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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

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的确定方法，采用取样钻机在

煤矿深井一定深度含水层直接钻取粉砂质泥岩

试样，然后将岩样在室内水中浸泡，反复测试试

样质量直到质量不变，得到饱水状态下的岩样；

取饱和岩样，置于WTD-100冻土压力试验机，分别

选取冷冻温度为-10℃、-15℃、-20℃、-25℃，冷

冻48h，在恒定加载速率下(分别为0 .2MPa/s、

0.4MPa/s、0.6MPa/s、0.8MPa/s)进行单轴无侧限

抗压强度试验；根据测试的抗压峰值强度实测数

值，采用Origin数据分析软件对试验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从而得到关于天然峰值强度，加载速率

和冷冻温度的抗压峰值强度预测经验公式。该方

法可简便、快捷地计算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的抗

压峰值强度，且抗压峰值强度的计算结果接近实

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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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的确定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采用取样钻机在煤矿深井一定深度含水层直接钻取样粉砂质泥岩试样，取回地面

的粉砂质泥岩试样立刻采用保鲜膜包裹，不锈钢套管固定；

(2)实验室内通过水钻仪取样钻机直接对煤矿深井试样加工，制作100mm×50mm的圆柱

形标准试样；

(3)通过智能声波检测仪筛选波速相近的试样作为试验岩样；

(4)把制备好的试验岩样放入抽气容器中，加入蒸馏水抽取容器空气直至无气泡溢出，

然后将岩样在水中浸泡，反复测试试样质量直到质量不变，得到饱水状态下的岩样；

(5)取饱和岩样，选取冷冻温度，置于WTD-100冻土压力试验机，冷冻48h；

(6)在恒定加载速率下进行单轴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7)根据测试的抗压峰值强度实测数值，采用Origin数据分析软件对试验实测数值进

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到关于天然峰值强度，加载速率和温度的抗压峰值强度预测经验公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的确定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5)的冷冻温度分别为-10℃、-15℃、-20℃和-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的确定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的恒定加载速率分别选取0.2MPa/s、0.4MPa/s、0.6MPa/s和

0.8MPa/s。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的确定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8)中抗压峰值强度预测经验公式为：

加载速率0.2MPa/s：σs＝σ+exp(T/10)+(1/20v)(0.0102T+0.896)

加载速率0.4MPa/s：σs＝σ+exp(T/10)+(1/20v)(0.0146T+1.068)

加载速率0.6MPa/s：σs＝σ+exp(T/10)+(1/20v)(0.02T+1.305)

加载速率0.8MPa/s：σs＝σ+exp(T/10)+(1/20v)(0.024T+1.48)

式中，σs为饱和冻结抗压峰值强度，单位MPa；σ为天然峰值强度，单位MPa；v为加载速率，

单位MPa/s；T为冷冻温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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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确定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领域的岩土工程地下岩石强度参数的确定方法，具体涉及涉

及一种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确定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矿井巷开采方法中，井筒冻结法虽然是一种有效的穿越松散不稳定冲积层或者

淤泥、软岩等地层的方法，但是，施工过程中，含水岩层的出现，使得井筒涌水量加大，长时

间的浸润，使得含水岩层周围岩石、土体处于饱和状态，低温冻结作用下，饱和状态岩石

(体)强度特性参数会发生变化，若采用经验公式与理论来设计含水层岩石(体)冻结施工，

设计结果往往存在一定不足。与其他岩层相比较而言，粉砂质泥岩层为白垩纪常见岩层，因

其强度较低，易成为井筒冻结壁的薄弱岩层，尤其当井筒冻结施工穿过数层含水岩层时，粉

砂质泥岩层成为井筒冻结设计的关键控制层位。因此，确定冻结条件下饱和粉砂质泥岩抗

压峰值强度对煤矿深井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0003] 国内外针对砂质、粉砂质泥岩的力学特性开展了一系列试验与理论研究，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包括不同应力水平下饱和粉砂质泥岩的三轴压缩蠕变及应力松弛特性，富水

井壁软岩在不同围压条件下的强度与变形特性，不同冻结温度下天然状态砂质泥岩强度与

变形特性，以及不同冻结温度下饱和状态砂质泥岩峰值强度、残余强度的变化特性的研究。

上述研究虽然涉及到与饱和砂质、粉砂质泥岩相关力学特性，但是在低温环境下，加载速率

对其饱和粉砂质泥岩峰值强度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完全满足井筒饱和岩层冻结设计的需要，

传统的室内试验确定抗压峰值强度方法过程很繁琐，国内相关规范仅列举了不同岩石的抗

压强度试验流程，但并未涉及加载速率与负温环境对抗抗压峰值强度的影响。此外，抗压峰

值强度是控制煤矿深井软弱岩层的重要指标，因此，饱和状态下冻结粉砂质泥岩的确定方

法可以为富水煤矿深井井壁的设计提供关键的强度参数。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

抗压峰值强度确定方法，以利于简便、快捷地计算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的抗压峰值强度，且

抗压峰值强度的计算结果接近实测数据，经验公式应用于工程实践中可以更有效、更快速

地确定出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的抗压峰值强度，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手段是提供一种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

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确定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采用取样钻机在煤矿深井一定深度含水层直接钻取样粉砂质泥岩试样，取回

地面的粉砂质泥岩试样立刻采用保鲜膜包裹，不锈钢套管固定；

[0007] (2)实验室内通过水钻仪取样钻机直接对煤矿深井试样加工，制作100mm×50mm的

圆柱形标准试样；

[0008] (3)通过智能声波检测仪筛选波速相近的试样作为试验岩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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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4)把制备好的试验岩样放入抽气容器中，加入蒸馏水抽取容器空气直至无气泡

溢出，然后将岩样在水中浸泡，反复测试试样质量直到质量不变，得到饱水状态下的岩样；

[0010] (5)取饱和岩样，选取冷冻温度，置于WTD-100冻土压力试验机，冷冻48h；

[0011] (6)在恒定加载速率下进行单轴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0012] (7)根据测试的抗压峰值强度实测数值，采用Origin数据分析软件对试验实测数

值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到关于天然峰值强度，加载速率和温度的抗压峰值强度预测经验

公式。

[0013]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5)的冷冻温度分别为-10℃、-15℃、-20℃和-25℃。

[0014] 作为又一优选，所述步骤(6)中的恒定加载速率分别选取0.2MPa/s、0.4MPa/s、

0.6MPa/s和0.8MPa/s。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8)中抗压峰值强度预测经验公式为：

[0016] 加载速率0.2MPa/s：σs＝σ+exp(T/10)+(1/20v)(0.0102T+0.896)

[0017] 加载速率0.4MPa/s：σs＝σ+exp(T/10)+(1/20v)(0.0146T+1.068)

[0018] 加载速率0.6MPa/s：σs＝σ+exp(T/10)+(1/20v)(0.02T+1.305)

[0019] 加载速率0.8MPa/s：σs＝σ+exp(T/10)+(1/20v)(0.024T+1.48)

[0020] 式中，σs为饱和冻结抗压峰值强度，单位MPa；σ为天然峰值强度，单位MPa；v为加载

速率，单位MPa/s；T为冷冻温度，单位℃。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可简便、快捷地确定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在任意

加载速率与冻结温度下的抗压峰值强度，为富水井筒煤矿深井井壁的设计提供关键的重要

的强度参数；2、克服了了采用经验公式与理论来设计含水层岩石(体)冻结施工的不足，保

证了考虑加载速率与负温环境的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的准确性，能进一步预测地下相

邻软岩层对周围富水岩层的力学影响，为相邻地下岩层结构的开挖设计提供安全强度设计

参数。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结合实例和附表对本发明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确定方法

加以说明。以下试验步骤进一步阐明了本发明的试验技术方案，但不作为对本发明保护范

围的限制。

[0023] 本发明的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确定方法原理是：采用取样

钻机在煤矿深井一定深度含水层直接钻取样粉砂质泥岩试样，制备好饱和岩样，分别在冷

冻温度为-10℃、-15℃、-20℃、-25℃，加载速率为0.2MPa/s、0.4MPa/s、0.6MPa/s、0.8MPa/s

下进行单轴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根据测试的抗压峰值强度实测数值，采用Origin数据分

析软件对试验数值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到关于天然峰值强度，加载速率和温度的抗压峰

值强度预测经验公式。

[0024] 本发明的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确定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25] (1)采用取样钻机在煤矿深井一定深度含水层直接钻取样粉砂质泥岩试样，取回

地面的粉砂质泥岩试样立刻采用保鲜膜包裹，不锈钢套管固定；

[0026] (2)实验室内通过水钻仪取样钻机直接对煤矿深井试样加工，制作100mm×50m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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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柱形标准试样；

[0027] (3)通过智能声波检测仪筛选波速相近的试样作为试验岩样；

[0028] (4)把制备好的试验岩样放入抽气容器中，加入蒸馏水抽取容器空气直至无气泡

溢出，然后将岩样在水中浸泡，反复测试试样质量直到质量不变，得到饱水状态下的岩样；

[0029] (5)分别选取冷冻温度为-10℃、-15℃、-20℃、-25℃，取饱和岩样，置于WTD-100冻

土压力试验机，冷冻48h；

[0030] (6)分别在恒定加载速率分别选取0.2MPa/s、0.4MPa/s、0.6MPa/s、0.8MPa/s下进

行单轴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0031] (7)根据测试的抗压峰值强度实测数值，采用Origin数据分析软件对试验实测数

值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到关于天然峰值强度，加载速率和温度的抗压峰值强度预测经验

公式：

[0032] 加载速率0.2MPa/s

[0033] σs＝σ+exp(T/10)+(1/20v)(0.0102T+0.896)

[0034] 加载速率0.4MPa/s

[0035] σs＝σ+exp(T/10)+(1/20v)(0.0146T+1.068)

[0036] 加载速率0.6MPa/s

[0037] σs＝σ+exp(T/10)+(1/20v)(0.02T+1.305)

[0038] 加载速率0.8MPa/s

[0039] σs＝σ+exp(T/10)+(1/20v)(0.024T+1.48)

[0040] 式中，σs为饱和冻结抗压峰值强度，单位MPa；σ为天然峰值强度，单位MPa；v为加载

速率，单位MPa/s；T为冷冻温度，单位℃。

[0041] 结果分析：表1-4分别为加载速率0.2、0.4、0.6、0.8MPa/s下根据经验公式得出的

计算结果。

[0042] 将计算得到的抗压峰值强度结果与实测抗压峰值强度进行对比：其中对加载速率

0.2MPa/s，有60％的数据误差在5％以下，85％的数据误差在10％以下；对加载速率0.4MPa/

s，有65％的数据误差在5％以下，100％的数据误差在10％以下；对加载速率0.6MPa/s，有

90％的数据误差在5％以下，100％的数据误差在10％以下；对加载速率0.8MPa/s，有75％的

数据误差在5％以下，95％的数据误差在10％以下。表明计算数据接近实测数据，经验公式

应用于工程实践中可以更有效、更快速地确定出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的抗压峰值强度，具

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0043] 表1加载速率0.2MPa/s下根据经验公式得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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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0045] 表2加载速率0.4MPa/s下根据经验公式得出的计算结果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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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表3加载速率0.6MPa/s下根据经验公式得出的计算结果

[0048]

[0049] 表4加载速率0.8MPa/s下根据经验公式得出的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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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本发明的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强度确定方法可简便、快捷地确

定煤矿深井饱和冻结粉砂质泥岩在任意加载速率与冻结温度下的抗压峰值强度，为富水井

筒煤矿深井井壁的设计提供关键的重要的强度参数。克服了了采用经验公式与理论来设计

含水层岩石(体)冻结施工的不足，保证了考虑加载速率与负温环境的粉砂质泥岩抗压峰值

强度的准确性，能进一步预测地下相邻软岩层对周围富水岩层的力学影响，为相邻地下岩

层结构的开挖设计提供安全强度设计参数。

[0052] 本发明虽然已以较佳实施例公开如上，但其并不是用来限定本发明，任何本领域

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都可以利用上述揭示的方法和技术内容对本发

明技术方案做出可能的变动和修改，因此，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

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及修饰，均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

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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