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 程 科 学 与 技 术

第 53 卷 第 4 期
2021 年 7 月

Vol. 53 No. 4

ADVANCED ENGINEERING SCIENCES

July 2021

•水利与土木工程•
DOI:10.15961/j.jsuese.202000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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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含瓦斯煤是具有多孔特性和固气耦合特性的二相介质复合材料，为了精准模拟含瓦斯煤的物理力学属性，

基于相似准则和主控参数相似比尺，进行了80余组材料配比试验和力学参数试验，研制了煤岩−瓦斯二相介质相
似材料。对比了相似材料和原煤的相似性，并基于新材料进行了3维煤与瓦斯突出相似模拟试验。主要试验结果
如下：1）以煤粉和腐殖酸钠水溶液为骨料和胶结剂配制的煤岩相似材料的弹塑性参数与原煤相似，通过调节材
料配比，可以配制不同弹塑性参数的相似材料。相似材料的吸附性与原煤也具有一致性；2）CO2和N2二元混合气
体的膨胀能介于CO2和N2之间，气体膨胀能比例系数与CO2体积分数呈二次函数关系，CO2体积分数为45%的混
合气体的膨胀能与CH4的膨胀能一致；CO2和N2二元混合气体可作为CH4相似气体，且比CH4安全性高；3）研制的
煤岩−瓦斯二相介质相似材料与含瓦斯原煤的物理力学参数均具有高度相似性，实现了固气耦合特性模拟；4）3维
物理模拟试验再现了石门揭煤引发煤与瓦斯突出现象，得到与现场接近的突出孔洞形态和突出粉煤质量，验证
了相似材料的合理性，也为进一步研究煤与瓦斯突出规律，监测突出前兆信息提供了科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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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ilar Materials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Coal–Gas Two-phase Media
Based on Solid–Gas Cou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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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containing coal is a two-phase dielectric composite material with porous characteristics and solid–gas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accurately simulate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as-containing coal, based on similarity criteria and similarity scales of
main control parameters, with more than 80 sets of material matching tests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 tests, a similar material for coal–gas twophase medium was developed. The similarity between similar materials and raw coal was compared, and based on the new material, a three-dimensional simulation test of coal and gas outburst was performed. The main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1) The elastoplastic parameters and adsorption parameters of new material prepared by pulverized coal and sodium humate aqueous solution as aggregate and binder is similar to raw
coal. Similar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elastic-plastic parameters can be prepared by adjusting the material ratio. The adsorption of similar materials
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raw coal. 2) The expansion energy of the binary mixture of CO2 and N2 is between CO2 and N2. The proportional coefficient of expansion energy and CO2 volume fraction are quadratic functions. The expansion energy of the mixture with 45% CO2 volume 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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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onsistent with that of CH4. The binary mixture of CO2 and N2 can be used as similar gas to CH4, and it is safer than CH4. 3) The new material
is highly similar to the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raw coal containing gas, which realizes the simulation of gas–solid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4) A three-dimensional physic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reproduces the phenomenon of outburst caused by uncovering coal, and the morphology of outburst holes and the quality of outburst pulverized coal that are close to the field are obtained, which verifies the rationality of similar materials, and also provides a scientific means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law of outburst and monitoring the precursor information of outburst.
Key words: coal and gas outburst; similar materials; solid-gas coupling; three-dimensional similar simulation; ratio test

煤岩是典型的多孔介质，研究表明，煤岩中存在
–8

10 ～10

–2

瓦斯煤是固相、气相耦合共存的二相介质材料，以往

cm的孔隙，这些纳米至毫米级的微孔大

研究主要针对煤岩（固相）的相似性而往往忽视瓦斯

[1]

（气相）的相似性，也未考虑两者的耦合作用。因此，

大增加了煤岩吸附瓦斯的能力 ，因此，自然界广泛
[2]

存在煤岩与瓦斯共伴生的含瓦斯煤层 。从材料属性

作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固气耦合相似

看，含瓦斯煤是煤岩–瓦斯二相介质复合材料。在外

准则，通过配比试验和力学性质试验，研发了固气耦

荷载作用下，含瓦斯煤中的气相介质和固相介质互

合的煤岩–瓦斯二相介质相似材料，分析了其物理力

相影响、耦合作用，导致含瓦斯煤的吸附、解吸、渗流、

学特性，并基于新材料进行了3维煤与瓦斯突出相似

[3]

力学强度等特性十分复杂 。工程中，开采高压含瓦

模拟试验，得到了典型的煤与瓦斯突出试验现象。

[4]

斯煤层易引发煤与瓦斯突出甚至爆炸 。据统计，中
国高瓦斯矿井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数量约占生产矿
井总量的20%左右，随着煤炭开采深度和强度的逐年
增大，煤与瓦斯突出已成为制约煤炭安全开采的主
要灾害 [5]。

1 相似材料的研制
1.1 相似模型及相似准则
目前，已有众多学者提出多种煤与瓦斯突出机
理假说，但大多数模型未给出具体的物理方程或者

目前，煤与瓦斯突出防控主要采用工程经验和

参数意义不全面，不利于相似材料与真实含瓦斯煤

现场监测分析方法，而煤与瓦斯突出发生机理和机

之间的相似准则推导。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

制仍处于研究阶段 [6–8]。近年来，随着信息传感和采

究组织（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

集技术的发展，模型试验法成为煤与瓦斯突出机理

search Organisation, CSIRO）提出了煤与瓦斯突出能

研究的重要方法，得到了普遍重视和快速发展 [9–11]。

量的定量计算模型，见式（1）～（5） [22] 。该模型能够

岩石类相似材料的配制和选取是深部地下工程模型

定量描述地应力和瓦斯压力作用下含瓦斯煤孕育、

试验的基础和前提，合理的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属性

突出机制，模型参数意义明确，被工程广泛应用。
(
)
π (1 − 2µ) σ20 R3p w 1  R p1 3

− 1+
L
E
Rp
2R p


R3p 
k2 (1 + µ) 
 d cos φ+

1
−

2 (1 − 2µ) σ20
R3p1

是模型试验结果准确性的根本保证 [12]。
针对岩石类相似材料的研制，以往学者进行了
大量研究。例如，张强勇 [13]、宁奕冰 [14]等研发了以铁
粉、重晶石粉、石英砂为骨料，以松香、酒精为胶结剂
的“铁精砂胶”岩石相似材料，实现了弹性模量、泊
松比、内聚力、内摩擦角等参数定量调控。“铁精砂胶”
岩石相似材料基本覆盖了低强度和中等强度的岩体[15]。

ηnp0 ln (p0 /pa ) VS =ξ

在此基础上，多种特殊性质的相似材料逐步研发成
功，如流固耦合相似材料 [16]、具有流变特性的软岩相
似材料 [17] 、隔水层相似材料 [18] 等。这些相似材料在

[

3(σ0 + c cot φ)(1 − sin φ)
R p = R0
(3 + sin φ)c cot φ

相似材料研发的理论基础是相似理论和与之匹
配的相似准则，具有多孔特性和固气耦合特性的含
瓦斯煤相似材料与常规岩石类相似材料具有显著差
异。王汉鹏 [19]、程卫民 [20]、李树刚 [21]等相继研发了用
于模拟煤岩的相似材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煤岩

φ
] 1−sin
4 sin φ

√
R p1 = L cos φ+ R2p − L2 sin2 φ

隧道工程、矿山工程、水利工程相似模拟试验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2c cos φ
1
VS + ρv2 VS
10(1 − sin φ)
2
（1）

( ) 4 sin φ

 R p 1−sin φ

k = −σ0 +c cot φ 
− 1
R0

（2）
（3）
（4）

w arccos(L/2R p )
w Lcos φ+ √R2p −L2 sin2 φ
V S= 2
sin φ
r2 drdφ （5）
0

Rp

多孔特性的模拟，但相似材料的主要力学参数如内

式（1）～（5）中：E为煤体的弹性模量，MPa；µ为泊松

聚力、内摩擦角等仍需进一步定量化研究。并且，含

比；c为内聚力，MPa； φ 为内摩擦角，(°)； σ0 为地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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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n为孔隙率；ρ为密度，t/m 3 ； v 为煤粉涌出速度，

吸附性，仅腐植酸钠水溶液作为胶结剂的相似材料

m/s； pa 为大气压力，MPa； p0 为瓦斯压力，MPa；η为比

具有很好的吸附性。因此，选用腐植酸钠水溶液作为

例系数，表征吸附态瓦斯对煤的破坏作用；ξ为煤体

胶结剂。
14

算过程中产生的变量，m； R0为巷道断面半径，m；VS

12

为能量释放区体积，m3；k为计算参量。
根据相似原理量纲分析法，基于式（1）～（5）可
推导相似材料物理参数的相似关系，见式（6）[23]。
Cσ = C L ,Cγ = 1 : 1,C p = 1 : 1,
Cn = 1 : 1,Cη = 1 : 1,C E = Cσ2 ,

吸附瓦斯量 Q/(m3·t−1)

破碎功比例系数； R p 为能量释放区半径，m； R p1为计

（6）

10
8
6
4
2
0
0

Cc = Cσ ,Cµ = 1 : 1,Cφ =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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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为相似比尺， Cσ 为应力比尺，C L 为几何比尺，
C γ 为 容 重 比 尺 ，C p 为 瓦 斯 压 力 比 尺 ，C n 为 孔 隙 率 比

原煤
水泥
腐殖酸钠
硅酸钠
松香

图1
Fig. 1

胶结剂对型煤吸附性的影响

Effect of cementing agent on coal adsorption

尺， Cη 为吸附态瓦斯作用的比尺，C E 为弹性模量比

根据相似准则（式（6）），煤岩相似材料要测定的

尺， Cc 为内聚力比尺，Cµ 为泊松比比尺，Cφ 为内摩擦

参数有容重γ、孔隙率n、弹性模量E、泊松比µ、内聚力

角比尺。

c、内摩擦角 φ ，共6个参数，制备的试样要保证这6个

由式（6）可以看出，煤与瓦斯突出相似准则不仅

参 数 均 能 测 定 。 因 此 ， 制 备 了 尺 寸 （ 直 径 ×高 度 ） 为

规定了与煤岩（固相）参数有关的相似比尺，也同时

50 mm×100 mm的圆柱状标准试件和61.8 mm×20.0 mm

规定了与瓦斯（气相）参数有关的相似比尺，符合煤

的圆饼状试件，前者用于单轴压缩试验，后者用于直

与瓦斯突出固气耦合特征，基于此，进行煤岩–瓦斯

剪试验。相似材料试件如图2所示。

二相介质相似材料配比试验。
相似准则中，与煤岩有关的参数是容重γ、孔隙
率n、弹性模量E、泊松比µ、内聚力c、内摩擦角 φ ，与瓦
斯有关的参数是瓦斯压力p、表征吸附态瓦斯作用的
η；这些参数意义明确，有利于控制相似材料与真实
含瓦斯煤之间的相似关系。下面分别对固相和气相
介质进行相似参数配比试验。
1.2 煤岩相似材料与试样制备
煤岩相似材料一般由骨料和胶结剂组成。原材

(a) Φ50 mm×100 mm 试件

料选择以满足相似准则要求（式（6））为前提，主要依
据以下4点：1）原材料应具有孔隙结构，包括纳米级
的小孔、中孔，孔隙率要与原煤一致；2）原材料应具
有良好的吸附特性，对瓦斯的吸附能力与原煤一致；
3）原材料容重与原煤接近；4）原材料取材方便，无毒
副作用。鉴于以上4点，本文选择煤粉作为骨料，骨料
的粒径（Φ）分布为 Φ1∼3 : Φ0∼1 = 24 : 76 [19] ，其中，Φ1∼3
表示煤粉粒径为1～3 mm（包含1 mm）， Φ0∼1表示煤粉
粒径为0～1 mm（不包含1 mm）。

(b) Φ61.8 mm×20.0 mm 试件

胶结剂不仅直接影响相似材料强度，而且显著
影响煤的吸附性，是煤岩相似材料配比的关键。针对
此特点，依据《煤的高压等温吸附试验方法》（GB/T

图2
Fig. 2

煤岩相似材料试件

Similar material manufacturing process

1.3 瓦斯相似材料与试样制备

19560—2014）进行了不同胶结剂成份（普通硅酸

CH4是一种易燃易爆气体，由于大尺度煤与瓦斯

盐水泥、松香、硅酸钠、腐殖酸钠）的吸附性试验，得

突出相似模拟试验中CH4用量大，若试验操作不当或

到胶结剂对型煤吸附性的影响，如图1所示。由图1可

瓦斯泄漏将造成严重后果。因此，研究人员一直采用

知，水泥、松香、硅酸钠等都严重降低了相似材料的

CO2或者N2代替CH4。研究表明，煤对CO2的吸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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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CH4的2倍以上；相反，煤对N2的吸附能力则远低于
CH4

[24]

。因此，单一的CO2和N2并非CH4的相似气体。

浓度设置为6个梯度进行配比试验，试验方案如表1、
2所示。
表1

研制符合相似准则的瓦斯相似气体十分必要。根据
式（2），相似准则中与瓦斯有关的参数有瓦斯压力p、

Tab. 1

成型压力/MPa

煤粉粒径分布

溶液与骨料质量比/%

15

Φ1∼3 : Φ0∼1 = 24 : 76

8

吸附态瓦斯在煤与瓦斯突出过程中具有重要作
用，吸附态瓦斯的解吸可促使煤与瓦斯突出的进一
步发展。为表征这一重要作用，蒋承林等 [25]提出了瓦

相似材料研制中的固定变量

Fixed variab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materials

表征吸附态瓦斯作用的系数η，相似气体应确保这两
项参数相似。

表2
Tab. 2

斯膨胀能理论，作者将瓦斯膨胀能 W p 作为表征吸附

相似材料研制中的控制变量

Control variab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materials

态瓦斯作用的控制性参数。

胶结剂浓度/%

在文献[24]基础上，选用CO2和N2的二元混合气
体作为相似气体，重点研究两者的配比关系。选用
CO2体积分数分别为20%、40%、60%、80%的4种梯度
气体作为试验样品（以下简称气体1、2、3、4）。
1.4 试验方案与测试
文献[19]指出，试样成型压力对相似材料容重起
主控作用，15 MPa时相似材料容重和孔隙率与原煤
接近，因此，将试样的成型压力设定为15 MPa。胶结
剂浓度对相似材料力学性质起主控作用，将胶结剂

(a) 单轴压缩试验

87

2

4

Fig. 3

12

16

20

力学参数试验前，采用称量法测量试样的容重γ、
孔隙率n；力学试验测试时，使用Φ50 mm×100 mm的
圆柱状标准试件进行单轴压缩试验，测得弹性模量E、
泊松比µ，如图3（a）所示；使用Φ61.8 mm×20.0 mm的
圆饼状试件进行直剪试验，测得内聚力c、内摩擦角φ ，
如图3（b）所示；力学参数试验后，将试样回收，对残
存煤样破碎，进行瓦斯膨胀能试验，测得瓦斯膨胀能
W p ，如图3（c）所示。

(b) 直剪试验

图3

8

(c) 瓦斯（气体）膨胀能试验

主控参数测试试验
Main parameter test

2 测试结果与因素分析

随胶结剂浓度增大而增强，如图4所示；泊松比µ、内
摩擦角φ 受胶结剂浓度影响敏感性弱，如图5所示。
表3

2.1 固相参数测试结果与分析
由力学参数试验可以得到煤岩相似材料在各配
比下的力学参数，如表3所示。由表3可以看出，该相

Tab. 3

煤岩相似材料力学参数测试结果

Test results of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coal similar materials

似材料单轴抗压强度分布范围是0.55～2.70 MPa，弹

胶结剂
浓度/%

单轴抗压
强度 fc/MPa

弹性模量
E/MPa

泊松比
µ

黏聚力
c/MPa

摩擦角
φ /(°)

性模量在19～298 MPa之间，泊松比在0.31左右，内聚

1

0.55

19

0.30

0.05

32.0

力分布于0.05～0.18 MPa之间，内摩擦角在27°～32°

2

0.76

74

0.31

0.07

30.0

之间。可见，胶结剂浓度对煤岩相似材料力学性质起

6

1.32

230

0.31

0.11

27.0

到了动态调控作用。

10

2.06

280

0.32

0.15

31.0

总体而言，力学参数中，单轴抗压强度 fc、弹性模

14

2.48

295

0.31

0.17

28.0

量E、内聚力c受胶结剂浓度影响敏感性较强，三者均

18

2.70

298

0.32

0.18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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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能曲线如图6所示。可见，瓦斯膨胀能介于气体

2.5

1～4之间，表明采用CO2和N2混合的二元混合气体作

2.0

为甲烷相似气体是可行的。

1.5

250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18.0

胶结剂浓度/%

弹性模量/MPa

(a) 单轴抗压强度与胶结剂浓度关系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150
100
50

0

0.2

0.4

0.6

0.8

1.0

气体压力 p/MPa

图6
Fig. 6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18.0

胶结剂浓度/%
(b) 弹性模量与胶结剂浓度关系

图4

内聚力/MPa

200

0

0

不同气体初始膨胀能曲线

Initial expansion energy curves of different gases

图6表明，气体膨胀能和气体平衡压力成正比，
当平衡压力一定时，气体膨胀能由比例系数k唯一确
定，如式（7）所示：
W p = kp平

胶结剂浓度对弹性参数的影响

Effect of cementing agent concentration on elastic
parameters
0.20
0.18
0.16
0.14
0.12
0.10
0.08
0.06
0.04
0.02
0

（7）

式 中 ： W p 为 初 始 气 体 膨 胀 能 ， mJ/g； k为 比 例 系 数 ，
mJ/(g·MPa)；p平 为气体平衡压力，MPa。
气体膨胀能比例系数k和CO 2 体积分数x呈二次
函数关系，k=280x 2 –52.2x+90.25，如图7所示，拟合
优度99%。据此，可以计算得出与甲烷膨胀能接近
的混合气体配比是二氧化碳体积分数为45%的混合
气体。

0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18.0

胶结剂浓度/%
(a) 内聚力与胶结剂浓度关系
50
40
内摩擦角/(°)

初始膨胀能 Wp/(mJ·g−1)

0.5
0

30

250
200
150
100
k=280x2−52.2x+90.25

50
0
0

0.2

0.4

0.6

0.8

1.0

二氧化碳体积分数 x

20

图7

10

Fig. 7
0
0

2.5

5.0

7.5

10.0 12.5 15.0 17.5 18.0

胶结剂浓度/%

图5
Fig. 5

甲烷
气体 1
气体 2
气体 3
气体 4

1.0
0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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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膨胀能比例系数 k/(mJ·(g·MPa)−1)

单轴抗压强度/MPa

88

不同气体初始膨胀能曲线

Initial expansion energy curve of different gases

2.3 相似材料与原煤对比
为便于对比煤岩–瓦斯二相介质相似材料与原

(b) 内摩擦角与胶结剂浓度关系

煤的相似性，将某矿含瓦斯原煤的物理力学参数进

胶结剂浓度对塑性参数的影响

行对比，选择几何比尺C L 为1/30和1/20，并按照式（6）

Effect of cementing agent concentration on plasticity parameters

2.2 气相参数测试结果与分析
基于文献[23]的理论和方法，采用初始瓦斯膨胀
能测定仪测定了甲烷及气体1～4的膨胀能，得出的

进行换算，详细的力学参数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原
煤和相似材料的单轴压缩曲线如图8（a）、（b）所示。
由表4和图8可知，计算出的相似材料参数值基
本包含在本文研究的相似材料范围内，说明相似材
料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和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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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Tab. 4

89

原煤与相似材料参数对比

Comparison of raw coal and similar material parameters

试件类型

抗压强度fc/MPa

弹性模量E/MPa

泊松比µ

黏聚力c/MPa

摩擦角φ /(°)

初始气体膨胀能W p/(mJ·g–1)

原煤

16.00

17 500.0

0.30

3.160

28

136.8

相似材料（C L=1/30）

0.53

19.4

0.31

0.105

28

136.1

相似材料（C L=1/20）

0.80

43.8

0.30

0.158

27

136.7

不同配比的相似材料

0.55～2.70

19.0～298.0

0.31左右

0.050～0.180

27～32

99.9～250.7

18

示。采用液压油缸施加应力，应力值分别为0.39、0.39、

16

0.26 MPa。气体压力1.1 MPa。

14
应力/MPa

12
10
8
6
4
2
0
0

0.004

0.008

0.012

0.016

应变

(a) 煤与瓦斯突出装置

(a) 原煤的应力–应变曲线

石门

应力/MPa

0.6

围岩

煤层

0.4

1.3 m
(b) 煤层赋存情况示意图

0.2

图9
Fig. 9

0
0

0.01

0.02

0.03

(b) 相似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

图8

原煤与相似材料应力–应变曲线对比

Comparison of stress–strain curves between
raw coal and similar materials

3 3维煤与瓦斯突出模型试验
淮南矿区某矿在石门掘进作业时曾发生典型的
煤与瓦斯突出事件，突出煤岩量约为650 t，瓦斯量约
为12 000 m3。以该事件为原型进行3维煤与瓦斯突出
相似模拟试验。
试 验 模 型 尺 寸 0.7 m×0.7 m×1.3 m， 几 何 比 尺
CL=1/30，应力比尺、气体压力比尺等按照式（6）计算。
模 型 中 ， 煤 层 厚 度 0.13 m， 倾 角 30°。 模 型 前 侧 、 底
侧、左侧为固定边界，后侧、顶侧、右侧为应力边界，
试验装置如图9（a）所示，煤层赋存情况如图9（b）所

煤与瓦斯突出试验装置和试验模型

Experimental device and model of coal and gas outburst

0.04

应变

Fig. 8

0.7 m

0.8

试验材料采用本文研发的煤岩–瓦斯二相介质
相似材料。煤层顶板和底板岩体的相似材料采用“铁
精砂胶”岩石相似材料，其力学参数如表5所示。
表5
Tab. 5

顶底板相似材料物理力学参数

Physical and mechanical parameters of similar
materials for top and bottom

单轴抗压强度/ 弹性模量/ 密度/
黏聚力/ 摩擦角/
泊松比
MPa
MPa
(kg·m–3)
MPa
(°)
4.5

519

2 366

0.21

1

40.87

试验时，首先开启试验装置顶盖结构；接着，根
据材料配比和制作方案浇制试验模型，模型浇制时
同步埋设传感器；试验模型制作完成，待其充分干燥
后加盖装置的顶盖结构并进行密封；然后，对模型抽
真空6 h，气压稳定后，缓慢充入1.1 MPa相似气体，气
体充填时间持续24 h；随后，采用液压油缸在模型的
边界施加三向应力；最后，利用小型巷道掘进机掘进

工程科学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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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巷道断面尺寸为13.3 cm，巷道掘进时监测温度、
压力等参量，直至发生煤与瓦斯突出。
当巷道掘进至49.1 cm时，即掘进工作面至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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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oal Society,2019,44(1):1–9.[袁亮.煤及共伴生资源
精准开采科学问题与对策[J].煤炭学报,2019,44(1):1–9.]
[3] Wang Gang,Liu Zhiyuan,Wang Pengfei,et al.Experimental

水平距离约3.0 cm，大量粉煤和气体突然喷出工作面，

study on shear seepage characteristics of true triaxial coal

并伴有声响，如图10所示。视频显示煤与瓦斯突出过

body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gas adsorption[J].Journal of

程持续约4.36 s。喷出的碎块中有小块围岩和大量粉

Mining & Safety Engineering,2019,36(5):1061–1070.[王刚,

煤，最大喷射距离约16 m，具有一定的分选性 [26]。

刘志远,王鹏飞,等.考虑瓦斯吸附作用的真三轴煤体剪切
渗流特性试验研究[J].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2019,36(5):
1061–1070.]
[4] Yuan Liang,Jiang Yaodong,He Xueqiu,et al.Research pro-

gress of precise risk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and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on typical dynamic disasters in coal mine[J].
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2018,43(2):306–318.[袁亮,
姜耀东,何学秋,等.煤矿典型动力灾害风险精准判识及监
控预警关键技术研究进展[J].煤炭学报,2018,43(2):306–
图 10
Fig. 10

煤与瓦斯突出动力现象

Coal and gas outburst dynamic phenomenon

318.]
[5] He Xueqiu,Wang Anhu,Dou Linming,et al.Technology of

突出孔洞具有“口小腔大”的特点。突出煤岩体

microseismic dynamic monitoring on coal and gas outburst-

总质量24.5 kg，根据相似准则折合现场煤体质量约

prone zone[J].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2018,43(11):

661 t。原型试件中实际突出煤岩体质量650 t，孔洞形

3122–3129.[何学秋,王安虎,窦林名,等.突出危险煤层微震

态和突出煤粉质量均与事故原型特征相吻合。验证

区域动态监测技术[J].煤炭学报,2018,43(11):3122–3129.]

了相似材料的合理性。

4 结

论

1）相似准则是相似材料研发的理论基础，基于
煤与瓦斯突出相似准则，考虑含瓦斯煤多孔特性和
固气耦合特性，研发了煤岩–瓦斯二相介质相似材料。
2）胶结剂是含瓦斯煤相似材料物理力学特性的

[6] Zhou Bin,Xu Jiang,Peng Shoujian,et al.Dynamic response

of coal seam and roadway during coal and gas outburst[J].
Journal of China Coal Society,2020,45(4):1385–1397.[周
斌,许江,彭守建,等.突出过程中煤层及巷道多物理场参数
动态响应[J].煤炭学报,2020,45(4):1385–1397.]
[7] Wang Hanpeng,Zhang Bing,Yuan Liang,et al.Gas release

characteristics in coal under different stresses and their impact on outbursts[J].Energies,2018,11(10):2661.

主控因素，腐殖酸钠水溶液浓度大小能够动态调控

[8] Hudeček V,Zapletal P,Stoniš M,et al.New recommenda-

煤岩相似材料的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内聚力等

tions in the area of prediction and prevention of rock and

参数，可通过调节胶结剂浓度研制不同力学属性的

gas outbursts in the Czech Republic[J].Rudarsko-Geološko-

煤岩，且不影响其吸附性。

Naftni Zbornik,2012,25(1):101–106.

3）一定比例的CO 2 和N 2 混合气体可以作为CH 4

[9] Wang Shugang,Xue Junhua,Li Shucai,et al.Effects of ambi-

的相似气体，且相似气体安全稳定，避免了CH4易燃

ent pressure on diffusion kinetics in coal during methane de-

易爆的威胁，能够充分保证试验安全。
4）借助煤岩–瓦斯二相介质相似材料，进行了煤
与瓦斯突出3维物理模拟试验，再现了石门揭煤引发
煤与瓦斯突出现象，验证了相似材料的合理性。

sorp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il,Gas and Coal Technology,2020,24(3):426.
[10] Zhang Bing,Wang Hanpeng,Yuan Liang,et al.A novel ap-

paratus for dynamic-static coupling tests on gas-adsorbed
coal[J].Geotechnical Testing Journal,2020,43(6):20190272.

5）进行的煤与瓦斯突出3维物理模拟试验可重

[11] Osipova I,Gospodinova V.Representation of the process of

点监测突出前兆信息和敏感指标，为下一步研究煤

sudden outbursts of coal and gas using a knowledge graph[C]//

与瓦斯突出预警防控提供科学手段。

Proceedings of E3S Web of Conferences.Khabarovsk:E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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