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家金矿尾砂固结充填配比优化研究
＊

王新民
1 ,郭红丹 1 ,赵　彬2 ,张德明1

(1.中南大学 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 , 　湖南 长沙　410083;2.中国五矿集团

五矿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 　北京　100044)

摘　要:为解决焦家金矿上向进路充填接顶困难 、成本高等

技术难题 , 对现场尾砂固结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化学组

成 、优化配比以及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表明 ,

焦家金矿尾砂固结材料物化性能符合充填需要;推荐一步骤

回采进路充填灰砂配比为 1∶20, 二步骤回采进路先用分级

尾砂非胶结充填 , 顶部 0.4 ～ 0.5 m用灰砂比 1∶10的材料浇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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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Inordertoovercomethedifficultyofroof-

contactedfillingandresolvetheproblemofhighfillingcostof

theupwardstopingdrift, Analysisandstudyonthephysical-

mechanicalproperties, chemicalcomposition, proportionoptimi-

zationandfunctionmechanismofsolidifyingbackfillingmaterials

inJiaojiaGoldMinewerecarriedout.Theresultsshowedthat

thephysicalandchemicalpropertiesarereasonableforbackfill-

ing.Therecommendedtheratioofsolidifyingmaterialandtail-

ingsis1:20 forone-stepstopingdrift, andtwo-stepstoping

driftisfilledbyclassifiedtailings, butthetopof0.4 ～ 0.5 m

thickisfilledbysolidifyingbackfillingmaterialswiththemixing

ratioof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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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焦家金矿属中温热液蚀变花岗岩型金矿床 ,矿

体赋存条件复杂 、矿岩破碎 、节理裂隙发育 、品位变

化不均 ,地表不允许陷落。该矿山绝大部分尾砂被

用作井下充填的骨料 ,但存在以下问题:+100目粗

颗粒的缺失 ,使尾砂粒级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造

成充填料浆脱水困难 ,凝固时间延长 ,强度降低 ,接

顶充填困难;为保证充填质量 ,采用固结材料作为胶

凝剂进行高灰砂比充填 ,致使充填成本较高 ,随着原

矿地质品位越来越低 ,影响了矿山经济效益
[ 1]
。因

此 ,对焦家金矿尾砂固结充填配比进行优化研究势

在必行。

1　充填料物化性能

焦家金矿充填骨料为分级尾砂 ,胶凝材料为固

结材料 ,采用选矿尾水制浆。

国内外学者对粉煤灰作为矿山充填料所做的研

究表明
[ 2 ～ 4]

,粉煤灰加入到高浓度充填料浆中不仅

能改善其流动性 ,且可替代部分水泥作胶凝剂 ,提高

充填体后期强度。焦家金矿为降低充填成本的途

径 ,拟添加粉煤灰替代部分固结材料 ,并添加碎石 。

充填材料粒径组成及主要物理力学性质测定结

果列于表 1和表 2,尾砂化学成分组成见表 3。

选矿尾水中 SO
2-
4 含量为 0.58 g· L

-1
, Cl

-
为

4.06 g·L
-1
, pH值为 5.89,未检出氰化物和黄药 。

　　充填料物理力学性质及化学成份测定结果表

明:

(1)尾砂粒级较细 ,粗颗粒缺失 , 0.25 mm以下

颗粒占 85%以上 ,渗透系数较低 ,表明其充入采场

后脱水困难;

(2)尾砂中 SiO2的含量高达 64.36%,其他氧

化物 Al2O3、CaO等的含量也很高 ,具有一定的散体

强度;

(3)尾砂不均匀系数较低 ,属均匀的粘土类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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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时易于混合 ,便于管道输送 ,充入采场后 ,将有利

于减少水泥的离析;

(4)尾砂在不同压力下其孔隙比曲线曲率基本

保持不变 ,反映了尾砂的密实程度极高 ,在沉降变形

过程中 ,其压缩 、变形量小;

(5)粉煤灰粒径较细 ,渗透系数小(1.45×10
-4

cm· s
-1
),作为充填骨料是不适宜的 ,但其 SiO2 、

Al2O3含量分别高达 56.43%和 27.17%,理论上具

有一定的潜在胶结性能 ,可作为代用品替代部分固

结材料 ,提高充填体后期强度 ,降低水泥消耗 ,节约

充填成本;

(6)由于粉煤灰的体重较轻 ,可以降低充填体

体重 ,从而降低充填材料消耗;

(7)选矿尾水中 SO
2-
和 Cl

-
含量虽然超过允

排标准(均为 0.25 g· L
-1
),但由于氰化物和黄药

均未超过允排标准 ,通过提高充填浆体质量浓度 ,减

少采场充填体脱水量 ,不会对井下水质产生大的影

响 ,可以作为充填用水 , 以实现工业用水的循环

利用。

表 1　充填料粒径组成

粒径(mm) 尾砂
(%)

粉煤灰
(%)

粒径(mm) 尾砂
(%)

粉煤灰
(%)

2～ 0.5 0.6 0.1 0.075～ 0.05 22.8 9.3

0.5～ 0.25 12.7 0.6 0.05～ 0.005 11.5 74

0.25～ 0.075 44.4 5.5 <0.005 8 10.5

表 2　充填料主要物理力学参数

指标名称
松散干密度

(g· cm-3)
密度

(g· cm-3)
渗透系数

(cm· s-1)

休止角(°)

水上 /水下

尾砂 1.09 /1.35 2.69 1.34×10-3 41.6/28.5

粉煤灰 0.53 /0.75 2.60 1.45×10-4 44.2/26.8

　　　　表 3　尾砂化学成分及其含量　　　单位:%

SiO2 Al2O3 K CaO Fe2O3 MgO SO3 Mn Au(g· t-1)

64.36 10.63 5.97 2.06 1.37 0.14 0.13 0.043 0.023

2　胶结充填配比试验

2.1　充填配比试验

充填材料配比试验的主要目的是在试验室内制

作不同配比的胶结试块 ,采用 WDW-2000万能压

力试验机测定其 7, 28, 60 d充填体单轴抗压强度 σc

和 28d的抗拉强度 σt,根据 28 d的抗压强度和抗

拉强度绘制摩尔圆 ,计算粘结力 c和内摩擦角 φ;根

据试验结果进行技术 、经济分析 ,推荐尾砂胶结充填

优化配比参数 ,为尾砂胶结充填工业应用提供依据。

2.2　充填试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制定的试验方案 ,在室内制作试块并测定

其相应龄期的单轴抗压强度和 28 d龄期的抗拉强

度值 。根据试验结果 ,得出如下结论。

(1)随固结材料含量的减少 ,充填体试块抗压

强度明显降低 。如配比为 1∶6、浓度为 73%的试块

其内部结构比较致密 ,其 7 d抗压强度能够达到

4.14 MPa左右 ,而同样质量浓度 、灰砂比 1∶25的试

块其 7 d抗压强度仅有 0.33 MPa。

(2)对比同组充填体试块 7d和 28d抗压强度

值可以看出 , 28 d抗压强度值相对于 7 d抗压强度

值提高幅度不大 ,其缘由是试验所采用的固结材料

类似于早强水泥 ,能提高充填体的早期强度 ,但中期

强度则变化不大 ,到了后期 (如 60 d),由于脱水碳

化 ,强度甚至明显降低 ,这是固结材料的一大缺点。

在井下封闭 、淋水状态下 ,脱水碳化速度可能受到抑

制 ,强度降低幅度会有所减轻。水泥胶结体则不存

在这种现象。

(3)添加粉煤灰并不能提高充填体 7d和 28 d

强度 ,这是因为粉煤灰在初期阶段几乎不发生水化

反应或参与水化反应的程度较低 ,即早期强度不高 ,

仅起到提高充填体终期强度的作用。因此 ,料浆中

不需添加粉煤灰。

(4)对比发现 ,同样配比条件下 ,固结材料尾砂

胶结体 28 d抗压强度是普通水泥尾砂胶结体 28 d

抗压强度的 1.8倍 ,而 7 d强度更是相差 5.5倍 ,证

明固结材料尾砂胶结体早期强度较高 。灰砂比 1∶

20的固结材料尾砂胶结体强度与 1∶8普通水泥尾砂

胶结体强度基本相当。

(5)质量浓度对充填体强度影响较大 ,在保证

浆体流动性的条件下应尽量提高充填配比质量浓

度;与单一固结材料尾砂胶结体相比 ,块石胶结充填

体强度没有明显提高。

(6)由充填体单轴抗压强度的应力—应变曲线

(见图 1)可知 ,充填体试块符合弹塑性模型 ,即充填

体在超过峰值荷载的情况下仍能保持较高的承载能

力 ,有利于采矿安全 。

　　综上所述 ,推荐上向充填配比:一步骤回采进路

充填灰砂比 1∶20、二步骤回采进路充填分级尾砂非

胶结充填 ,为便于铲运机运行 ,每条进路顶部 0.4 ～

0.5 m部分采用高配比充填 ,灰砂比 1∶10。各充填

配比主要技术指标:灰砂比 1∶10,质量浓度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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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 d抗压强度 1.73 ～ 2.0 MPa, 28 d抗压和抗

拉强度分别为 2.02 ～ 2.61 MPa和 0.26 ～ 0.30

MPa,粘结力 0.72 ～ 0.88 MPa, 内摩擦角 50.5°～

52.5°,泌水率 5.2% ～ 3.5%,浆体体重 1.74 ～ 1.82

t· m
-3
;灰砂比 1∶20 ,质量浓度 70% ～ 73%, 7 d抗

压强度 0.46 ～ 0.59 MPa, 28d抗压和抗拉强度分别

为 0.53 ～ 0.73 MPa和 0.10 ～ 0.11 MPa,粘结力

0.23 ～ 0.28 MPa,内摩擦角 43°～ 47.6°,泌水率 3.

7% ～ 3.1%,浆体体重 1.71 ～ 1.88t·m
-3
。

图 1　A41试块(灰砂比 1∶6,质量浓度 73%)

28 d抗压应力 -应变曲线

3　胶凝作用机理

3.1　固结材料作用机理

固结材料是焦家金矿 2003年研制成功的一种

新型矿山尾砂胶凝材料 ,由多种无机物经高温煅烧 ,

加入适量的天然矿物和化学激发剂 ,配料后直接磨

细均化成的一种粉体物料 ,物理形态呈灰白细粉末

状 ,比表面积 4000 cm
2
/g。主要化学成分是 SiO2 、

Al2O3、Fe2O3 、CaO、MgO。几年的应用表明 ,用该材

料做充填胶结剂 ,不论是泵送性 、环保性 、流动性 、早

强性 ,均能满足井下采矿需要 ,对金属回收率没有任

何影响 ,且具有用量低 、早期强度高的特点 。该胶结

充填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利用了尾砂中的有效成分 ,

使固结材料与尾砂骨料相互作用 ,产生比普通水泥

更好的胶凝效果
[ 5]
。

铝酸一钙(CA)是尾砂固结材料的主要矿物 ,与

水反应可得到一系列结晶良好的水化物 ,由于晶体

结构中钙铝的配位很不规则 ,所以水化极快 。常因

温度不同有几种形式 ,主要反应为:CaO· Al2O3 +

10H2O=CaO·Al2O3· 10H2O。

CAH10属六方晶系 ,片状或针状 ,互相交错生

长 ,重叠结合 ,形成坚硬的结晶体 。Al(OH)3凝胶填

充于其晶体骨架的空隙 ,形成较致密的结构。与尾

砂等充填骨料混合后 ,这些致密结构的水化反应生

成物将骨料胶结在一起 ,产生较高的强度。由于水

化反应速度快 ,水化后水化物的数量很少增加 ,因此

其固结材料尾砂体具有较高的早期强度 。

在大气等自然条件下 ,水化反应物中大量的非

结合水从浆体中蒸发出来 ,在浆体结构内留下孔道 ,

为大气中 CO2浸入创造了条件 。水化反应物在 CO2

和水的共同作用下 ,发生碳化反应 ,形成碳酸钙和石

膏 ,破坏硬化体的结构 ,降低充填硬化体的强度。因

此 ,固结材料尾砂体后期强度有降低的可能
[ 6]
。

3.2　粉煤灰胶凝作用机理

粉煤灰是具有一定活性的火山灰质材料 ,主要

组成为铝硅玻璃体及石英 (α-SiO2)和莫来石

(3Al2O3· 2SiO2)等结晶矿物及未燃尽的炭粒。铝

硅玻璃体是活性的主要组成部分 ,占 70%以上 ,其

含量越多 ,粉煤灰活性越高
[ 7, 8]
。所含的 Fe2O3主要

来源于原煤中的黄铁矿 ,它有着助熔剂的作用 ,能促

使玻璃体的形成 ,提高化学活性。

浆体混合后 ,固结材料首先发生水化反应 ,生成

Ca(OH)2 ,再与粉煤灰发生水化反应:

活性 SiO2 +m1 Ca(OH)2 +XH2O※ m1 CaO·

SiO2·XH2O

活性 Al2O3 +m2Ca(OH)2 +YH2O※ m2 CaO·

Al2O3·YH2O

Ca(OH)2 +Al2O3 +2SiO2 +3 H2O※ CaO·

Al2O3· 2SiO2· 4H2O

C3A+3CaSO4 · 2H2O +26 H2O※ CaO·

Al2O3· 3 CaSO4 · 32H2O

C4AF+6CaSO4· 2H2O +2Ca(OH)2 +50

H2O※ 2C3(A, F)3· CaSO4 · 32H2O

从水化反应式中可以看出 ,粉煤灰初始阶段几

乎不水化 ,在后期才开始反应 ,相应的充填体早期强

度不高 ,后期强度显著提高。因此在充填料中使用

的粉煤灰既是一种基本材料 ,起到 “微集料 ”效应 ,

又在行为和作用上表现微 “低标号水泥 ”,共同优化

充填体结构
[ 9]
。粉煤灰对充填体早期强度没太大

帮助 ,仅有助于提高充填体的后期强度 。

4　结　论

(1)根据焦家金矿充填物料的物理化学性质 ,

(下转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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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充填需求 ,推荐配比为:一步骤回采进路充填

灰砂比 1∶20、二步骤回采进路分级尾砂非胶结充

填 ,每条进路顶部 0.4 ～ 0.5 m部分采用高配比充

填 ,灰砂比 1∶10。固结材料的胶凝效果远优于普通

水泥。而粉煤灰对充填体的早期强度没太大帮助 ,

因此不采用 。

(2)目前矿山已成功应用该技术 ,年充填用量

37.5万 m
3
(2800 t· d

-1
规模),充分利用了矿山固

体废弃物 ,既满足了矿山充填采矿需要 ,又解决了尾

矿堆放难题 ,节省了扩建或新建设尾矿库的成本 ,同

时有效的防止其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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