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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照射下矿物升温特性与岩石弱化效果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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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程领域面对坚硬岩石的情况越来越多，传统机械开挖方式的效率和经济性难以保障，而微
波辅助破岩具有较好的工程应用前景。岩石是由不同矿物组成的，不同矿物对微波的敏感程度不同，其敏感程度与矿物的
族类、晶型和铁元素含量有关。当岩石处于微波场中时，不同敏感性矿物间的差异性膨胀能够在矿物边界和内部产生热应
力，从而有效弱化岩石。影响岩石弱化效果的主要因素可分为微波条件和岩石条件两大类。一般而言，岩石强度随着微波
功率与照射时间的增加而降低；相同能量条件下，高功率短时间的微波照射能够产生更好的弱化效果。岩石所含矿物的微
波敏感性越高，敏感矿物的颗粒尺寸越大，及含量适当时，微波照射岩石的弱化效果越好；含水状态的岩石受到微波照射
后，能够比干燥状态产生更大的损伤。微波的热效应有时还会使岩石中的矿物发生较大的物理或化学变化，进而对其升温
特性及弱化效果产生影响。面照射试验表明微波能使大尺寸岩样在照射区域产生放射状裂纹，从而有效降低岩石强度，提
高破岩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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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Mineral Hea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Rock Weakening
Effect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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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where extremely hard rock is
encountered. Thus, traditional mechanical excavation methods can hardly guarantee their efficiency and economy. Microwave-assisted
rock breaking is a promising technique. Rock is formed by different minerals which have different microwave sensitivity related to their
species, crystal forms and iron content. When the rock is exposed to microwave irradiation, differential expansion between minerals of
different sensitivity causes thermal stresses inside and alo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minerals, thus effectively weakening the rock. Two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weakening effect are microwave parameters and rock properties. Basically, rock strength declines as microwave
power and irradiation time increase; a high power and short irradiation can cause a better weakening effect when consuming the same
energy. The weakening effect of microwave on rocks can also be enhanced by a certain content of microwave sensitive minerals and a
coarser particle size.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minerals are sometimes greatly affected by microwave heating, which in turn
affects the hea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weakening effect of the rock. Surface irradiation tests reveal that microwave can induce radial pattern
cracks on the irradiation zone of large-size rock sample, thereby reducing the rock strength and improving the rock break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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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前的研究相对较少。水射流技术最早应用于采矿

两种方法进行施工 （李夕兵，2010；刘柏禄等，

石 破 碎 和 材 料 切 割 领 域 （伊 常 德 和 陈 享 文 ，

岩石 （体），该方法在大型岩石工程中显示出无可

李根生，2003），高压水射流法适合破碎强度较低

业。随着水射流高压设备的研制成功和磨料添加

目前岩石工程主要采用钻爆法与机械开挖法

2011）。钻爆法利用炸药瞬间释放的巨大能量破碎

技术的应用，高压水射流法已被较广的应用于岩
1984）。大量试验表明 （金国栋，1987；杨永印和

比拟的优势，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

的岩石，同时对空隙率大和渗透性高的岩石具有

大量存在。然而，该方法对原岩的扰动大，易造

较好的破碎效果；而对于致密硬岩，高压水射流

成围岩破坏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存在施

法虽可用于此类岩石的切割，但其切割深度和效

工精度低、破碎块度不均匀和围岩支护困难等缺

率却受到岩石强度、空隙率和岩石厚度等因素的

点。为了克服这些缺点，机械破岩于过去的一个

极大限制。因此，该技术还难以在现场对大体积

世纪中在采矿选矿、石材加工、隧道掘进和石油

坚硬岩体进行有效破碎 （卢朝栋，1981；李根生

钻进等领域得到了快速发展。根据作业条件的不

等，2009）。

同，出现了基于切削、冲凿、碾压和研磨等不同

微波是指频率在 300 MHz~300 GHz 范围内的

方式的破岩方法和技术。但机械破岩也有其局限

电磁波，其波谱处于无线电波与红外线之间。自

岩石 （特别是单轴抗压强度在 200 MPa 以上） 时，

在广播、通信、电视和遥感等领域逐渐得到广泛

性，以 TBM 隧道掘进为例，当其面对强度较大的

1936 年美国取得波导传输试验成功后，微波技术

机械切削破碎将变得极为困难，不仅破岩效率低

应用 （杨瑞昆，2006；全绍辉，2011）。而在微波

下，而且刀具损耗严重，最终导致施工成本增

的使用过程中，一些学者发现微波会引起热效

加，工期延长甚至停工 （表 1）。

应，于是开始对微波加热技术进行研究 （王家万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一些新型破岩或辅助破

和王亚夫，2012）。当电介质在微波照射作用下，

岩的方法进行了尝试，如水射流法、微波法、激

介质中的偶极子随着电磁场的高频交变产生每秒

光法、热熔法、火花放电法和化学破碎法等 （张

高达数亿次的摆动 （微波加热设备常用的频率为

宗贤，1995；赵秉成等，2010）。其中，以水射流
法和微波法的研究应用较为深入，且发展较快；
而其它方法由于经济和实用性等方面的原因，目

915 MHz 和 2.45 GHz）。由于必须克服分子原有的
热运动和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干扰及阻碍，而产生

激烈的摩擦，从而使微波能转化为介质的热能，

表 1 坚硬岩石条件下 TBM 掘进困难工程实例
Table 1 TBM project with hard rock boring problems
年份

工程名称

地质条件

掘进中纯在的问题

资料来源

1977

挪威

花岗质片麻岩

弗洛斯肯芬运输隧道

UCS：
最高 270 MPa

三根主轴发生故障

（Hansen, 1998）

刀具损耗严重

（Hansen, 1998）

辉绿岩

1995

南非迈达尔工程

UCS：
最高 420 MPa

1997

中国秦岭铁路隧道

UCS：
最高 325 MPa

2012~2014

美国科巴利斯—

花岗岩、片麻岩
辉绿岩

福克斯工厂输水干道工程

UCS：
最高 345 MPa

中国引汉济渭输水工程

UCS：
最高 316 MPa

花岗岩、石英岩

2015-

石英含量：
43%~93%

刀具损耗严重（37.3 m3/cutter）
掘进速率低（3.7~4.0 m/day）刀具损耗严重
掘进速率低（170 m/month）

刀具损耗严重（58 m3/cutter）

（Liu and Liang,
2000）

（Robbins, 2014）
（蔡昱等，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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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表现为介质温度的升高。微波产生的升温具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重大建设项目的数量、规

有体加热性质，即材料内部与外部可同时加热升

模和复杂性都较以前有显著增加，工程领域面对

温，从而大大缩短了常规加热中的热传导时间及减

坚硬岩石的情况越来越多，同时社会对炸药等危

少了该过程中的能量损耗；同时微波加热具有选择

险爆炸物的管控也日趋严格，因此微波独立或辅

性，介电损耗因子大的物质对微波的吸收能力强，

助机械破岩技术又逐渐成为当今的研究热点。本

而介电损耗因子小的物质吸收微波的能力弱。岩石

文将从微波照射下矿物升温特性、岩石弱化影响

是由不同矿物组成的，各类矿物对于微波的敏感程

因素与机制、微波面照射三方面对该领域的前期

度不同。当岩石处于微波场中时，不同敏感性的矿

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物由于差异性热膨胀而在颗粒边界和内部产生热应

2 微波照射下矿物升温特性研究

力，当该应力超过岩石强度时，则会造成岩石损

依据微波理论，单位体积介质在微波场中吸

伤、甚至开裂破坏 （潘艳宾，2016）。
微波独立或者辅助机械破碎岩石的研究起源

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前苏联，其现场试验超前于实

验室研究，最初的目的是想为冻土及岩石开挖探
寻 一 种 快 速 和 低 能 耗 的 施 工 方 法 。 Gushchin 等

收 的 能 量 可 以 表 示 为 （Metaxas and Meredith,
1988；Meredith, 1997）：

P = 2πfε 0 ε″E 2

（1）

其中， P 为单位体积介质吸收的微波功率

（1979） 设计了一台综合微波和机械施工优点的联

（ W/m3 ）； f 为微波频率 （ Hz ）； ε 0 为真空介电

某磷灰矿进行了现场开采试验，结果表明：机械

场 （ V/m ）； ε″ 为介电损耗因子，表征各种介质

合掘进机 （断面为 10 m2、微波功率为 450 kW） 对

掘进、微波掘进和微波-机械联合掘进三种模式的
掘进速度分别为 0.2、0.15 和 0.7~0.8 m/h，而比能
分 别 为 290、 160 和 60~70 kWh/m 。 Protasov 等
3

（1984） 利用一台功率为 380 kW 的微波-机械联合

掘进机进行了隧道掘进试验，其联合模式的掘进
速率达到 7 m/h，比机械模式的 2.8 m/h 提高了 1.5

倍。然而，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隧道掘进机施工

常数 （8.85 × 10-12 F/m ）； E 为介质内部的有效电
吸收微波的能力。 ε″ 越高的物质 （如水和各种含
水物质具有较高的介电损耗因子），在微波场中越
容易吸收微波能而使自身温度升高。表 2 列出了一

些常见矿物的介电损耗因子和比热容，从表中可
以看出：（1） 一些矿物 （如石英、正长石、斜长
石等） 的介电损耗因子较小，对微波能的吸收能
力较差；而其它矿物 （如黑云母、透辉石等） 的

性能的大幅提升以及钻爆技术的快速发展，微波

介电损耗因子较大，能够有效吸收微波能；（2）

独立或辅助机械破岩的研究工作没有得到延续。

由于矿物自身的变异性、及测量设备和方法的不

表 2 常见造岩矿物的介电损耗因子和比热容
Table 2 ε″ and Cp of common rock-forming minerals
矿物名称

介电损耗因子ε″

石英

0.00258

正长石
斜长石
黑云母
角闪石
透辉石
钙铁辉石
橄榄石

来源

比热容 Cp(J/kg/K)

（李雄耀等，
2007）

740

0.023

（肖金凯等，
1983）

0.00063
0.00019

（Church et al., 1988）
（Church et al., 1988）

0.030
0.084~0.116

（肖金凯等，
1983）
（Nelson et al., 1989）

0.044*
0.048~0.141
0.130
0.033

0.01
0.09~0.25
0.020
0.058*

（Zheng et al., 2005）
（Nelson et al., 1989）
（李雄耀等，
2007）
（肖金凯等，
1983）

（Prokopenko, 2011）
（Nelson et al., 1989）
（Church et al., 1988）
（Zheng et al., 2005）

注：除*标注的ε″数据，其他ε″数据都在 2.45 GHz 条件下测得

来源

628
540
770
840
800
—
576

Krupka et al., 1985；

Waples and Waple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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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介电参数测量可采用短路波导法和谐振腔法

速率却很一般。因此Harrison （1997） 提出可将微波

等多种方法），不同学者对同类矿物测得的结果相

与光进行类比，吸收光的暗色矿物对微波的吸收能

差较大；（3） 各类矿物的比热容相差不大，其在

力较好，升温速率较高，而反射或折射光的浅色矿

微波照射下的升温速率主要由介电损耗因子决
定，因此，除直接测量矿物的介电参数外，不少
学者还通过测量矿物微波加热的升温速率来表征

物对微波的吸收能力较差，升温速率较低 （表 3）。
表 3 根据矿物的光学特性对其微波敏感性进行分类
Table 3

其对微波的敏感性。

Ford 和 Pei （1967） 对 17 种氧化物、硫化物和

木炭进行了尝试性微波加热试验，发现部分物质

能够在 1 分钟内加热到几百度。 Chen 等 （1984）
对 40 种矿物进行了微波加热试验，发现大多数硅

酸盐矿物、碳酸盐矿物和硫酸盐矿物、某些氧化
物和硫化物对微波不敏感，不能被有效加热；但
大多数硫化物、砷化物、砷硫化物和一些金属氧

组别

（Harrison, 1997）

Categorizing minerals according to their
optical properties

微波加热 对微波的
升温特性

第一组 快速升温

敏感性
敏感

光学特性
吸收光

第二组 升温较缓 中等敏感 吸收和折射光
第三组 几乎不升温 不敏感 反射和折射光

代表性矿物
黄铜矿、黄铁矿、辉铜
矿、磁铁矿、方铅矿
赤铁矿、钛铁矿
方解石、闪锌矿、长
石、石英、云母

化物很容易被加热，甚至发生熔化、分解；一般
情况下，矿石矿物比脉石矿物更为敏感，且矿物
对微波的反应还与其元素组成有关，比如低铁的

上述学者主要立足于矿业工程的需要，对矿
物 （大多是矿石矿物） 的加热特性开展了研究，

闪锌矿对微波不敏感，而当闪锌矿中的 Zn 较多的

而土木工程领域所遇到的岩石主要由造岩矿物组

提高。Walkiewicz 等 （1988） 对 154 种电介质的微

了系统研究。Lu 等 （2017） 比较了 11 种造岩矿物

波加热矿物时的温度测定问题，弥补了 Chen 等

速率最大，黑云母次之，其它矿物 （两种钾长

（1984） 研究中温度无法准确测量的不足。根据所

石、两种白云母、角闪石、橄榄石、钠长石、石

测样品达到的最高温度和所用时间，Walkiewicz 等

英 和 方 解 石） 的 升 温 速 率 较 小 ； 同 时 基 于

被 Fe 取代形成高铁闪锌矿时，其微波敏感性显著

成，因此一些学者就造岩矿物的微波敏感性进行

波加热特性进行了详细的定量研究，并论述了微

在微波照射下的升温速率，发现顽火辉石的升温

（1988） 发现金属氧化物和一些特殊物质 （如非晶
碳） 的升温速率很快，能够达到很高的温度；大
多数金属硫化物和金属粉末升温较好；大多数氯
化 物 和 脉 石 矿 物 几乎没有升温效应。McGill 等

（1988） 在 Walkiewicz 等 （1988） 成果的基础上研

究了微波功率 （0.5~2 kW） 对矿物升温特性的影
响，结果表明脉石矿物 （如石英和方解石等） 对

微波不敏感，且微波功率的变化对其升温效果的
影响也不明显；氯化物在低功率时升温较慢，但在

SEM-EDX 元素分析，Lu 等 （2017） 认为 Fe 元素
的存在会对矿物的微波吸收能力产生影响，越是

富 含 Fe 元 素 的 矿 物 ， 升 温 效 果 越 好 。 Zheng

（2018） 对 8 种常见造岩矿物的微波升温特性进行

了研究，发现角闪石和黑云母对微波最为敏感，
正长石次之，其余矿物 （石英、透辉石、橄榄
石、白云母和斜长石） 则对微波不敏感。刘汉文

（2018） 研究了 10 种常见火成岩造岩矿物的微波加
热升温特性，其中紫苏辉石最为敏感，钙铁辉石

高功率下升温速率明显提高；大多金属氧化物和金

和黑云母 （两种） 次之，其它矿物 （普通角闪

属硫化物的升温速率较快，且随着功率的增加进一

石、镁橄榄石、正长石、透辉石、斜长石和石

步变大；某些对微波极其敏感的矿物 （如磁铁矿和

英） 对微波的敏感性较差。通过对矿物升温特

方铅矿等） 在任何功率下都有很高的升温速率。
Harrison （1997） 基于前人和自己的矿物升温试验

性、矿物类型和 Fe 元素含量的综合分析 （图 1），
刘汉文认为 （1） 矿物族类对其微波敏感性的影响

结果，认为在分析升温速率的影响因素时，前人所

最大 （大多数造岩矿物对微波不敏感，只有少数

用的化学 （元素） 分类法具有一定的缺陷，例如大

暗色矿物的微波加热效果较好）；（2） 在同一族矿

多数硫化物的升温效果较好，但闪锌矿的升温效果
却不好，磁铁矿的升温速率很高，但赤铁矿的升温

物中，晶型对矿物升温特性的影响大于 Fe 元素含

量 的 影 响 ；（3） 同 一 族 矿 物 在 晶 型 相 同 的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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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0 种火成岩造岩矿物在 0.5 kW 微波照射下的温度变化及其铁元素含量 （刘汉文，2018）
Temperature of 10 rock-forming minerals under the irradiation of 0.5 kW microwave and their Fe content

下，Fe 元素含量越高，升温特性越好；（4） 矿石
矿物的微波敏感性远高于造岩矿物。

3 微波弱化岩石影响因素与机制研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对微波照射下的

岩石弱化效果开展了大量研究，发现微波弱化岩
石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微波条件 （微波功率与照射
时间） 和岩石条件 （矿物种类及含量、颗粒大小
和岩石含水情况） 两大类。
3.1 微波条件

许多学者研究发现，随着微波功率和照射时
间的增加，岩石样品温度升高，宏细观裂纹增
加，强度下降；同时对于一定功率，当照射时间
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强度等指标的变化趋于平
缓。Satish 等 （2006） 将玄武岩样品在 0.75 kW 微

波下加热60、120、180和360 s，发现随着照射时间

的增加，样品表面温度呈近似线性升高。Hartlieb
等 （2012） 在对玄武岩进行微波照射试验时也得

到类似结果，同时作者还发现样品的中心温度远

高于表面温度。Nejati 等 （2012） 采用 1 kW 和 2 kW
的微波照射了玄武岩样品 30 s，1 kW 微波照射后
的样品外观未见明显变化，而 2 kW 微波照射后的
样 品 表 面 产 生 了 3 条 宏 观 裂 纹 。 Kingman 等

（1999） 用 2.6 kW 的微波处理钛铁矿，并用电子显
微镜观察了不同照射时间后样品的微观结构，如
图 2。从图中可以看出，当照射时间为 30 s 时，样

品中微裂隙的数量比原状样品明显增加；而当照

射时间为 60 s 时，除微裂隙数量进一步增加外，
其宽度也有所增长。戴俊等 （2017） 用1 kW和5 kW
的微波照射了花岗岩，并对照射后的样品进行巴
西圆盘劈裂试验，结果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

出，当照射时间相同时，高功率微波能够更有效
地弱化岩石强度；而当功率一定时，岩石强度随
着照射时间的增加而下降，但其下降幅度随着照

射时间的增长而趋缓。Whittles 等 （2003） 以及 Ali
和 Bradshaw （2009） 对 上 述 现 象 进 行 了 数 值 模

图 2 钛铁矿受到微波照射时微观结构的变化 （Kingman, 1999）
Fig. 2 Change of ilmenite’s microstructure und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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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单模式两种。多模式微波因其在腔体中产生
的微波场分布较为均匀 （场强具有代表性），而被
室内标准样品试验广泛采用；单模式微波通过对
/MPa

谐振腔尺寸的特殊设计使微波在腔内形成驻波，
照射能量集中，能够在局部产生比多模式微波更
高的功率密度。刘汉文 （2018） 采用 0.5 kW 多模

式微波照射基性岩时，3 min 后岩石表面温度可达
165℃；而 Zheng （2017） 采用 0.5 kW 单模式微波

照射基性岩时，仅 30 s 时间岩石局部温度就达到


图3

/min

不同功率和照射时间下花岗岩抗拉强度变化
（戴俊等，2017）

Fig. 3 Variation of tensile strength of granite under different
power and time

拟，得到了不同微波条件下岩石内部的应力和裂
隙发育情况。他们发现功率和时间的增加都将提
高不同敏感性矿物间的温度梯度，产生更大的热
应力，进而造成更多的裂纹和破坏；然而对于一
定功率，当照射时间较长时，矿物间的热传导较

200℃。Kingman 等 （2004） 比较了相同输入功率

（10 kW） 下，多模式和单模式微波对岩石弱化效
果的影响。当采用多模式微波时，岩石强度下降

50%需要照射 5 s，而采用单模式微波只需照射 0.5 s
即可达到同样效果。
3.2 岩石条件
岩石是由不同矿物组成的，其所含矿物的微
波敏感性和敏感矿物的含量对岩石的升温及弱化
效果影响较大。Kingman 等 （2000） 用 2.6 kW 的微

波对 4 种矿石 （钛铁矿、硫化矿、金矿和碳酸盐

为充分，矿物间的温度梯度和热应力随时间的增

矿） 照射 4 min 后，发现除了金矿石，其它矿石的

幅下降，从而使强度下降的幅度显著降低。

波极敏感的磁铁矿）。Motlagh （2009） 研究了微波

为了深入探究微波条件对岩石弱化效果的影

邦德功指数均明显下降 （该三种矿石均含有对微
照射下几种岩石的升温特性、抗压和抗拉强度变

和照射时间组合的试验，发现当消耗能量相同

化规律。其中，玄武岩 （含有 70%~75%的黄铁

时，高功率短时间的微波照射能够产生更好的岩

并且出现大裂纹，其抗压和抗拉强度分别下降了

响，一些学者开展了相同微波能量下，不同功率

石弱化效果。Kingman 等 （2004） 对铜矿石用 5 kW
的微波照射 1 s 后，邦德功指数降低了 33%；而用

10 kW 的 微 波 照 射 0.5 s 后 ， 邦 德 功 指 数 降 低 了

74%，该现象在其他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

（朱要亮，2018；Ali and Bradshaw, 2011；Qin and
Dai, 2016）。Wang 和 Djordjevic （2014） 用有限元

法模拟了相同能量下，不同功率密度 （单位体积
内的微波功率） 的微波场在矿物边界产生的应

矿） 在 1.25 kW 功率下加热 4 min 就升温至 350℃，
40%和 80%；石灰岩 （含有 15%~20%的金属氧化

物和硫化物）、片麻岩 （含有 5%~10%的金属氧化

物和硫化物）、辉长岩 （含有少量金属氧化物和硫

化物） 在 3 kW 功率下照射 4 min 能够达到 250%~
350℃，且各强度指标也出现明显下降；花斑岩和
花岗岩主要由对微波不敏感的矿物组成，其在微

波作用下升温缓慢 （部分样品甚至在 3 kW 功率下

因为吸收微波能量过少而导致微波炉过载出现打

力，发现在高功率条件下，敏感矿物能在很短的

火花现象），强度变化也不甚明显。上述结果与不

时间内达到较高的温度，而对应非敏感矿物的温

同岩石所含敏感矿物的种类及含量有关，岩石所

度很低，进而在矿物间产生明显的差异性膨胀，

含矿物的敏感程度越高，其加热速率越快，矿物

有效弱化岩石强度；而当功率较低时，敏感矿物

间的温度梯度和热应力也越大；而当岩石含有一

的升温较慢，很多热量由于热传导作用被传到不

定量的敏感矿物时，微波照射能够在岩石中产生

敏感矿物上，导致矿物间的温度梯度较为平缓，
热应力减小，从而岩石弱化效果较差。
目前微波设备依据谐振腔的不同可分为多模

较 多 的 微 裂 纹 ， 进 而 弱 化 岩 石 。 Batchelor 等

（2015） 用 15~25 kW 的微波处理了 13 种矿石，并

结合其矿物学特征和点荷载试验对弱化效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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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析，结果显示当矿石中的敏感矿物含量在 2%

（2018） 采用 8 kW 的微波对在水中浸泡不同时间

在 20%~40%之间时，弱化效果次之；而当敏感矿

着浸泡时间的增长，微波照射后岩样的内部损伤

~20%之间时，其弱化效果最好；当敏感矿物含量
物含量大于 40%或小于 2%时，其弱化效果较差。

Scott 等 （2008） 基于矿石解离试验分析了矿

（0~24 h） 的玄武岩样进行照射 （3 min），发现随
更大，抗剪强度也更低。

上述研究中，微波对岩石的弱化主要是通过加

物颗粒大小对矿石弱化效果的影响，发现敏感矿

热岩石中的敏感矿物而产生矿物间的差异性膨胀致

物颗粒的尺寸越大，矿石的破碎效果越好，该结

裂，或者加热岩石空隙中的水使其汽化膨胀致裂。

论 也 在 Rizmanoski （2011） 的 试 验 中 得 到 验 证 。
Salsman 等 （1996） 用有限元法模拟了敏感矿物种
类和含量相同时，敏感矿物尺寸对微波弱化岩石
效果的影响，发现敏感矿物尺寸越大时，其与周
围矿物的接触面积越小，通过热传导损失的能量
也越少，进而会在颗粒间形成较大的温度梯度和
热应力。
天然岩石具有一定的空隙率。根据所处环境
的不同，岩石空隙中或多或少会有一定水分的存
在。水是对微波极其敏感的物质，受到微波照射
时会快速升温并汽化；当水蒸汽逃逸所需要的时
间远大于微波加热时间时，会在岩石空隙中产生
蒸汽压力，并随着温度的增加而变大 （图 4）；当

此压力大于岩石强度时，就会产生微裂隙，进而
弱化岩石。Peinsitt 等 （2010） 比较了干燥和饱和
状态下的玄武岩、花岗岩和砂岩在微波照射下的
升温和强度变化。由于水的影响，饱和砂岩样的
介电损耗因子比干燥样品大很多，在 3 kW 微波照

射 30 s 后即发生炸裂现象；花岗岩饱和后的介电

除了以上两种机制，微波的热效应有时还会使岩石
中矿物发生较大的物理或化学变化，进而对其升温

特性和强度弱化效果产生较大影响。石英在 573℃

时 会 发 生 α-β 的 相 变 （赵 明 ， 2010）。 相 应 的 ，
Hartlieb 等 （2016） 测量了玄武岩、花岗岩和砂岩

在 25~1000°C 的热力学性质，发现富含石英的花岗
岩和砂岩在 573℃时，比热容、热扩散和热膨胀系

数都发生了突变，而不含石英的玄武岩则不发生此
类变化，因此石英相变可以在微波弱化花岗类岩石

中起到很大作用 （卢广亮，2016）。Peng等 （2013）
测量了石英在915 MHz 和 2.45 GHz 下介电损耗因子随
温度的变化情况。在上述两种频率下，石英的介电

损 耗 因 子 在 0~500℃ 时 基 本 保 持 不 变 ； 在 500~
1000℃内，介电损耗因子则增长了 8 倍 （在此温度
区间内，石英吸收微波的能力大大增强）。基于此

原 理 ， Jerby 等 （2005） 以及 Meir 和 Jerby （2012）
设计了最高功率为0.1 kW 的小型微波钻头，可对玻

璃实现局部快速熔融。刘汉文 （2018） 对其微波照
射试验中出现的某种辉绿岩炸裂现象 （该种辉绿岩

干燥样略为明显；玄武岩干燥和饱和状态下的微

在 2 kW 微波照射 120 s 后突然炸裂，而炸裂时的岩

波照射效果几乎没有差别。然而，戴俊等

辉绿岩内部存在一些孔洞和杏仁体，部分孔洞内与

损耗因子略有升高，其升温和强度弱化效果也比

石温度仅 300℃ 左右） 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该种

附近含有一些暗红色的铁氧化物 （对微波极敏感矿
物）；部分较大的孔洞被次生矿物充填形成杏仁
体，而充填物质主要为碳酸盐类的物质 （滴稀盐酸
/MPa

时有冒泡反应，见图 5），这些次生矿物在高温下容



裂。此外，在矿业工程中，微波的热效应也会引起



易分解产生气体，进而形成极高的气压使岩样炸
矿石中的矿物发生化学变化，进而提高矿物处理的

效果（Olubambi et al., 2007；Olubambi, 2009；Omran
et al., 2014）。
/℃

图 4 蒸汽压力与温度关系曲线
Fig. 4 Relationship between steam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4 微波面照射试验研究

标准样品试验可系统的研究微波弱化岩石的

影响因素和机制，而微波面照射试验则更符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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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孔洞内的铁氧化物

图5

（b） 碳酸盐杏仁体

辉绿岩内部的孔洞和杏仁体 （刘汉文，2018）

Fig. 5 Holes and amygdaloid bodis inside the diabase

程应用实际情况。图 6 为微波辅助破岩示意图

表面均有碎块剥落形成坑洞，并可观测到深度超

Hassani 等 （2016） 采用 3 kW 的微波对多层玄武岩

60 kW 的微波对边长 1 m 的花岗岩和安山岩样进行

（Hassani et al., 2016）。 Nekoovaght 等 （2015） 和

岩板 （12 块尺寸为 40 cm×40 cm×2 cm 的岩板） 进

行了照射，并测量了照射距离不同时各层岩板中
心的温度以及裂纹密度。结果表明当照射距离最
近时 （试验中设定的最小照射距离为 3.5 cm），表

面岩板在照射 60 s 后温度达到 150℃，未出现裂
纹，而照射 120 s 后其温度达到了 240℃，局部裂

纹密度为 2.8%；当照射时间一定时，温度和裂纹

密度均随着照射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且在照射距

离大于 12 cm 后急剧衰减；当照射时间和距离相同

（12 cm 以内） 时，温度和裂纹密度随着岩板层数
的增加而减小。Koiwa 等 （1975） 对边长 80 cm 的
花岗岩样进行了微波照射试验 （采用 27 kW 微波

照射 12 min 和 19 kW 微波照射 30 min），发现岩石

过 20 cm 的 裂 纹 。 Takahashi 等 （1979） 采 用 34~
了照射 （34 min），发现两种岩块表面均具有放射

状裂纹，同时作者于样品的不同位置进行了钻芯
取样并测量其单轴抗压强度和超声波波速，结果
表明微波处理后的岩石强度和波速均有显著降
低。Toifl 等 （2016，2017） 模拟了面照射情况下
岩石大样的温度和应力分布，以及裂纹扩展情
况。结果显示在温度梯度和选择性加热的共同作
用下，照射点附近会产生径向最大主应力和宏观
裂纹。Hartlieb 和 Grafe （2017） 采用 24 kW 的微波

对 50 cm×50 cm×30 cm 的花岗岩样进行了点阵式照
射 （每个点照射 30 s），而后进行线性切割试验

（如图 7），发现岩样在微波照射后其照射点附近出
现了较为密集的径向裂纹，而在相同进尺条件
下，微波处理后岩样所需切割力降低了 10% （图

8），该趋势在 Shepel 等 （2018） 的类似试验研究
中也得到了体现。Lindroth 等 （1993） 采用最大功
$

率为 25 kW 的微波对玄武岩和花岗闪长岩块进行
了照射，而后开展钻机钻进试验。研究表明微波

"
3

照射可大大提高岩石钻进速度 （微波辅助机械钻
$
"

进可使效率提高约 2~3 倍）；同时作者指出微波辅
助施工的方法虽然增加了微波能的费用，但提高

M)L



图 6 微波辅助破岩示意图 （Hassani et al., 2016）
Fig. 6 Diagram of microwave-assisted rock breaking

了施工效率和减少了钻头磨损，而产生微波能的
额外成本明显小于开挖速度的提高和钻头消耗降
低所带来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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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l

Y-Axis

Z-Axis

Laserscanner

Cutting Head

Cutting Table
(X-Axis)

（a） 微波溃口

（b） 线性切割试验台

微波辅助线性切割试验 （Hartlieb and Grafe, 2017）
Fig. 7 Microwave-assisted linear cutting test

 /kN

图7

Frame

（a） 裂纹分布

Fig. 8

（b） 微波照射前后平均切割力的比较

图 8 岩样照射点附近的裂纹分布和微波照射前后平均切割力的变化 （Hartlieb and Grafe, 2017）
Crack distribution around irradiation point and the change of mean cutting force before and after microwave irradiation

5 结论

（1） 不同矿物对微波的敏感程度不同，其敏

感程度与矿物的族类、晶型和铁元素含量有关。
当岩石处于微波场中时，不同敏感性的矿物由于

矿物颗粒尺寸越大，及含量适当时，其微波照射
的弱化效果越明显。水是对微波极其敏感的物
质，含水状态的岩石受到微波照射后，能够比干
燥状态产生更大的损伤。
（4） 微波的热效应有时会使岩石中矿物发生

差异性热膨胀而在颗粒边界和内部产生热应力；

较大的物理或化学变化 （例如石英相变及其介电

当此应力大于岩石强度时，则会造成岩石损伤、

性质变化，特殊物质的受热分解等），进而对其升

甚至开裂破坏，从而弱化岩石。

温特性及弱化效果产生较大影响。

（2） 岩石强度随着微波功率和照射时间的增

（5） 微波面照射能使大尺寸岩样在照射区域

加而下降，同时对于一定功率，当照射时间增加

产生放射状裂纹，从而有效降低岩石强度，提高

到一定程度时，强度等指标的变化趋于平缓。在

破岩效率。

消耗能量相同的情况下，高功率短时间的微波照

总体而言，目前对微波独立或辅助机械破岩

射能够产生更好的弱化效果。单模式微波通过谐

技术的研究已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随着研究的

振腔尺寸的特殊设计能够在局部产生比多模式微

深入，该方法 （微波加热和机械破岩技术相结

波更高的功率密度。

合） 有望成为将来解决坚硬岩石条件下机械开挖

（3） 岩石所含矿物的微波敏感性越高，敏感

施工困难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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