２ ＋ ０．００２ ８３ω ＋ ０．５５８ （２）

σ ５ ＝ － ０．０００ ４４２ω

－２

＋ ０．０００ ５４９ω ＋ ０．８５４ （３）

结合相关研究 ［１７－１９］ ，分析出抗压强度随含水率

的升高而降低的原因可能是：① 水会降低充填体内

２ ２ １

弹性模量

Ｆｉｇ．５

图５

充填体压缩行为

充填体试件的典型应力 － 应 变 曲 线 如 图 ５ 所

充填体试件与水泥含量 ５％充填体试件均因为含水
率变化而产生了压缩力学行为的改变，并反映在应
力 －应变曲线中。 可以看出，２ 种水泥含量下的充填
体的压缩力学行为均因含水率的增加而发生了由脆
性行为到延性行为的转变。 含水率较高的试件与含
水率较低的试件相比，应力 － 应变曲线的增长较为缓
慢，应力峰值出现得更晚，应力达到峰值后的峰后下
降更为平缓，曲线终点处应变更大，残余强度也通常
大于完全干燥的试件。 下文将从弹性模量，峰值应
变，非线性的角度对充填体压缩行为展开详细分析。

充填体试件单轴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Ｕｎ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ｔｅｓｔ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ｏｆ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ｂｏｄｙ

充填体试件的弹性模量如图 ６ 所示。 可以看出

相同含水率下，水泥含量 ５％ 的充填体试件比水泥
含量 ３％的充填体试件弹性模量高。 这可能是由于
水泥的胶结作用在任意含水率状态下都能拥有良好
的胶结效果，从而提高了材料的弹性模量。 然而随
着含水率的增大，充填体试件的弹性模量随之显著
下降。 这可能是由于充填体含水率的升高使充填体
内部结构发生了软化，降低了刚度从而导致了充填
体弹性模量的降低。 这说明对于含水率较高的充填
体，在同样大小的力下会发生较大变形，对此现象在
实际工程中应当引起重视。
２２２

２．２．２

Ｆｉｇ．６

图６

充填体试件弹性模量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峰值应变

图 ７ 展示了各充填体的峰值应变（ 又称失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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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 可以看出，含水率的增加提高了充填体的失

高，意味着其压缩过程中在经过弹性阶段之后仍具

效应变。 失效应变的提高使充填体在更高的应变下

有较长的应变硬化阶段，这种非线性的压缩力学行

失效，意味着充填体延性的提高。 这可能是因为水

为使充填体在受压时具有一定刚度的同时不至于在

的侵入与润滑作用使充填体试件更容易产生裂缝，

弹性阶段后就立即失效，而是在继续经历较大变形

裂缝的均匀快速产生可以分散充填体内的应力从避

后才到达应力峰值，为采取加固措施或进行人员疏

免充填体在低应变水平的过快失效。 但也可以看出

散提供了宝贵的应对时间，提高了充填区的安全性。

试件 ５Ｄ 的峰值应变低于试件 ５Ｃ 的峰值应变，这说
明含水率过高所带来的结构弱化效果要大于分散应
力带来的延性提高。

Ｆｉｇ．８

２．２．３

Ｆｉｇ．７

图７

３

充填体试件峰值应变

提出使用非线性指数来评

估水泥基混凝土材料压缩行为的非线性程度

［２０］

。

同含水率不同水泥含量下的充填体试件非线性程度

过低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２） 随着含水率的升高，膏体充填体试件的单轴

抗压强度降低，且下降速度随含水率升高逐渐加快。
３） 随着含水率的增加，膏体充填材料的弹性模

大小，其定义如下：
Ｅ ４０

Ｅ １００

论

３％的膏体充填体试件在含水率 ３６％ 的状态下强度

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的充填体非线性指数以评估不

Ｎ＝ １ －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率下均具有较高的抗压强度和弹性模量。 水泥含量

非线性程度评估

此前，ＫＨＡＬＯＯ 等

充填体试件非线性指数

１） 水泥含量较高的膏体充填材料在相同含水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ｏｆ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ｂｏｄ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２０］

结

图８

（４）

其中：Ｎ 为充填体非线性指数；Ｅ ４０ 为应力 － 应变

曲线上 ４０％峰值应力处的切线弹性模量；Ｅ １００ 为原
点到峰值点的变形模量。 该指数可以量化应力 － 应
变曲线的非线性程度，非线性指数越高，该充填体非

量降低而峰值应变在一定范围内升高，这表明含水
率的增加降低了膏体充填材料的刚度，增加了延性。
使用充填体非线性指数得出水泥含量 ３％和水泥含
量 ５％的膏体充填体均在含水率 ２５％时表现出了较
高的非线性。 实际工程中可以利用好非线性力学行
为的特点进行充填体破坏前预警。

线性程度越强。 充填体试件的非线性指数如图 ９ 所

参考文献（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水率下表现出最强的非线性程度。 这可能是由于水

［１］

示。 可以看出，２ 种水泥含量下充填体均在 ２５％ 含
的存在对膏体充填体同时起弱化和润滑作用，使充

仍然具有较长的塑性变形阶段，因此表现出了随含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ａｉｌｉｎｇｓ ｄａｍ ｏｕｔｂｕｒｓｔ ｍｕ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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