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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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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已在国内外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该工艺充分利用全尾砂作

充填骨料，除具有成本低、工艺简单可靠等优点外，还能保护环境。通过介绍凡口铅锌矿

比较典型的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凰应用情况，分析评价了该工艺的优缺点，探讨了它的发

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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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尾砂用于充填的优点是可降低充填材料消耗费

和减少尾砂堆放场所。但是，该工艺存在明显的缺

点：在选矿厂尾矿产出率较低和尾矿中细粒级颗粒

(一37，m)含量较高的情况下，分级处理后的尾矿

数量将会大大减少，尾矿利用率一般只能达到50％

左右，一般情况下尚需补充一定量的其它充填骨料。

另外，溢流的细粒级部分仍要占用大量的场所堆放，

污染环境。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近年来，一些研究机

构与矿山联合开展了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的研究，

在工业试验和生产应用中都取得了较大成功，显示

r广阔的发展前景。

2全尾砂胶结充填的发展及工艺特点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苏联、德国等国的

一些矿山已试验应用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前苏联

的格鲁博基矿试验成功的全尾胶结充填法，尾砂中

一43∽1的细粒级占70％，充填料浓度达到75％咀

上，经钻}L和水平管道自流输送充填料浆到采空区，

充填能力为120 m3／h。德国格龙德(Grund)铅锌矿

试验成功的“混凝土充填法”，用细粒级全尾砂作为

携带粗骨料(一30mm尾砂)的介质，用活塞式混凝

土泵输送，在料浆离开管道前加入一定量的水泥浆。

此外，澳大利亚、南非等国的·些矿山在这方面也取

得了许多成果。我国于80年代开始全尾砂胶结充

填1艺呐研究，首先在凡口铅锌矿和金川镍矿取得

试验成功。典型的工艺流程(见附图)是直接采用选

矿厂的尾砂浆，经D9 m高效浓密机和68 m2真空

过滤帆两段脱水，获取含水率为20％左右的湿尾

砂，由自动检测仪表和微机处理系统控制，全粒级湿

尾砂与适量的水泥及水进入双轴搅拌机和高速强力

搅拌机，制成具有触变性的胶结充填料，经D125

mm管道自流输送到采场。在试验与生产应用中，

取得了如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尾砂利用率达95％

以上；水泥单耗180 k／一；充填料浆重量浓度62％

～72％；干砂充填能力50～90 t／h。

附图凡口铅锌矿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流程

1一贮砂池2一絮凝剂搅拌槽3一泵4一缓冲槽5一

高教浓密机6一水泥仓7一沉砂弛8一取管螺旋喂料

机q一冲量流量计10一真宅过滤机n一罗茨鼓风机

12一皮带13—分配滴斗 14一振动破料机 15一取轴搅

拌机 16一高速搅拌机 17一卧式砂仓18一气东分离器

19一滤被缸20一真空泵2l一水池

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用不脱泥全粒级尾砂作充

填骨料，它具备如下主要特点：

(1)使用以絮凝沉降技术为基础的高效浓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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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处理尾砂，浓缩难沉的细粒级尾砂效果显著。浓

密机的底流尾砂产率可达到95％以上。

(2)采用真空过滤脱水，获得含水率较低的全

粒级尾砂，为制备高浓度的料浆提供了前提条件。

(3)一些矿山应用带破拱架的振动放料机，可

保证料浆制备时絮凝成团的尾砂均匀连续给料；使

用变频谰速器调节尾砂给料，用可调速的双管螺旋

给料机进行水泥给料，有利于按设计参数制备料浆。

(4)使用强力机械搅拌技术，破坏固体颗粒表

面的分子水膜，混合物的触变性结构被释稀，变成具

有流动性的溶胶状态，颗粒在机械冲击力作用下作

激烈的伪布朗运动，从而使水泥颗粒均匀分布，水分

反应充分完全，从而制备出高质量的均质充填料。

(5)均质料浆具有较好的输送性能，有利于在

较低流速下输送，而不发生分层沉淀现象。

(6)均质料以管道输送时，对管道的磨损小，有

利于延长管路服务年限。

除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外，还有全尾砂膏体泵

送充填工艺和全尾砂高水固化充填工艺。全尾砂膏

体泵送充填的特点是利用全尾砂与粗骨料按一定比

例混合作充填骨料，采用高浓度泵送。全尾砂高水

固化充填工艺的特点是采用高水材料替代水泥作胶

凝料，将全尾砂料浆全部固结．实现不脱水充填。

3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的评价

3 1基础理论的发展

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的试验成功，充填理论有

了新的发展。物理化学理论认为：物理化学作用的

速度与固体颗粒表面积成正比，因而随着物料的磨

细，物理化学作用的速度也将增加；胶体化学和输送

理论认为：要获得有利于输送的均质结构，最有效的

方法是采用一50“m的细颗粒。这一新理论促进了

胶结充填采矿法的发展，为全尾砂中含量较高的细

粒级部分用于充填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3．2脱水工艺

脱水工艺是全尾砂胶结充填的关键工艺之一，

目前普遍采用的高效浓密机掭加絮凝剂的浓缩沉降

技术对细粒尾砂的回收率很高，是普通浓密机所不

能比拟的，其回收率即使在不添加絮凝剂的情况下

也比普通浓密机高20％～30％。但是，两段脱水的

工艺较为复杂，管理比较困难，而且基础设备投资较

大，成本较高，～般的中小型矿山很难承受。

3．3搅拌设备

一般来说，金尾砂胶结充填工艺采川r两段搅

拌工艺，改变了机械作用的参数，可将固体颗粒表面

的分子水释放出来，破坏分子系原来的构造，有助于

形成均质充填料，并强化水泥的水化过程，从而改善

输送条件及充填体的质量。但是，两段搅拌有不蚀

于管理和成本高的缺点。

3 4输送及输送浓度

被搅拌成溶胶状态的料浆有利于管道输送，其

临界流速可以较低，且不易于发生分层沉淀，对管路

磨损不大，这在经济上是_卜分合算的。但是，这种料

浆粘性较大，输送阻力大，限制了长距离输送，特别

是当以较高的浓度输送时，易发生管道堵塞与爆裂

现象。因此，为提高输送浓度，许多矿山在研究高浓

度输送措施。目前，普遍采用混凝土泵送技术，但这

样又增加了成本。

3 5充填体质量

全尾砂胶结充填体的整体性较好，均质．水泥与

砂很少离析，充填体表面平整，内部密实程度高，较

少出现塌陷现象。但是，由于充填体内细粒级尾砂

含量多，料浆沉降后，由于渗透系数小，经过重力渗

透排水后，残余水较多，严重影响了充填体的内摩擦

力及内摩擦角。研究全尾砂残余水含量与一10“m

含量的关系可看出，全尾砂沉缩后的残余水含量随

着一10肿含量增多而增加。不同骨料的水泥料浆
试块的对比见附表。细颗粒含量较少的分级粗尾砂

抗压强度较高，一37“m含量达57％的全尾砂试块

的含水量高于同类的分级尾砂试块，此外，粗颗粒在

沉降中有一定的分层现象产生，细颗粒影响充填体

表面的强度。

附表某矿两种尾砂试块的试验对比

注：菜矿全尾砂中～37帅含量约占57％。

4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的发展前景

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在降低充填成本、保护环

(下转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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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6残留矿块崩落回采爆破总崩落矿量为

15100 t；放出矿7T量为19773 t；副产矿石出矿量为

1845 t；千吨矿石采准比为14．43 m；采矿贫化率仅

5％～8％；矿石回收率高达120．4％～124．3％(扣

除贫化后的计算结果)。

4结 论

(1)17016矿块利用中深孔凿岩炮孔探明矿体

顶底板轮廓，弥补了原地质探矿及生产探矿的不足，

提出的矿石储量资料可靠，并相应减少了生产探矿

成本。

(2)在矿块民采残留空区规模较大且不规则的

条件下，尽可能利用空区使用YGZ一90型中深孔钻

机凿岩，并利用空区作爆破补偿空间，大大降低了采

切工程量和回采成本。

(3)崩矿高度控制在地质所圈定的矿石氧化带

以下2 m，爆破崩矿后，近氧化线矿石因软弱破碎，

也被随之崩落，在放矿过程放出，在严格控制矿石贫

化率的情况下，放出矿石量超过崩落矿石量4673 t。

作为地质条件、采矿技术条件复杂的民采残留矿体，

采矿回收率增加的效果是显著的。

(4)应用分段及阶段崩落法回采矿体，放矿是

至关重要的工艺过程。17016矿块需要在倾斜底板

布置出矿漏斗工程，以放出崩落在倾斜底板上的矿

石。采用在矿石大量崩落后再施工底板平底漏斗出

矿工程的方法，保证了空区底板工程施工的安全。

(5)崩落回采过程，崩矿区段受作业空间状态、

施工条件、施工力量与施工质量的限制，在假巷顶部

投有形成足够的保护垫层，导致混凝土假巷遭破坏，

影响了矿块的出矿生产能力。

(上接第19页】

境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其发展前景是十

分广阔的，其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采用高浓度全尾砂料浆，以确保充填质量，

减少水泥消耗，节省成本。一般地说，采用自流输送

方式，料浆浓度只有在70％左右才能保证管道输送

畅通。因此，要输送高浓度料浆．必须考虑其它方

法。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采用混凝土泵输送、风

力输送。另外，还可以在料浆中添加木质磺酸盐之

类的减阻剂，以降低高浓度充填料浆的输送阻力。

这些方法哪种更为经济有效，尚待进一步研究，就矿

山的具体情况来说，要综合考虑输送高浓度料浆所

增加的赞用和节省水泥的费用，以确定其合理性的

可行性。

(2)在料浆中添加一定量的吸水剂可吸收消耗

充填至采场内的充填料浆中的多余水，使水泥水化

完成后充填体内的残余水变为结晶水和部分包裹

水，提高充填体的内摩擦角，从而提高充填体强度。

(3)采用新型的固化材料替代水泥，改善充填

料浆的输送条件。全尾砂高水固化工艺是充填工艺

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新飞跃，既可简化尾砂脱水工艺，

解决输送难题，又可提高全尾砂充填体的质量。但

全尾砂高水固化充填工艺技术尚需解决材料制造成

本高、运输储存复杂以及强度等方面的难题。随着

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其使用

范围将会扩大，在一些充填骨料来源不足的大中型

金属矿山具有很大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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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降低充填成本仍是充填矿山今后努力的一

个方向。降低充填成本的主要方向是节约水泥耗

量，除了采用高浓度尾砂胶结充填技术外，还应注意

两个方面：

一是加强岩石力学和充填体作用机理的研究，

根据采场应力分布和回采工艺科学地确定充填体的

强度，提供合理充填灰砂配比的设计依据；

二是加强充填水泥代用材料的研究与开发，在

有条件的矿山，应积极推广用高炉炉渣、石膏、赤泥、

粉煤灰等廉价材料替代水泥作胶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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