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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岩土工程三维物理模型试验技

术领域，公开了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

度相似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按照组分，所述相似

材料包括，骨料：方解石砂、白云石砂以及方解石

粉；胶结材料：水泥以及石膏。本发明提供的相似

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选用原岩主要组分方解石

砂、方解石粉以提高材料脆性，制备时将材料密

实，有利于提高材料强度和发挥方解石的脆性特

征；考虑到级配的影响，不同类型的骨料颗粒选

用不同的尺寸，制备完成后采用高温养护，形成

与深部高温环境类似的孕育条件，提高材料的相

似度；成功的模拟了锦屏大理岩的特征，制作效

率高、材料性能稳定、来源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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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其特征在于，按照组分，所述相似材料

包括，

骨料：方解石砂、白云石砂以及方解石粉；

胶结材料：水泥以及石膏；

以所述方解石砂的质量为单位质量，各组分的组分配比为：

方解石砂与白云石砂的质量比为0.25～4.00，方解石砂和白云石砂质量之和与胶结材

料的质量比为1.50～3.15，石膏与水泥的质量比为0.89～4.00，方解石粉与所述胶结材料

的质量比为0.1；

所述方解石砂粒径为40～60目，所述白云石砂粒径为100～120目，所述方解石粉粒径

为300～325目。

2.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称量方解石砂、方解石粉、白云石砂、石膏、水泥和PbO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得到混合固

料；

称量水与减水剂混合拌匀得到混合溶液；

将所述混合溶液体倒入所述混合固料中，搅拌均匀后装入模具中；

模具中材料初凝后，用压力机密实成型；

材料在室内干燥通风处养护后脱模；

室内自然条件下养护，再采用高温养护，直至材料硬化结束、质量恒定；

以所述方解石砂的质量为单位质量，各组分的配比为：

方解石砂与白云石砂的质量比为0.25～4.00，方解石砂和白云石砂的质量之和与胶结

材料的质量比为1.50～3.15，石膏与水泥的质量比为0.89～4.00，方解石粉与所述胶结材

料的质量比为0.1；

所述方解石砂粒径为40～60目，所述白云石砂粒径为100～120目，所述方解石粉粒径

为300～325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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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岩土工程三维物理模型试验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

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利水电、交通、核废料地质处理、深部物理地下实验室等工程建设过程中经常发

生岩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人员伤亡等。通过现场监测的手段已经取得了很多重要的

成果，但现场试验影响因素复杂，受地质条件的约束，且对人员的安全构成了较大的威胁。

因此，通过三维物理模型试验再现现场的工程环境，设定不同的影响因素，避免了人员的安

全风险，便于更深入研究岩爆灾害问题。

[0003] 岩爆常发生于高地应力条件下开挖卸荷载，具有突发性、剧烈性，围岩破坏时产生

剥落、片帮和弹射等现象，发生岩爆的岩体具有高强度和高脆性等特征。

[0004] 相似材料是物理模型试验的基础工作，是模型试验成败的前提，因此，研制出满足

相似理论的相似材料至关重要。受加载设备和相似原理的约束，相似材料的强度远低于深

部硬岩，因此材料受力时聚集的应变能远低于深部硬岩，导致试验室内很难制造出岩爆的

弹射现象，材料的脆性效果较差。现有技术中，对具有岩爆倾向性的相似材料展开了深入研

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主要包括：通过石英砂、重晶石砂、重晶石粉、石膏、松香酒精溶液等

原料，研制出了一系列的脆性材料，这些材料的脆性效果主要依靠胶结质的作用，强度低，

且脆性系数(压拉比)均低于20，不具有高脆性。强度和脆性特征是三维物理模型试验研究

岩爆灾害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获取更高强度和脆性的

相似材料。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解决现有技术中相似材

料强度低，脆性差的技术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

料，按照组分，所述相似材料包括，

[0007] 骨料：方解石砂、白云石砂以及方解石粉；

[0008] 胶结材料：水泥以及石膏。

[0009] 进一步地，以所述方解石砂的质量为单位质量，各组分的组分配比为：

[0010] 方解石砂与白云石砂的质量比为0.25～4.00，方解石砂和白云石砂的质量之和与

胶结材料的质量比为1.50～3.15，石膏与水泥的质量比为0.89～4.00，方解石粉与所述胶

结材料的质量比为0.1。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方解石砂粒径为40～60目，所述白云石砂粒径为100～120目，所述

方解石粉粒径为300～325目。

[0012] 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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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称量方解石砂、方解石粉、白云石砂、石膏、水泥和PbO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得到混

合固料；

[0014] 称量水与减水剂混合拌匀得到混合溶液；

[0015] 将所述混合溶液倒入所述混合固料中，搅拌均匀后装入模具中；

[0016] 模具中材料初凝后，用压力机密实成型；

[0017] 材料在室内干燥通风处养护后脱模；

[0018] 室内自然条件下养护，再采用高温养护，直至材料硬化结束、质量恒定。

[0019] 进一步地，以所述方解石砂的质量为单位质量，各组分的组分配比为：

[0020] 方解石砂与白云石砂的质量比为0.25～4.00，方解石砂和白云石砂质量之和与胶

结材料的质量比为1.50～3.15，石膏与水泥的质量比为0.89～4.00，方解石粉与所述胶结

材料的质量比为0.1。

[0021] 进一步地，所述方解石砂粒径为40～60目，所述白云石砂粒径为100～120目，所述

方解石粉粒径为300～325目。

[0022] 本申请实施例中提供的一个或多个技术方案，至少具有如下技术效果或优点：

[0023] 本申请实施例中提供的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改变了前人以胶

结质调控材料性质的方式，基于原岩的物性和细观特征，采用以骨料调控材料性质的方法，

选用原岩主要组分方解石砂和方解石粉以提高材料脆性；制备时，将密实材料，使颗粒之间

形成致密镶嵌结构，有利于提高材料强度和发挥方解石的脆性特征。考虑到级配的影响，不

同类型的骨料颗粒选用不同的尺寸，制备完成后采用高温养护。

[0024] 进一步地，实现了相似材料的高脆性，突破了前人研制的相似材料的脆性效果；相

似材料与原岩主要物理力学参数(重度、UCS、弹模、泊松比、抗拉强度)满足相似理论，成功

的模拟了深部硬岩的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的特征；同时，制作效率高、材料性能稳定。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相似材料单轴压缩应力-应变曲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申请实施例通过提供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解决现有技

术中相似材料强度低，脆性差的技术问题。

[0027] 为了更好的理解上述技术方案，下面将结合说明书附图以及具体的实施方式对上

述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本发明实施例以及实施例中的具体特征是对本申请技

术方案的详细的说明，而不是对本申请技术方案的限定，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实施例

以及实施例中的技术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8] 本申请选用原岩主要组分方解石砂、方解石粉以提高材料脆性，制备时将材料密

实，有利于提高材料强度和发挥方解石的脆性特征，考虑到级配的影响，不同类型的骨料颗

粒选用不同的尺寸，制备完成后采用高温养护，形成与深部高温环境类似的孕育条件，提高

材料的相似度。

[0029] 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按照组分，所述相似材料包括，

[0030] 骨料：方解石砂、白云石砂以及方解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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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胶结材料：水泥以及石膏。

[0032] 一般而言，以所述方解石砂的质量为单位质量，各组分的组分配比为：

[0033] 方解石砂与白云石砂的质量比为0.25～4.00，方解石砂和白云石砂的质量之和与

胶结材料的质量比为1.50～3.15，石膏与水泥的质量比为0.89～4.00，方解石粉与所述胶

结材料的质量比为0.1。

[0034] 进一步地，所述方解石砂粒径为40～60目，所述白云石砂粒径为100～120目，所述

方解石粉粒径为300～325目。充分考虑到级配的影响，不同类型的骨料颗粒选用不同的尺

寸，使得制备完成后配合高温养护，形成与深部高温环境类似的孕育条件，提高材料的相似

度。

[0035]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基于上述材料的制备方法。

[0036] 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制备方法，包括：

[0037] 称量方解石砂、方解石粉、白云石砂、石膏、水泥和PbO粉，混合后搅拌均匀得到混

合固料；

[0038] 称量水与减水剂混合拌匀得到混合溶液；

[0039] 将所述混合溶液体倒入所述混合固料中，搅拌均匀后装入模具中；

[0040] 模具中材料初凝后，用压力机密实成型；

[0041] 材料在室内干燥通风处养护后脱模；

[0042] 室内自然条件下养护，再采用高温养护，直至材料硬化结束、质量恒定。

[0043]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具体的材料组份和配方：

[0044] 骨料为方解石砂(40目)、白云石砂(100目)、方解石粉(325目)，胶结剂为水泥、石

膏，添加剂为减水剂、一氧化铅，水。其中，砂胶质量比为2.27、石膏水泥质量比为1.16、方解

石砂与白云石砂质量比为0.56、方解石粉占胶结材料质量的10％、一氧化铅占固体材料总

量的46.1％、加水量为固体材料质量的17％。

[0045]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该相似材料的制备方法，操作步骤如下：

[0046] (1)称一定量的固体材料：方解石砂、方解石粉、白云石砂、石膏、水泥和PbO粉，混

合后搅拌均匀；

[0047] (2)称定量的水，将减水剂倒入水中拌匀；

[0048] (3)将混合液体倒入固体材料中，搅拌均匀后装入内壁涂有脱模剂的模具中；

[0049] (4)材料初凝后，施加11.8kn的荷载将材料密实成型；

[0050] (5)材料在室内干燥通风处养护12h后脱模；

[0051] (6)室内自然条件下继续养护60h，再采用120℃高温养护，直至材料硬化结束、质

量恒定。

[0052] 为使本实施例提出的一种深部硬岩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相似材料制备方法更清

楚易操作，以下结合实施例对原理、试验方法、步骤、特点展开进一步的说明。

[0053] 相似材料的研制首先必须提出研究的思路，选择合适的原材料、制备和养护方式，

再依照相似理论，结合实施例的工程背景计算相似比，从而确定相似材料的物理力学参数，

最终才有可能配制出符合研究目的的相似材料。

[0054] 基于原岩的物性和细观特征，采用以骨料调控材料性质的方法，选用原岩主要组

分方解石砂、方解石粉以提高材料脆性，制备时将材料密实，使颗粒之间形成致密镶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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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有利于提高材料强度和发挥方解石的脆性特征，考虑到级配的影响，不同类型的骨料颗

粒选用不同的尺寸，制备完成后采用高温养护。

[0055] 深部脆性岩体在破坏前近似线弹性的，可运用弹性力学中的平衡方程、几何方程、

本构方程、初始条件和应力边界条件推导出相似材料须满足的相似准则。岩体峰后破坏曲

线的相似是很难完全满足的，一般近似的处理为直线性摩尔强度包络线。

[0056] 根据弹性力学中的平衡方程、几何方程、本构方程、初始条件和应力边界条件，以

及峰后破坏相似条件，可推导出物理力学参数的相似关系，如下：

[0057] Cσ＝CE＝CC＝CL

[0058]

[0059] 其中，Cσ、CE、CC、CL、 Cε、Cυ、Cγ分别表示应力、弹性模量、粘聚力、几何、内摩擦

角、应变、泊松比、容重的相似常数。

[0060] 本发明的实施例是以锦屏地下实验室二期工程为研究背景，隧洞截面尺寸为14m

×14m，三维物理模型试验洞室开挖尺寸为0.4m×0.4m，因此，几何相似常数为

[0061]

[0062] 因此，得到理想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参数，如表1所示

[0063] 表1理想相似材料与原岩物理力学参数

[0064]

[0065] 本发明的原材料主要组成成份为：骨料为方解石砂(40目)、白云石砂(100目)、方

解石粉(325目)，胶结剂为水泥、石膏，添加剂为减水剂、一氧化铅，水。

[0066] 本发明的相似材料的配比方案如表4所示。

[0067] 表4相似材料配比试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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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本发明提供的相似材料力学参数的测定，采用单轴压缩试验和劈裂试验，测定出

的容重γ、单轴抗压强度UCS、抗拉强度TS、脆性系数K，如表5所示。

[0070] 表5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参数

[0071]

[0072]

[0073] 从表5中可得知，第5组试验方案的UCS、脆性系数、重度分别为4.80MPa、2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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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3kn·m-3，满足锦屏大理岩相似材料的要求，是模拟锦屏大理岩岩爆问题的理想相似材

料。

[0074] 参见图1，第8组配比方案中，UCS高达7 .91MPa，脆性系数也高达24 .91，重度为

27.1kn·m-3突破了现有材料具有高脆性、高强度、高重度的特点，本发明提供的相似材料是

全新的。

[0075] 本申请实施例中提供的一个或多个技术方案，至少具有如下技术效果或优点：

[0076] 本申请实施例中提供的用于模拟具有岩爆特征的深部硬岩相似材料，改变了前人

以胶结质调控材料性质的方式，基于原岩的物性和细观特征，采用以骨料调控材料性质的

方法，选用原岩主要组分方解石砂、方解石粉以提高材料脆性；制备时，将密实材料，使颗粒

之间形成致密镶嵌结构，有利于提高材料强度和发挥方解石的脆性特征。考虑到级配的影

响，不同类型的骨料颗粒选用不同的尺寸，制备完成后采用高温养护。

[0077] 进一步地，实现了相似材料的高脆性，突破了前人研制的相似材料的脆性效果；相

似材料与原岩主要物理力学参数(重度、UCS、弹模、泊松比、抗拉强度)满足相似理论，成功

的模拟了深部硬岩的高强度、高脆性、高重度的特征；同时，制作效率高、材料性能稳定。

[0078] 最后所应说明的是，以上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

尽管参照实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其均应涵盖

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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