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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流动特性与应用研究
杜

野，裴向军，黄润秋，何智浩，张佳兴

（成都理工大学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浆液的流动性对于浆液的扩散与运移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开展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流动性正交试验，并选择不同
可泵时间黏度时变性浆液进行流动度测试，分析了水灰比、外掺剂对浆液流动性能的影响规律，揭示了黏度时变性浆液流动
度时间变化特征，从外掺剂对浆液水化硬化影响基础上，对浆液的流动变化机制性进行了探讨，并以碎裂岩体注浆为例，研
究浆液流动性在注浆中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浆液的流动度的影响，随着水灰比、助剂 1#、助剂 2#、助剂 3#量的增
加，浆液的流动度增加，水灰比是影响流动度的最大的因素，其次为助剂 2#、助剂 3#、助剂 1#；对于浆液黏度的影响主次
关系为助剂 3#、助剂 1#、水灰比、助剂 2#；浆液流动度的变化具有缓慢期、快速期、稳定期 3 阶段特征，浆液临近可泵时
间时，浆液流动度变化具有显著的突变性。碎裂岩体注浆应用结果表明：运用浆液的黏度时变特性进行注浆，减少了普通水
泥浆待凝、复灌所带来的工时延长，缩短了注浆时间，节省注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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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low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viscosity
time-varying grouting material
DU Ye, PEI Xiang-jun, HUANG Run-qiu, HE Zhi-hao, ZHANG Jia-x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hazard Prevention and Geoenvironment Protectio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9, China)

Abstract: Slurry liquidity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for grout diffusion and migration. By conducting orthogonal liquidity test on
viscosity-varying grouting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pumping time, the influence of water cement ratio and the additive agent on the
properties of slurry flow are analyzed. Flow degree of tim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scosity time-varying slurry are
investigated. The changes of the flow of the slurry machine rational are discussed considering the effects of the additive agent on
slurry hydration and hardening. Slurry liquidi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grouting in cataclastic rock i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ile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water cement ratio, additive #1, additive #2, additive #3, the flow of the slurry augmented. Water
cement ratio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factor of fluidity, followed by additive #2, additive #3, additive #1. For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influence on slurry viscosity followed by additive #3, additive #1, water cement ratio and additive #2. Slurry fluidity change
presents three-stage development: slow increase, fast increase, and stable state. When nearing slurry pump time, slurry flow has
significant change respectively. Grouting application in cataclastic rock mass shows that the use of grouting slurry considering
time-varying viscosity can reduce refilling time for the ordinary cement slurry, shorten the grouting time, save the grouting material.
Keywords: viscosity time-varying slurry; flow characteristics; hydration and hardening mechanism; grouting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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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速发展，这些工程建设将面临着复杂的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环境条件，同时这些工程中无一不面对复

随着交通建设、矿山开采、水利水电开发的快

杂环境条件下的岩土体注浆问题。如水电建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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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弛岩体加固问题、断层破碎带的加固、坝肩抗力

3499

（2）注浆外掺剂

体加固，山岭隧道、地下工程建设中常常遇到的涌

助剂 1#、助剂 2#、助剂 3#是黏度时变性注浆材

突水治理问题，注浆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

料的性能调节剂，根据地层岩性特点，通过外掺剂

[16]

已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上述工程

的不同配比组合，可以得到不同性能的注浆浆液，

对注浆材料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注浆材料很难

使其与地层具有良好的适应。对于外掺剂的组成以

适应这种复杂岩土体注浆，因此，新型注浆材料的

及对浆液的性能调节可参考裴向军等[1]的研究，试

研究与应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各种新材料不

验及应用证明，这种外掺剂对普通水泥浆具有良好

[710]

断涌现

，丰富了注浆材料的发展。

的性能调节作用。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以来源广泛的水泥为注浆材

2.2 试验仪器

料，通过适当掺加外掺剂进行浆液改良，形成了具

试验仪器采用水泥浆流动度测定仪进行测量，

有流动性好、前期强度增长快、后期强度高、凝结

试验仪器由 2 部分组成：即带有刻度的有机玻璃平

[1]

时间可控等性能优良的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 ，已

板以及截头圆锥体 2 部分（如图 1 所示）。对浆液的

广泛应用到各类注浆工程中。

黏度测试，采用马氏漏斗黏度计进行测量。

对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各项性能深入地认识，
以及各外掺剂对浆液性能的影响准确把握，才能更

圆锥体

好地应用注浆材料进行注浆，以指导注浆工程。
对于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的评价具有多种性能
指标，如浆液的凝结时间、强度、黏度特性等，注
浆材料的选择与应用正是在对浆液各个性能指标正
确认识基础上，考虑到注浆工程实际因素进行综合

流动度盘

的选择。
图 1 浆液流动度测试仪器
Fig.1 The slurry fluidity test instrument

笔者研究发现，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除了具有
黏度时变特性外，
其流动性亦具有显著的时变特性。
流动度是浆液流动性能的衡量指标，浆液在可泵时

2.3 试验步骤

间内良好的流动性，有利于浆液在地层中充分地运

对已经配置好的浆液边搅拌边注入圆锥体内，

移与扩散，为此笔者在室内开展正交试验，分析各
助剂对浆液流动性的影响，并以不同可泵时间的黏

当浆液注满时（略高于表面）迅速用刮刀刮平，然
后将截锥体迅速提起，水泥浆液随即在流动度盘扩

度时变性浆液为例，总结浆液流动性的一般规律，

散开，当水泥浆液扩散到不流动时，量出几组两相

并从外掺剂对浆液水化硬化机制的作用机制，分析
了浆液的流动性变化规律原因，并介绍了浆液流动

互相垂直的直径的平均值作为浆液的流动度[12]。对
于浆液的马氏漏斗黏度测试，可以参考文献[13]进

特性在注浆工程中的应用，以期更好地指导注浆工

行试验。

程。

2.4 试验方案
（1）在进行正交试验前，预先进行浆液的试配，

2

材料流动性时变特性试验研究

初步确定外掺剂的加入量，后采用正交试验[14]分析

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是以普通水泥浆作为基

水灰比、助剂 1#、助剂 2#、助剂 3#对浆液流动度、
浆液的黏度的影响，各助剂加量为水泥质量的百分

浆，适当掺加助剂 1#、助剂 2#、助剂 3#，经过搅拌

比，正交设计方案如表 1 所示，采用 4 因素 3 水平

而形成水泥浆液，本文以黏度时变性浆液作为研究

9 组正交试验进行试验。

2.1 试验材料

对象，主要试验材料有：
（1）水泥
试验所采用的水泥为四川峨眉山水泥有限公司
生产的 32.5R 复合硅酸盐水泥，水泥质量符合《通
用硅酸盐水泥》标准[11]。

表 1 正交试验设计表
Table 1 The orthogonal experimental design table
水平

水灰比

1#/ %

2#/ %

3#/ %

1

0.55

0.075

2.0

0.04

2

0.70

0.100

3.0

0.05

3

0.85

0.150

4.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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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水灰比为 0.6 黏度时变性浆液，调整外掺剂的加入

280

量，得到可泵时间为 30、45、60、75 min 的黏度时

260

变性浆液，分别对其流动度进行测试，并选择同水
灰比为 0.6的普通水泥浆液的流动度作为对比分析。

流动度/ mm

（2）在正交试验基础上，考虑工程因素，采用

黏度时变性浆液制浆完成后，对浆液进行匀速

80

240
60
220
200

40

180

搅拌，按照时间间隔 2 min 对浆液流动度进行测试，

160
0.55

在临近可泵时间时，按照时间间隔 1 min 进行流动

0.70
水灰比

度测试，直至浆液流动度不发生变化时停止测试。

(a) 水灰比

考虑到水灰比为 0.6 普通水泥浆液可泵时间长，

300
280

泵时间时，浆液流动度测试时间间隔为 1～2 min 进

260

试验结果与分析

3

流动度/ mm

浆液流动度测试时间间隔为 10 min，当浆液临近可
行测试，以减少试验工作量。

100

流动度
漏斗黏度

马氏漏斗黏度/ s

土

20
0.85

100

流动度
漏斗黏度

80

240
60
220
200

40

马氏漏斗黏度/ s

岩

3500

180

3.1 正交试验结果曲线

160
0.075

根据正交试验结果，获得了水灰比、助剂 1#、

0.100
1 外掺剂掺量/ %

20
0.150

#

助剂 2#、助剂 3#不同试验配比下，浆液的流动度、

(b) 助剂 1#

浆液的黏度测试结果，根据正交试验结果，得出试
280

#

剂 2 、助剂 3 量的增加，浆液的流动度增加，根据
极差分析，
各助剂对流动度的影响主次关系依次为：
水灰比、助剂 2#、助剂 3#、助剂 1#，由此可知，水

80

260
240

60

220
200

40

180

灰比是影响浆液流动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考虑

160

浆液流动度时，可以适当考虑增大浆液的水灰比，

20
2

但过大的水灰比，亦会使得浆液中自由水量大大增
300

助剂 2#、助剂 3#组合进行调节。

280

增大，浆液中自由量增多，浆液的黏度随之降低，
由此可见，黏度时变性浆液性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只有在对各个助剂对浆液性能影响的全
面深入认识的基础上，才能运用外掺剂调节浆液性
能，以更好地指导灌浆实践。随着助剂 1#、助剂 2#、
助剂 3#加量的增加，浆液的黏度随之增加，根据极
差分析表明，
各助剂对浆液黏度的影响主次关系为：
助剂 3#、助剂 1#、水灰比、助剂 2#。
以上分析表明，排除水灰比的影响，助剂 3#对
浆液的流动度、以及黏度影响较大。根据裴向军等
[1]

的研究：助剂 3#对浆液的流动性以及浆液的稠化

时间有着重要的作用。

流动度/ mm

以充分考虑。因此，浆液的流动度可以通过助剂 1#、

度先增加后减少，而普通的水泥浆液随着水灰比的

4

(c) 助剂 2#

加，会降低浆液结石体的强度，在浆液选择时要予

对于浆液的黏度随着水灰比的增大，浆液的黏

3
2#外掺剂掺量/ %

流动度
漏斗黏度

100
80

260
240

60

220
200

40

马氏漏斗黏度/ s

#

流动度/ mm

根据试验曲线可知，随着水灰比、助剂 1#、助

100

流动度
漏斗黏度

马氏漏斗黏度/ s

300

验结果曲线如图 2 所示。

180
160
0.04

0.05
3 外掺剂掺量/ %

20
0.06

#

(d) 助剂 3#

图 2 水灰比、助剂 1#、助剂 2#、助剂 3#影响结果曲线
Fig.2 The effect curves of additive #1, #2 and #3 and water
cement ratio on slurry flow

3.2 不同可泵时间浆液流动度时间曲线
根据正交试验结果，结合实际注浆工程，选择
0.6 为浆液水灰比，调整外掺剂 1#、2#、3#配比，得
到可泵时间 30、45、60、75 min 黏度时变性注浆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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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浆液制备完毕后，对其流动度进行测试，其流
动度时间曲线如图 3 所示，水灰比为 0.6 的普通水
泥浆液的流动度时间曲线如图 4 所示。

0

0

3501

线变化具有突变特征。
（3）浆液流动度稳定期。浆液在此阶段流动度
不再降低，且不具有扩散性能，流动度趋于稳定。

时间/ min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0

t1

40

t2

时间

可泵时间

120
缓慢期

160
200
可泵时间 30 min
可泵时间 45 min
可泵时间 60 min
可泵时间 75 min

240
280
320

图 5 黏度时变性浆液流动度-时间特征曲线
Fig.5 The degree of degeneration of slurry flow
viscosity time curve

图 3 不同可泵时间浆液流动度-时间曲线
Time curves of slurry flow with different pump time

Fig.3

0
80
流动度/ mm

快速期 稳定期

流动度

流动度/ mm

80

120

150

时间/ min
300
450

600

750

水灰比为 0.6 普通水泥浆液
可泵时间

根据黏度时变性浆液的流动度变化特征，可泵
时间 30、45、60、75 min 黏度时变性浆液流动度变
化过程各时段统计如表 2 所示，浆液的流动度变化
过程可以为注浆工程提供参考。

160
200
240

图 4 普通水泥浆液的流动-时间曲线
Fig.4 Flow time curves of ordinary cement slurry

表 2 流动度变化不同时段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s table of fluidity change at different time
水灰比

可泵时间/ min

缓慢期/ min

快速期/ min

稳定期/ min

0.6

30

0～23

24～37

37 后

0.6

45

0～36

37～53

53 后

0.6

60

0～47

48～67

67 后

0.6

75

0～69

70～84

84 后

由试验结果可知，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在可泵
时间内浆液的流动度缓慢降低（如图 3 所示），此阶
段浆液的黏度增长缓慢，浆液具有较好的流动性，

3.3 试验数据拟合分析

当浆液临近可泵时间时（流动度约为 140 mm），浆

浆液的流动度曲线快速期曲线进行函数拟合分析，

液的流动度迅速降低，
流动度-时间曲线具有突变性
质，此阶段浆液的流动性能降低，浆液的黏度增长，

拟合方程如表 3 所示，拟合得到的方程很好地体现

浆液的扩散性能降低，浆液流动度的降低具有突变

得到浆液在快速期某一时刻的流动度，为注浆工程

性，浆液的这一性能可以充分发挥浆液在注入地层
后快速形成塑性强度，尽早发挥机械强度，充分发

提供参考。

挥注浆的作用。对比普通水泥浆液流动度-时间曲线
（见图 4），普通水泥浆液在浆液临近可泵时间时，
浆液的流动度缓慢降低，浆液过可泵时间后，不能

对可泵时间为 30、45、60、75 min 黏度时变性

了浆液流动度快速期的变化，通过拟合曲线，可以

表 3 流动度变化快速期曲线拟合表
Table 3 Fitting table of rapid changes in the fluidity
浆液
类型

尽快发挥浆液的注浆强度特性。
根据以上分析，
黏度时变性浆液流动度-时间曲
线具有如下 3 阶段特征（如图 5 所示）：
（1）浆液流动度缓慢降低期。浆液流动度大，
黏度低，浆液扩散性能好。
（2）浆液流动度快速降低期。此阶段浆液的流
动度快速降低，浆液扩散性能降低，流动度-时间曲

黏度

水灰比

可泵时间
/ min

适用范围
/ min

0.6

30

y   0.407t 2  15.51t  42.67
R 2  0.988

0.6

45

y   0.244t 2  13.47t  12.46
R 2  0.986

37～53

0.6

60

y   0.281t 2  24.64t  333.8
R 2  0.993

48～67

0.6

75

y   0.308t 2  38.17t  982.2
R 2  0.992

70～84

时变
性浆液

流动度时间拟合方程

注：y 为流动度时间曲线快速期中时间为 t 时的流动度。

24～37

岩

3502

流动度/ mm

200

土

4

可泵时间 30 min
可泵时间 45 min
可泵时间 60 min
可泵时间 75 min

160

力

学

2017 年

浆液流动性能在注浆中的应用
九寨云顶边坡岩体破碎，节理裂隙发育，局部

岩体架空（见图 7）
，基础锚杆注浆工程中采用普通

120

水泥砂浆注浆遇到了严重的漏浆、跑浆问题，单孔
80

注浆量超出设计值数 10 倍之多。后选择采用黏度时
变性浆液进行注浆，解决了浆液的漏浆、跑浆、窜

4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时间/ min

浆问题。实践表明，黏度时变性浆液对于碎裂岩体
注浆具有较好的效果[15]。

图 6 流动度变化快速期拟合曲线
Fig.6 Fitting curve of rapid changes in the fluidity

从拟合曲线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黏度时变性浆液的流动曲线变化快速期流

架空碎裂岩体

动度方程适宜用二次多项式函数进行拟合。
（2）浆液流动度快速期时间较短，约为 11～
17 min，这一特征也体现出浆液在过泵期后，浆液
流动度快速降低，黏度快递增长，浆液能够快速形
成塑性强度，使得注浆能够尽早发挥注浆效果。
3.4 对黏度时变性浆液流动特性机制的探讨
水泥加水拌合后发生的水化与硬化是一个复杂
的物理化学过程，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在普通水泥
浆液基础上通过掺加助剂 1#、2#、3#对浆液性能进

图 7 架空岩体
Fig.7 Overhead rock mass

此次注浆除了充分发挥了黏度时变性浆液的固

行调节，
使得浆液流动特征具有显著的 3 阶段特征，

结特性等外，还充分发挥了浆液的流动特性。

这一特征正是外掺剂加入后改良的结果。在水泥加
水拌合后，在水泥水化诱导前期，由于水泥矿物的

在室内对浆液的固结特征、流动性进行试验，
充分地了解浆液的性能。在注浆前，采用笔者所在

水化，水泥矿物中带有不同的电荷组分，正负电荷

团队开发的注浆扩散测试装置（已获得发明专利授

的相互吸引或者水泥粒子热运动发生将产生絮凝状
结构，这一絮凝状结构包裹大量的自由水，外掺剂

权），
对黏度时变性浆液在架空碎裂岩体中的扩散规
律进行了模拟，同时以相同水灰比的普通水泥浆液

的加入在水泥粒子表面形成了凝胶状的半渗透膜

的扩散进行了对比研究，测试结果如图 8 所示。

层，这一膜层中是缺钙、富硅的渗透膜层，同时助
剂 2 提供的钙将吸附于该膜层中，这一膜层是强结

浆液的扩散模拟试验表明：与普通水泥浆扩散
（图 8(a)）相比，黏度时变性浆液具有更好的扩散

合性的，阻止了水泥进一步的水化，打破了水泥浆

特征（图 8(b)）。黏度时变性浆液在流动度缓慢期浆

体絮凝结构的产生，
使得浆体中含有大量的自由水，
浆体的流动性大大加强，此阶段也是流动度曲线中

液流动度大，黏度变化较小，浆液可以充分地运移
与扩散，而当浆液流动进入快速期浆液流动度大大

流动度缓慢增长期。在水泥浆液水化诱导期内，随

降低，浆液黏度迅速增加，浆液的扩散性能降低，

#

将改变水泥粒子被隔绝的状态，
根据正交试验结果，

此阶段浆液流动度具有突变性质。
此次注浆充分地利用了黏度时变性浆液的流动

助剂 3#对浆液流动性及稠化时间具有重要的作用，

度变化的缓慢期以及快速期，其过程如下：

#

着水泥水化的不断进行，该膜层不断破裂，助剂 1

#

此阶段助剂 3 粒子不断向硅酸三钙粒子靠近，外掺
剂中 SiO 、AlO 、Ca 与水泥粒子反应，大量生

（1）首先利用浆液的流动度变化快速期，浆液
制成后，匀速搅拌，注浆时间延迟 15 min 后进行注

成水化硅酸钙以及氢氧化钙晶体，这一过程中受到

浆，注浆浆液进入地层后，形成注浆岩桥，使浆液

3

2

2+

[1]

抑制的钙矾石生成量也将大大增加 ，由于水泥浆
体的快速水化，浆液中大量的自由水转变为结合水，

能够快速充填宽大的裂隙以及架空岩体。
（2）当达到一定注浆量后，充分地运用浆液流

从而浆液的流动性大大降低，从流动度曲线上看，

动度变化缓慢增长期，在注浆完成后，浆液匀速搅

此阶段正值流动度曲线中快速期，随着水化反应不

拌，开始注浆，此阶段浆液能够在地层中充分地运
移与扩散，对裂隙进行灌浆充填。

断进行，浆液失去流动性，进入流动度稳定期。

第 12 期

杜 野等：黏度时变性注浆材料流动特性与应用研究

60

1 300
入水口
注浆口

3503

（3）黏度时变性浆液快速期流动度变化适宜用
二次多项式进行拟合。

645
545

400
60

（4）外掺剂的加入改变了浆液中结合水量，使
得浆液在缓慢期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在临近可泵时
间时，浆液快速的水化形成大量水化硅酸钙、氢氧
1s

化钙、钙矾石浆液流动性降低，流动度变化快速期

1 300

3s

发生在此阶段，流动性快速降低，后进入流动度稳

7s

定期。
（5）运用黏度时变性浆液流动度缓慢期浆液充
60

10 s 18 s
15 s 22 s
28 s

分地扩散与运移，以及在快速期浆液流动度快速降
低对碎裂岩体进行充填注浆，可以减少注浆材料的

100
出水口

用量，缩短注浆工时。

(a) 普通水泥浆液(水灰比 0.6)

60

1 300
入水口
注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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