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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全尾砂胶结充填采矿工艺技术研究与应用

王喜兵，庞计来，李红桥

(中国五矿矿业安徽诺普矿业公司， 安徽霍邱县237464)

摘 要：安徽霍邱诺普矿业有限公司与长沙矿山研究院合作，进行了大规模地下低品位铁

矿山充填采矿技术的研究与试验，建成了代表我国第四代新型充填工艺的充填站。1年

多的生产运行表明，系统输送能力可达91．29 rn3／h，浓度稳定在70％左右，充填综合成本

为78．43歹芒／m3，充填倍线为9．03。该充填系统技术先进，工艺科学合理，充填浓度高，成

本费用低，完全可满足大型铁矿山连续充填作业要求，对我国同类矿山实现充填采矿具有

前瞻性的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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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充填成本高，工艺复杂，目前充填采矿技术

尚主要应用于贵重、有色金属矿山，在低品位大规模

地下铁矿山的采矿方法中尚未得到广泛应用。随着

国家大力倡导节能减排、保护环境、防治地质灾害、

保护耕地等基本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充填采矿方

法的不断创新发展，无论从降低尾砂排放量、减少地

表塌陷面积，还是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矿山企业采

用充填技术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趋势。

1 吴集铁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安徽霍邱吴集铁矿(北段)位于淮河中上游南

岸，属于沿淮侵蚀堆积平原区，是霍邱县铁矿区内已

知规模较大的铁矿。矿石主要为磁铁矿，平均地质

品位TFe=29．20％。矿体沿走向长3162 m，控制斜

深163—657 in，平均斜深393．55 In，赋存标高一33

一一663 in以下，厚度2．0～58．7 m，平均22．23 m。

矿体走向自南向北由335。转至18。，倾向西，倾角

500一700。矿体上覆第四系厚度达140 m左右，且

其中含有多层含水的长石中粗砂层，矿区地表地势

平坦微起伏，区内沟塘密布，地表多为农田与村庄。

吴集铁矿(北段)矿体上、下盘围岩一般为片麻

岩和石榴石英片岩，与矿体一般为渐变过渡，少数地

段矿体上、下盘围岩为花岗岩。矿体上、下盘围岩中

含全铁约在8．30％一16．40％之间。矿石矿物成分

简单，金属矿物主要为磁铁矿，非金属矿物主要为石

英。矿石平均密度为3．33 t／m3，岩石平均密度为

2．9 t／m3，矿、岩普氏硬度系数分别为12一18，8—

12；矿、岩松散系数均为1．5—1．6，矿山设计生产规

模为200万t／a。

2 采矿方法与充填系统

2．1 采矿方法选择与矿块布置

根据吴集铁矿(北段)开采区域现状，地表为村

庄和良田，不允许塌陷；矿体上部为破碎风化带，漏

水渗水强，应保护采场顶板不塌陷；矿体属中厚以上

急倾斜矿体，围岩和矿体稳固性较好等特点，为了提

高资源回收率，避免保留大量矿柱支撑采空区顶板，

综合考虑吴集铁矿(北段)生产规模较大，矿体较规

整，设计选用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法，充填系统研

发全新的全尾砂结构流体胶结充填工艺与技术。

由于矿体厚度大于30 In的矿体占67．16％，厚

度小于6 m的矿体占7．17％，6～30 In的矿体占

25．67％，考虑到矿体倾角50。～70。，变化范围较

大，设计确定厚度大于30 m的矿体采用大直径深孑L

凿岩，小于30 m的矿体采用中深孔凿岩。

采用大直径深孔凿岩的厚矿体部分，矿块垂直

矿体走向布置，～步采和二步采矿块尺寸相同，矿块

高100 m(出矿中段高度)，宽20 m，长38 m(矿体厚

度)，每120 m(6个矿块)设一条矿石溜井和通风天

井。凿岩中段高度为50 In。

采用中深孔凿岩的矿体，矿块沿矿体走向布置，

一步采和二步采的矿块高100 m，矿块宽度为矿体

厚度，一步采矿块长45 m(根据矿岩稳固情况确定，

一般为30一50 111)，二步采矿块长75 I'll(40—80

m)，每120 In(2个矿块)设一条矿石溜井和通风天

井。凿岩中段高度为50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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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采矿技术

在生产过程中，采场结构参数根据采矿方法试

验和生产实践不断调整，以适应具体的地质条件，提

高矿山的经济效益。

2．2新型充填系统

充填系统工艺流程见图1，主要由全尾砂储存

供料线、水泥储存供料线、调浓水供给线、充填料浆

制备与输送、自动控制及检测系统等组成。

2．2．1全尾砂储存供料线

充填站设有两套充填系统，每套充填系统设置

两个立式砂仓，砂仓直径10 m，直筒体高度10 m，总

高22 m，每个砂仓容积850 m3。选矿厂全尾砂浓度

为10％，由渣浆泵直接输送至充填站的立式全尾砂

存储仓中。4个砂仓交替进砂和充填。

砂仓进砂过程中，中低浓度尾砂浆中的尾砂颗

粒自然沉降在砂仓底部，而水则通过砂仓顶溢流孔、

溢流环道及回水管道自流至尾矿库中。砂仓上部安

装有尾砂沉降面高度监测报警装置。当尾砂沉降面

达到设定位置时即发出报警信号，停止该砂仓进砂。

图1充填系统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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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仓停止进砂静置1 h后，根据最终砂仓料位打

开料位以上的各排水球阀，使全尾砂沉降面以上的

澄清水通过该组球阀及回水管排出。溢流水及澄清

水自流进入尾矿库沉淀，尾矿库中澄清水通过回水

泵输送至选矿厂重复使用。

充填时采用压气造浆作业。每个砂仓底部安装

有120个造浆喷嘴，+22．0 111平台布置有15个进

气球阀及15个排气球阀。逐排打开进气阀门和对

应的排气阀门，排空造浆管内杂物，然后关闭排气阀

门，使压气造浆喷嘴启动，从而对仓内尾砂进行造

浆。待池中全尾砂造浆均匀后，打开放砂阀通过放

砂管向搅拌机供给全尾砂浆，其放砂量由放砂管上

电磁流量计进行检测，放砂流量由电动夹管阀进行

调节。

2．2．2水泥储存给料线

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作为胶结剂。散装水泥由

散装水泥罐车运至充填站后，通过吹灰管吹灰卸入

散装水泥仓中。为了防止各种杂物进入水泥仓，吹

灰管上设置有过滤装置。散装水泥仓直径5．0 m，

总高约21 m，有效容积为200 m3，可储存水泥260 t，

能满足充填系统连续运行要求。水泥仓顶设置人行

检查孔、雷达料位计及袋式收尘器。

水泥仓底部设置有螺旋闸门及双管螺旋给料

机。充填时打开螺旋闸门，启动双管螺旋给料机即

可向搅拌机定量供给水泥。水泥给料量由螺旋电子

秤检测。双管螺旋电机采用变频调速，改变螺旋转

速即可改变水泥给料量，以满足不同灰砂比及生产

能力的要求。

2．2．3调浓水供给线

充填站设置一条供水管道，由水泵加压供给压

力水，用于冲洗设备、疏通管道及调节充填料浆浓

度。当充填料浆浓度过高时，利用供水管上安装的

调浓水阀，经电磁流量计检测，由电动调节阀调节调

浓水量。

2．2．4充填料浆制备与输送

全尾砂浆、水泥及适量调浓水经各自的供料线

进入进料斗后供给搅拌机。搅拌机选用双卧轴搅拌

机+高速活化搅拌机两段连续搅拌。两段搅拌机用

连接斗进行连续。充填料经两段连续搅拌均匀后制

备成浓度适中、流动性良好的充填料浆，进人测量

管。测量管上安装有电磁流量计及．y射线浓度计，

用以检测充填料浆流量和浓度。

充填料浆最终进入充填料下料斗，并通过充填

钻孔及井下充填管网自流输送至井下采场空区进行

充填。为防止大块进入充填钻孔并便于冲洗管道，

下料斗设置有格筛、冲洗水阀及钻孔排气孔。

每套充填系统布置两个充填钻孔，间距为3 i11．，

两组充填钻孔间距离为14 m，自地表+44 rn施工至

一100 m水平。各钻孔中采用少133 mm x 10 lnln锰

钢管作为输送管，而井下充填平巷至采场用内径为

l 10 lllln的钢编高强复合管作为输送管。

2．2．5系统自动控制

为了保证充填料浆制备浓度、流量及配比的准

确及稳定，充填站设立了完善的自控系统，对充填系

统各运行参数进行检测和调节。

系统自动检测的参数主要有：全尾砂放砂流量、

水泥给料量、调浓水量、充填料浆流量、充填料浆浓

度、水泥仓料位。

系统自动调节的参数主要有：全尾砂放砂流量、

水泥给料量、调浓水量。

上述系统运行参数还可由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

采集、存贮、模拟显示、制表、打印，以便于对充填系

统运行状况进行监控和管理。

2．2．6系统运行参数

充填料浆制备输送能力为80 m3／h，充填料浆

浓度为(72±1)％，系统连续稳定运行时间可达lO

～12 h，系统一次最大充填量为600—800 m3，灰砂

比为1：4～l：15(可调)，充填体强度满足采矿作业

要求。

2．3充填工艺的创新

(1)低品位铁矿山实现了高浓度、结构流体、全

尾砂胶结充填。针对铁矿尾砂特性，研究开发出低

成本全尾砂结构流体胶结充填工艺与技术，建成了

新型的全尾砂充填系统，首次实现了低品位铁矿山

全尾砂结构流体自流输送胶结充填，提高了充填料

浆浓度，基本做到采场不脱水，保障了充填质量。

(2)实现了高浓度大倍线结构流体全尾砂充填

料浆的管道自流输送。通过充填料浆流变性能研

究，分析计算了充填料浆的输送阻力，实现了全尾砂

结构流体充填料浆的高浓度大倍线(>9)自流输

送。充填料浆浓度达到7l％一72％。

(3)低浓度尾砂在充填站立式砂仓中自然沉降

脱水制备尾砂浆技术。直接将选厂低浓度尾砂(浓

度8％一10％)输送至充填站立式砂仓中进行自然

沉降脱水，较浓密过滤两段脱水，系统工艺大为简

化，大大降低了尾砂脱水能耗及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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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矿技术

(4)充填站设立较完善的自控系统，实现了系

统各运行参数的自动检测和半自动调节。

(5)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进行了大小17项科

研攻关和技术改造，并研制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

“高效造浆喷嘴”专利产品。

2．4全尾砂胶结充填工业试验

2．4．1充填采场准备

一150 nl中段C2采场作为首次充填试验空区，

采场充填参数见图2。该空区长40．42 m，宽17 m，

高50 m，可充填实体3．4万m3。一100 m水平下盘

巷道作为充填巷，充填管道总长1299．67 m，其中充

填钻孔垂高为144 m，水平充填管道长度为1155．67

m，充填倍线为9．03倍。

2．4．2充填作业情况

首次充填作业于2009年2月18日ll点20分

开始，至18点06分结束，共运行6 h46 rain，平均料

浆流量为91．29 m3／h。首次采场充填初始充填料

浆浓度按60％调制输送，随着充填料浆顺利地输

送，稳定30 rain后，充填料浓度逐渐提高，当浓度达

到71％时，充填料浆流速明显降低，下料斗料位逐

渐升高，但未出现堵管事故。本次C2采场工业试

验证明，充填倍线为9．03倍时，结构流体全尾砂充

填料浆最高浓度可达7l％。C2采场充填料浆浓度

统计结果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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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C2采场充填料浆浓度统计值

充填料浆浓度为7l％时的状况见照片1。

照片1 充填料浆浓度为7l％时钻孔端口料浆状态

由以上统计数据及照片可以看出，在大倍线

(9．03倍)情况下，充填料浆浓度可稳定在68％～

7l％之间，并形成稳定的结构流体，实现了高浓度大

倍线自流输送。

2．4．3充填质量检测

充填站设置了地表实验室，每班对充填料浆进

行取样，浇注试块，检测3，7，28，60 d试块的单轴抗

压强度，2009年7一10月代表性检测结果见表l。

表1充填质量检测结果取样时间嚣灰砂比黼寺等勰

试块检测结果表明，充填钻孔下料斗所取料浆

制作试块均凝结硬化正常，灰砂比为I：4时，试块

3，7，28 d强度平均为I．026，1．323，2．80 MPa，灰砂

比为1：6时，试块3，7，28 d强度平均为0．643，

0．871，1．454 MPa，灰砂比为l：8时，试块3，7，28 d

强度平均为0．407，0．623，0．874 MPa，具有较好的

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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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充填体钻孔取样，在灰砂比分别为l：4、l：6、

1：8的各个区段上，充填体平均强度分别达到了

3．14，2．05，1．26 MPa，达到或超过设计指标，满足了

矿山安全生产要求。采场实际充填效果见照片2。

照片2采场实际充填效果

2．4．4充填成本

经过一年多的实际生产运营，矿房空区充填使

用l：4、l：6、1：8三种比例按顺序充填，综合充填成

本为78．43形m3(见表2)，平均水泥消耗为0．2094
t／m3，每吨矿石分摊充填成本23．55元，年用水泥总

用量为6．2万t。

表2充填运营成本

料浆
配比

材料费(形m3)

合计水泥其它

动力费(形m3)工资及附加料浆比
合计电 水 (形m3)例(％)

l：4 77．07 73．53 3．54 2．75 2．20 0．55 17．69 20．00

l：6 57．85 54．3l 3．54 2．75 2．20 0．55 17．69 50．00

l：8 45．50 41．96 3．54 2．75 2．20 0．55 17．69 30．00

合计57．_99 54．45 3．54 2．75 2．20 0．55 17．69 100．00

注：水泥单价按260 ff,／t计算。

3结论

该项目针对铁矿尾砂特性，研究开发出低成本

全尾砂结构流体胶结充填工艺与技术，建成了新型

的全尾砂充填系统，首次实现了低品位铁矿山全尾

砂结构流体自流输送胶结充填。经过一年多的生产

运行，该充填系统运行稳定并取得了良好的技术经

济效果。

(1)充填系统运行平稳、顺畅。选厂低浓度尾

砂利用原系统加压进砂，在立式砂仓中自然沉降脱

水、溢流、沉降至饱和浓度，经水、压气联动造浆后，

立式砂仓可连续放出高浓度尾砂浆。双管螺旋给料

机给料及电子秤计量，可向搅拌机稳定供给水泥。

高浓度尾砂浆及水泥经双轴搅拌机及高速活化搅拌

机两段搅拌后，可制备成结构流体的充填料浆，均匀

稳定并实现了可靠的大倍线自流输送。该充填系统

自投人生产至今，从未产生堵管事故。

(2)充填能力满足矿山生产要求。单套系统制

备输送能力为70一90 m3／h，最大可达100 m3／h，一

次连续最大充填料为600—800 m3，充填站两套系

统年充填能力可达35万In3，完全可满足矿山安全

生产对充填系统的要求。

(3)充填系统各运行参数稳定可调。尾砂放砂

浓度稳定，采用电动调节阀调节，放砂实现了稳定给

料，采用变频调速器调节双管螺旋转速，水泥给料量

按不同配比实现稳定给料，从而使最终充填料浆浓

度及流量可按配比参数运行。

(4)充填质量满足采矿方法要求。从井下充填

实体看，充填体凝结硬化正常，表观强度完全满足生

产要求。而通过对充填料浆取样并进行抗压强度测

试，各不同灰砂比的试块强度均达到了设计要求。

(5)充填成本合理。矿房充填综合水泥消耗为

209．4 kg／m3，充填成本为78．43衫m3，折合吨矿石
充填成本为23．55元。考虑矿柱二步回采空区采用

l：4和l：15两种比例进行充填，其充填成本可控制

在45形m3以内，则全矿综合充填成本为61．72
影in3，折合吨矿石充填成本为18．53元。

与国内外高浓度或膏体全尾砂(泵送)充填系

统相比，该项目以工艺流程简化，系统建设投资少、

建设周期短，能耗及充填成本低，技术可靠性高等特

点填补了国内外大型黑色矿山无充填的空白，为国

内外大型铁矿山企业实现充填采矿奠定了基础，开

创了新一代充填技术的先河，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和广泛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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