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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硬岩可切割性及非爆机械化破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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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系统地认识应力条件、矿岩特性和破岩参数等因素对深部硬岩截割特性的影响，梳理并总结了

以往关于深部硬岩截割特性室内试验及非爆机械化破岩现场实践工作。根据 3 种应力环境对镐型截齿静

态和动静组合破岩特性的影响，结合构建的截齿破岩峰值载荷理论及回归模型，发现硬岩在较低围压或无
围压条件下具有安全高效的破碎表现；根据高单轴围压下截齿破岩扰动诱发岩爆的过程和机理，揭示了采
矿过程中由开采扰动诱发高应力矿柱岩爆的发生机制；基于加卸荷诱导损伤、预切槽和预钻孔等人为诱导
缺陷对镐型截齿破岩特性的影响研究，得到人为诱导缺陷可有效提高硬岩的可切割性，获得了改善硬岩可
切割性的成套方法；现场试验了多种机械化破岩方法，提出了基于应力解除和动静组合破岩的预切槽硬岩
矿体旋转振动连续截割设备及其施工工艺。研究结果可为深部硬岩矿体非爆机械化规模开采提供理论基
础和现场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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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固体资源开采是保障国计民生的基础产

方法（取消炸药爆破）进行了若干研究，试图寻找可

业。经过采矿工作者几十年的努力，综合机械化采

替代传统钻爆法的高效破岩方法，相继发现了诸多

掘技术在煤炭开采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保证了千万

新型破岩方法，如：机械刀具破岩、高压水射流破

吨大型煤矿的机械化、连续化和规模化开采，推进

岩、膨胀破岩和热能（微波、等离子体和激光）破岩

了煤炭资源的安全、高效、绿色和智能化开采进程

等（张桂菊等，2019，2020；卢高明等，2016；胡毕伟

而，目前地下非煤硬岩矿体开采仍以传统钻爆法为

等，2009；吴立等，2000；Bilgin et al.，2013）。随着制

（王虹，2010；胡省三等，2010；康红普，2021）。然

主，作业危险性高、生产效率低、衍生破坏大和智能
化进程缓慢等问题日益突出，与现代工业所倡导的

安全、高效、绿色和智能化原则相悖（谢和平，2019；
李 夕 兵 等 ，2017；何 满 潮 ，2021；蔡 美 峰 等 ，2019，
2020）。因此，有必要突破目前硬岩开采以钻爆法

等，2020；Zheng et al.，2021；李夕兵等，2013；李根生

造业的飞速发展，以机械刀具破岩为基础的非爆机
械化采矿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基于镐型截齿、盘
形滚刀和牙轮滚刀等刀具破岩的采矿机械相继应
用于地下固体资源开采中，促进了采矿技术的升
级。实践证明，非爆机械化开采技术具有传统钻爆

为主的格局，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资金，研发深部硬

法无法比拟的优点，包括作业安全性好、生产效率

岩非爆开采方法与装备。

高、资源回收率大、衍生破坏小和智能化进程快等。

自 20 世纪后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非爆破岩

然而，当这些机械刀具用于破碎坚硬矿岩时，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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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破岩载荷极高，难以一次性高效截落矿石，

低依次为无围压或极低围压应力环境（对应于松动

而是需要多次重复与矿岩摩擦，在接触区域产生高

区或应力解除区内的岩体）、单轴围压应力环境（对

温，刀具在高接触应力和高温下极易磨损失效，同

应于半岛或孤岛型矿柱）和双轴围压应力环境（对

时会产生大量矿尘，开采成本高昂且作业环境恶

应于独头掘进），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双轴围压和

劣，导致非爆机械化开采技术在硬岩矿山中的规模

单轴围压是相对于在垂直方向上施加的截齿破岩

化应用受到一定的阻碍。提高非爆机械化开采在

载荷而言的，因为岩样的破坏主要是由截齿破岩载

硬岩矿体中应用可行性的途径有 2 个方面：一是提

荷的侵入截割造成的，岩样侧向加的边界应力只起

高刀具的破岩功率；二是提高矿岩的可切割性。其

到限制的作用，因此称为围压；
（2）在双轴围压下，

中，提高刀具的破岩功率，一方面需要提高刀具性

截齿需要很高的破岩载荷和侵入深度才能将岩石

能以便承担高功率所带来的高接触应力和高温，另

表面剥落，截割效率很低，在实际采矿过程中会造

一方面需要增大采矿机械的输出功率，这样势必会

成严重的截齿磨损，粉尘危害大，因此截齿破岩并

造成破岩刀具造价昂贵以及采矿机械体积庞大、灵

不适用于硬岩的独头掘进；
（3）在单轴围压下，随着

活性差且成本高，因此仅仅依赖外部能量进行矿岩

单轴围压的增大，截齿破岩的峰值载荷、侵入深度、

破碎，难以满足规模化采矿要求。由于硬岩具有高

截割功和破岩比能均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

强度和强磨蚀性的特性，因此硬岩矿体本身的可切

趋势，岩样破坏形式由完整劈裂逐渐转变为部分劈

割性较低。然而，在地下深部资源开采过程中，深

裂，变化转折点为单轴围压达到岩石单轴抗压强度

部高应力存在着更利于岩石破碎的倾向，可以通过
高应力诱导致裂和能量调控来促使原来易引起岩
爆等灾害的高应力转变为能够促进机械刀具破岩

当单轴围压接近或超过岩石单轴抗压强度的 80%
时，截齿破岩扰动极易引发岩爆灾害；
（4）动静组合

的有用动力源，提高硬岩的可切割性，为深部硬岩

破岩时，增大预静载和扰动载荷幅值，均能降低破

矿体的非爆机械化开采提供有利条件。

岩扰动持时，采矿过程中在保持破岩机械原有静载

为此，笔者曾开展了深部高应力条件下机械刀
具破岩特性、人为诱导缺陷硬岩可切割性、破岩扰
动诱发高应力岩体动力灾害及控制以及非爆机械
化采矿实践等研究工作。本文通过对以往大量研
究进行系统总结，得出新发现、新认识和新结论，研
究成果对深部硬岩矿体非爆机械化开采的规模化
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际意义，能够为硬岩矿山
安全、高效和绿色开采提供有力保障，也是实现智
能化、无人化和集约化采矿的基础。

截割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向截齿施加一定的动态扰
动，可以提高机械破岩效率。
此外，开展了预切槽、加卸荷诱导损伤和预钻
孔等人为诱导缺陷对截齿破岩特性影响的试验研
究，结果表明：
（1）预切槽能够解除临空面岩体内的
受限应力，使待截割岩石处于无围压条件下，大幅
提高硬岩的可切割性；
（2）加卸荷诱导损伤岩石内
存在大量的预裂纹，截齿凿入可使岩石沿宏观损伤
裂纹快速发生完全劈裂破坏，表明诱导工程围岩松
动区内的预裂纹能够有效提高硬岩的可切割性；

1

深部采矿应力条件下截齿破岩特性

1.1

镐型截齿破岩特性试验研究

空自由面对岩样可切割性的提高大于预钻孔。因

在真三轴电液伺服系统上构建了镐型截齿垂

此，诱导工程围岩松动区内的裂隙、临空面切槽和

（3）岩石内的预钻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硬岩的
可切割性，且可切割性随孔径的增大而升高；
（4）临

直侵入破岩试验系统（图 1），开展了不同采矿应力

临空面钻孔等人工诱导缺陷，有助于降低矿（岩）体

环境下镐型截齿静力侵入和动静组合侵入破岩特

的完整性，改变矿（岩）体内的应力环境，从而提高

性研究，考察了破岩峰值载荷、侵入深度、截割功、

硬岩的可切割性。

破岩比能和扰动持时等破岩参数的变化规律（Li

1.2

et al.，2018；Wang et al.，2019a；2021）。研究发现：

（1）镐型截齿破岩对硬岩应力环境的适用性从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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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0%，即高单轴围压反而有利于截齿破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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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岩可切割性改善方法
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基于深部高应力诱导调

控的硬岩可切割性改善方法（图 2）。首先 ，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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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Fig.1

镐型截齿破岩试验系统（Li et al.，2018）

Experimental system of rock breakage using conical pick（Li et al.，2018）

（岩）层内开挖诱导工程，增加矿（岩）体的临空面数

机械化开采区域。最后，针对可采区域，通过机械

量，将矿（岩）体所受的双轴围压应力环境改变为单

刀具连续旋转切割矿（岩）体，从而实现深部高应力

轴围压应力环境。在开挖诱导工程的过程中，通过

硬岩非爆机械化开采。

有效支护及能量调控措施，使临空面矿（岩）体在单

2

轴应力下发生应力释放效应，产生受限应力较低和
裂纹发育的松动区。若采取上述措施在矿（岩）体

截齿破岩诱发高应力矿柱岩爆机制
通过高单轴围压下镐型截齿破岩试验研究，发

内未形成松动区，则可以通过临空面切槽、钻孔和

现伴随着镐型截齿的逐渐凿入，作用在截齿上的载

预裂爆破等人工降质手段解除临空面矿（岩）体内

荷会出现多次突降，对应岩样在整体破坏前的多次

的应力并降低矿岩的完整性，人工再造硬岩矿体可

表面局部破裂，随后岩样发生实验室岩爆现象，伴

图2
Fig.2

深部高应力诱导调控方法（Wang et al.，2019a）

Induced regulation method for deep high stress（Wang et al.，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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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量碎裂岩块的飞速弹射。高速摄像仪拍摄

的 岩 样 破 坏 过 程 如 图 3 所 示（Wang et al.，2018，
2020）。结果表明，截齿破岩扰动诱发高单轴围压
岩样发生破坏的过程划分为 3 个阶段：一是截齿凿

接对高应力矿柱进行机械开采，破岩扰动极易诱
发岩爆灾害。因此，在开采高应力矿柱之前，可以
在矿柱上布置预切槽或预钻孔，并采用有效的柔

入引发岩样端面发生初始板裂；二是沿围压方向碎

性支护方法，在解除矿柱上高应力的同时，适当允

裂岩块飞速弹射，产生岩爆；三是在单轴压缩下岩

许矿柱侧向变形，促使高应力释放引发矿岩产生

样发生剪切破坏。研究发现，截齿破岩扰动引发的

预破裂。此外，还可以通过安全可控的水力、膨胀

初始板裂是岩爆的诱发因素，而高围压下岩样内的

和爆破预裂技术，使深部硬岩矿体在高应力和动

高弹性储能则是岩爆持续进行的能量来源。

力扰动的耦合作用下产生预裂，从而提高硬岩矿

在实际采矿过程中，随着采准工程的开挖，深
部硬岩矿体内的应力发生重分布，出现明显的应

图3
Fig.3

3

3.1

632

力集中现象，采场内会形成高应力矿柱。如果直

体的可切割性，并降低机械破岩扰动诱发岩爆灾
害的风险。

高速摄像仪拍摄的岩爆过程（Wang et al.，2018，2020）

Rockburst processes shot by high-speed camera（Wang et al.，2018，2020）

深部硬岩矿体开采实践与展望

育，更有利于机械刀具破岩。因此，矿柱松动区的
发育情况及分布特征决定着非爆机械化开采的可

非爆机械化开采实践

行性，并影响开采技术参数的设计。现场监测了开

截割松动区内的矿岩仅仅需要克服较低的单

阳磷矿、凡口铅锌矿、湘西金矿和玲珑金矿等硬岩

轴受限应力即可。在较低的单轴受限应力下，硬岩

矿山不同深度开挖岩体松动区的厚度，得到矿柱松

具有较好的可切割性，同时松动区内的岩体裂隙发

动区与埋深等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得到

Vol.29

No.5

Oc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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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爆 机 械 化 开 采 判 据（Wang et al.，2019a，2019b，

2021）。挖掘机载铣挖头在采矿过程中，由于铣挖

针对矿柱松动区矿体，开展了悬臂式掘进机、

大。高频冲击式采矿方法由于冲击锤数量较少且

2020）。

头较重且挖掘机摆臂较长，导致切割时机械抖动较

挖掘机载铣挖头、挖掘机载高频冲击头和铲运机载

不能连续作用，采矿效率较低，但该方法适用于较

高频冲击头 4 种机械破岩方法的采矿试验（图 4）。

完整的矿体。将高频冲击和旋转切割的优势进行

基于多截齿旋转切割的悬臂式掘进机（平均工效为

互补，开发具有冲击振动功能的旋转切割机构，可

107.7 t/h）和挖掘机载铣挖头（平均工效为 75.8 t/h）

以提高非爆机械化开采在深部硬岩矿体中的适应

采矿连续性强，具有较高的采矿效率（王少锋等，

图4
Fig.4

能力。

基于深部高应力诱导调控的非爆机械化采矿试验（Wang et al.，2020）

Mining test of non-explosive mechanized based on the induced regulation of deep high stress（Wang et al.，2020）

（a）诱导工程开挖和应力调控措施；
（b）采场布置情况；
（c）纵轴悬臂式掘进机破岩；
（d）挖掘机载高频破碎锤破岩；
（e）挖掘机载铣挖头破岩；
（f）铲运机载高频破碎锤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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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基于应力解除和动静组

用，替代传统钻爆法开采方法。然后，通过采矿机

合破岩的深部硬岩破碎新方法，参见专利《一种预

械的智能化升级，实现集矿岩可切割性感知、可切

切槽硬岩矿体旋转振动连续截割设备及其施工工

割性改善和采矿参数实时调控于一体的采矿过程

艺》
（李夕兵等，2016）。
3.2

智能化感知、决策和调控。当进入超深部开采，在

采矿技术变革模式构想

矿业智能化得到充分发展后，对资源开发系统进行

基于传统钻爆法开采的局限和非爆机械化开

精细化、自动化、无人化和智能化原位集成，结合无

采的前景，提出了以非爆机械化/智能化开采为关

人化智能钻井、智能破岩、智能选冶、智能充填和智

键过渡阶段的采矿技术变革模式（图 5）。首先，通

过采矿机械及刀具产业发展和硬岩可切割性改善，
实现非爆机械化开采在深部硬岩矿山的规模化应

图5
Fig.5

能提升等技术，实现地下资源的原位流态化开采
（如煤碳原位气化、原位煤转油和金属矿原位溶浸
等），并且同步开发利用地热资源。

以非爆机械化/智能化开采为关键过渡阶段的采矿技术变革模式

Innovation mode of mining technology with key transition phases of non-explosive mechanized and intelligen⁃
tialized mining

4

结语

（3）通过回归分析得到非爆机械化开采判据，
在实际矿山现场开展了非爆机械化破岩方法试验，

（1）通过开展深部采矿应力条件下镐型截齿静
态和动静组合破岩特性研究，获得了一种能促进截

提出了基于应力解除和动静组合破岩的深部硬岩
破碎新方法，构想了采矿技术变革模式。

齿破岩效果并防止采动诱发高应力矿柱岩爆灾害
的深部高应力诱导调控方法。
（2）对高单轴围压下截齿破岩扰动诱发岩爆的
过程和机理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开采扰动诱发高应
力矿柱岩爆的发生机制，提出了开采扰动诱发深部
矿柱岩爆灾害的预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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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 Characteristic and Non-explosive Mechanized Rock-breakage Practice
of Deep Hard Rock
WANG Shaofeng，LI Xibing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Safety Engineering，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Hunan，China

Abstract：The factors such as stress conditions，ore-rock properties and breakage parameters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cutting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hard rock，which are also the key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successful
application of non-explosive mechanized mining. According to the three types of stress conditions of biaxial
（single-face excavation），uniaxial（pillar）and low or even unconfined stress（excavation damage zone around
pillar）on the rock mass near the mining operation surface，the influences of the above three types of stress
conditions on the static and coupled static-dynamic rock breakage characteristics using a conical pick we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Combined with the established peak force theory and regression model of rock
fragmentation using a conical pick，it is found that the hard rock has safe and efficient breakage performanc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low or no confining pressure.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ock burst
induced by the disturbance of rock fragmentation using conical pick under high uniaxial confining stress，the
mechanism of rock burst induced by mining disturbance in high stress pillar was revealed. The effects of
artificially induced defects，such as loading/unloading-induced damage，pre-slitting and pre-drilling，on rock
breakage characteristics using a conical pick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rtificially induced
defec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uttability of hard rock，and a complete set of methods for improving the
cuttability of hard rock were obtained. A variety of mechanized methods for rock breakage have been tested in
the mining field，and a rotary vibration continuous cutting equipment based on pre-slitting in hard ore-rock for
stress relief and usage of coupled static-dynamic rock breakage have been proposed.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field practice experience for the large-scale non-explosive mechanized mining
in deep hard rock mine.
Key words：deep high stress；hard rock；cuttability；rockburst；induced defects；non-explosive mechanized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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