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l卷第2期 采矿技术 2001年6月

!兰!兰：! 竺竺竺!兰!坐! !竺：!!!!一一———————————————————————————————一我国金属矿山充填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李冬青

(中色建设非洲矿业公司)1锑s^

摘要：简要地叙述了十多年来我国在高浓度全尾砂肢结充填、全尾砂膏体泵送充填、块

石胶结充填、充填材料的开发、充填工艺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矿山应用情况，

并就我国充填采矿技术今后的发展和应用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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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采矿法具有回收率高、贫化率低的突出优

点，也是有效控制矿山地压活动的采矿方法。据

1997年的统计资料，充填采矿法在我国有色金属矿

山所占比重已达22．37％，而在黄金矿山其所占比

例已高达30％以上。十多年来，随着充填采矿法越

来越广泛地应用，充填工艺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使我国充填技术跨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1 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充填

凡口铅锌矿为解决充填料严重不足和需建造新

的尾砂坝来贮存大量细粒级尾砂的矛盾，1983年开

始进行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充填新工艺及其装备的试

验研究，1991年试验获得成功。

凡口铅锌矿全尾砂中细粒级砂含量高，

一37ltm占42．33％～64．92％。凡口矿要实现高浓

度全尾砂胶结充填工艺必须解决全尾砂脱水、供料，

充填料浆制备和输送以及充填体强度要求等一系列

复杂的技术问题。凡口铅锌矿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充

填工艺采用选厂重量浓度15％～20％的尾砂。经

09(JO n、m高效浓密机浓缩后，使重量浓度选50％，

再经68 m2园盘真空过滤机过滤，获取含水率20％

～22％的湿尾砂滤饼，由皮带送至卧式砂仓。充填

时，出电耙将尾砂滤饼送往中间料仓，经带破拱排架

的振动放料机均匀供给宽650 rm的皮带，由皮带
输送机转运至双轴浆叶式搅拌机与水泥初步混合，

再经高速搅拌机的二次强力搅拌。制成均质的浓度

为72％～75％的胶结充填料浆，通过0125 mm管

道n流进入钻孔和井下充填管路。

高浓度自流输送的关键在于充填料浆活化搅拌

后，变成一种具有触变特性的滨汉流体，其流动性和

稳定性好，即使在0 l m／s的低流速情况下也不沉

淀。通过管道输送试验，得出了屈服应力rn、塑性

粘度邶与料浆浓度cⅣ之间的经验关系公式，即：

r。=口·∥～

岸B=A-矿’％

式中：Cw——砂浆重量浓度，％；

n、6、A、B——系数，其值均由试验测出。

采用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充填技术，充填料浆进

入采场后无需脱水，充填体不离析，水泥不流失，不

造成任何井下污染。凡口矿全尾胶结充填系统生产

能力为48～54 m3／h；当灰砂比为1：7～1：8时，充

填体28 d强度为0．85～1 30MPa，尾砂利用率在

95％以上，为国内外最高。这一充填新工艺的试验

成功，为充填料来源困难和地表不能建造尾砂库的

矿山开创了一条新路。济南铁厂推广应用该技术，

成为我国第一个不造尾砂坝、不外排尾砂的矿山。

2全尾砂膏体泵送充填工艺技术

膏体充填料泵送充填工艺技术由德国

PreusSage金属公司于80年代末首次在格隆德铅锌

矿试验成功。金川二矿区从1988年开始试验该技

术，1991年获得成功，先后进行了全尾砂胶结膏体

充填、全尾砂加棒磨砂胶结膏体充填、全尾砂加

一25 rnm细石胶结膏体充填的试验。

金川二矿区全尾砂膏体泵送充填采用的全尾砂

脱水工艺为两段脱水，即将选厂重量浓度为20％的

全尾砂砂浆经高效浓密机浓缩至浓度约为50％后．

再经水平真空带式过滤机脱水，制作成含水率为

22％～24％的湿尾砂滤饼。

该工艺用贮存在卧式砂仓中的湿尾砂，经中间

料仓后供给双轴叶片搅拌机。采用两段搅拌制备全

尾砂膏体。第一段采用双轴叶片搅拌机，充填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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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水泥浆经双轴交叉叶片交替推滚抛掷前进，使混

合料始终处于较好的搅拌状态，搅拌时间不超过

O．5 min，排料时已初步形成膏体。第二段采用双螺

旋输送机搅机。两段搅拌后制备成膏体胶结充填

料．经PM泵压送至井下采场充填。

全尾砂膏体的粗细颗粒粒级存在一个最合理的

级配．此时料浆密度最大，孔隙率最小，流动性最好。

金川二矿区通过大量室内试验、半工业试验和工业

试验，摸清了全尾砂膏体的强度与不同粒度级配组

成、不同浓度及胶结材料添加的关系，找到了最优的

泵送配比条件，见表l。

表l全尾砂膏体泵送配比参数

名称配比嚣誊鬻泵黼度。意茬瑟，2翟豁

全尾砂膏体稳定性好，充填料不沉淀，试验过程

中可根据需要随时停泵或重新启动。半工业试验

中，全尾砂加水泥的膏体在管道中停留时问可达

6 h，不加水泥的全尾砂膏体的停留时间可达19 h。

全尾砂膏体充填工艺技术具有充填混合料不离

析、不分层，采场无需脱水，水泥不流失，井下无细泥

污染，充填体强度高和充填管磨损小等优点。金川

二矿区在下向充填采矿法中应用该技术，在充填体

强度不变的情况下，水泥单耗由原来的

2踟一310 1‘g／h3降至180～200 kg脯，取得了显著
的经济、社会效益。目前，铜绿山铜矿、武山铜矿也

已建成膏体充填料泵送充填系统。

3块石胶结充填

块石胶结充填法以其成本低、充填体强度高受

到青睐。“八五”期间，大厂铜坑锡矿试验成功了充

填系统先进、充填能力大的块石胶结充填工艺技术。

为提高充填质量和降低充填成本，该矿先后对块石

充填料在采场中的运动规律和堆积特点及混台特

性、粗骨料充填料的合理粒级组成、运输过程对骨料

粒级变化的影响进行了系列的试验，并对块石胶结

充填体的特征及作用机理等进行了深人的研究。

大厂铜坑矿块石胶结充填工艺为：将粒度为

一300～+50 mm自然级配的块石经溜井下放，在井

下由机车运输，溜井分配贮料，最后由皮带送至充填

采场顶部各充填点。地表制备的浓度为64％～

68％、灰砂比为l：8的水泥棒磨砂浆经管道自流输

送至井下。

块石胶结充填的块石砂浆比是一个重要的参

数，它直接影响到充填体强度和生产成本。根据地

表模拟试验，当块石：砂浆为2 8：1时，块石胶结强

度高，剩余水量适中，故在工业试验中采用3：1的块

石砂浆比，将块石与水泥砂浆同时充人采空区。

块石胶结充填时，每个下料点承担的充填平面

呈正方形时有利于提高块石胶结充填体质量。铜坑

矿采场宽18 m，长72 m，故每个采场布置3个下料

点，每个下料点的平面尺寸为18 m×24 m。为满足

水泥棒磨砂浆在3点同时下料充填的需要，依据流

体力学原理，经多次试验首创了水泥砂浆管道输送

系统的多分流新工艺。

该系统充填能力为254 m3／h，块石充填体90 d

的强度可达到2．34 MPa。铜坑锡矿全面推广应用

该技术，充填成本降低了40％左右，年效益达660～

940万元，满足了该矿910矿体正常生产开采和偿

还以往充填欠帐的需要。

4充填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80年代末，我国开始研制与开发用于矿山充填

的新型胶结材料，其中在高水材料、高炉矿渣、赤泥

和灰煤等胶凝材料的研究与应用方面取得了较大的

进展。

4．1高水速凝全尾砂胶结充填

高水速凝固化胶结充填的最大优点是能以很小

的体积固液比(G=O．1～0 5)在较短时间内凝固、

硬化，最终形成一种有一定强度的高含水固体。

我国从1986年开始试验研究高水充填材料及

其它充填工艺，试验获得成功后，在煤炭矿山广泛推

广应用。其充填工艺为：用甲料(高铝水泥、缓凝剂)

和乙料(膨润土、二水石膏、生石灰、速凝剂)分别加

水制成胶结料浆，经双活塞往复式充填泵以l：l等

量分别输送，在管道出口处，由多孔板混合器混合进

行袋式充填。

招远金矿1989年率先采用高水充填技术进行

高水速凝全尾砂充填试验。该矿在高水充填中加入

全尾砂，其工艺流程为：在选厂到尾砂库的输砂管上

引出一根内径为30 n_1111的尾砂分流管，将浓度为

30％左右的尾砂浆输送到井下充填站的贮砂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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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时由2 PNL渣浆泵将贮砂池中砂浆供给

01400mm×1400 mm单层叶轮式制浆桶，分别加

入甲、乙两种高水固化材料搅拌制浆，由双活塞泵等

詹压送到采场充填。根据1992年玲珑金矿的充填

试验，当全尾砂浆浓度为25％、固化剂掺量为

250 kg／n，、充填料浆浓度为39％时，2 h后充填体

强度达O 35 MPa，8 h后的强度达到l、7 MPa。充

填成本为20．76元／t。

高水充填料浆浓度低、输送方便，采场不脱水，

不污染井下作业环境。目前，焦家金矿、凡口铅锌

矿、鸡冠嘴金矿、凤凰山铜矿、大湖金矿等矿山正在

开展有关试验]．作和试验准备工作。

4 2高炉矿渣胶凝特性的研究与应用

1994年．济南钢铁公司张马屯铁矿为降低充填

成本，进行了高炉矿渣取代水泥作胶凝材料的胶结

充填试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采用尾砂：水泥+炉

渣为7：l的配比，刚磨细的高炉矿渣替代胶结充填

料中的部分水泥，充填体强度不仅不会降低，反而随

着炉渣许代水泥量的增加，充填体强度提高。张马

电铁矿现已建立了高炉矿渣充填系统。目前，铜陵

公司安庆铜矿和南京铅锌银矿推广应用j，该技术。

安庆铜矿采用以矿渣胶结剂全面取代水泥的胶

结充填技术。矿渣腔结剂由磨细的矿渣和石灰组

成。矿渣研磨粒度为十200目所占比例不超过

12％，矿渣胶结剂中的石灰作为激化剂，矿渣与石灰

的最优配比为O 825：O 175。

安庆铜矿室内试验表明，矿渣胶结剂与尾砂结

台能力强，在相同条件下，矿渣胶结剂与分级尾砂形

成的试块强度是水泥的1．5～2．5倍。表2是用矿

渣胶结剂与用水泥形成的充填体试块的强度对比。

安庆铜矿高炉渣细磨采用工艺简单的湿磨方

案。充填工艺：先用矿渣、尾砂、石灰3种组分各自

造浆(造浆比例分别为：矿渣72％，尾砂68％，石灰

25％)，然后接设计配比(料浆流量分别为：矿渣

5 83 m3／h、尾砂58．8 m3／h、石灰5．37 m3／h)连续

向搅拌桶给料浆，3种料浆在搅拌桶内搅拌均匀后，

浓度达66％～70％．流量70 rn3／h，然后通过充填钻

7L及井下管道输向采场充填。

4．3赤泥充填

赤泥是铝厂用烧结法生产氧化铝时所排放的废

料，利用赤泥作充填料，对环境保护和降低充填成本

极为有利。1991年，山东铝厂湖田矿区进行了以赤

泥为主要组分、配以粉煤灰和石灰作充填料的试验

研究。结果表明：赤泥、粉煤灰浆和石灰浆混合后，

形成的充填体具有不脱水、凝固快的优点。在配比

为赤泥浆：粉煤灰：减水剂石灰浆=4：l：0 005 1的

条件下，充填料呈浆状或膏体，28 d龄期的充填体

单轴抗压强度达到3 23～4 02 MPa。

表2矿渣胶结剂与水泥充填体试块强度对比

充填材料 藏砂比

1：4

1：8

1 4

1：8

重量浓谴荤轴抗压强度(MPa)
(％) 飚 Ro

72 7 02 9

72 3 80 4 07

72 2 68 4 50

72 1 08 1 54

矿汝胶结剂P分级尾砂

水泥+分缀尾砂

5充填新工艺的研究

近年来，不少使用充填法采矿的矿Ij J，为进一步

提高充填质量，进行了充填新工艺的研究，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

5 1高阶段采场充填脱水技术

安庆铜矿在我国首次试验和推广r 120 m高阶

段大直径深孔落矿嗣后一次充填的高效采矿工艺技

术，采场长40～60 m，宽15 m，高105～120 m，采用

分级尾砂胶结充填，在采场内悬吊0100 mm波纹

管进行脱水。为提高充填脱水效果，先后采用7种

脱水管外包裹材料进行对比试验。试验发现靠波纹

管的内层采用90目尼龙布、外层采用26曰塑料窗

布的双层包裹结构较理想，此时脱水浑浊度较低，脱

水速率为831 k／h。

脱水期问悬吊在采场的脱水管其脱水滤布的表

面极易粘结细粒级的水泥或尾砂，导致脱水管脱水

能力．降。为此，该矿试验了一种简易的清除方法，

将风管插入波纹管内，间歇式开关压风，利用开启瞬

间风管产生的低频振动效应，清除粘结在脱水管表

面的细粒级充填料粘结层，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安庆铜矿为研究脱水管在采场中的合理悬吊位

置和采场中需要的脱水管数目，以K=15的几何线

性相似比建立采场脱水模型进行脱水试验。试验结

果表明，充填时采场有积水区和非积水区，悬吊在积

水区的脱水管的脱水能力是非积水区脱水管的8～

10倍。积水区与充填下料点有关，当在采场端部下

料时，积水区在距充填下料点25m之外，当充填下

料点在采场中部时，积水区在距下料点13 m之外；

采场脱水能力并非与积水区脱水管根数成正比增

加。根据模拟试验中各脱水管脱水能力的测定和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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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预测程序计算，积水区悬吊4根脱水管时，脱水能

力比3根增加5 56％，而悬吊脱水管5根的脱水能

力仅比4根增加2 58％。对安庆铜矿高阶段大采

场充填而言，脱水管应悬吊在积水区内，悬吊3～4

根比较合适。

5 2压缩空气清洗充填管道新技术

高浓度砂浆自流输送充填在每次开始或停止充

填作业时，都要注入大量的水进行引流和刷洗充填

管道，以保证充填管道的畅通。通常这些水都被注

人到充填采场中，这样削弱了高浓度充填的意义。

多数矿山充填过程中非正常停充次数频繁。根据部

分矿山统计，平均不足3 h停1次。为从根本上解

决充填工艺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充填体的质量，金川

二矿区研制丁压风喷射器。该装置串联于充填管

上，利用射流原理，使高压风以一定的方向作用于充

填砂浆，在压风强有力的冲击下，砂浆获得动力而向

前移动，使之达到引流和清刷充填管道的目的。

喷射器主要由单向逆止阀、喷嘴、喷射管组成，

其特点是：作用线路长，在平直水平管路上，每个喷

射器的有效工作距离可达200 m左右；工作风压小，

一般为3 bar以上，起动风压仅为0．8 bar；结构简

单，工作安全可靠，可有效防止返浆；操作简单，喷射

器间隔安装在充填管道上，只需开启总阀门便可使

喷射器自动地顺序启动，检查维修方便。

金川二矿区东部和西部充填管上安装了喷射

器，在引流和刷管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处理充填

堵管和砂浆助推方面也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5 3充填搅拌站造浆控制技术的进展

近十多年来，计算机技术在充填搅拌站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金川二矿区西部充填搅拌站采用了先

进的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该系统以计算机为主

体、以智能化仪器仪表为骨干，操作人员通过SCC-一

CRT操作站上的键盘和显示器可对搅拌过程中的

砂量、水量、灰量、制浆浓度、料浆流量、搅拌桶液位

等工艺参数进行集中监视和控制，可根据生产工艺

要求，对搅拌过程中的各参数进行调整。该系统除

自动控制外，还配备有手动控制和用于事故处理的

强制执行功能，并在表盘、操作站上分别配有声光报

警系统，提高了搅拌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5．4提高充填搅拌站的制浆工艺水平

此外，为了提高和稳定充填搅拌站的制浆浓度，

国内不少矿山在改进充填搅拌站的造浆工艺方面进

行了试验研究。安庆铜矿成功地研制了砂浆仓水控

制器，并有效地应用了多回路闭合自动控制系统；新

城金矿研制了制浆气动喷嘴，通过气动力流态化造

浆和调整立式砂仓的水砂比，使立式砂仓放川的料

浆浓度稳定在72％左右。

6充填采矿技术走出国门

赞比亚谦比西铜矿是我国在境外开发建{殳的第

一个有色金属矿山，该矿位于赞比亚中北部的铜带

省，主矿体走向长2000 m、矿体厚8～10 m、倾角

50。～75。、铜品位2．69％。我国在对该矿床的开采

中标后，经可行性研究将原采用分段崩落法回采，改

为分层充填采矿法和分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法。设

计矿山定员648人，采选生产能力6500 t／d。近十

多年来我国在充填采矿工艺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和经验，为谦比西铜矿的高效开采提供了技术保障。

开采谦比西矿是对外展示我国采矿技术的一个窗

口，它对我国充填采矿技术走出国门产生重大影响。

7结语

近十多年来，我国应用充填采矿法的金属矿山

日益增多，在充填料制备、输送技术、充填材料开发

和充填回采工艺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加之井下无轨自行设备的广泛应用，充填采矿现已

成为我国一种高效的开采方法。但随着现有探明的

矿产资源的不断消耗，采矿向深部发展，地温地压的

增加，环保要求的日趋严格，充填采矿甚在21世纪

将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在此，笔者对找国今后充填

采矿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提出几点浅见：

(1)自“七五”以来，我国在金属矿山充填工艺

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

果，但不少成果未在具备条件的矿山推广应用，今后

应加大对科研成果推广应用的力度。

(2)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充填具有充填料浆进入

采场后不离析，无需脱水，不造成井下细泥污染等优

点，相对于高浓度膏体泵送充填来讲，其投资少、成

本低，更适用于中、小型有色矿山和黄金矿山。高浓

度全尾砂胶结充填技术仍将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发展

方向。

(3)不少矿山充填系统的浓度和流量检测仪表

寿命短、故障多、检测失准，使得制备的充填料浆达

不到设计要求。今后应加强对充填监测仪表新产品

的研制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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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