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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强度计算模型及应用
付自国，乔登攀，郭忠林，李克钢，谢锦程，王佳信
（昆明理工大学 金属矿山深部岩体力学与安全开采重点实验室，云南 昆明 650093）

摘 要：超细尾砂已成为充填材料的主要来源。为了便于充填料浆配合比设计与强度预测，基于超细料浆微观结构，提出用
固体填充率表征充填料浆结构密实程度。选用某矿山超细尾砂进行了 63 组配合比强度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固体填充率和
水灰比与充填体无侧限强度分别呈指数函数和负幂函数关系。采用 Pearson 理论对试验样本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固
体填充率与水灰比相互独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双变量强度计算模型，模型计算值与试验值的误差在
7%以内。进行了超细尾砂胶结体强度随养护时间增长的试验，基于试验数据拟合规律，提出了强度龄期数学模型，建立了
三变量强度计算公式。模型能准确预测矿山充填体强度，且能有效指导矿山充填料浆设计。
关 键 词：超细尾砂；微观结构；固体填充率；胶结充填体；强度模型；预测优化
中图分类号：TU 41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0－7598 (2018) 09－3147－10

A model for calculating strength of ultra-fine tailings cemented
hydraulic fill and its application
FU Zi-guo, QIAO Deng-pan, GUO Zhong-lin, LI Ke-gang, XIE Jin-cheng, WANG Jia-xin
(Key Laboratory of Deep Rock Mechanics and Safety in Metal Mines，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650093, China)

Abstract: Ultra-fine tailings have become the main source of filling materials. In order to facilitate mixture ratio design and strength
prediction of filling slurry, based on the microstructure of ultra-fine slurry, solid filling rate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structure of
filling slurry. 63 sets of proportioning strength tests are carried out on ultrafine tailings of a min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lid
filling rate and water cement ratio have exponential and negative power functions relation with the unconfined strength of the filling
body respectivel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olid filling rate and the water cement ratio is obtained by using the Pearson theory. It
is found that the solid filling rate and the water cement ratio are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Then on this basis, a double variable
strength calculation model of ultra-fine tailings cemented hydraulic fill is developed. The error between the calculated value and the
experimental value is less than 7%. Besides, experiments on the strength of ultra-fine tailings cemented body with curing time are
carried out.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strength-age and a formula for calculating the strength of three variables are established using
the fitting law of the experimental data. The developed model not only predicts the strength of mine filling body accurately, but also
guides the preparation of mine filling slurry effectively.
Keywords: ultra-fine tailings; microstructure; solid filling rate; cemented hydraulic fill; strength model; prediction optimization

1

引

提出一种科学、高效、简单的强度预测方法有着显

言

著的工程意义。

充填体强度直接影响采充顺序和采场稳定性，
[1]

是充填采矿设计的关键依据 。由于充填物料组成
复杂，导致影响充填体强度因素众多，且呈高度非
线性特征[2]。对充填体强度的预测不仅能够降低试
验成本，而且还能指导充填料浆配合比设计。因此，

目前，国内外对充填体强度预测一般有多元回
归分析、人工智能算法以及经验公式等方法。韩斌
等[3]采用 EXCEL 及 SPSS 对 136 组胶结充填体不同
龄期强度进行多元非线性拟合，获得了强度折减系
数。邓代强等[4]对充填体为 3、7、28 d 龄期下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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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二阶函数拟合，并对预测模型进行改进，反
[5]

[6]

演出水泥消耗量。李典 、赵国彦 等采用响应面
法（RSM）对充填体强度进行预测，而 RSM 是一
种基于连续函数的二阶非线性模型。然而，非线性
拟合公式复杂，交叉项没有具体的物理意义；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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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强度计算模型，为矿山充填料浆配合比设计
提供依据。

2

强度试验及影响因素

2.1 料浆微观结构的量化表征

有的回归模型不显著，只适合特定矿山，缺乏普适

充填料浆的微观结构直接决定了充填体的孔隙

性。当今，由于人工智能方法具有解决多因素、多

率，空隙的存在大大削弱了充填体抗压强度，因此

目标、非线性等[7]优点，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建立的

必须从微观结构探明空隙生成的机制。充填料浆中

充填体强度预测模型很多，例如 BP 神经网络[810]、

含有大量的细颗粒，而细颗粒在水中由于具有较强

改进的 BP 神经网络算法[11]、灰色-神经网络[12]、

的物理化学作用而吸附水分子，使得颗粒周围形成

RFB 神经网络 [13] 、自适应神经模糊推理系统 [14]

一个水膜，吸附水膜的静电作用使相邻颗粒之间连

（ANFIS）、粒子蜂群神经网络[15]、GEP 算法[16]、

接起来，从而发生絮凝作用形成网状结构[23]。同时

[17]

混沌粒子群算法

等，都是对样本数据进行训练，

由于水泥的水化作用形成针状钙矾石晶体填充在颗

通过发展原有信息对强度进行预测。但这些预测模

粒与颗粒之间，使得浆体中固体颗粒之间的空隙减

型需要大量试验获得数据源，试验成本高、工作量

小，致使胶结体宏观上具有较高的早期强度[24]。水

大，且现场应用困难。在充填体强度公式方面的研

化产物使网状结构连接更紧密，表明水泥是影响强

究国内鲜有报道，而混凝土强度预测有著名的鲍罗

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浆体微观结构研究表明，絮团

米公式。Bowromi 认为，混凝土无侧限抗压强度是

结构由固 体颗粒、吸附水膜 以及空隙自由水 构

灰水比的一次函数[18]。由于公式简单，成为混凝土

成[25]，如图 1 所示，此时的体积浓度可以用极限体

配合比设计的准则。矿山充填物料来源复杂，级配
分布广，很难用一定的方法将充填骨料中的掺杂物
分类选出，导致充填体强度与水灰比不再是线性关
系，鲍罗米公式不再适用于充填体强度预测。国外
相关学者根据大量现场试验数据，提出了充填体强
度模型，例如：Mitchell-Wong 强度公式、Swan 强
度公式、Arioglu 强度公式等[1922]。这些公式表明，

积浓度(maximum packing fraction)，即不同粒径固体
颗粒紧密填充所达到的最大体积分数（在干物料混
合中  m 表示堆积密实度）表示。 m 与颗粒的形状、
颗粒级配、细颗粒含量、不均匀系数以及水膜厚度
等因素有关。  m 满足如下关系：

m   m (6 pi / di )   m (6 pi / di )  1 （1）

充填体强度与灰水比存在紧密的非线性关系，且强
度影响因素不再单一。但这些公式考虑的因素有缺

式中： m 为极限体积浓度； di 为第 i 分档的平均粒

陷（因素之间的信息有重叠、不全面、量纲不匹配

为单位体积浆体中物料颗粒的表面积； 为吸附水

等），需要修正，且受矿山因素影响大，在国内矿山
推广使用存在局限性。

膜厚度（m）；  为空隙自由水假想厚度（m）。
将式（1）变换为

充填料浆作为矿山人工合成的复合材料，通过
管道输送到采场或采空区，脱水硬化成型后可分为
骨料（一般为尾砂，添加废石、棒磨砂等为粗骨料）、

径（m）；pi 为第 i 分档的质量份额（%）；6 pi / di

m 

1
1  (6 pi / di )(   )

（2）

吸附水厚度为

水泥浆和空隙三相介质。因此，胶结充填体无侧限
抗压强度由这三相介质填充特性和体分比共同决
定。以往研究中，只考虑了骨料堆积密实度的影响，

空间自由水
假想厚度

却忽略了水泥浆对骨料空隙的填充作用。而充填物
料的级配、不均匀系数、细颗粒含量等不同，导致
了料浆硬化后的孔隙率不同，最终使得充填体强度

固体颗粒

不同。鉴于此，本文以某矿山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
强度试验数据为依据，从充填料浆微观结构出发，
提出了用极限体积浓度来表征物料的群体特性，并
结合试验中水灰比与强度的关系，建立了考虑各相
综合因素影响的双变量强度公式及考虑时间因素的

图 1 超细尾砂浆体絮团结构及物质组成
Fig.1 Floc structure and material composition of ultra-fine
grain tailings mor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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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2）分析物料群体特性对  m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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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超细尾砂充填体强度试验

显然，尾砂颗粒越细，细颗粒含量越多，即平均粒

大红色山铜矿385 中段 48～54线区段采用两步

径 di 越小，di 对应的 pi 越大，其比表面积 6 pi / di

骤空场嗣后充填法对缓倾斜厚矿体进行高效开采。

越大， m 值越小；颗粒组成越不均匀，由于细颗粒

其采矿方法特点为：超前回采矿柱，嗣后胶结充填

可以填充在粗颗粒的空隙中，使颗粒间的空隙减小，

形成“自立性人工矿柱”，再造矿房回采环境，实

m 值变大；固体颗粒形状越不规则，极性越强，越

现大盘区机械化连续开采。矿房顶部布置长条式硐

容易吸附水分子，  越大；同时颗粒越细，越容易

室，应用大直径深孔侧向崩矿技术。为节省充填成

形成网状结构，空隙自由水越多， m 值越小。以上

本，矿房采用非胶结充填，料浆输送采用自流方式，

分析即可说明，极限体积浓度是尾砂颗粒大小、细
颗粒含量、不均匀系数、矿物成分等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因此，  m 可以表征充填物料的群体特性，
反映了料浆微观结构的强弱。
料浆在宏观上的体积浓度越大，说明越接近极
限体积浓度，料浆脱水硬化后的空隙率越小，提出
用固体填充率（solid filling rate）来表征结构的紧密
程度，其表达式为

充填倍线在 5.46～5.86 范围内。矿柱采用尾砂胶结
充填，分层高度为 5 m。由于立式砂仓放砂能力有
限，采场每天的充填量在 1 500 m3 以上，分级尾砂
作为充填骨料供给严重不足；同时溢流尾砂处理量
大，且溢流尾砂中超细颗粒含量在 80%以上，直接
排放到尾矿库，维护费用高，筑坝困难。若采用全
尾砂充填即可解决以上问题。由于选矿技术的日益
发展，尾砂越“磨”越细，导致全尾砂中小于 74 m
含量达到 80%以上，属于超细尾砂。因此，急需探

   / m

（3）

式中：  为浆体固体填充率；  为料浆宏观体积浓
度（%）
。 值越大，胶结充填体结构越密实，强度
越大。因此，用固体填充率  可以构建料浆微观结
构与充填体强度的关系。
由于吸附水膜厚度  和空隙水假想厚度  难
以确定，故需要用试验的方法求得极限体积浓度的
经验公式。刘晓辉[26]建立了  m 如下经验公式：

 m  exp( aY 2  bY  c )

（4）

明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强度发展规律，以期满足强
度设计要求，有效指导矿山充填。
试 验 选 用大 红 山铜 矿 全尾 砂 （平 均 密度 为
2.84 g/cm3）作为充填骨料，其粒径组成见表 1。胶
凝材料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与水混合配制成不同
浓度的料浆，试验方案如表 2 所示。选用 100 mm×
100 mm×100 mm 钢制模具制作试件，用 HBY-60B
表 1 某矿山超细全尾砂的粒径分布
Table 1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ultra-fine
unclassified tailings in a mine
粒径
/ m

产率
/%

小于某粒径
的颗粒合计
含量百分比
/%

粒径
/ m

产率
/%

小于某粒径
的颗粒合计
含量百分比
/%

（初期沉降时宜轻轻的搅动混合物，以排除其中可

>300

4.01

100.00

19~37

20.65

40.84

能含有的气体）数据对某矿山尾砂极限体积浓度公

147~300

8.49

95.99

10~19

4.95

20.19

式进行拟合，得到尾砂极限体积浓度经验表达式为

104~147

5.71

87.50

5~10

5.02

15.24

74~104

13.85

81.79

0~5

10.22

10.22

37~74

27.10

67.94

/

/

/

式中： Y  X /1 000 ， X  ( pi / d i ) / Cu ， Cu 为颗
粒不均匀系数；a、b、c 均为常数。通过沉降试验

2

 m  exp(143.8Y  14.3Y  0.501)

（5）

表 2 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强度试验方案
Table 2 Test scheme for strength of ultra-fine tailings cemented backfill
骨料

质量浓度/%

水泥添加量/ (kg/m3)

龄期/d

全尾砂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200, 220, 240, 260, 280, 300, 320

3, 7, 28

型恒温恒湿标准养护箱对试块进行标准养护。用
TAW-2000D 微机控制电液伺服岩石三轴试验机对

析。由表 1 可计算得到，全尾砂不均匀系数
Cu  d60 / d10  49.5 / 4.7  10.5 ， pi / di  6.6 μm1，

试件进行 3、7、28 d 抗压强度测定。

代入式（5）求得该矿全尾砂极限体积浓度  m 

2.3 充填体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由强度试验结果，对 189 组数据进行单因素分

0.601，代入式（3）即可求得不同体积浓度料浆对
应的固体填充率  。由试验数据作出固体填充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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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龄期内充填体强度的关系，如图 2 所示。可以

研究表明[27]，水灰比是强度增长的主要来源，

看出，同一固体填充率时，充填体 3、7、28 d 强度

且影响着空隙的发育。在混凝土界，通常认为水灰

值随着水泥添加量的增多而变大；同一水泥添加量，

比是强度的一次函数，即鲍罗米强度模型。而在矿

超细尾砂胶结体强度随着料浆固体充填率的增大而

山充填中，由于很难用一定的方法将充填骨料中的

增大，近似呈指数函数关系，在固体填充率大于 0.8

掺杂物分类选出，同时采矿方法对充填体强度的要

后影响更为显著。

求一般较低，使得料浆水灰比较大，即便是高浓度

3.6

2.8
2.4

与强度不再是线性关系。由试验数据作出强度与水
灰比关系图，如图 3 所示，不难看出，不同龄期内
充填体抗压强度随着水灰比的增大而降低，且近似
满足如下负幂函数关系：

2.0

W 
 c  k  
C

1.6

（6）

式中： c 为充填体无侧限抗压强度（MPa）
；W / C

0.4
0.74 0.76 0.78 0.80 0.82 0.84 0.86 0.88 0.90 0.92 0.94 0.96
固体填充率
(a) 3 d 强度与固体填充率的关系
4.0
3.6
3.2
2.8
2.4

水泥添加量
200 kg/m3
220 kg/m3
240 kg/m3
260 kg/m3
280 kg/m3
300 kg/m3
320 kg/m3

为料浆水灰比； k 、  均为常数。该结论与
Mitchell-Wong 强度模型[19]一致。同时注意到，胶结
体 3 d和 7 d强度随着水灰比增大而降低的幅度较为
平缓，而 28 d 强度随着水灰比增大急剧降低。由此
说明，水灰比对充填体早期强度增长影响较小，而
对后期强度增长较大。当水灰比大于 2.5 后，水灰
比对充填体强度影响很小。
10

2.0
1.6

0.4
0.74 0.76 0.78 0.80 0.82 0.84 0.86 0.88 0.90 0.92 0.94 0.96
固体填充率
(b) 7 d 强度与固体填充率的关系
10
9
8
7

y  19.88 x 2.4
R2  0.992

8

1.2
0.8

充填体 28 d 强度值/ MPa



1.2
0.8

充填体 7 d 强度值/ MPa

充填，其水灰比一般大于 1.4，这些因素导致水灰比

充填体抗压强度/ MPa

充填体 3 d 强度值/ MPa

3.2

水泥添加量
200 kg/m3
220 kg/m3
240 kg/m3
260 kg/m3
280 kg/m3
300 kg/m3
320 kg/m3

水泥添加量
200 kg/m3
220 kg/m3
240 kg/m3
260 kg/m3
280 kg/m3
300 kg/m3
320 kg/m3

6

3d
7d
28 d

6

y  9.04 x 2.56
R2  0.993
4

2

0
1.2

y  7.33x 2.62
R2  0.993
1.4

1.6

1.8
2.0
2.2
水灰比 W/C

2.4

2.6

2.8

图 3 充填体强度与水灰比关系
Fig.3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ength of filling body and
water cement ratio

5

3

4

强度计算模型

3

3.1 双变量强度公式

2

在建立充体强度计算公式时，专家和学者们尽
可能收集了更多的影响因素，以期能够全面地反映

1
0.74 0.76 0.78 0.80 0.82 0.84 0.86 0.88 0.90 0.92 0.94 0.96
固体填充率
(c) 28 d 强度与固体填充率的关系

图 2 固体填充率与不同龄期内充填体强度的关系
Fig.2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lid filling rate and strength
of filling body in different curing times

强度的大小。但是，过多的因素很难发挥优势，反
而增加公式的复杂性。同时因素之间存在信息的重
叠，全部放入公式会给计算值带来偏差。主成分分
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表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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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能够包含 85%以上的信息即可作为评价指标。
由第 2 节可知，极限体积浓度  m 能够反映充填
物料颗粒形状、级配分布、矿物成分、细颗粒含量
等群体特性，而料浆的体积浓度又能反映固相在宏
观上所占份额，因此用两者之比，即固体填充率即
可反骨料相与空隙相的所有信息。而水灰比反映了

体强度与固体填充率  的指数函数关系（见图 2）
；
W 
f 2   为充填体强度与水灰比 W/C 的负幂函数关
C
W 
系（见图 3）。将 f1 ( ) 和 f 2   代入式（11），建
C
立如下强度计算模型：

水泥浆相的信息。同时，通过这两个指标完全能够

W 
f  Afc  exp( )   
C

计算出充填材料的消耗以及反算出其他变量值。因
此，认为用固体填充率和水灰比即可反映充填料浆
三相的全部信息。为了检验固体填充率与水灰比的
独立性，采用 Pearson 相关性理论[29]，样本均值为
1 n
1 n
x   xi , y   yi
n i 1
n i 1

（7）

cov( x, y )

同水泥标号下的水泥强度 f c 归结到常数 A 中，则
式（12）可以变换为
W 
f  A  exp( )   
C

（8）

式中： rxy 为变量 x 与 y 的相关系数； cov( x, y ) 为变
量 x 和 y 的协方差；D( x ) 、D( y ) 分别为 x 和 y 的方
差。
n



i 1

n
n
2
2
D ( x )   ( xi  x ) , D ( y )   ( yi  y )

i 1
i 1
（9）

cov( x, y )   ( xi  x )( yi  y )

为了消除量纲对计算的影响，需对变量进行标
准化处理，其公式为

ln f  ln A     ln

W
C

（14）

分别将 3 个龄期充填体强度关于水灰比 W/C
（考虑了水泥添加量和质量浓度）的试验数据代入
式（14），并作出图 4。由图 4 可以看出， ln f 与
ln(W / C ) 呈较好的线性关系，通过计算直线的斜率
的相反数可以求得幂指数  。由图 4 还可以看出，3
条直线几乎平行，说明在相同充填材料的条件下，
充填体强度关于水灰比的负幂指数  为一定值。由
图 5 可以看出（以水泥添加量为 280 kg/m3 为例），

ln f 与  的关系为直线，且 3 条直线几乎平行，由
直 线斜 率可 以求 得  。 由此分 析可 知， ln f 是

 和  ，再代入强度 f 、固体填充率  和水灰比就
（10）
2.5

数据代入式（10）标准化后，再代入式（7）～（9），
计算得到固体填充率与水灰比相关系数为0.379，
而两个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 0.5 时可认为不相关，
从而证明了固体填充率与水灰比主线性无关且相互
独立。由变量相互独立的性质有如下关系成立：
（11）

式中： f 为充填体的强度（MPa）； f c 为不同标号
水泥抗压强度值，本文为 38.5 MPa； f1 ( ) 为充填

3d
7d
28 d

2.0
1.5
ln(f / MPa)

式中：xij* 为变量 xij 标准化数据；S j 和 x j 分别为第 i
个样本第 j 个变量的标准差与平均值。将 63 个样本

W 
f  f c  f1 ( )  f 2  
C

（13）

ln(W / C ) 与  的二元线性函数，通过回归拟合求得

xij*  ( xij  x j ) / S j
Sj 



对式（13）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如下线性关系：

D ( x) D ( y )




1 n
2
(x j  x j ) 

n  1 i 1


（12）

变量，且物理意义明确，等式两边量纲一致。将不

值；n 为样本个数。

rxy 



式中： A 、  、  均为参数。该公式只含有两个自

式中： xi 、yi 分别为各变量值； x、y 分别为样本均
其相关系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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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5
0.0
-0.5
-1.0
0.3

0.4

0.5

0.6 0.7
ln(W/C)

0.8

0.9

1.0

图 4 lnf 与 ln(W/C)的关系
Fig.4 Relationships between lnf and ln(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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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7d
28 d

1.6

lnf / MPa

1.4
1.2
1.0
0.8
0.6
0.4

水泥添加量为 280 kg/m3

0.2
0.76 0.78 0.80 0.82 0.84 0.86 0.88 0.90 0.92 0.94 0.96


φ

(a) 3 d 强度模型计算值与试验值的误差

图 5 lnf 与固体填充率  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s between lnf and solid filling rate 

可以求得参数 A，即得到了胶结充填体强度计算模
型。
采用 ORIGIN 自定义函数，利用试验数据对
式（11）进行多元拟合，直至结果收敛。将固体填
充率代入 x1 ，水灰比代入 x2 ， y 为对应的强度值，
得到某矿山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 3、7、28 d 强度计
算公式。拟合结果见表 3。由表可知，3、7、28 d
强度公式拟合优度 R 2 都比较接近 1，说明拟合结果

φ

比较准确。对回归公式进行 F 统计量检验：
F>F0.99(3,60)  4.13，说明该回归模型高度显著。因

(b) 7 d 强度模型计算值与试验值的误差

此，提出的强度计算模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 3 试验数据拟合结果
Table 3 Fitting results of test data
拟合优度

龄期/ d

拟合公式

3

y  3.897 48e 0.652 97 x x22.434 67

0.951

1.129 19×106

7

y  4.807 2e0.652 97 x x2 2.434 67

0.963

1.178 88×106

0.975

1.353 94×106

28

R2
1

1

y  10.598 91e

0.652 36 x1

x2

2.359 89

F值

3.2 模型计算值与试验数据的比较

φ

为了进一步的说明双变量强度模型的准确性，
将 63 组试验点分别代入表 3 中的 3、7、28 d 计算
模型，得到模型计算值。图 6 为表 3 强度模型计算
值与充填体强度试验实测值之间的相对误差。从图

(c) 28 d 强度模型计算值与试验值的误差

图 6 强度模型计算值与试验值的误差
Fig.6 Error between calculated values of strength model
and experimental ones

中可见，3 d 强度模型中，除了 2 个点的误差相对较
大（大约 8%～10%），其余都在 5%以内，说明模

3.3 考虑龄期的强度计算模型

型计算值与试验结果吻合较好。7 d 强度计算模型误
差都在 2%以内，说明模型预测精度极高。28 d 模

以往的研究中，只是单纯的建立了充填体某一
龄期的强度模型，而未将时间因素考虑进去。即便

型中，除了 3 个点的相对误差较大（大约 10%～

考虑龄期对充填体强度的影响，也只是定性的认为

12%）
，其余都在 7%以内，且大部分小于 5%，说

龄期与强度呈正相关关系[30]。而充填体强度随龄期
的增长对矿山超细尾砂胶结充填设计至关重要，例

明模型与试验结果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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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向水平分层充填采矿法对充填体 3 d 强度的
要求，大空场嗣后充填对胶结尾砂最终强度的要求

对式（19）取极限，可求得初始强度 f (0) 与最
终强度 f () 分别为

等。因此有必要建立考虑龄期的强度计算数学模型。

lim  (t )  0




lim  (t )  P / R 
t 

t 0

由表 3 可以看出，3、7、28 d 强度计算模型中
参数  与  近似相等，   0.65，  2.4 。3 个模型
只有参数 A 不一样，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 3、7、
28 d 强度计算模型统一写成如下表达式：
f  G e

0.65

  W 
C

2.4

（15）

于是，可以将不同龄期的强度模型写成如下通
式：
W

f  G    ,

C


（16）

W

式中：    ,
 为强度初始函数，是关于固体填
C


式中： (t ) 为强度增长系数 G 关于时间 t 的函数。
将式（17）代入式（16）得到考虑龄期的强度

（20）

对式（19）求一阶导可得强度发展速率，初始
t  0 、最终强度发展速率分别为


1 
PRt
 (t )  P ln 1 


 Q  Rt  (1  Q  Rt )(Q  Rt ) 


1
 (t ) |t  0  P ln 1  

 Q


 (t ) |t   0


（21）
对式（19）求二阶导数，可得
d 2
PR (2Q  2Q 2  2QRt  Rt )

 0 （22）
2
(1  Q  Rt )(Q  Rt )
dt

充率  与水灰比的二元函数，它是由充填材料的性
质决定的，同一充填料浆具有相同的 P 函数；G 定
义为强度增长系数，它是由养护时间决定的， G 为
时间的函数，即有
G   (t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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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0）～（22）表明：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
强度与龄期模型的曲线经过（0,0）点，单调递增且
外凸，具有极限强度，初始斜率较大，斜率随着时
间慢慢减小，最后趋于 0。这些性质与超细尾砂胶
结体强度的实际变化规律基本一致。
为了验证该模型的正确性，本文进行了超细尾
砂胶结充填体不同养护时间的强度试验。试验所用

计算模型：

充 填 体 的 质 量 浓 度 为 74% ， 水 泥 添 加 量 为
W

f    ,
  (t )
C


（18）

式（18）为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三变量强度数
学模型。

280 kg/m³，养护时间分别为 2、3、5、7、14、28、
30、45、60 d。模型的拟合曲线与实测值如图 7 所
示，拟合相关系数接近 0.99。
6

有研究表明充填体强度与龄期呈线性关系 [31]

试验值
拟合曲线

[32]

5

限强度值。充填体无侧限强度的发展一般经历初始

4

[33]

增长、加速增长和平稳增长等 3 个阶段 。双曲线
可以较好地去描述混凝土抗压强度随龄期的增长规
律。但双曲线模型特征方程不独立，参数拟合误差
大，限于篇幅，在此不做分析，且充填体与混凝土
材料构成差异较大。鉴于此，提出超细尾砂胶结体

抗压强度/ MPa

或指数关系 ，笔者认为此定量关系欠妥，因为充
填体强度不会随着时间无限增大，必然存在一个极

3

2

1

强度与龄期如下模型：
0


1 
f   (t )  Pt ln 1 

 Q  Rt 

（19）

式中： (t ) 为强度 f 关于时间 t 的函数；Q、R 为待
定参数。P 只与充填材料性质有关，与龄期 t 无关。

0

10

20

30

40

50

60

养护时间/ d

图 7 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强度-龄期实测与模型拟合曲线
Fig.7 Tested and fitted compressive strengths of cemented
hydraulic fill with various curing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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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强度初始函数 P，计算得到 P  0.163 0，与图 7
模型曲线拟合出来的 P  0.162 8 较为接近。将 P 函
数代入式（18），得到超细尾砂胶结体考虑时间因素
的三变量强度公式为
1
W 
f  t ln(1 
)  exp( )   
Q  Rt
C

4

2018 年

论

（1）从超细尾砂料浆微观结构出发，提出用极
限体积浓度  m 量化表征充填物料群体特性，并建立
了极限体积浓度的经验公式。通过理论分析，提出
料浆固体填充率  直接影响充填体空隙发育，进而



（23）

强度计算模型的应用

本文建立的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强度计算模型
具有公式简单、实用范围广、指导性强等优点。主
要有两个方面的应用：一方面，可以对超细尾砂充
填料浆下井后的强度进行预测。通过简单的沉降试
验即可求得该矿山料浆的极限体积浓度，已知料浆
的体积浓度和水灰比，代入式（3）求得该固体填充
率，再代入式（22）
，将时间代入，就可以预测该料
浆充到井下后不同时间后的充填体强度，指导矿山
安全生产及采充顺序。
另一方面，建立的强度模型能有效指导充填料
浆的现场配制。已知该矿山采用的充填采矿方法对
强度的要求，即已知强度值，已知充填料浆满足管
输的浓度，将这些初始值代入式（12），求得水灰比，
也就得到了配制料浆的材料消耗。
限于篇幅，仅以某矿山 7 d 强度计算模型为例，
采用 MATLAB 作出该模型曲面图，如图 8 所示，
该矿山要求Ⅰ段 51 线矿柱 11 分层充填体 7 d 强度
达到 1.52 MPa，则将水灰比控制在 2.0～2.2 范围内，
固体填充率控制在 0.80～0.85 范围内，反算出料浆
质量浓度在 70%～72%范围内，水泥量在 220～
240 kg/m3 范围内，通过现场工业试验，采用混凝土
回弹仪对 该分层胶结体强度 进行检测，其值 为
1.57 MPa，满足强度设计要求，且料浆浓度易于管
输。

影响胶结体无侧限抗压强度。
（2）对某矿山超细尾砂料浆进行了 63 组配合比
强度试验，试验表明：固体填充率和水灰比与抗压
强度分别呈指数关系与负幂函数关系。通过 Pearson
相关性理论分析得出：固体填充率与水灰比相关性
较弱，近似独立，且可以将其他影响因素都归结于
这两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超细尾砂胶结充填
体双变量强度计算模型。该模型简单且应用方便。
进行了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强度随养护时间增长的
室内试验，首次建立了胶结充填体强度与龄期的数
学模型，提出了三变量强度公式。
（3）将两个强度数学模型用于矿山实践，不仅
能对充填体强度进行预测，还能有效地指导充填料
浆的现场配制，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可作为矿山充
填设计的理论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只是基于某矿山尾砂基础上
初次建立了超细尾砂胶结充填体的强度计算模型，
而没有对尾砂种类进行界定（没有考虑不同矿物成
分、酸碱性对尾砂胶结体强度的影响）
。同时，若要
建立粗骨料胶结充填体强度模型，还需要进行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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