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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质断层破碎带注浆扩散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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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断层破碎带是诱发塌方、突泥等地质灾害的重要构造因素，但针对断层治理的注浆理论与技术研究进展

缓慢。依托永莲隧道F2断层突水突泥灾害注浆治理工程，分析断层破碎带介质特点并划分介质类型，进而建立注
浆概念模型；分别建立3种介质注浆控制方程研究3种类型介质条件下注浆扩散规律；通过注浆试验模拟非均质
断层破碎带注浆扩散过程，基于浆脉分布情况与注浆压力、介质应力变化规律，分析了注浆扩散过程规律。结果
表明：由于成分与密实度的差异，断层破碎带介质可分为松散型、软弱型与密实型3种介质，3种介质中浆液分别
以渗透、压密、劈裂等扩散形式为主。易压缩且结构面数量较多的介质更利于浆液的扩散；密实型介质中劈裂扩
散范围与介质结构面数量呈正相关，与压缩模量、注浆速率呈负相关。非均质断层破碎带注浆扩散过程可分为优
势充填与劈裂扩散两个阶段，注浆压力变化曲线由缓慢上升至陡降的突跳点，即两阶段分隔点；优势充填阶段主
要发生在松散型与软弱型介质中，注浆压力上升慢，浆液集中扩散；劈裂扩散阶段注浆压力上升较快，主要发生
在密实型介质中。针对松散型与软弱型介质形成的不良地质区，提出定域注浆控制技术，并在永莲隧道突水突泥
灾害治理工程中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注浆治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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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ting Diffusion Mechanism in Heterogeneous Fault-fracture Zone
LI Xianghui，ZHANG Qingsong，ZHANG Xiao，LAN Xiongdong，ZUO Jinxin
(School of Civil Eng.,Shandong Univ.,Ji’nan 250061,China)

Abstract: The fault-fracture zone is an important tectonic factor for geological hazards such as cave-in and mud bursting.However,the research on
grouting theory and technology of fault treatment develops slowly.Based on the treatment project of water-and-mud inrush hazard at F2 fault in
yonglian tunnel,the property of rock mass medium in fault-fracture zone is analyzed,and a grouting conceptual model is established.The grouting
control equations of three kinds of medium are built up,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rock mass property on the grouting process.Through the
grouting test,the grouting process in heterogeneous fault-fracture zone is modeled,during which the diffusion process is analyzed,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slurry veins,variations of grouting pressure and the stress of medi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ock mass in heterogeneous fault-fracture
zon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hree kinds of medium,i.e.,incompact,compressible and compact media; while the slurry diffuses in different
forms,i.e.,penetration in incompact media,consolidation in compressible media and split in compact media.In compact media,the grouting diffusion distance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structural planes of rock mass,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the compression modulus of rock mass
as well as the grouting rate.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grouting test,the grouting diffusion process in heterogeneous fault-fracture zon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advantage filling and split grouting,and the transition point corresponds to the curve break of grouting pressure from creeping up to sharp down.The advantage filling stage,in which the slurry intensively diffuses and the grouting pressure increasing slowly,occurs
mainly in compressible and compact media,while the split grouting stage,in which the grouting pressure rises faster,occurs mainly in incompact
media.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advantage diffusion of slurry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of unfavorable geologic bodies filled with incompact or compressible media,a grouting control technique is proposed,and applied to the treatment project of water-and-mud inrush hazard at
F2 fault in yonglian tunnel.The technique was proved to have good grouting treatmen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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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破碎带是隧道等地下工程修建过程中常见
的地质构造，极易引发塌方、突水突泥等地质灾害 [1]。
如：江西永莲隧道受断层破碎带影响，发生特大突水

1 非均质断层破碎带注浆概念模型
1.1 工程概况

突泥灾害 [2]，突泥量约4.5×104 m3；龙潭隧道修建过程
[3]

江西省永莲隧道为分离式双线隧道，埋深约180 m，

；挪威At-

地层以强风化砂、页岩为主，两种岩层交错分布。隧

lantic Ocean隧道修建中，破碎带诱发大型突泥灾害

址区发育F2富水断层，与隧道轴向45°斜交，断层影

中，受断层影响发生4次突水涌泥灾害
[4]

导致隧道被埋45 m 。分析灾害发生原因主要是：断

响带宽约100 m，隧道内最高水压1.3 MPa。隧道开挖

层内岩体受地质活动及成岩作用影响，具有结构破

至F2断层影响带内，围岩产生大变形，继而引发大规

碎、裂隙丰富、孔隙率高等特点，是天然的含（导）水

模突水突泥灾害，突泥量达4.5 ×10 4 m 3 ，造成隧道已

层，受施工活动影响极易发生二次破坏，提高破碎程

开挖段被埋近50 m，引发地表大面积塌陷，严重影响

度，导致岩体承载能力大大降低，进而诱发地质灾

了隧道的正常施工（图1）。

害，威胁人员及工程安全。
目前，管棚 [5]、帷幕 [6–7]等超前预注浆方法仍是断
层加固处治最常用的手段 [8–10]。断层破碎带内，岩体
性质复杂多变，注浆扩散过程控制难度极大，加固效
果难以保障。研究断层破碎带内岩体结构、成分等物
理特征以划分岩体类型，分析各类型岩体在断层内
充填分布规律，揭示岩体特征对浆液扩散运移过程
的影响规律，对指导注浆钻孔设计施工及保障注浆
图1

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注浆理论研究，多基于地层的均质性假设[11]，
与实际的断层地质条件差异极大；钻孔的设计及施
工也多依据经验而定。如：渗透注浆理论主要研究砂
层中的浆液扩散过程 [12–13]，砂层被简化为孔隙尺寸
较大且均匀分布的均质介质；压密 [14]及劈裂 [15–17]注
浆理论主要针对均质土体注浆过程进行研究；裂隙
岩体注浆研究中大都将裂隙充分简化，进而推导浆
液扩散方程[18–19]。
断层破碎带内岩体具有显著的非均质特征，
传统注浆理论并不适用于断层破碎带注浆，无法
对断层的注浆处治设计及施工提供科学指导。近

Fig.1

永莲隧道F2断层突水突泥情况

Underground water and mud burst caused by fault
F2 in Yonglian tunnel

1.2 注浆概念模型
结合永莲隧道及相关工程突水突泥灾害案例[3–7]，
研究表明引发塌方、突水突泥等地质灾害的断层破
碎带岩体性质具有以下共同特点：1）结构破碎，孔隙
率高，导水性强；2）强度低且遇水易软化，甚至丧失
承载能力；3）成分复杂，以断层泥为主，同时存在夹
杂断层角砾、岩屑等。
依托永莲隧道F2断层突水突泥灾害处治工程，
通过超前钻孔取芯（图2），分析其岩体性质变化规

年来，部分研究者开始认识到断层破碎带注浆过

律：1）具有显著的非均质性，钻孔几十米的探查范围

程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些试验及理论

内，岩体性质多次变化；2）成分复杂，多种类型岩体

[20]

认为浆液易沿岩体结构

呈无规律分布；3）不同深度的岩体密实度差异较大。

面（软弱面）形成优势扩散，并提出断裂带优势劈

由于成分及密实度不同，岩体主要表现为以下

裂扩散理论；但其研究内容仅针对断层岩体结构

3种类型：1）以断层角砾为主要成分的岩体，粗颗粒

面（软弱面）对浆液扩散的影响，没有考虑岩体特

含量高，粒间胶结强度低，孔隙率高；由于断层角砾

征变化造成的影响，研究结论难以系统揭示断层

硬度大，岩体虽松散破碎，但难以压缩。2）密实型断

破碎带注浆扩散规律。

层泥，结构较完整，难以压缩，且具备一定强度。3）松

研究工作。如：李术才等

作者针对断层破碎带岩体非均质特征，依据岩

散断层泥，密实度低，孔隙率高，基本无强度，结构破

体孔隙结构、成分等物理性质的差异，划分岩体介质

碎、易压缩。依据岩体类型及特点，将其分为3种类型

类型，建立注浆模型；基于此，设计开展断层破碎带

介质，分别为松散型介质（以断层角砾为主的松散岩

注浆模型试验，考虑介质的非均质特征，研究浆液扩

体）、软弱型介质（松散断层泥）及密实型介质（密实

散规律，研究结论与实际注浆结果一致。

型断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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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浆体内摩擦及浆体与介质颗粒间的摩擦造成；
随扩散距离的增大，扩散阻力增长缓慢，其结果是，
注浆压力长时间保持在较低水平（≤1 MPa）。注浆量
受松散型介质充填体积及孔隙率控制，实际工程中，
可通过钻孔探查松散型介质的分布范围，通过取芯
测试介质孔隙率，进而计算注浆量及注浆时间（式
（3））。实际工程中，松散型介质充填区域并不是标准
的球形，可以用等效半径R（式（2））表示该区域的范围。

0~2 m ᇶᇎᯝቲ⌕

3.0~12.5 m ᯝቲ䀂

12.5~14 m ᇶᇎᯝቲ⌕
14~17 m ᯝቲ䀂

P=

18~21 m 䖟ᕡᯝቲ⌕

R=

22~27 m ᯝቲ䀂

√3

t=

mβR3
3ktr0

（1）

3V/(4π)

（2）

Vm
q

（3）

式中， P 为注浆压力， m为介质孔隙率， k 为介质渗透

28~31 m ᇶᇎᯝቲ⌕

系数， β 为浆液粘度与水粘度之比， r0 为注浆孔半径，
28~33 m 䖟ᕡᯝቲ⌕

图2
Fig.2

33~35 m ᯝቲ䀂

永莲隧道F2断层钻孔取芯岩性变化

Rock cores of the fault F2 in Yonglian tunnel

基于介质物理性质及注浆材料性能，分析断层
介质注浆扩散模式，其中：1）松散型介质粗颗粒含量
高，孔隙率高，孔隙尺度大，易渗透；2）软弱型介质孔
隙率高，强度低，易压缩；3）密实型介质结构完整，孔
隙率低，强度不高，高压易劈裂。因此，注浆扩散模式
主要包括渗透充填型（针对松散型介质）、压密充填
型（针对软弱型介质）、劈裂–压密型（针对密实型介
质）等3种。据此建立断层破碎带注浆概念模型（图3）。
ᶮᮓරӻ䍘 䖟ᕡරӻ䍘

ᇶᇎӻ䍘

⑇䘿ݵປර ᇶݵປර ࢸ㻲-ᇶර

图3
Fig.3

断层破碎带注浆概念模型

t 为注浆时间， R为等效半径， V 为松散型介质充填区

体积，q 为注浆速率。
2.2 软弱型介质注浆扩散规律
软弱型介质中，浆液以压密和劈裂扩散为主，被
注介质受注浆压力作用，体积产生压缩，所产生的空
间被浆液充填。若忽略浆液体积变化，则介质体积压
缩量与注浆量相等，因此注浆量由软弱型介质充填
体积及体积压缩率决定。介质注浆扩散阻力除内摩
擦阻力外，主要为介质抵抗压缩的抗力。
实际工程中，被注介质体积压缩率可用室内试
验测得的岩芯体积压缩率代替；也可利用被注介质
e-p 曲线，建立介质压缩数学模型，由注浆压力计算
介质体积压缩率。岩土介质的压缩过程具有明显的
非线性特征（图4）：压缩应力较小时，随应力的提高，
介质应变显著增大；压缩应力较大时，随应力的提
高，介质应变增量逐渐减小。因此，注浆终压可根据
介质 e-p 曲线开始趋近于水平时的压应力（图4中 p ）
确定，保证介质注浆压密加固效果，同时防止注浆压
力过高，威胁施工安全。
e

Grouting conceptual model of the rock mass in fault

2 浆液扩散规律研究
e1

注浆是断层破碎带突水突泥灾害治理的重要手
段，基于第1.2节中岩体介质类型划分结果，结合介质
特点，分别对松散型、软弱型、密实型等3种类型介质
注浆扩散规律进行研究。
2.1 松散型介质注浆扩散规律
如前所述，松散型介质中，浆液以渗透扩散为
主，遵循渗透扩散理论（式（1）），扩散阻力较小，主

e1−e2
αr= p −p (αrѪ㕙㌫ᮠ)
2
1

e2

p′

0
0

p1

p2

图4

土体压缩曲线示意图

Fig.4

Soil compression curv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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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ࢸ㻲䙊䚃ח
τ1

式中， Q 为设计注浆量， η为体积压缩率。
2.3 密实型介质注浆扩散规律

2b

密实型介质难以压缩，浆液以劈裂扩散为主。注
浆扩散阻力包括浆液内摩擦阻力、浆液与劈裂通道
壁间摩擦阻力及介质起劈压力等。在注浆过程中某
一时刻，可将劈裂通道内的浆液整体视为处于平衡
状态，即注浆压力与扩散阻力平衡（图5）。
w
w
（5）
P = fµ dx + f dx + P0
式中， fµ 为浆液内摩擦阻力， f 为浆液与劈裂通道壁
间摩擦阻力， P0 为介质起劈压力。

P+dP

P

O

τ2

Y

ࢸ㻲䙊䚃ח

图6

微元体d x 受力分析及浆液流速分布示意图

Fig.6

Stress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element d x

图6中，微元体 X 方向微元体d x 的平衡微分方程
如下：
τ1 dx + τ2 dx + (P + dP) · 2y = P · 2y
τ2 = τ1

f
fμ

O

X

f
dx

ࢸ㻲䙊䚃ח

图5

浆液平衡状态示意图

τ1 = τ2 = −Ay

密实型介质中，劈裂注浆扩散距离主要受注浆
压力、注浆速率、浆液粘度及被注介质性质等因素的
影响。以往研究表明：注浆扩散距离与注浆压力呈正

两方面。根据文献[20]可知，注浆过程中，浆液易沿介

τ=µ

小，劈裂扩散通道厚度越大。
为研究各种因素对劈裂扩散距离的影响，取图5
中劈裂注浆扩散通道的微元段dx进行受力分析（图6）；

−Ay = µ

dv
dy

v=−

A 2
y +C
2µ

力、劈裂扩散通道数量及厚度之间的函数关系。为简

v̄ =

化理论推导过程，对注浆过程及浆液性质做出以下

Ab2
3µ

（13）

考虑到单位时间内浆液注入量与劈裂扩散到任
意界面上的流通量相等，注浆速率与浆液平均流速
存在关系：
q = v̄ · 2nab

2）同时存在 n 条宽度为 a 、厚度为2b 的矩形劈裂

4）忽略浆液与劈裂通道间的摩擦阻力；

将式（13）和 A = dP/dx 代入式（14）得：
w 3µq
P=
dx + C
2nab3

5）介质的起劈压力 P0 不变。

化简得：

扩散通道，通道宽度及厚度沿注浆扩散方向无变化；

（11）

式中，C 为积分常数。
由图6可知，浆液在通道的两边界上流速为0，即
当 y = ±b 时，v =0。则式（11）可改写为：
A ( 2 2)
v=
b −y
（12）
2µ
对式（12）积分得到浆液的平均流速为：

1）浆液为牛顿流体，不考虑浆液粘度的时变性，
则扩散距离为 x 时，浆液流速分布如图6所示；

（10）

对式（10）积分得到浆液流速表达式：

基于牛顿流体模型，建立浆液扩散距离 x 与注浆压

假设：

（9）

将式（8）代入式（9）得：

质中结构面（软弱面）数量及分布特征在一定程度上
散通道厚度产生影响，相同注浆压力下，压缩系数越

dv
dy

式中，v 为浆液流速。

质中的结构面（软弱面）形成优势劈裂扩散；因此，介
决定了劈裂通道的数量。介质压缩特性会对劈裂扩

（8）

牛顿流体剪切方程为：

相关，与浆液粘度呈负相关。被注介质对注浆扩散范
围的影响，主要可归结为介质结构特征及压缩特性

（7）

式中： τ1 、τ2 分别为微元体上下表面受到的剪应力；
dP 为浆液压力增量；A 为压力衰减梯度，A = dP/dx 。

Stress analysis on the state of equilibrium of grouting slurry

3）注浆速率 q不变；

（6）

由式（6）和（7）可以得出：

P0

Fig.5

x=c ᰦ
⍱䙏࠶ᐳ

其中，

ࢸ㻲䙊䚃ח

P

X
v

dx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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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µq
x+C
2nπb3

30

（16）

μ=10 Pa·s
μ=15 Pa·s
μ=20 Pa·s
μ=30 Pa·s

25
ࢸ㻲ᢙᮓ䐍/m

当浆液扩散距离仅为注浆孔半径 r0时，注浆压力
为介质劈裂压力 P0 ，则式（16）改写为：
2πnb3
(P − P0 )
x = r0 +
3µq

71

（17）

20
15
10

为直观分析注浆速率对注浆扩散距离的影响，

5

结合式（17）绘制 x-p 曲线，分析 P − P0 =4 MPa、n =1、

0
0

2

2b=20 mm条件下注浆速率对最大劈裂注浆扩散距离

ࢸ㻲ᢙᮓ䐍/m

的影响规律，如图7所示。

图9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Fig.9

6

8

10

浆液扩散距离与劈裂通道数的关系

μ=10 Pa·s

Relation between grout diffusion distance and the
number of split grouting path

μ=20 Pa·s

图8表明：劈裂注浆扩散距离 x 与劈裂扩散通道

μ=30 Pa·s

厚度呈正相关。通道厚度2b<4 mm时，随劈裂通道厚
度的增大，注浆扩散距离增长缓慢，曲线接近水平，
斜率较小；通道厚度2b>4 mm时，随劈裂通道厚度的
增大，注浆扩散距离呈指数增长，曲线斜率迅速增

30 60 90 120 150 180 210 240 270 300

0

图7

大。图9表明：注浆扩散距离与劈裂通道数量呈正相
关；相同条件下，随劈裂通道个数的增加，注浆扩散

⌘⍶䙏⦷/(L·min )
−1

Fig.7

4

ࢸ㻲䙊䚃ᮠ

距离呈线性增长。

浆液扩散距离与注浆速率的关系

如前所述：劈裂通道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介

Relation between grout diffusion distance and the
velocity of grouting

质内部结构面（软弱面）的数量，劈裂通道厚度反映

图7表明：劈裂注浆扩散距离 x与注浆速率 q负相

了介质的压缩特性。研究表明：注浆扩散距离与劈裂

关。注浆速率 q<90 L/min时，随注浆速率的增大，注浆

通道个数及厚度呈正相关。即随介质中结构面（软弱

扩散距离明显减小；注浆速率 q>90 L/min时，曲线逐

面）数量的增加，劈裂通道数量增多，注浆扩散阻力

渐趋近于水平，注浆速率对扩散距离的影响逐渐减

减小；随介质压缩模量的减小，劈裂通道厚度增大，

弱。因此，工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注浆速率，达到控

注浆扩散阻力也减小。

制注浆扩散范围的目的。
为分析介质特性对注浆扩散距离的影响，结合

3 注浆扩散机理模型试验研究

式（17），绘制 P − P0 =4 MPa、n =1、 q =300 L/min时，扩

基于3种类型介质注浆扩散规律研究及第1.2节

散距离 x与通道厚度2b的关系曲线，如图8所示；绘制

中建立的注浆概念模型，模拟非均质断层破碎带条

P − P0 =4 MPa，2b =5 mm，q =300 L/min时，扩散距离

件，设计注浆模型试验，采用不同材料分别模拟松散

x 与劈裂通道个数n 的关系曲线，如图9所示。

型、软弱型及密实型介质；利用多种手段监测注浆压

24

力、注浆量等注浆参数的变化及模型内部介质应力

ࢸ㻲ᢙᮓ䐍/m

20
16

μ=10 Pa·s

变化过程；通过注浆后模型开挖获取浆脉分布情况，

μ=20 Pa·s

综合分析注浆压力、介质应力监测数据及浆脉分布

μ=30 Pa·s

情况，分析注浆扩散模式转化过程，揭示断层破碎带

12
8

注浆扩散机理。

4

3.1 试验系统设计
注浆模型试验系统包括试验模型、注浆设备和

0
0

4

6

8

10

试验监测系统3部分（图10）。注浆模型用以模拟断层

ࢸ㻲䙊䚃ᇭᓖ/mm

岩体及开展注浆试验。注浆设备包括制浆设备、输浆

浆液扩散距离与劈裂通道厚度的关系

管路和注浆泵，用以浆液的配制和试验注浆。试验监

Relation between grout diffusion distance and the
thickness of split grouting path

测系统包括监测元件和监测设备，主要作用是监测

图8
Fig.8

2

注浆过程中模型内部压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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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ᓄ࣋Րᝏಘ

⌘⍶࣋
ⴁ⍻ݳԦ

Tab.2

水灰比 C-S双液体积比
1∶1
ࡦ⍶Ầ

⌘⍶⌥

浆液初始性能

Property of the cement slurry
水泥浆密度/(g·cm–3)

水玻璃波美度

1.48

34

1∶1

3.2 注浆试验设计

䈅傼⁑ර

试验选用黏土及粗砂两种常见材料，调节充填
材料的孔隙率分别模拟3种不同性质的介质条件：1）
密实型介质。人工压实黏土，孔隙率小，有一定的强
度。2）松散型介质。自然堆积的粗砂，孔隙率高，无胶
结，且不易压缩，天然具备松散特点。3）软弱型介质。

ⴁ⍻䇮༷

图 10
Fig.10

自然堆积的黏土，孔隙率高，胶结强度低，易在外力

注浆模型试验系统

下产生体积压缩。其中，松散的粗砂颗粒较大，孔隙

Test system of pressure filtration

尺寸满足浆液渗透扩散的条件；压实度低的黏土虽

试验模型

3.1.1

试验模型设计为圆筒形，直径600 mm，高400 mm，
底部封闭，顶部加盖密封，通过螺栓连接，便于拆卸

然孔隙率高，但颗粒小，造成孔隙尺寸很小，因此浆
液以劈裂或压密扩散为主。
试验中，将模型内部空间分为2个区域（图11），

组装及注浆后浆脉的采集。在模型内高200 mm处，沿

分别充填不同类型材料，模拟非均质介质条件。介质

水平方向预置直径20 mm的不锈钢管作为注浆管，注

模拟材料以模型中心轴线向外对称分层充填，Ⅰ区

浆管中间沿径向均匀设置4个直径4 mm的圆孔作为

为粗砂充填的松散型区（或松散黏土充填的软弱型

出浆孔。

介质区）；充填区域范围为轴向高200 mm，直径200 mm。

注浆设备

3.1.2

Ⅱ区为压实黏土充填的密实型介质区。

制浆设备有电子秤、搅拌机、密度计和制浆桶。
浆液输送设备有高压注浆管、矿用快速接头及抗震

Ċ४

压力表。抗震压力表连接在试验筒的进浆口处，监测
Ċ४

浆液注入压力。注浆泵为矿用ZBSS0.1/3型手动双液

ĉ४

ĉ४

注浆泵，满足试验注浆压力要求，具体参数见表1。
表1
Tab.1

注浆泵参数

Parameters of grouting pump

图 11

输出压力/MPa

每行程排量/L

排浆管径/mm

吸浆管径/ mm

2.5

0.05

13

25

监测设备及方案

3.1.3

试验中主要监测：1）注浆压力：试验中，注浆压

Fig.11

材料充填示意图

Structure of test cylinder

依据试验中模拟的介质条件的差异，试验分为
4组（表3），用以研究不同类型介质组合条件下浆液
的扩散规律。
表3

力采用注浆记录仪和压力表分别监测。注浆记录仪

Tab.3

试验设计

Design of the test

连接在注浆管路中间，并与电脑连接，实时采集管道

试验编号

Ⅰ区

Ⅱ区

内浆液压力数据；压力表安装在模型预埋注浆管的

1

密实型介质

密实型介质

进浆口，录像记录。2）介质应力：利用电阻式压力传

2

松散型介质

密实型介质

感器进行监测；主要对模型内部浆液压力、介质充填

3

软弱型介质

密实型介质

区总应力变化进行实时监测记录。所有监测元件通

4

松散型+软弱型介质

密实型介质

过XL2101G型静态电阻应变仪与电脑连接，对模型

3.3 注浆扩散过程及分析

内部应力变化进行实时记录。
注浆材料

3.1.4

注浆材料选用工程中最常用的水泥–水玻璃（CS）双液浆。水泥浆水灰比为1∶1，双液体积比1∶1。浆
液初始参数见表2。

记录浆脉形态，结合注浆压力及介质应力监测
数据，分析非均质条件下的注浆扩散过程。
均质岩体注浆扩散分析

3.3.1

试验1为对照试验，模型内Ⅰ区及Ⅱ区充填密实
型介质，模拟均质完整性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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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质岩体注浆扩散分析

3.3.2

型底部及顶部斜向延伸；浆脉延伸方向与模型最大

1）浆脉形态描述及分析

斜截面垂直相交（图12）。分析原因为：劈裂扩散通道

试验2模型内部：Ⅰ区充填粗砂为松散型介质，

更易于沿介质中起劈压力及扩散阻力最小的方向产

Ⅱ区充填压实黏土为密实型介质，模拟含有松散型

生；试验初始条件下，均质黏土仅受到重力作用，模

及密实型介质的非均质岩体。浆脉形态：浆脉分为两

型内部初始应力小，黏土起劈压力极小，扩散阻力成

部分，Ⅰ区松散型介质孔隙被浆液渗透充填，形成体

为控制劈裂通道扩展方向的主要因素；劈裂扩散中，

积较大的浆脉；Ⅱ区密实型介质中，浆液以劈裂扩散

必须克服通道两侧黏土的压缩阻力；黏土性质相同

为主，形成劈裂浆脉；劈裂通道自Ⅰ区及Ⅱ区顶部搭

时，黏土厚度越大，单位压缩变形需要的压力越小，

接面边界线向外环形扩展。

劈裂扩散阻力越小；劈裂通道产生时，与最大斜截面

试验3模型内部：Ⅰ区充填松散黏土为软弱型介

垂直方向黏土的厚度最大，扩散阻力最小，造成劈裂

质，Ⅱ区充填压实黏土为密实型介质，模拟含有软弱

通道与最大斜截面垂直。

型及密实型介质非均质岩体。浆脉形态：浆脉分两部
分，Ⅰ区软弱型介质体积被压缩，浆液形成压密浆
泡；Ⅱ区密实型介质同样被劈裂，形成劈裂浆脉。
试验4模型内部：Ⅰ区充填粗砂和松散黏土两种
材料，同时包含松散型及软弱型介质；Ⅱ区充填压实
黏土为密实型介质，模拟含有3种类型介质的非均质

ᔰ᥆ 10 cm ⍶㜹

岩体。浆脉形态：Ⅰ区浆液集中扩散形成结石体，包

ᔰ᥆ 20 cm ⍶㜹

含松散型介质渗透充填形成的渗透浆脉及软弱型介
质被压密形成的压密浆脉；Ⅱ区密实型介质分布少
ᴰབྷᯌᡚ䶒

量劈裂浆脉。

90°

3组非均质岩体注浆试验浆脉见图14。
ࢸ㻲⍶㜹
⍶㜹ᖒᘱ㍐᧿

⍶㜹ᔦը᭸᷌

图 12
Fig.12

试验1浆脉

Slurry vein of grouting test 1

试验过程中，注浆压力及介质内部应力变化如
图13所示。注浆过程中，注浆压力及介质应力监测曲

ĉ४⑇䘿⍶㜹

Ċ४⧟ᖒࢸ㻲⍶㜹
(a) 䈅傼2

线逐渐上升，无突跳现象。同时，注浆后仅形成一条
劈裂浆脉，这表明试验过程中注浆开始阶段黏土被
劈裂，形成劈裂扩散通道，且没有后续次生劈裂。试
验结果证明，均质压实黏土类密实型介质注浆过程
以劈裂扩散为主，没有明显压密及渗透扩散过程。
400
ⴁ⍻ᓄ࣋

ᓄ࣋/kPa

ĉ४ᇶ⍶⌑

⌘⍶࣋

300

Ċ४ࢸ㻲⍶㜹
(b) 䈅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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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䰤/min

图 13
Fig.13

ĉ४⍶⏢㔃⸣փ

试验1注浆压力及应力监测曲线

Curves of grouting pressure and medium stress in
grouting test 1

Ċ४ࢸ㻲⍶㜹
(c) 䈅傼4

图 14

非均质岩体注浆试验浆脉

Fig.14

Slurry veins of grouting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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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表明：3组试验浆液存在显著的优势扩散现
象，在Ⅰ区集中扩散，形成体积较大的浆液结石体；
Ⅱ区浆液以劈裂扩散为主。

脉均分为Ⅰ区优势扩散浆脉和Ⅱ区劈裂浆脉。将浆

2）注浆压力及介质应力增长规律分析
利用注浆压力及介质应力监测数据，分别绘制
3组试验的注浆压力及应力增长曲线（图15）。图15中，
注浆压力及应力曲线均存在突跳现象，试验2曲线突
跳点位于 t =3.8 min处，试验3位于 t =4.35 min处，试验

扩散过程分为优势充填阶段和劈裂扩散阶段。图15

4位于 t =2.9 min处。突跳点之前曲线斜率较小，说明
注浆压力及介质应力增长缓慢；突跳点之后，曲线斜
率增大，说明注浆压力及介质应力开始加速增长。
400
ⴁ⍻ᓄ࣋
⌘⍶࣋

ᓄ࣋/kPa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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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䰤/min
(a) 䈅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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ᓄ࣋/kPa

ⴁ⍻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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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䈅傼 3
400
ⴁ⍻ᓄ࣋
ᓄ࣋/kPa

中，监测曲线突跳点对应的时刻即为注浆过程两阶
段的时间分界点，对应的注浆压力即为介质的劈裂
压力。
①优势充填阶段。浆液在Ⅰ区松散型（或软弱
型）介质中形成优势扩散，浆液以渗透或压密扩散为
主，遵循渗透或压密注浆规律，其特点为：注浆扩散
阻力小，注浆压力增长缓慢。该阶段的存在同时会对
周围介质产生影响，浆液在注浆压力作用下通过压
密提高介质劈裂压力。图15表明：3组非均质岩体注
浆试验中，介质劈裂压力（突跳点监测压力）在
120～150 kPa范围内；均质密实型介质注浆试验中，
监测压力及应力一直维持上升趋势，并未监测到劈
裂压力，即介质劈裂压力较小。以上说明优势充填阶
段有助于提高周边介质密实度及劈裂压力。
②劈裂扩散阶段。注浆压力达到介质劈裂压力，
浆液在Ⅱ区密实型介质中以劈裂形式向外扩散，其
特点为注浆扩散阻力较大，注浆压力及介质应力增
长较快。

试验发现，非均质断层破碎带注浆中存在优势
扩散现象。基于此，针对地层中松散型或软弱型介质
充填的不良区域，提出定域注浆控制技术，控制浆液
在该类区域定域扩散，实现地层不良区域的重点注
浆处治。
4.1 定域注浆控制技术
实际工程中，针对钻孔揭露的松散型或软弱型
介质充填区，利用定向注浆管对该区域进行定点注
浆，通过绑扎在注浆管端口附近的止浆模袋，防止浆
液回流，实现浆液定域扩散（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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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域注浆控制技术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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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Fig.15

→⍶⁑㺻

注浆压力及应力监测曲线

Curves of grouting pressure and media stress in
grouting test

3）非均质岩体注浆扩散过程分析
试验结果表明：浆液在松散型（或软弱型）介质
充填区（Ⅰ区）存在显著的优势扩散现象；3组试验浆

图 16
Fig.16

定域注浆控制技术示意图

Schematic of the grouting control technique

4.2 工程应用
受突水突泥灾害影响，针对永莲隧道F2断层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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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带岩体整体破碎，松散型及软弱型介质杂乱分布

及注浆速率对劈裂扩散的影响。研究发现，扩散距离

的特点，制定全断面帷幕注浆治理方案，对岩体进行

与结构面数量呈线性正相关，与介质压缩性、注浆速

系统加固，如图17所示。

率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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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充填及劈裂扩散两个阶段，提出注浆扩散阶段
的界定依据。
5）基于非均质断层破碎带注浆优势扩散规律，
提出针对松散型及软弱型介质充填的不良地质区重
点加固处治的定域注浆控制技术，并在永莲隧道突
水突泥灾害治理中进行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注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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