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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Ray CT 试验的塌陷区回填体孔隙结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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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地表塌陷区回填体破坏过程中的孔隙结构演化规律，利用医用 X-Ray CT 及小型加载装置开展了废石/尾砂
混合回填体实时单轴压缩扫描试验，重构了不同应力状态下回填体的多组分结构模型。试验结果表明：随应力值增大，回填
体孔隙率增加，应力超过峰值应力 80%后，孔隙率陡增，孔隙主要以 X 型共轭面分布；回填体孔隙率随含石量增加而增大；
回填体细观结构演化过程可划分孔洞持续压密、孔洞先压密后扩容、孔洞持续扩容、相邻微裂隙的贯通、不均质区的孔隙扩
展 6 种模式；回填体在峰值应力 80%以前，CT 数、孔隙率变化幅度小，回填体中并未出现显著的贯穿性裂缝，主要以原生
孔隙的压缩与扩容、次生孔隙的萌生与扩展两种状态为主；应力超过峰值应力 80%后，CT 数急剧降低，孔隙率陡增，回填
体中的原生、次生孔隙结构逐渐贯通，形成贯穿性裂缝，回填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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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X-Ray CT technology in the pore structure study of subsidence
area backfilling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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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investigate the evolution laws of pore structure during the process of backfill body damage in the surface
subsidence zone. In this study, the medical X-Ray CT and small loading devices were employed to conduct real-time uniaxial
compression scanning test on the backfill body with a mixture of waste rock and tailings. The multi-component structure models were
reconstructed for the backfill body under different stress sta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ckfilling porosity increased, as the stress
value grew. When the stress value exceeded 80% of peak stress, the porosity increased sharply. Furthermore, pore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X-type conjugate surface. The backfilling porosity increased with the percentage of rock. The backfilling
meso-structure evolu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stages, including continuous compaction of pores, pore expansion after compaction,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pores, integration and expansion of pore groups, coalescence of adjacent micro-cracks, and pore expansion
in heterogeneous areas. When the stress of the backfilling was less than 80% of the peak stress, both the CT number and porosity
varied within small ranges. Although no significant penetrating cracks were observed in the backfilling, there were two main states,
including the compres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primary pores and th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secondary pores. As the stress
exceeded 80% of the peak stress, the CT number reduced drastically, while the porosity increased sharply. Meanwhil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pore structures gradually connected in the backfilling and then formed penetrating cracks, resulting in the damage of
the backfilling body.
Keywords: subsidence area; backfill body; X-Ray CT; 3D reconstructed; por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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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处置的同时又使塌陷区、尾矿库得到治理，
实现地表塌陷、矿山固体废弃物的一体化治理，必

引 言
地表塌陷、尾矿库溃坝、固体废弃物严重破坏
[12]

区域环境是我国矿山面临的重大灾害

，若在固体

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广西某矿由于长
达数十年的地下开采，地表形成塌陷坑数十个，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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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陷坑底部仍在进行采矿。矿山拟将尾砂、废石混

胶结剂、水。尾砂相对密度为 3.1，尾砂中5、10、

合后制备成膏体对地表塌陷区进行回填，塌陷区远

20、74 m 颗粒含量分别为 6.7%、16.9%、26.7%、

6

3

期回填量预计将达 5×10 m 。
在塌陷区处置的同时，

64.15%，尾砂粒级组成曲线见图 1。尾砂的不均匀

为确保井下采矿生产的正常进行，避免发生回填体

系数 Cu、曲率系数 Cc 分别为 11.37、1.48，表明尾

坍塌、井下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对回填体的内部组

砂粒级分布范围大、级配良好。

构及力学特性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吴爱祥等[35]对塌陷区回填体的剪切强度、流动

为 2.7，单轴抗压强度在 67.93～123.56 MPa 之间。

特性、渗透特性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塌陷区混

因受到室内试验仪器的限制，将废石破碎至 10 mm

合回填体是一种宽粒级复合散体材料，其宏观性能
受到细观组构的影响。尹光志等[6]利用尾矿细微观
力学与形变观测试验装置，对受载尾矿细观结构变

以下备用。

的渗透特性及结构进行了研究指出，混合体是一个
固、液、气三相结构，流体沿混合体中孔隙、低密
度区通过，孔隙结构对混合体的渗透性影响显著。
Kang 等[8]通过 3D 数值试验研究了直剪过程中砂石
的孔隙变化特征，
发现剪切强度与孔隙率存在关联，
随着剪切变形的推移，不同密度的砂石剪切应力和
孔隙率均会趋于一致。王学滨等[910]通过对多孔介
质岩土材料剪切带的孔隙特征进行研究，从理论上
验证了在剪切带内部存在最大孔隙比的客观事实。
由此可知，孔隙结构对于岩土材料工作性能影响显
著，塌陷区回填体的工作性能同样也受其孔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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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演化的非线性特征进行了研究指出，尾砂的细观
孔隙结构是影响其内部应力方向性、承载特性的重
要因素。Börgesson 等[7]通过对膨润土、废石混合体

废石主要以灰岩、硅质岩为主，平均相对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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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尾砂及回填体粒级组成曲线
Fig.1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tailings and
backfill body

试验中选用 P.O.32.5 水泥作为回填体胶结剂。
所用水泥的相对密度、重度、孔隙率、比表面积分
别为 3.1、1.3 t/m3、58.06%、582 000 m2/m3。

影响，而目前对于回填体性能研究较少，且集中于
宏观性能研究[1113]。

2.2 试样制备

CT 技术在医疗行业中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
其具有多层面，可实现同一试样的连续无损扫描等
优点，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岩土工程、混凝土等领
域[1416]。目前用于岩土工程领域的 X-Ray CT 机主
要有工业 CT 和医用 CT 两大类，工业 CT 扫描精度
高于医用 CT，而医用 CT 更易于开展试样的实时加
载扫描。众多学者已采用医用 CT 配合自主研制的
加载装置对岩石[1720]、冻土[21]、煤岩[22]、沥青[23]、
混凝土 [24] 等多种材料的细观结构及损伤特性进行
了研究，但尚未见到采用 CT 技术研究塌陷区回填
体细观结构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将医用 X-Ray
CT 扫描技术应用于地表塌陷区回填体的细观孔隙
结构研究中，以期为回填体的制备及塌陷区治理提
供科学依据。

50%、水泥添加量为 2%、质量浓度为 82%的回填

2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35]，制备废石掺量为 30%、
体试样，试样粒级组成曲线见图 1。试样采用浇筑
法制备，试模尺寸为  50 mm100 mm。按照设计
配比制备好回填膏体并均匀灌入试模中，灌入过程
中尽量避免振动而引起废石的人为沉降分层，待
72 h 后脱模（试样见图 2）
，在常温下养护至 28 d
龄期进行试验。

CT 加载扫描试验

2.1 试验原料
试验原料来自广西某矿，主要有尾砂、废石、

图 2 脱模后待测试样
Fig.2 The backfilling samples after dem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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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采用 PHILIPS Brilliance 16 螺旋 CT 机
及图像处理软件。该 CT 扫描系统的空间分辨率为
0.208 mm，密度分辨率为 0.3%。扫描电压（管电压）
90～140 kV，扫描电流（管电流）30～500 mA。扫
描设备配置了具有 DICOM 标准的图像处理工作

3637

数据处理
由于 CT 二维图像能够反映的信息有限，因此，

在数据处理时引入了三维重构理论，对 CT 图像进
行重构，研究回填体在承载破坏过程中孔隙结构的
演化过程。

站。试验加载主机系统主要由动态伺服油缸、活塞、
连接螺母、支柱、压力室缸体、试样黏接板、试样
拉伸活塞、力传感器等几部分构成。小型加载装置
可对试件进行单轴常规静力拉伸、压缩，以及动态
拉伸、压缩试验。
2.4 试验过程
测试开始前，将制备好的试样两端黏结于加载
金属板上（见图 3(a)）
，防止加载过程中试样脱落。
图 4 扫描层位确定
Fig.4 Determination of scanning layers

由于回填体强度较低，为了便于在扫描过程中观察
破坏后裂隙扩展，采用热缩管对试样进行包裹（见
图 3(b)、3(c)）
，使其形成统一整体。

3.1

CT 图像重构理论
CT 三维重构就是将二维数据转换为三维数据

并以图像方式表现出来。体素是体数据的最基本单
元，也是图像重构的关键，如图 5 所示，假设在空
间存在长、宽、高分别为 ( L  1)  VX 、( M  1)  VY 、
( N  1)  VZ 的长方体，其面平行于坐标面。对于节

点 (i, j , k ) ， i  0, 1, , L  1 、 j  0, 1, , M  1 、

k  0, 1, , N  1 ， 其 对 应 的 空 间 位 置 为
(i  VX , j  VY , k  VZ ) 。体数据与三维数组对应为
(a) 试样黏结

(b) 包裹热缩管

L  M  N ，在 (i, j , k ) 处体数据值为 f (i, j , k ) 。CT

三维图像重构的关键是求出每个节点的三维坐标

V (i, j, k ) 和每个体素与自身相邻 8 个节点所形成的
对应关系。
Z
(c) 包裹好的试样
节点

图 3 测试样品准备
Fig.3 Preparation of experimental sample

体素

将包裹好的试样置于塑料样品腔内，
并连接好，
然后将样品腔装入小型测试装置内，紧固好连接装
置。将加载装置置于 CT 床上，调节床位对测试装

Y
X

置进行定位，并连接好传感器线路，准备进行单轴
压缩试验。准备工作完成后，开动加载控制器，开
始扫描。扫描在加载不卸载情况下实时进行，当试

图 5 体素定义示意图
Fig.5 Diagram of voxel definition

样接近破坏而开始迅速变形时，停止调整油门，直

利用 CT 扫描回填体试样，可得到轴向固定间

至试件破坏。加载过程中共扫描 4 次，即分别在加
载初始、应力峰值的 40%、80%和峰后，CT 扫描层

距的一系列连续 CT 图像，如图 6 所示，对每个图
像进行叠加后，利用 Minics、Image Pro Plus 等图像

厚为 3 mm、每次扫描 40 层（见图 4）
，扫描完成后

处理软件就可实现 CT 图像的三维可视化重构。文

可获得不同应力条件下试样不同层位的图像。

中采用 VG 软件对回填体原始扫描图像进行重构，

岩

3638

土

力

得到三维重构模型，并定量分析回填体在加载过程
中的孔隙演化。

学

2017 年

通过划分不同的 ROI，得到不同 ROI 在回填体
结构中的空间分布图，将不同的 ROI 叠加在一起则
构成了回填体多组分三维结构，
如图 8 所示。
图 8(a)、

间距

8(b)分别为不同密度尾砂胶结体空间形态，尾砂在
回填体中起到黏结废石颗粒、
包裹原生孔隙的作用；
图 8(c)为废石颗粒在回填体中的三维分布状态，由
于回填体具有浓度高、不分层、不离析特点，废石
颗粒可均匀分布于尾砂之中，未发生显著的分层、
离析，有利于回填体宏观力学性能的提高；图 8(d)
为回填体中原生孔隙的分布状态，回填体中原生孔
隙主要由气孔构成，孔径相差较大，大量气孔的存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回填体性能的劣化；图 8(e)为

图 6 CT 连续扫描图像
Fig.6 Continuous CT images

复合得到的回填体三维重构图像。

3.2 重构过程及结果
重构基本过程如图 7 所示，首先，将回填体在
某一应力状态下扫描得到的一系列 CT 原始图像导
入进行前期预处理。由于回填体是由废石颗粒、气
孔及原生裂隙、包裹废石颗粒与气孔的尾砂胶结体
构成，每种组分在 CT 图像上有着不同特征，因此，

(a) 低密度尾砂

在 CT 平面图像上进行阈值调整，对不同组分感兴
趣区域 ROI（region of interest）进行分割、提取，

(b) 高密度尾砂

(c) 废石颗粒

划分结果见图 7(a)、7(b)。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组
分的划分与提取对回填体后续三维重构影响最为显
著，不合理地划分将引起重构结果的误差。最后将
不同扫描切片划分得到的 ROI 进行三维重构，结果
见图 7(c)。
(d) 孔隙分布

(e) 混合回填体

图 8 回填体三维重构结构
Fig.8 The 3D reconstructed structure of backfill body

4
(a) 截面不同区域划分

(b) 剖面不同区域划分

试验结果分析

4.1 孔隙率随荷载增加变化
通过对 CT 图像中孔隙结构进行三维重构，可
获得回填体承载过程中的孔隙定量值。图 9 为废石
掺量为 30%、水泥添加量为 2%时的回填体孔隙结
构分布。由于回填体原生孔隙结构的存在，加载初
始回填体孔隙体积为总体积的 2.02%，见图 9(a)；

某一截面

当应力值达到峰值强度的 40%时，孔隙体积增加至
2.13%，回填体中优势裂隙扩展方向是以试样中心
为交叉点的“X”型共轭剪切面，见图 9(b)；当应

(c) 回填体三维重构

图 7 CT 三维图像重构过程
Fig.7 The process of CT 3D image reconstruction

力值达到峰值强度的 80%时，孔隙体积增加至
2.21%，优势裂隙扩展方向仍为“X”型共轭剪切
面，但在其他区域也出现了较多的裂隙扩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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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c)；当应力值超过峰值强度，裂隙体积激增至

的孔隙率，由图 11 可知，在回填体应变小于 0.2%

5.67%，回填体中已形成多个相互贯通的裂隙面，

时，孔隙体积从初始状态 2.02%增至 2.21%，而这

破坏面仍以“X”型共轭剪切面为主，其他优势面

一过程中应力值则达到峰值强度的 80%～90%。当

为辅，见图 9(d)，与破坏后试样形态较为一致（见

应力达到峰值，发生较大塑性变形时，应变量与孔

图 10）。当废石掺量增加至 50%以后，回填体中初

隙率都快速增加。

始原生孔隙增多，达到 3.12%。应力峰值 40%、80%、

600

峰后孔隙体积分别为 4.36%、5.64%、8.64%，明显

550
500

未形成“X”型共轭剪切面。

450

孔隙率：2.02%

孔隙率：2.13%

应力/ kPa

多于 30%废石掺量时，
且破碎后以整体碎裂状为主，

孔隙率 2.21%

孔隙率 5.67%

400
350
300

孔隙率 2.13%

250
200
150
0.0

孔隙率 2.02%

0.2

0.4

0.6
0.8
应变/ %

1.0

1.2

1.4

图 11 孔隙率与应力-应变关系（废石量 30%、水泥量 2%）
Fig.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rosity and stress-strain
curve (waste rock 30%, cement 2%)
(a) 加载初始

(b) 峰值 40%

4.2 回填体平面孔隙结构演化
图 12 为废石掺量为 30%、水泥添加量为 2%时

孔隙率：2.21%

孔隙率：5.67%

回填体第 10、20、30 层 CT 扫描图像。图像中由暗
色到亮色（黑→蓝→绿→黄→红）物质密度依次增
加，黄、红两色表示废石颗粒，蓝绿色表示低密度
的尾砂、孔隙等结构。
通过对 CT 图像的分析，将回填体细观结构演
化模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类：
（1）孔洞持续压密：如在图 12 第 10 层气孔 1
在轴向应力作用下体积不断减小，孔洞产生收缩，

(c) 峰值 80%

(d) 峰后

图 9 不同应力状回填体孔隙结构
（废石量 30%、水泥量 2%）
Fig.9 Pore structure of backfill body under different
stresses (waste rock 30%, cement 2%)

孔洞从初始的 0.347 5 cm2 减小至峰后的 0.232 4 cm2。
（2）孔洞先压密后扩容：如图 12 第 10 层气孔
2，在轴向应力作用下，孔洞从初始状态的 0.707 cm2
减小至峰前的 0.201 cm2，达到强度峰值后孔洞面积
则增加至 0.762 cm2。
（3）孔洞持续扩容：如图 12 第 10 层气孔 3，
在轴向应力作用下，孔洞持续发生扩容，从最初的
0.523 cm2 增加至峰值后的 0.950 cm2。
（4）气孔组的贯通扩容：如图 12 第 20 层所示
气孔组，其由 3 个距离较近的微小孔洞构成，3 个
微孔洞在轴向应力作用下，孔洞之间逐渐产生应力
集中，应力最大的下部小孔持续产生扩容，最终引

图 10 试件破坏后形态（废石量 30%、水泥量 2%）
Fig.10 Fractured specimen after testing
(waste rock 30%, cement 2%)

回填体应力-应变曲线上每一点都对应着惟一

起 3 个孔洞贯通形成新生裂缝。
（5）相邻微裂纹的贯通：如图 12 第 30 层所示
微裂纹应力路径，在原始状态路径中并无显著孔洞
及裂缝，随着轴向应力的增加，应力路径中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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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 10 层

气孔组
0.0 kPa

气孔组

气孔组

气孔组

220.4 kPa

440.8 kPa

527.8 kPa

(b) 第 20 层

软弱区

软弱区

软弱区
0.0 kPa

裂纹扩展

裂纹萌生

原始状态

220.4 kPa

裂纹贯通

软弱区
440.8 kPa

527.8 kPa

(c) 第 30 层

图 12 废石 30%、水泥 2%不同层位 CT 扫描图像
Fig.12 CT images of different layers (waste rock 30%, cement 2%)

微细的裂纹及孔结构，随着其进一步的扩展，最终
形成贯穿性裂纹。这种模式主要是由于上下相邻层

中，CT 数受内部结构变化的影响而呈现不同规律。
图 13 为废石掺量为 30%、水泥添加量为 2%时，

面中存在孔隙结构在应力作用下扩展而形成。

回填体破坏过程中的体积平均 CT 数、体积孔隙率

（6）不均质区的孔隙扩展：在粗颗粒料、孔隙、
尾砂局部不均质区域引起的细观结构破裂。如图 12

与应力值关系曲线。由图可知，在初始未加载状态
时，回填体试样 CT 数为 1 765，与之对应的孔隙率

第 30 层面中所示不均质软弱区，
随着轴向应力的增

为 2.02%。当应力增加至 220.4 kPa（峰值应力 40%）

加，孔隙优先从该区域萌生，主要出现在气孔、骨
料、尾砂三者的复合区域。回填体在加载过程中，

时，试样 CT 数降低为 1 764.6，孔隙率增加为 2.13%。
应力增加至 440.8 kPa（峰值应力 80%）时，试样

并没有像岩石那样出现明显的压密阶段、线弹性阶

CT 数降低为 1 763.9，孔隙率增加为 2.21%。当应

段，其过程是原生孔隙的压缩与扩容并存，次生孔
隙的萌生、扩展与原生孔隙并存，是一个互相融合

力值超过峰值强度，在峰后 527.8 kPa 时，CT 数急
剧降低为 1 719.3，而孔隙率陡增至 5.67%。在整个

与逐步扩展的过程。

加载过程中，随应力值增加，体积平均 CT 数减小，

4.3 孔隙率与 CT 数关系
CT 数是 CT 分析中的关键参数， CT 数的大小

体积孔隙率增大，这一减一增反映了回填体在加载
过程中结构处于扩容状态。结合图 12，在 80%峰值

在 CT 图像上由灰度表示。CT 图像中亮色表示被测

应力之前，CT 图像中并未出现显著的贯穿性裂缝，

物体的吸收系数较大，CT 数大；暗色表示被测物
体的吸收系数较小，CT 数小。回填体在破坏过程

回填体中主要以原生孔隙的压缩与扩容、次生孔隙
的萌生与扩展两种状态为主，孔隙率增加不大。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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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峰值应力后，回填体中原生、次生孔隙结构逐

characteristics of mine geological hazards in China[J].

渐贯通，形成贯穿性裂缝，导致回填体整体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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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孔隙率、CT 数与应力值关系
Fig.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T value and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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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伟, 吴爱祥, 王洪江, 等. 全尾砂-废石混合回填膏体

通过对回填体结构的三维重构，获得了回填体
加载过程中三维孔隙结构演化规律，并定量地得到

流动特性变化规律[J]. 岩土力学, 2013, 34(12): 3464－

了不同应力状态下回填体孔隙率，为塌陷区回填体

SUN Wei, WU Ai-xiang, WANG Hong-jiang, et al. The

的制备提供了科学依据。

change laws of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backfill paste mix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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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0.

unclassified tailings and waste rock[J]. Rock and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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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cs, 2013, 34(12): 3464－3470.

（1）在 CT 二维扫描图像基础上，重构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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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陷区回填体三维多组分结构，获得了不同应变条

渗透特性试验研究[J]. 岩土力学, 2014, 35(9): 2515－

件下回填体孔隙率值。
回填体应力-应变曲线上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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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都对应着惟一的孔隙率，随应力值增大孔隙率相

SUN Wei, WU Ai-xiang, WANG Hong-jiang,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f perme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应增加，超过峰值应力 80%后，孔隙率陡增，且孔

backfill paste mixed with unclassified tailings and waste

隙以 X 型共轭面分布为主。随回填体中含石量的增
加，孔隙率相应增大。
（2）回填体细观结构演化可划分为孔洞持续压

rock[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14, 35(9): 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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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光志, 张千贵, 魏作安, 等. 尾矿细观结构变形演化

密、孔洞先压密后扩容、孔洞持续扩容、气孔组贯

非线性特征试验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11,

通扩容、相邻微裂纹贯通、不均质区孔隙扩展 6 种
模式。回填体在加载过程中孔隙演化是原生孔隙的

30(8): 1604－1612.

压缩与扩容并存，次生孔隙的萌生、扩展与原生孔

Experimental

隙并存，是一个互相融合与逐步扩展的过程。
（3）回填体在承载过程中，随应力值增加，回

deformation evolution for meso-scopic structure of

填体 CT 数减小，孔隙率增大，结构处于扩容状态。

Engineering, 2011, 30(8): 1604－1612.

在峰值应力 80%以前，CT 数、孔隙率变化幅度小。
回填体中主要以原生孔隙的压缩与扩容、次生孔隙

YIN Guang-zhi, ZHANG Qian-gui, WEI Zuo-a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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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lings[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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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萌生与扩展为主；应力超过峰值应力 80%后，CT
数急剧降低，孔隙率陡增，回填体中的原生、次生
孔隙结构逐渐贯通，形成贯穿性裂缝，回填体破坏。

study of non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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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12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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