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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果讨设计手题》的繁一描。共三警∶矿火设计地需工作氛上
要有地质资料评的，矿床她质经济评价，工业指标制订。储散汁算及矿百
近量分析。聚样及生产擦矿设计，矿产工业要求等十二章1矿山岩石力学
篇、传五农、主要介绍需天矿边坡设计，地下工想猿定性分 析。脊移监
型，矿石可用性分析等∶矿山防激水复有涌水量计算，矿床疏干波防海工
斑设，地面烦陷现测，突然通水及的表水监酬防治，矿坑水的利用及择
放等十三章。本书为从事地质勘极、矿山开采的工翘设计、生产、科研人
员的工具书，为矿业、地疏配校卿生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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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
前言

新中国成立三十七年以来，我国的采矿工业发展很快。根据我国的国 民经 济发 展计
划、采矿工业还要进一步发展，采矿技术还要进一步提高，采矿能力也要加快增长。设计

工作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馍环节、设计工作着只有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

努力提高设计水平和设计效率，才能取得一个较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工
程设计成果。

《采矿没计手册》是在冶金工业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领导下，全国冶金系统

设计院采矿业务建设网提议，由冶金工业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化学工业部、国
家建筑材料工业局、核工业部等五个部门组织三十一个设计研究单位、约共300余人，在总
结国内外采矿技术和采矿设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曾走访国内五百余个厂矿、

科研、教育及地质勘探等单位。希望通过这套《采矿设计手册》的编写和出版，能有助于

提高我国今后采矿设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采矿设计手册》是供采矿、地质及水文地质、井建、岩石力学及矿山机械设计凡员

使用的工具书。也可供地质勘探、厂矿、科研、教育等部门有关人员参考。全书共分矿产

地质、矿床开采、井巷工程、矿山机械四卷。为了适应今后采矿设计工作的需要，在编写

过程中;尽量吸收了国内外采矿工业的新技术，展望今后采矿技术的发展，注意收集系统
工程、岩石力学、海洋采矿、溶浸等采矿工程领域内的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的资料。本手

册重点介绍实际应用的技术，不做纯理论性的阐述。

本手册中所列当的资料和数据，都是参考性质的，设计选用时，应以国家正式颁布的
有关规程、规范和规定为准。本手册中采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但引用有关国家原规范中

的条文。公式，仍用原来单位制。
在本手册编写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冶金工业 部 贝念

明、辛静如同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基建部方开袜、张绍达同志为组织《采矿设计
手册》的编写，不遗余力，作了大量工作。每瀚还特别邀诸有关行业的专家。提供了许多
宝责的意见，还有许多厂矿、科研、教育及地质勘探单位、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热情地协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采矿设计手册》的出版是大家共河努力的结
晶。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编写人员技术水平和经验不足，书中一定还有不少欠妥和错误之处，希望读
者给子批评指正。

《采矿设计手册》编写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采矿设计手册》卷目
1.《矿产地质卷》

上册;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第二篇 矿山岩石力学

下册∶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附 录

2.《矿床开采卷》

上册∶绪 论
第一篇 露天开采

下册∶第二篇 地下开采

附 录

3.《井巷工程卷》
井巷工程
附 录

4.《矿山机械牲》

第一篇 矿山机械
第二篇 架空索道
附 录



《矿产地质卷》主、副编单位及编审人员
主编单位。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副制主编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主 编，
邱世联

盟料掺。
杨学敏 李玉山

编审人员（按姓氏笔划顺序）;
军 李玉山 李学明于润沧 王安则 王恩孚呈 田世丰 孙增辉

朱来勋 孕 学 杨景生 林 参张义之 张学渊 杨学敏 杨海学

邱世联 罗良经 陈遇源 赵慧文 姜玉玺 莫全伟 姚剑辉
黄启庚

部分量节特约审稿人∶
胡佩清北京工业大学 胡

珠海市规划局 梁中民
孙广中 谷 迅 周瑞光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干

北京钢铁学院 于学馥

长沙矿冶研究院 马 光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许庆达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周宏富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周志瑜



《矿产地质卷》编写说明

《矿产地质卷》由矿山设计地质工作篇、矿山岩石力学篇、矿山防治水筒及常用设计
资料附录组成，分上、下两册出版。

本卷全面地介绍了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矿山设计地质工作、矿山岩石力学和矿山防治水

汲计的经验，系统地编入了不同矿床类型和不同的矿山设汁部门，在进行以上工作时的不

同作法和要求，并尽可能多地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资料，列举了若干

有代表性的矿山和工程实例以满足这些专业开展各种类型矿山设计的需要。
本卷各部分所叙述的设计原则、工作方法、计算公式、技术经济指标和实例，均力求

叙述清楚、文图协调、资料准确、数据可靠以便读者查阅和使用。
本卷所涉及的有关技术要求，均以国家和有关部门的现行技术政策、规程规范和技素

标准为准.在今后设计选用时，须注意与当时执行的有关规定进行校核，以免出现差销，
卷内所列各项计量单位，除系摘录规范和规程原文者未加改动以外，均已按国务院1984年
2月27日颁布的"常用法定计量单位"进行了换算.请读者在应用时注意。

本卷的编写工作，是根据冶金工业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下达的业务 建 设 任

务，在《采矿设计手册》编委会的统一组织和领导下，由冶金、有色、化工、建材系统28
个设计院约80名专业技术人员，经过四年的共同努力完成的。其中岩石力学篇及其儒天边

坡设计一章、原分属井巷工程卷和矿床开采卷，编审工作由该两卷主、副编负责，后经编

委会研究决定，将其并入本卷之中。
由于时间仓促，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难免存在错漏之处，请批评指正。

《矿产地质卷》编写组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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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的基本任务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是矿山企业设计的一项基础工作，其主要任务是，
（1 >在设计前的地质勘探阶段，根据矿山建设需要和地质斯探规范的规定，通过现

场调查研究和资料分析，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地质勘探程度的合理要求，并进行地质咨
询。内容包括矿床合理勘探程度确定、矿床地质经济评价、储量计算工业指标制定、矿石
选（冶）试验采样设计等。

矿床合理勘探程度确定包括;矿床地质研究程度、勘操工程控制程度、矿石性质研究
程度、开采技术条件查明程度、水文地质奎明程度、综合勘探及综合评价等。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在普查阶段为概略评价，在详查险段为初步评价，在墩探阶段为详
细评价。进行矿床地质经济评价的目的，是为了确定矿床工业开发利用预期的经济价值，
为下一阶段地质工作或矿床开发工作，提供地质和技术经济依据。

储量计算工业指标在普查、详变阶段，由地质部门自行确定;在勘探阶段，则需由地
质勘探部门提供必要的地质基础资料、试算方案和对工业指标的初步意见，由设计部门进
行技术经铳分析后确定，报工业主管部门审批下达。

矿石选（冶）试验在地质勘探阶段分为可选（冶）性试验、实验室连续性试验、实验
室扩大试验等，设计地质工作应对其试验样品的代表性和试验缩果进行评价，或接受委托
进行采样设计。

（2）在设计准备阶段，矿山设计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矿产资源调查、矿山建
设规划、矿山建设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工作。

矿产资圃调查是了解矿区资源条件和建设条件，对矿床开采价值作出评价，编写资源
调查报告，对矿床地质勘探存在问题的解决和矿山建设的可能性提出意见和看法;

在矿山建设规划中，设计地质工作应收集和整理规划所需的地质资料，根据资源条件
和建设条件，参与矿山建设规划的研究和制订;

在编制矿山建设项目建议书时，设计地质工作应提供地质基础资料，为合理拟定开采
方式、开采范围、建设镜模、产品方案和厂址选择等提供地质依据，兆经过对地质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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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评价，提出在矿山建设前期工作中，应补充进行的地质工作内容和要求;
在进行矿山建设可行性研究时，设计地质工作应收集和评价地质资料、编 制地 质 图

件、计算储量和矿坑涌水量，并提出可能的基建探矿工程量和投资估算，水文地质条件复

杂的矿床，应提出初步的疏于或其它防治水方案并透行投资估算。

（3）在初步设计阶段，设计地质工作的主要任务为分析评价地质资料、提供加工摘

制的各项地质资料、进行生产探矿和开采取释设计以及必要时的基建探矿、矿山化验室、

样品加工房、岩矿鉴定室等设计、

地质资料评价，主要悬对地质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进行分折研究，对能否作为矿山
建设侬据作出结论;

为设计提供加工整理后的地质资料，包捆制作各种地质图件、计算储量、统计分析矿
石质量、计算矿坑涌水量等，

进行基建探矿设计，确定探矿手段、工程间距、工程量和投资概算;
进行生产探矿和开采取样设计，确定探矿手段、工程间距、开采取样的方法、网度和

年工作量，并提出矿山地质测量的人员编制和所需仪器、设备。
（4）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当需要时，设计地质工作要在批准的初步设计基础上，编

制基建操矿施工图。
（5》在矿山基建施工阶段，当需要时，要进行施工服务，根据施工揭露的地 质情

况，及时处理设计问题，指导施工。
此外，在矿山建成投产后，具备条件时，还应注意做好探采对比和设计 回 访 总结工

作。

1.2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1，2.1 地质 资 料 评价

地质资料评价，是对供矿山设计依据的地质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进行分析，对其能
否作为矿山建设设计依据作出结论。其基本要求如下、

（1）说明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和矿化特征，以及矿床成因或工业类型。
< 2）说明矿床勒探类型、勘探手段、勘探工程间距，评价其合理性。
（3 ）说明地质勘操的采样方法、采样规将、化验项目、内外检及地质、地形测量等

情况，评价其质量。
（ 4》说明矿床的地质研究程度和控制程度、矿石性质研究程度和开采技术条件、水

水地质条件及工程地质条件的查明程度，并进行评价。
（ 5》说明矿床储量计算工业指标，储量计算方法、各级储景比例、高级储量位置，

勘探工程质量及其它勘探工作质量，并进行评价。
（6 ）对地质勘探报告的文字内容、图，表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进行评价。
综合上述请况，地质资料评价应指出遗质资料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矿山企业设计、建

设和生产可能造成的影响，并提出应采取的有关补救措施，作出能否作为设 计 依 据 的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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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提供矿床地质基本特征资料

为满足矿山企业设计要求，设计地质工作需提供经过分析、鉴定后的有关矿床地质特
征的下列基础资料。

（1 ）说明区域构造特征及矿床在区域构造中的位置，说明区域范围内地层的时代、
岩性、厚度、接触关系，分布及其含矿性;说朗区域范围内岩浆岩种类、分布及其与矿床
产出的关系;说明区城范围内变质作用的类型、强度、变质相带分布及其对矿床的影响。

（2）说明矿区范围内地层时代、层序、岩性、厚度、产状、接触关系及其分布重
点说明控矿层及其浩走向、领向的变化规律，并说明标志层的特 征;说 明矿区谓皱、断
裂、节理、裂隙、破碎带的性质 特征、产状、规模、分布及其对矿床的影响，重点说明
对控制矿体（层）形态、边界条件、空间位置及破杯矿体（层）完整性的构造，对密集出
现的小型构造，应说明其性质、产状、分布和发育密集程度等情况，说明矿区范围内岩浆
岩的种类、形态、规模、产状、分布，重点说明对矿体的控制和后期岩浆岩 对矿 体的破
坏;说明矿区范围内岩石的变质程度和变质岩相，并说明岩石风化程度及风化深度;说明
围岩蚀变的种类、特征及其与成矿的关系。

（3）说明矿床成因类型、工业类型及矿化富集规律;说明矿体数量、埋藏条件、空间
位置及相互关系;说明矿体规模、形态、产状、厚度及矿体纵横变化;说明小矿体与主矿体
的关系;说明矿体顶底板围岩的岩性及变化情况，以及与矿体的接触关系;说明矿体中夹
层的性质及其分布;说明矿床的氧化程度或风化程度;说明氧化矿石、混合矿石、原生矿石
或风化矿石的分布范围;说明矿区内共生矿产的默存条件及开采价值;说明矿床发展远景。

（4）说明矿石中有用矿物和脉石矿物的种类、含量、粒度、共生组合特征，说明矿石
主要有用组份及造渣组份的种类、含量、赋存状态和分布规律，并说明其沿矿体走向、颠
向、厚度方向的变化情况;有的矿种还应作出品位濒率直方图、品位分布概率模型、品位
的均值、方差及标准差、95??信水平的置信限、反映品位空间相关性及各向异性的变异
函数模型等;有的矿种，已确定矿山开采规模和最小开采单元尺寸时，尚需计算采出矿石的
年、月、日品位波动值，并指出开采时应采取的品位均衡措施和设置配矿场的必要性，说明
矿石的结构、构造特征，有用矿物的嵌布特性、矿石的自然类型;工业类型、工业品级划
分及分布特征，按矿石类型、品级说明矿石和夹层的化学成分，并指出主要有益、有害组
份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及波动范围;说明矿石含泥情况i说明矿石加工技术试验方
法、试验结果、伴主有益组份综合回收情况及有害杂质剔除的可能性。

（5）说明矿石和近矿围岩物理力学性质，矿石和近矿曲岩附体营、硬脏、扰压强度、
抗剪强度、抗拉强度、块度、湿度、松散系数、自然安息角、内摩擦角等参数，当品位与
体震有相关性时，应作出品位与体重的回归曲线和国归方程;在需天境界范围内有软较厚的
表土层时，应说明表土层的密度、体重、孔隙率、液限、压缩性、承载力、顺粒级别、内
聚力、内摩擦力等物理力学参数;说明帮皱、断裂、破碎带、节理、装酸的发育程度、产
状和分布范围;说明老富、游稠、泥石流、滑坡、埋陷、地表院库等不良工窄地观现象的
存在及发育情况;综食说明矿石及近矿睡岩的稳定性;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区，应模据劫
察部门提供的工程地质撇察报告，说明岩石力学性质，其内蓉见本卷《矿山岩石力学塘》。

<6）说明开采时对人体及周围环境起有害作用的各种物质成分，并说明这些物质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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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条件和影响程度。
（7>矿床处于地震活动区时，应说明矿区的地震烈度。
（8）应说明扩床水文地质条件，有关内容详见本卷《矿山防治水篇》。

1.2.3 髓瞻量计算及矿石质量缺计分析

储量计算及矿石质量统计分析是设计过程中一项重票工作内容，其成果是果，选冶>
工艺设计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其基本要录如下。

（1）说明地质勒探报告中储量讨算工业指标的下达单位、文号及工业指标内容。
《2）说明矿产储量委员余批准储量的决议书、文号，并列表说明批准的镛量。
（ 3 ）说明计算阶段储量的原则、方法，列表说明计算成果。
（ 4）说明矿石质量统计分析的内容、方法，列表说明根据开采阶段就计矿石质量的

成果，对矿石产品方案、质量控制、综合鸦用及是否需要采取相应措施等提出建议。
（ 5）说明设计中计算的储量与矿产储量委员会批准储量的对比情况，并说明设计计

算的储量的可靠性。

（6））采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储量时，应简要说明所采用的计算程序，评价其可靠性，
并应附各阶段的块段（block）储量与品位估值图、阶段汇总表等成果。

（?）说明储量计算中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

1.2.4 馅 质四件 绩制

地质图件的编制、主要在初步设计阶段进行。根据不刚矿区的实际需要，分别编制矿
区（床）地形地质图、阶段地质平面图、勘探线剖面图、矿体垂直纵投影图、矿体水平投
影图、矿体底（顶）板等高线图、矿体等厚线图、地裘矿石品级分布平面图、辅助地质图
等。编制这些图件时，应结合开采设计需要，做到比侧尺适当、内容完整、线型合理、字
体工正、精度符合要求。

（1>矿区（床）地形地质圈∶比例尺为1·500～1∶2000。图上需表示座标缀、地
形等高线、水系、各种实测与椎新的地质界线、主要建（构）筑物、交通线、主要探矿工
程、剖面线等，并由采矿专业附上露天开采境界、嫌破危险范围或地下井卷的地表井口位
置（或投影位置）和开采错动带等，参见图1-1-1。

（2）阶段地质平面图;比例尺1t500～1t2000。图上需表示座标线、摸探级、
勘探工程、地质界线、矿体和矿石品级界线、矿石类型界线、储量级别。露天开采的阶段
地质平面图，尚应表示阶段地形胰、露天开采境界;地下开采的阶段地质平面图，应表示
井巷位置、采空区和老产位置。

需天开采阶段地质平面图，有按阶段标膏、按价段顶底线标高和按阶段中舞标高三种
编制方法，分别参见图1~1-2、图1-1-3、图1~1-4。

地下开采阶段地质平面图，均按阶段标高编制，见图1-1-5。
（（3）勒探线剖商图∶比例尺为1 ∶500～1t2000。圈上需表示剖面地形级、方位、

标高线、操矿工程、地质界线、矿体界线、矿石类型和矿石品缓界编、膏量级别等内容。
博天开采儒表示开采境界、阶段标高∶地下开采需表示开采井巷和阶段标高，见圈1-1
一6、圆1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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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阶段地质平面图（按阶段顶、底线标高）
1一大理发。2一丁紫异矿石；3一I#6品矿石；4一层级品矿石；

5--220m标高地质异线8—210m标高速质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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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矿体垂直纵授影图∶比例尺为1t500～1∶2000，图上箭表示地 形 线、座标

线、渤探线。主要勘探工程、阶段标高、主要地质界线、矿石类型和品级界煲、储量级别
等。见图1-1-8、图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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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9 矿体复合器直纵授影剧
1一箭操纵及确号;2一钻孔8一矿林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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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矿体水平投影图;设计的矿床中矿体为缓倾斜时，需编制矿体水平投影图，比
例尺为1∶500～1x2000，图上需表示的内容与矿体垂直纵投影图相同，见图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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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矿体水平投影图
】一矿体露美∶2一井捷设计

（6）矿休底（顶）板等高线图∶设计的矿床中，矿体为缓倾斜时，需编 例矿 体底
（顶）板等高线图，比例尺为1∶500～1∶2000。图上需表示座标线、勘探级、纵 剖面
线、勘探工程及矿体底<顶）板标高、离（顶）板等高线、储量级别、主要地质界线、恶
空区、主要级计井巷工程等。见图1-1-11。

（ 7）矿体等厚线图，当矿体为缓倾斜时，需编制矿体等厚线图，比例尺为1∶590
～1∶2000。图上需表示座标线、勘探线、纵制面线、拗探工程及矿体厚度、矿 体 等厚
线、储量级别、主要地质界线、采空区、主要设计井巷工程等，见图1-1-12。

（ 8）地表矿石品级分布平面图，震天开采具有多品级矿石的矿床时;需编制地表矿
石品级分布平面图。它反映覆盖层被剥离后，出震的各品级矿石分布 情况。 比 例尺为
1∶500～1∶2000。图上需表示座标线、箭探线、纵剖面线、地质界线、勘探工程。矿
体、矿石类型和品级等。见图1-1-13。

（ 9 ）辅助地质剖面图，在某些情况下，为满足布置井巷工程的需要，须编制辅助地
质剖面图。辅助地质剖面图一般是根据矿区违形地质图、嘞探线剖面图或阶段地质平面图
进行德制，比例尺为1t 500~1t 2000。图上需表示座标线、勘探线、规探 工程、地形
线、标高煲及主要地质界线，见图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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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1-14 辅助地质部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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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备建 源矿 设 计

为保证基建开拓、基建采准工程的顺利施工和满足投产所需贮备矿量对地质储量升级
的需耍，有些矿山应进行基建探矿设计，其基本要求如下∶

（ 1）根据矿区地质勒探情况和首期开采地段勘探程度存在的问题，说明基建探矿的
必要性。

（ 2 >说明基建探矿的目的、任务和基建探矿范围。
（3>确定基建探矿的原财、方法、手段、工程网距及探矿工程布置的方式。
（4）确定基建探矿工程的布置。

（ 5 ）确定基建操矿工程采样原则、方法及采样规格。
（ 6 ）计算基建撰矿工程量、采样工作量、化验工作量。
（7）确定基建探矿投资概算。

1.2，6 生产操矿和弄采取样设计

生产操矿和开果取样设计，是矿山设计中必须进行的设计场目，.其基本要求如下，
（1）确定生产探矿的任务、原则、手段、工程间距及生产探矿工程布置方式，并说

明生产操矿的超前时间。
< 2）确定生产探矿工程的采样原财、方法、规格、分析项目、内外检比例。
（3 >计算年操矿工程量、年采样工程量、年化验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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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定生产取样的目的、任务、取样方法及样品代表性。
（5）确定样品分析项目。

《6 ）计算年采样工作量和年化验工作量。
（7）确定矿山地测部门的劳动定员。
（8 ）确定矿山地质、水文地质、测量所需设酱、仪器的型号和数量。
（ 9》计算矿山地测部门投资薇算。

1.2.7 矿山化验查设计
在采出矿石即为商品矿有或坑口远离中心化验室的矿山，一般应建立矿山化验宣。对

化验室设计的基本内容要求是∶
（ 1>说明建立矿山化验室的必要性和矿山化验室的任务。 ：”（ 2>确定矿山化验室规模、厂址及建筑面积。
（8>确定矿山化验室的工艺配置及其对采暖、道风、供电、愿明、上下水道等辅助

设施的要求。
（ 4 ）确定矿山化验宣仪器、设备的型号、数量莉劳卖定员。"
（5 >计算矿山化验室投资概算。

1.2，8 岩矿鉴定盗设计
为了充分利用矿产资源和加强对成矿规律的研究，以指导矿产资源开发和生产衡操工

作，生产矿山一般均应建立岩矿鉴定宣。对岩矿鉴定室设计的基本要求如下;
（ 1 >说明岩矿鉴定室的任务。

（ 2）确定岩矿鉴定室的位置、面积及仪器、设备的型号和数量。
（3 ）确定岩矿鉴定室的仪器设备配置及劳动定员。
 4）计算岩矿鉴定室的投资概算。

1.2.9 样品加工房设计

当果矿坑口分散或坑口距中心化验室较远时，一般应在坑口没立祥品加工房，将样品
进行加工缩分后，送往化验室进行分析化验。对样品加工房设计的基本要求如下。

（1 ）碗定祥品加工房的规模和建筑面积。
（2>确定样品加工房的设备及劳动定员。
（ 3）计算样品加工房投资概算。

1，2.10 基遭燕矿施工围设计
在进行基建探矿施工图设计时，应遵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所确定的原则，进行施工图的

具体编制。其基本要求是，确定基建探矿工程的位置、单体结构;计算探矿工 程 的 工程
量）编制探矿工程进度计划及基建探矿预算;饷制基建探矿工程分布的平面和剖面图、主
要探矿工程单体图;预计基建探矿的储量升级效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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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搞好矿山设计地质工作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矿山设计地质工作的水平有了很大的舞高，目前已由传豪地质
学的工作方法，进入广花应用地质统计学和系箍工程学为指导的综合方法。在工作丰段方

面，已大力采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设备;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为了进一一
步满足矿山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搞好设计地质工作必频注意以下几点∶

（1 ）熟悉和掌握各矿种不同类型矿床的成矿地质特征、地质数探工作和工业要录，
以便能摄摄矿山建设际需要并结合矿床特点，提出矿床制探程度要求和正确评价地质资

料。
（ 2）执行地质勘探规范和有关规定，必须坚持与矿山实际情况相结合，正确处理设

计地质工作中的有关问题。

要配种国家规定的基本莫设程序，循序渐进地做好各阶段的设计地质工作，始终坚持

科学奋度。
应以矿山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出发点，坚持全局观点，切息单纯地质观点。
（3）重视和加强地质勘探过程中的披术资询、矿山基建过程中的施工服务，以及矿

山生产时期的探采对比工作，及时总结经验敏训，夏好地为矿山开发工作服务。
（4）努力学习国内外有关矿山设计地质工作的新技术、新方法，继续大力推广和应

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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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矿山设计所需地质资料

2。1.1 新建矿山企业设计所需地质资料

新建矿山企业设计所需地质资料是经过矿产储量类员会批准的矿床德顺撕探报告，包
括地质拗探报告的文字部份及附图、附表和附件。矿床地质勤操报告要符合1979年22月中
华入民共和国地质部颁发的《固体矿产普查勘探地质报告编写规定》（试行），其主要内

容如下述。
2.1。1.1 她质拗探报告文字部份主宴内暮
1区域地质概况
简要说明矿床在区域地质构造中的位置、特点，地层分布、构造特征、岩浆装动，变

质作用，区域成矿地质条件以及区内主要矿产等。
2.矿区地质
1）地层
叙述矿区范圈内地层的时代、层序、岩性、岩相、化石、标建层特征、厚度、产状以

及接触关系等。重点叙述含矿屈位，并说明其沿走向、摄向的变化撕律。
2）构造
阔述矿区内摘皱、断裂和破碎带等构造的性质、特征、规模、分布，对主宴构造的查

明和控制情况，并说明蓿皱、霸裂的生成顺序以及构造对成矿的控制作用及其对矿体《层）
的影响和破坏情况。独制矿体（层）形态和边界以及破坏矿体《层）完整性的物造必须
着重说朗。对于一些成群密集的小槽曲和斯裂，应尽可能说明其性质、产状、分布和发育
密度等方面的规律性。

夕3 ）嵩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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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岩浆岩的种类、生成时代、生成次序、成因关系、结构构造、矿物成份和化学威

份，岩体产状、形态、规模及其与矿床的生成关系，后期岩浆者对矿体（层）的破坏以及

对矿石质量有利。有害的影响。
火山岩还应叙述喷发旋回、韵律和类型及其与成矿作用的关系。

4）变质作用和圈岩蚀变
阐述矿区各种变质作用和围岩蚀变情况，着重指出与成矿有关的围岩蚀变种类、特征

和分布范图等。
3.矿床（体）规模及矿体（层）特征
综合叙述矿床规膜、矿带特征、矿体（层）的总数目、总厚度、空间位置、分布规律

及其相互关系等。分别叙述各工业矿体（层）的产状、形态、长度、延 淋、厚 度，沿走
向、锁向的变化规律以及连接对比的依据和可整程度。

需天开采矿山，对确定有影响露天开采境界的矿体，尤其是露天采场底部附近的矿体
（层）形态和产状，应在报告中闸述清楚。对于地下开采的矿山，要注意叙述矿山主体工
程附近和各开来水平防近的矿体（层）挛化。对于主矿体（层）附近有开聚价值的小矿体

（层），特别是在主矿体（层）上部首期开采地段的小矿体〔层），应详细说明其规模和

产状、形态及变化情况。
4.矿石质量特征
说明矿石的结构、构造、矿物成份，有用矿物的含量，粒度、晶粒形态、嵌布方式、

结晶世代和矿物的生成顺序及共生关系;说明矿石的化学康份、主要有用组份 和伴 生有
益、有害组份的含量。赋存状态和变化规律等。对主要有用、有害组份及伴生组份空间变
化规律，进行统计分析和地质统计学分析，并附以有关统计分析图表，如品位频率分布直
方图、回归分析图、品位分布等值线图等。有的矿种是以物理机械性能评价其矿 石质青
的，应对这方面的内容进行详细叙述。

阐述矿体（层）的淋失带、氧化带、次生富集带和原生带情况。，说明矿石自然类型
工业类型、工业品级及其划分原财和依据。对各类型、各晶级矿石空间分布、相互关系，
应进行定性、定量描述。

5.矿体（层）腾岩及夹石情况
说明矿体（层）上、下盘围岩的矿物成份，化学成份、恤变情况及其与矿体〈层）的

接触关系。说明矿体（层）内夹层、包裹体的岩性特征、分布规律、数量、质量以及对矿
体（层）完整性的影响程度。

6.矿区内其它有益矿产情况
对在勘探主矿种的同时综合勘探的共生矿产，应进行综合评价，说明其综合勘舞的程

度，共生矿产的规模、分布和矿石性质等。
7，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1）采样种类、方法和样品代表性
说明各种类型矿石加工技术试验样品的采样种类、目的、采样要求、采样方法和样品

的代表性。
2）试验种类、方法和试验结果
说明各种类型矿石加工技术试验的种类、采用的加工试验方法及漉程，并叙述所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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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试验成果。
3》矿石工业利用性能评价
根据矿石加工技术试验结果，作出矿石可选（冶）性能和工业利用性能的评价，说明

矿石中伴生有益组份回收利用和有害杂质处理的可能性、指出综合利用的途径。
如邻近有同类矿床的生产矿山，应与之进行矿石类型、矿石矿物、结构构遣、物质成

份等方面实际资料的对比，并对其矿石可选性，综合利用情况加以说明。
8。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矿体（层）及其顶底板岩石的稳固性
（1）说明矿体（层）及其顶底板岩石的物质组份、结构构造、风化蚀变程度、各种软

弱夹层的岩性，厚度及其蜜化规律;矿床浅部首期开果地段风化岩层的称固程度∶不同岩
（矿）石在不同组合条件下的稳固性，以及由于采掘工程施工后，原来的自然平衡条件受
到破坏、地下水运动规律改变以后对稳固性的影响等。

（2）说明褶皱、断裂、挤压破碎带、节理、裂隙（特别是垂直裂隙）的产状、规模，
发育程度和分布规律及其对岩层稳固性的影响。

（3）说明老帽（廉），将洞，泥石流、滑坡、塌陷、地面沉降等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的条件及其对开采的影响。

《4）对矿体（层）及围岩的稳定性进行综合评价，提出影响矿床开采的有关地 质 因
素。如为露天开采，还应对上覆岩层的岩性及工程地质特征进行评述，特别应着重说明与
露天边坡稳定性有关的幽质因素。

.2）矿石和图岩的物理力学性质
说明不同类型矿石和矿体直接顶底板围岩物理力学性质样品的采取、采样的代表性、

试验条件、测定方法、测定结果及质最评述。
不同类型矿石和直接顶底板围岩的力学性质要求包括∶压缩性、抗压 强 度、软 化系

数、抗剪强度、抗拉强度、弹性模量、全变形模量及泊松比、完整性系数，岩心RQD值。
以上项目可根据矿山具体情况及矿种特定要求进行测定。

3）矿体和围岩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成份
当矿体（层）及围岩（顶底板）中含有影响人体健康的放射性元素，天然气，瓦斯及

其它有害气体（如硫化物、汞等），地燕等，应在报告中尽可能说明其来源、分布、含量
和影响程度等。对于有自燃性的矿产（如硫铁矿、煤矿、自然硫矿）或矿层顶底板为高炭
泥岩时，尚应说明其自燃性。

9.矿床永文地质条件
水文地质主要内容见本卷矿山防治水篇。
10.地质韵探工作
说明矿床拗探类型、勘探手段、方怯的选择以及激探工程布置原则、工程间距的确定及

其依据，对矿体（层）的厚度、矿石品位、矿产储量等进行数值和变化系数的计算，说明
矿区使用的勘探手段和探矿工程间距对矿体（层）的控制效果和整个矿床的勒操 控 斜 程，
度，及其可靠性和合理性。

.11。储量计算
（1）说明储量计算的工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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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储量计算方法的选择及其依据；

（3）说明储量计算主要参数的确定；
（4）说明矿体（层）圈定的原则；
（5）说明储量级别和块段的划分原则，并按照有关的地质勘探规范规定的原则和矿区

实际情况，说明所计算的各级储量和块段的具体划分条件；
（6）说明各级储量和总储量，以及各级储量所占比例和分布情况；
（7）说明储量计算的检查方法，根据检查结果评述储量计算的准确程度；
（8）有关储量计算中需要说明的其它问题，如特高品位处理方法、各种校正系数的应

用原则和计算方法等；
（9）说明伴生组份和共生矿产的储量计算方法及结果；
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储量计算时，应说明计算方法、数学模型、数据处理、参 数 确

定、计算框图、计算成果及所用机型、计算语言、所耗机时等。
2.1.1，2  地质勘探报告主要附图
新建矿山企业设计需要的主要地质图件，一般包括∶
（1）矿区（床）地形地质图（附矿区地层柱状图），1 x 500～1 ∶ 2000；

  （2）勘探线剖面图（有时可与储量计算剖面图合并），1）500～1∶2000；
（3）矿体（层）水平断面图或阶段平面图，1∶500～1∶2000；

1（4）采样平面图，1 ∶500～1 | 2000r
（5）矿体（层）储量计算水平或垂直纵投影图，1 t500～1 | 2000；
（6）矿体（层）顶、底板等高线图，1∶500～1∶2000m

（7）老峒（蜜）分布图，I ×500～1 * 2000；
-

（8）槽探、浅井及坑道素描图，1∶50～1∶200；
（9）其它必要的地质图件
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储量计算时，尚需计算成果图，包括块段储量估值图、品位估值

等值线图、估计方差等值线图以及品位与储量关系散点图等。
水文地质所需图件，参见本卷矿山防治水篇。
2.1.1.3   地质勘探报告主要附录1
新建矿山企业设计所需的地质勘探报告主要附表，一般包括∶
（1）测量成果表（包括全部勘探工程，勘探线座标，矿区三角点、水准点及导线测量

成果等
（2）钻探工程质量一览表； 、
（3）钻孔系统测斜成果详细记录表；
（4）采样及样品分析结果表（包括基本分析、组合分析、光谱分析、全分析、输相分

析、单矿物分析及内、外检查分析等）；
（5）矿石、岩石物理力学性能测定表

（6）情量计算表（包括面积计算表、厚度计算表、品位计算表、块段储量计算表及储
最计算综合表）；.

<7）体重测定结果表（包括矿石体重与品位或有价矿物含量回归分析成果表等）。
其它种类的附表，应视矿床的具体情况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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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需要的附表，详见本卷矿山防治水箱。
2。1，1.4 地质勘振报偿主要附件
新建矿山企业设计所需地质勘探报告主要附件，包括∶
（1）工业部门下达的储量计算工业指标;

〈2）矿石物质成份研究报告，
（3）矿石加工技术试验研究报告或工艺性试脸报告及其鉴定审批意见;
（4）有关的地质专题研究报告;

（5）矿床地质技术经济评价报告;

（6>矿产储量委员会对该地质勘探报告的审批意见和决议书;
（7>矿区气象、水文、地震资料

（8）与矿区期探有关的技术资料和文件;
（9）未复制的原始资料滑单。
在某些情况下，尚需工业指标技术经济论证报告、需天边坡稳定性研究报告、环境地

质评价报告、共生矿产的综合勘探和伴生组份综合亩收选冶试验报告等。

2。1.2 改、扩建矿山企业设计所需地质资料

改、扩建犷山企业设计所需的地质资料，除新建矿山企业设计所需的地质查料外。还
需要矿山生产现状资料，包括矿山地形地貌现状实测资料、矿山历年采出矿岩量资料，开
采贫化与损失资料、坑道分布资料、生产勘探和生产取样资料、补充勘探资料、储景变动
资料等。历年采、选、冶生产技术经济指标以及矿山防排水、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岩石
力学等实际资料。以上资料提供级计作为依据时，须经上级主管机关审定。

2.2 地质资料的评价

为了保证矿山建设具有可靠的基硫，在初步投计或可行性研究时，必须先对地质资料
进行分析、评价，做出能否作为设计依据的结论。

2.2。1 地质资料评价的基本依磐
《1）有关部门制订的矿床地质勘操规范总则。有关矿种的地质勘探规范和规定。它们

是在大量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我国地质勘探、矿山建设和生产的实践经验编
制的，是衡量地质的探报告的质量标准。

（2）矿产铺量委员会的批准决议书及文件。这些文件指出的地质裁探报告优缺点和地
质勘探工作存在的问题以及处理意见，是评价地质勘探报告的重要依据材料。

2.2.2 地质资料评价的方法

评价地质资料时，可根据其内容，列出要点，按顺序进行分析，发现问题。遥一
录，而后进行研究、核实。对矿体对应连接关系及勘探控制程度等重要问题，也可以采果用
制作辅助图件的方法，以发现问题，如制作阶段平面团等。一般可按下列几方面进行分析
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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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影响矿山建设的外部经济条件，是否具有必要的资料。

（2）基础资料是否可靠、齐全。

（3）勘探程度，其内容包括地质研究程度、矿床控制程度、矿石性质、加工.技 术 试
验、开采技术条件、水文地质条件及工程地质条件的研究程度，勘操工作质量等。·

（4）储量计算工业指标应用是否合理、矿体圜定和对应连接是否正确、储量计算公式

选择和各种参数确定是否可靠、储量缓别确定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地质拗探报告的文、图、表是否齐全，内容和数据是否一致，图纸的精度是否符

合要求。
（6）矿床地质经济评价的结论是否可靠。

2.2.3 评 价 结 论

经过以上几方面的分析评价，肯定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按性质进行归的，根据其

对矿山建设和生产的影响程度。做出能否作为设计依据的结论，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地质资料完整，地质酌探报告、附图、附件齐全，矿山设计所需的地质资料无缺

项，资料便于使用，矿床地质技术经济评价正确∶勘探程度符合要求;铸量计算可靠;可

以作为设计依据。
〈2）地质资料需适当补充或需局部修改，勘探程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在基建勤探或

生产褐探中解决。
（3）地颇资料不全，矿床拗探程度不足并影响矿山设计方案确定，对此应报谛上级主

管部门，要求地质部门进行补充勘探。

2.3 矿床勘探程度评价

评价地质资料的关健是评价矿床勘探程度。矿床勘探程度是矿床地质研究程度和矿床
拗探控制程度的总称。对地质资料评价时应在全面研究矿床成矿地质条件的基础上，对以.
下勘探程度的主要问题，进行重点地分析研究、指出存在问题的性质、估计可能给矿山政
计和建设造成的影响，以便最终做出矿床勘探程度及地质资料能否满足设计要求的评价结
论。

2.3.1 矿床粉源类型划分
矿床勘探类型是根据影响矿床拗探的有关因素划分的，它体观了矿床勘探难易程度，

直接影响勤探手段选择和勘操工程间距确定。矿床的勘探类型划分正确、勒探手段和勘探
工程间距合理，矿床的控制程度就有基本保证。在评价矿床勘探霍度时，应重视勒探类型
的分析研究，就做探类型划分的依据是否充分、类型划分是否正确等作出结论。

2.3，1.1 矿床哟振樊理则分基本要求
（1）同一矿区中的不同矿体或不同矿段，其地质特征和矿体复杂程度往往不同，应分

别确定不同的制探类型，采用不同的勘振工程间距。客观实际表明，同一矿区中存在誉不
同勘探类型是常见的现象。如大厂锡长坡矿区，自上而下产出细脉带矿体、91号矿体和92
号矿体，勘探过程中根据其特征分别划为】类型、Ⅱ类型和I类型。细脉带矿体采用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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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为主的勤探手段、91号矿体和92号矿体同样采用钻探手段，但各自的勘探工程间距不框

同;91号矿休经用坑道进行局部检查验证，取得了良好的勘探效果。
（2》矿体规模、形态、有用组份变化、矿体连续性和构造复杂程度等因素，是确定勘

探类型的主要依据。在多数情况下，一个矿床往往是某一项因素起主导作用。在分析研究
勘探类型时，应抓住这一主要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如泗顶铝锌矿区1号矿体顺层产
出，层位稳定，但品位变化大，矿化不连续，矿体为断续分布的透镜体，根据这些特点，
.将其划为Ⅳ类型。

（3）确定勘探类型，应以地质研究为基础，采用数学地质方法和工程间距加密验 证对·
比等资料，掌握矿化特征总的变化规律，才能避免确定为探类型的失误。

各矿种矿床勘探类型划分标准，详见本篇第十二章。
2，3，1.2 炎湿划分不当遗威影端的实例
（1）云南某销锌矿在1958年至1956年的蔚探期间;认为膳似层状矿床，并根据专家建议，划为Ⅱ勘探

类型，采用60m阶段亮、40～50m间距的穿脉求取B级储量，采用80～120×60～100m钻探工程同距求 C级
储量。在矿山基难过程中，矿体发生很大变化;含矿层C4中有五个赋矿部位，不同部位的矿体互不相连;
同一部位矿体由于后期构造破坏，有些不能相连;原1母矿体，分解为260个矿体，因而伸量减少。1982
年进行补齐期探，将主矿体划为夏脚操类型。次要议体划为置槲探学型。聚用30m 阶数高、25m 间距穿

脉求B级储量;采用50×80m钻探工程间距求C级储量方达到矿床合理控制程度，消足了矿山建设要求。
（2）江西某斑岩铜矿，在五十年代勒探初期，根据初步掌捷的矿床地质情况和矿化符征，曾估讨矿

床可为1—】勒探类型，并据此确定了相应的粉探手段和工程间距。后来，经过描探工作，特别是按 撒广
正式确定的矿床储景计算工业指标，进一步照定矿体和储着计算，矿体个敷由原来的110个合并为9个，
矿体形态亦大为简化，矿床勘探类型由Ⅰ—Ⅱ类型改为Ⅰ一Ⅱ类型。由此而使得已施工的勘探工程问 距
过密，原来的B级储量升为Az级、C1级升为B级、∶部份C2级升为C;级，遗成了A∶＋B+C和Az+B级
销量分别占矿床总储蛋87，58??和47。43??勤探过头现象。

2.3.2 矿床总体范围和矿体边界控制

2.3，2，1 矿床总体范围控制
矿床总体分布范围和矿体边界，是确定矿山总体布置、厂址选择、井田划分、露夭开

采境界圈定、开拓系统布置和生产能力确定的重要依据，对矿山建设的合理性、经济效益
·和资源保护有重大影响。

1，矿床总体范围控制要求
（1）应以搞清矿床成矿地质条件为基础，对含矿体（层），含矿带进行总体研究，掌

握矿床的矿化连续性和规律性。
（2）应有足够的探矿工程控制矿床的总体分布范围。
（3）进行分矿段勘探时，应控制矿段范围;对矿段间应进行工作，必要时包括用探矿

工程证实，以便对其有无工业矿体存在作出结论。
《4）进行分矿段勘探提交矿段地质勘探报告时，对矿区范围内其余矿段，应提出初步

地质资料，以利总体规划工作。
2.矿床总体范围控制不足造成影响的实例
《1）江苏某破矿的矿体魔存在云母片岩、大理岩、石英岩。含揉岩层、感岩片岩及各种磷灰岩组 成

“利 的含磷岩弱中，在平面上呈弧状连轶分布。根据其产出层位。分为上、下两矿屋，妥倾伏背解挖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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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东属为东山矿段，骨斜西翼为西山矿段，青斜倾没处为中山。由于对中山缺乏必要的工程控制，对含
矿层的含矿性研究不足，推定中山无矿，仅勘探丁东山矿段和西山矿段。矿山建设时将主井、选厂、机
被广，办公楼等重要设德均布量在中山。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发现中山赋存有工业矿 体，厚度为0.7~

7，5m，含P2O。运11.47～28.17??并与东山矿段和西山矿段的下矿层相连，造成工业杨地压矿，见图

1-2-1.

EM
内己

男。

么”

E1 
色W;s。

主井M。弯厂
山些

喀。国

阀第
中山矿段 馏时乳。 [3

图I～2-Ⅰ 江苏某骑矿平面图
1一矿体;2一新腰;3一一憨筑钱

〈2）云南某馄矿床赋存在上昆阳群绿汗江组三家厂段不纯自云缝中，自北至南分为狮山，莱图洞 和
风山三个矿段。在1953年至1957年勤探时，由于勤探工程控制不足，对成矿规律研究不够，认为菜园 河
地段无矿，对狮山、风山两矿段进行分段勘探。并建成了两个独立的开拓系统。后来经 进 一步制 探，
发现狮山，风山矿体断续相违，莱园河矿段有工业矿体存在，（参见图1-2-2），狮山主、副井 均处
在菜园河矿段崩落范围边缘。

任？ 乎

圈”
肥叫”铋86
Z:

图1-2-2云南某惯矿矿体分布示意图
1一狮山风临矿体;2一紫园河矿体;3一断展

（3）云南某钢矿由黎跳修、英歌架、张口词、大劈情，画山等矿段组成，矿段属被横断层分制，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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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歇探时，对大劈撞有段与面山茅段之间的大水沟地段，开凿了一条长穿脉。仅见有零星小矿，未仿肯
定评价。1970年矿山在开拓面山深部矿体时，第露了该矿段的矿体，厚度达6～8m，铜品位0.8??
金属储量达最万t。但矿山办公室、机械厂和部份生活设施已处于该矿段上盘降落区内，并使固山深部
竖井压矿，参见图1-2-3。

11
水沟

20大抱有段
工业场地

/图1-2-3  云南某铜矿工业场地压矿示意图
1～100ml、大奖**段有体平面投影花园∶

2-大水沟矿段学体水平投影团

2，3.2.2 矿体边界控制
对矿体边界包括矿体走向端部边界，向下延深边界和矿体的顶、底部边界的控制程

度，是确定开采范围、露天开采境界、开拓系统、井巷工程布置和确定生产能力的重要依
据，也是反映矿床勘探程度的重要标志。

1.矿体边界控制要求
（1）矿体走向端部边界和顶部边界，应有工程控制，其外部空有落空的勘探工程；矿

体轮廓边界线应在求取工业储量的勘探工程间距范围内，不能用无限外推圈定。
（2）埋深大的巨厚矿体底部边界和倾斜矿体向下延深边界，应视矿床具体情况确定其

控制深度。勘探深度不足，不能满足矿山建设要求，勘探过深，会积压勘探资金，且因目
前勘探技术所限，深部地质资料的准确性也难以满足要求。根据我国目前开采技术及 勘
探、生产实践，大中型矿床勘探深度一般为400～600m。小型矿床一般为300m。在此深
度范围内，应达到合理的勘探程度；在此深度以下的矿体，一般用稀疏工程予以远景控
制，为以后深部勘探提供依据。向下延深小的矿体，则应一次勘探清楚。对一个矿床的具
体勘探深度要求。应由勘探部门与设计部门共同研究商定。

2.矿体边界控制不足造成影响的实例
（1）山西某铜矿勘探时，10号矿体走向北增边界未用工程控制。依据地质资料，矿山在349m阶段

开采至18线停采。但在804m阶段开采时。发现矿体结过16线向北延长达300余m。据此矿山运回849m阶
段探矿，地质队也上山补制。根据矿山和池质队补勘查料，10号矿体边界向北扩大，储量大增，开采这
部份矿体，新开霞一个漕矿井和通风平巷，并运回849m阶段进行采矿，致使用采工作落后下盘2号矿体
3个阶段。插见图1-2-4。

（2）湖北莱铁矿，对矿体延深边界控制不足，70??探线上的矿体边界均系无限外推圈定。生产 振
矿后，发现各曲探线的矿体边界普遍加深，销量大幅空增加，以致露天开采境界扩大，露天莱部标高降
低，使生产受到影响，参见图1-2-5.

（3）广东莱硫铁矿床，矿体向下延深控制不足。在进行露天采场的剥离过程中，经加密工程控制查明。
前体向下延深大幅度缩短，导致原设计的全部矿体用露天开采攻为主矿体用露天开采。边角矿体用地下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28

夕 争 色l 7an，靳 516, 风
酶：12直并16

钢增窟饵评姻些自由

雪身

菲、
些

G--→
图1-2×4 山西某钥矿10号矿体勘操与生产对比纵投影图

1一勘探线; 2一韵报圆定矿体边斜∶ 3一生产墨定扩体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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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6 广东某硫铁矿103线对比图图王-2-5 潮北某铁矿29勘探矿体边界变化示意图
1一开采矿体边界;2一粉操了1一已采界线; 2一设计露天境界， 3一扩帮题
体边界;3一露天开采境界;4一珀4一汤源圃定矿体边界; 6一生产露天境异;
形投影蛛∶ 5一勘探钻孔 6一矿探矿膜定矿体边界

山加密粘孔）7一填掌

开采的方案。多剥土3万m'，延迟了矿出投产时间。其矿体变化参见图1-2-8。
（4）湖南某硫赞矿老虎口矿段Ⅰ-1主矿体，赋存在板挑群与天灰岩不整合面 上，是一个规模较

大的官矿体;其顶部边界系采用外推大致围定，未用工程控的。矿山建设时，认为勘振程度不足。经补勘
后，发现矿体顶部边界大幅度下降，（参见图1-2-7），首期开采120m阶段储量减少46??原设计的.
采准地段储量减少67??导致设计方案改变。

3 矿床地质抑造查明程度

地过载矿床地质构篮是控制矿体形态、产状、规模和空闻位置的重要条件、对矿岩稳定性和
∶矿体对应连接等有着重大影响。
z?、?戴矿前的构造控制着矿体的产出和展布形式;成矿期构造往往使矿化重叠，并使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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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一些

CO1z0m一

图1-2-? 溯南某殖铁矿Ⅰ-矿体顶部边界对比图
1一勘舞饿?2一勘探围定矿体边界; 8一补鼬围定首体速界

形态、产状复杂化;成矿后的构造则对矿体完整性和矿者稳定性起破坏作用，直接影响矿山
规模、采区划分、蘑天开采境界、巷道布置以及安全生产。评价时，一般要着重对成矿后
的构造和控矿构造的查明程度进行研究，分析其对建设的影响。

2.3.3，1 矿床地质种造逢明程度主要要求
在分析评价地质构造查明程度时，应着重注意以下几点。
（1）由于区域构造控制着矿床构造的基本格式，地质资料应说明区境构造与矿床构造

的关系。
<2）对控制矿体的构造和破坏矿体的断层、破碎带等，应有勘操工程控制其走向延长

和倾斜延伸以及断层宽度和断距，查明其性质、规模、产状。断距小而密集的 断 层 组，
在可能条件下，应有一定数量的坑道揭露，查明其产状、规楔、组合特 点 和 发 育 密 度
乾。

（3）应注意首期开采地段控制矿体的构造及破坏矿体断裂的查明程度，以保证基建工
作的顺利进行。

（4）对影响露天境界或井区划分的构造，一定要有实际工程控制其产状和规模。对断
距大于开采阶段二分之一或阶段矿体斜长二分之一的各类断层，应有实际工程控制其产状
及延展范围。

2.3，3.2 矿床地质构造查明程度不足童成影响的实例
（1）潮南某铁矿中一个矿段的矿体产于向斜构造中，但由于未用工程控制向斜轴部，推断向斜 形 态

为"U"形，向斜底部标高在360m以上。据此，沿向斜轴部走向设计了一条360m标高运输平卷，以开采
全部矿石。卷道施工中，超露被悔斜为不对称的"WP裂;直翼轴部下降，880m标高以上的德量减少，
造成已施工的360m运输平巷报度，另增加一条360m标高运轴平巷和一条945m阶段平卷。参见图1-2-8。

（2）江苏某磷矿东山矿段，矿体产于前震且系结晶片岩中。勤探时未登明断层构造对矿体的被坏，矿
山基建过程中发现矿段内普遍发育一组走向NE的压扭性断层，严重破坏了矿体的 连 续性，使矿 体 形
态、产状和空间位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E4一Es线围和E，—E。线间矿体被切割成许多小断块，
导政按设计练工的部份脉内运输老道开凿在矿体顶板，仅一期工程即报废运输我道400余进，并造成洁工
时断时续，掩严投产时间达一年之久。断层造成矿体的变化见图1-2-9。

（3》辽宁某铁矿为受变质沉积恢矿床。矿体东南端的断层深部产状未控制，推断其与浅部产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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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I-2-8 湖南某铁矿其矿段帮皱构造变化剂面示壹离
1一篇擦矿体; 2一补粉后矿体;
3一报度坑道;4一新增开坑道

潘使参
广

E.‘”
宫”
5?
图砷

屈1-2-9 江苏某殡矿东山矿段-55.4D
水平探采对比图

1一她质徽操国定的矿体 2一开采圈定的矿体;
3一开采发易的断层

人赞兰

：匀刊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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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0 辽宁某铁矿断层滚化示意图
1一矿体， z一矿体减小范围，3一岩脉;

4一愤变后哪天维界; 5一环露天境舞; 6一补融钻孔;
?一实际控制断是， 急一淀断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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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据此圈定丁瓣天开采境界。后经钻孔进一步控制，断层产状在源部变陡，矿体燥部边界向内收绪，矿

石储量大量减少，致使露天开采境界作重大修改，见图1-2-10。

2.3.4 矿体产出特征的控制餐度

对矿体的产出特征（包括矿体的规模、形态、产状及空间位置）的有效控制，是确定
矿山规模。开拓方和采矿方法的重要因素，也是反映矿床地质特征的重要标志。地质勘

源的最终成果，必须保证储量的码靠性和矿体形表、产状、空间位置的确性，其关键在

于要有合理的工程控制程度，进行深入的综合研究，掌掘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规律。以正
确连接矿体。矿体连接正确，矿体形态、产状和空间位置的准确性就有基本保证。

2.3.4。1 矿体产=出翰征控制观度的基本真求
在评价矿床勘探程度时，应分析工程控制程度是否合理，矿床地质能征，成矿规律是

否已经掌握，由此进一步分析矿体连接是否符合地质规律，矿体连接的依据是否充分和可
靠，矿体连接是否具有多解性，从而作出对矿体形态、产状、空闻位置准确性的评价缩

论。
2，3，4.2 矿体产出神征控响不愿造霞彰响的实例
（1）广东某惧站矿的矿体赋存在遗辉石遗闪石

岩、硅质岩中，原认为矿体受岩性和层 位 控制，并
根据见矿工程将矿体连成层状、似层 状。在矿血
基建施工中，发现矿体规棋、形态、产状、空间位
置变化很大。该见矿的地方不能见矿，不应见矿的
地方反而见到矿体，使坑道无法施工，只好停止基
建进行补充勘。补勘后的资料裳明，矿体戴存虽
有一定层位，但爱断层、裂隙控制，形态十分复杂
呈不连续的遇情状，脉状。状和蛇曲状，产状常

有倒转，厚度变化大，膨胀、收缩频繁，矿体位移
一般15～30四，最大达50多m，并普遍移至上部铁矿

露天开采的边帮下部或其附近。与补勘前比较，铜
矿石量减少71??钴矿石量减少43??鱼属量感

少47??造嫂矿山停建，报废 坑道4200余m。（矿
L体位量变化参见图1-2-11）。
的?（2）安徽某铜矿的矿体赋存在石英闪长暑与三 。叫

叠系地层的接触解位。由于工程控制程度不足，地

质研究程度 低，鞠探时认为矿体录岩性 和被卡岩，
控制，因此很据工程见矿连矿。在矿山进行基建施

图1-2-11 广东某懒钴矿140m阶段工时，一阶段未见矿，二阶段矿体变小，三阶段矿体
矿林位置变化困形态变化大。不得不停止基建而进行补充勘探。补

1一补别前惯宠的矿体， 2一补勒晨要忠
勘后，矿体戴祥际高有较大改变，矿体规模变小、个 的矿体; 8一铁矿露关开采边较阀
数增加。工业铺量减少?3??已施工的开 拓系 统
很不舍理、生产规模减少1/3。（矿体变化参见

图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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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2 安徽某铜矿三阶段矿体对比铟
1-一三要系权者; 2一石英闪长者; 3一砂卡署，
4一勒频■定矿体，'5一养割圈定矿体6-一新腰

CKC58cKCI（3）河北某铁矿的矿体产在燕山期闪长岩与 .Cn :KCt ℃ciK2CK3
奥陶系马家沟组灰岩接触带附近，包括 2、8，
4号矿体。其中以2号矿体为主，其形态复杂、

产状陡、厚度变化大，以100×50m钻探工程 阔距
求取工业储量。在基建中以60x30~40m工程间
距进行加密控制，发现矿体形态、产状和空间位
置与地质勘探资料有很大出入。矿体由向北倾斜
变为向南倾斜， 竖井已下拥，产量安排和阶 段

（标高）划分都必须改变，影响了矿山建设和施
工进度（矿体变化参见图1-2-13）。

15m.2.3.5 首期开采地股缘探程度

首期开采地段矿体是矿山设计确定基
建开拓和基建采准工程位置、基建工程量、
基建投资和基建进度的重要 依 据，因 此
首期开采地段的勘操程度是矿山建设能否

顺利完成、矿山能否按期投产、基建投资
能否达到预期效益的前提条件。

l2.3.5.】首期开采地般勤振程度基本

包要求·、
（1）根据矿山建设和设计要束，评价

首期开采地段位置是否合理。

（2）首期开采地段矿体的勘探程度应
高于其它地段主矿体储量级别应达到日

图1-2*13 河北某铁矿2号矿体?级 或B+C级;小矿体的储量级别应达 到
线对比图

C级;D级储量一般只允许出现在矿体边 1一釉深需定的矿你， 2一补额围定的『体t
缘的有限外推部位。 8一韵探估孔， 4一补箭钻孔

（3）首期开采地段矿体的形态、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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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位置应基本可靠，对矿体有影响的构造应查明其性质、产状和规模。"
（4）首期开采地段的老窿分布、老窿充填程度、充填物含矿性及老慢残矿分布等，均

应详细了解。
（5）首期开采地段的矿石性质、矿石类型和品级，影响采矿和选矿的地质因素均应查

明，需分采分选的可石类型和品级应分别圈定。
2.3.5.2 首期开采地段探不足造成影响的实例
（1）甘肃某慵弹的矿体赋存在一套火山沉积岩系中。 屑含铜锌黄铁矿型矿床，已知4个矿体均为盲

带体。矿区内成矿唇的断裂和节理，裂隙发育，葡操手段为钻探， 未进行坑道验证。首期开采地段未加
密工程录取高缀储量，w体顶部边界系外推圈定，未用工程控制。在矿山基建时，对一阶段（1120m标
商>和二阶段（1070m标高）进行了基建探矿，共施工平巷1328m、天井170m。发现一阶段的矿量不足
1万t，矿体高度仅8血，不能构成生产阶段，矿石改出二阶段回采，使整个一阶段数度，二阶段矿石钢
品位和铜企属量成倍下降，不仅浪废丁投资，推迟投产时间，而且经济效益下降。（矿体变化参见 图1
'2-14)。

罗

一 - 一【Z2t
略进

图L~ 2-14 甘肃某制矿1120m阶段探采对比图
】一拗探服定矿体;2一生声圆定矿体∶3一断层

（2）广东某铅镑矿的矿体赋存在泥盆系石英砂岩NE向断裂带中;20余个矿体呈形排殖，形 备复
杂。勘探时将主矿体定为Ⅰ墩探类型。采用100×60m钻探工程间距求C级储量，未进行坑道验证， 首期
开采地段勒探程度低，未求取高级储量。矿山建设时，对178m，126m、73m三个基建开拓阶段进行了基
建探矿。经进一步对矿体加密控制，表明矿体形态变化大，矿体规横变小，三个阶段的矿石量减少49??
开拓矿益不足 2年，服务年限缩短，被迫提前开拓73m阶段，增加了基建投资，打乱了正常开来顺序《矿
体变化参见密1*2-15）。

，
1
92

图1~2-15 广东某铅锌矿!26m阶裁对比岗
1~地质韵探温定矿栋;2一某越择矿■定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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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川省某破矿马增瘫矿段的誉体，受震且系白云岩便蚀面控制，厚度变化大，以190~240×145～

1?8m钻擦工程间距进行颞操。由于对成矿规律认识不清，对矿体复东性认识不足。 躺探工程间距稀，未

进行验证检查，首潮开采撒殷勘探程度偏低。在矿山基建中，首期开采地段出现8个无矿带痢薄矿带，储

量减少438??生产规模减少60??第一阶段基本报度，被追增加一个基建 阶段（矿体变化见图1-2一

36).

1两
10

z168

函1-2-16 马棺障矿段矿体变化水平投影示意图
1一矿体露头，2一矿层扇板等高施s 3一矿体块段边界，4一无矿带及醇矿管

2.3.8小矿体勒探澄院

矿床内小矿体的产出，一般可分为赋存在首期开采地段、或首期开采地段以下，或产
于距主矿体较远的部位等三种情况。由于小矿体赋存部位不同，对矿山建设和生产的影响
也不同。赋存在首期开采地段的小矿体，对矿床开采顺序、开拓工程布置、初期 生 产 栽。
模，矿山投产和达产速度、均有直接影响;赋存在首期开采地段以下的小矿体，一般对矿
山生产影响不大，距主矿体较远的小矿体，对矿山总体布置、资源保护和其开采方案也有
一定影响。

2.3.6.1 小矿体湖藻疆度的蒸本要求
（1）赋存在首期开采地段的小矿体。应查阴其分布范围、赋存规律及其与主矿体的关

系，确切评价其工业价值。对其有工业价值的小矿体，应适当加密工程间距，一般应达到
C级储量的勘探程度。

（2）赋存在首期开来地段以下、主矿体附近、可以顺便开采的小矿体。由于在开报和
生产过程中，对其进行揭露和控制的工程量也不大，其储量增澳，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因
此只需利用勘探主矿体的工程间距控制即可。但如小矿体堂量较多、分布密集时，如应加
密工程进行控制。

（3）距主矿体较远的小矿体，一般不能利用主矿体的开拓系统进行顺便开采。单独开
采这种小矿体时，必须进行经济比较，而这些小矿体的分布对工业场地选择和地面建构筑
物的设量有所影响。因此在断探主矿体时，应确定这些小矿体的规模、质量和空间分布，
对其工业价值作出结论，为单独开采这些小矿体和进行全矿总体布置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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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2 小矿体墙探额度不足造成影响的实例
（1）湖南某铅锌矿首期开采地段赋存了大量小矿体，勘探时仅采用主矿体的钻探工程间距对其进行顺

便拗探。因而韵探程度不足，一阶 段（346m标

高）全为D级储量，二阶段（309m标 高）D级储

量占82??矿山开发时不得不在三阶度（273m标
Q.346离）和四阶段（237血桥高）进行基建、同时文

在一、二阶段进行补充勘探。补断后，二阶段以上

砂石量增加4.3倍，只得停止原基建地段的施工， M

237改在273m以上进行基建，积压了施工灯道，影响 杂多f201

/65了矿山建设进度。（参见阻1-2-17>。 自

（2）辽字某调犷的矿体咸存在震旦系蛇纹石

化大理裳中。由于韵探时，对矿床的控制和研究
程度不足。在-80m阶段的主矿体采完后，才发 民1-2 -1? 溯南基铅锌矿东区，排的面图
现在主矿体土盘开采崩落范蹈内，还赋存有一规 1一石蒸泥暑;2一下石炎院家滑!8一矿体

模较大的小矿体。为了充分利用犷产资源，矿山不
得不采用成本高、工艺复杂的水平分层充填采矿法进行开采，为解决充填料来源，另建丁采石场;为了
保证开采安全; 下盘主矿体采完后不能放矿，造成大量采下矿石长期积压。

2.3.7 矿石性质研究程度

矿石性质是确定产品方案、产品质量、选治工艺流程、资氰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推煎
等的主要依据。对矿石性质的研究，包括矿石的矿物成份、化学成份、结构构造、矿物嵌
布特征、矿有自然类型、工业类型和品级划分，以及矿石加工技术特性等内容。

2.3.7。! 矿石矿物成份和化学成份研究
研究矿石性质，首先应查明矿石的有用矿物和脉石矿物的种类、含量，分清那些是主

要的，那些是次要的，那些是稀少的，并查明它们的共生组合特征和赋存规律。同时，还
应在查明矿石化学成份的基础上，重点查明有用组份的种类、含量、航容规律和船矿体走
向、倾向和厚度方向的变化规律。在许多矿床中除主要有用组份外，还赋存着伴生有益组
份，当其达到一定含量时，就具有综合回收价值。因此，应查明伴生有益组份的种类、含
量、赋存状态、分布规律，与主裹有用组份的关系。对具有综合回收价值的伴生有益缀份
的官集地段，应予以圜定并计算储量。

矿种不同，加工工艺不同，对矿石化学成份研究的内容和深度的要录也不尽相同。如
直接入炉的缺矿石，应研究造渣组份SiO，、Al.，O。、CaO、MgO等的含量。对碍矿石除分
析P，0。含量外，尚须通过组合分析，查明CaO、MgO、R，O∶、SiO2、CO，酸不懈物
含量及枸榕率。对感化金属矿床，应查明矿石氧化情况，并通过工程控制和合理（物相）
分析、划分原生、混合和氧化带界线对硫铁矿有，除分析硫外，当矿石中存在硫酸盐矿畅
时，应查明硫酸盐矿物种类、含量及其分布，查明有效硫和全碱的关系。可溶性饼盐矿石除
分析KC1外，应分析MgCl;及水可溶物含量。内生硼镁石矿除分析B，O;外，应分析MgO、
CaO、CO，等含量。对在矿石中有用组份（元素）分散率较高的矿种，如粗、钱等，还应
注意查明其赋存状态，并具有金属平衡的资料。矿石中的有害组分，对生产工艺流程、技
术指标、产品质量、企业经济效益戚对人体健康要有一定程度影响，如铁矿石中的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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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P6、As、F、Cu;铜矿石中的As、F、Mo、Zn;铅矿石中的Cu、As;镍矿石中的
Pb、As、Zn、Bi;钼土矿石的SiOz、S;磷矿石中的MgO、CaO;硫铁矿中的As、F、

Pb、Zn等。根据我国资源条件、生产技术水平及工业要求，在各种金属和非金属 产 品质
晨要求中，对有害组份的允许含量均有明确规定（详见本搞第十一章）。但是，当题过适

当工艺流程清除有害组份而获得其合格产品时，有害组份就成为有益组份了。
在评价有害组份的研究程度时，应分析研究是否查明了有害组份的种类、含量、赋存

状态、分布规律及其与主要有用组份的关系，是否查明了有害组份在技术加工过程中的富
集情况和可能对产品质量造成的影聘∶是否为研究清除有害组份的途径。提供了必要的基
础资料。

2，3.7.2 矿石结构构造和矿物嵌布特征研究
矿石结构构造和矿物嵌布特征直接影响选矿方法、工艺流程、碎矿及磨矿难易程度和

选矿指标的确定。矿石结构构造筒单、矿物粒度粗、连生体少，则选矿流程简单、磨矿段

数少，且能获得较好的技术指标。如桃林铅锌矿的矿石中，矿物呈粗粒嵌布，方铅矿物一
般为1×2～1×5mm，最大颗粒达18×20mm;闪锌矿一般为3×2～1×5mm，最
大颗粒达10×20mms矿石结构以自形晶、半自形晶为主，构造以带状、角砾状和块状为

主，虽然该矿品位较低，但铅锌回收率均达90??上。如果矿石的结构构造复杂、矿物粒
度小且紧密共生、连生体多，则选矿流程复杂、磨矿段数多、选矿技术指标低、选矿成本
高。如凡口铅锌矿的矿石中，矿物呈细粒不均匀嵌布，方铅矿颗粒0，01~0.5ram，闪锌
矿颗粒0.1～0.5mm，黄铁矿颗粒0.02～0.1mm，方铅矿与闪锌矿紧密共生，闪锌矿熔蚀
交代黄铁矿，方铅矿呈它形晶或细脉嵌布于黄快矿、闪锌矿及脉石的间隙和裂隙中、并有
燎慷交代现象，在选矿过程中，铅锌矿物与其它矿物的解离、分选十分困难。因此，在地

质勘探阶度，应在明矿石结构构造、矿物粒度和矿物嵌布特征，查明各粒级的单体分离度

和连生体含量，为设计提供基础资料。
2.3.7.3 矿石粪型和品缴别分
1，矿石自然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是根据不同矿石性质所反映的矿物自然组合，是正确划分矿石工业类理

和工业品级的依据之一。一般有以下几种划分方法。
（1）对金属蕉化矿床、盈铁矿、赤铁矿床按其矿石氧化程度，将矿石划分为愿生 矿

石、混合矿石、氧化矿石。
（2）按矿石结构构造，特矿石划分为块状矿石、角砾状矿石、条带状矿石、浸染状矿

石、循状矿石、豆状矿石、肾状矿石等。
（3））按矿"石中主要有用矿物类型划分，如将铭锌矿石划分为单一方铅矿矿石、方铅矿

一闪锌矿矿石、黄铁矿一方铅矿一闪染矿矿石∶铁醇石可划分为盛铁矿石。赤铁矿石、钢

钛磁铁矿石、菱饮矿石、褥铁矿石等。
（4）按度石中主要有用组份种类划分，如将疗石划分为伟矿石、锡硫矿石，铜锌矿石、

铜铅锌硫矿石筹。
（5）按主要脉石矿物种类，将矿石划分为石英型、闪石型、辉石型、斜长石狠、绢云

母绿泥石型等。
（6）按后期地质作用影响程度，将矿右划分为铁幅型、粉状、块状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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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照岩性质将矿石划分为碳酸盐型，矽卡岩型、千枚岩型等。
有时还根据以上几种划分方法进一步组合，以全面反映矿石自然特征。如铅锌矿石还

可划分为缴费块状铅锌矿石、浸染状铅锌矿石等。
在分析研究矿石自然类型划分时，主要是分析研究其划类依据是否充分，划分标准是

否统一，能否反映矿石的自然特征，是否能为划分矿石工业类型和工业品级提供地质依
据。

2.矿石工业类型
根据矿山设计，生产的实际需要，经过矿石加工技术试验和开采条件分析，通常需要

在划分矿石自然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矿石工业类型。矿石工业类型可以只是一种矿
石自然类型，也可以是几种矿石自然类型的合并，但划分矿石工业类型必须具有一定的空
间展布范围和储量规模，必须能够进行分别开采和需要分别进行加工技术处理，必须能获
得明显经济效益并使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即划分矿石工业类型，必须具备一定的地质条件
和技术经济条件。不同工业类型的矿石，应分别国定和分别计算储量。

3.矿石工业品级
当同一工业类型的矿石质量有所不同，而又具有不同用途或需不同的加工方法处理，

且可进行分采时，应划分矿石工业品级。在有色金属矿床一般不需划分矿石工业品级；在
采出矿石即为商品矿石的矿床，一般均需划分矿石工业品级，如硫、磷、铝和铁矿床等。

磷矿床按P∶O。含量划分矿石工业品缓，一般划分为1级品（P∶O，>30??、I级品
（P20，25~30??、I级品（P∶0g12~25??需选矿）、Ⅳ缓品（P∶0。8～12??一
般为表外矿）。

硫铁矿床按硫含量划分矿石工业品缓，一般划分为Ⅰ缓品（S>30??、I级品（S20
～30??、I级品（S12～20??选矿）、N级品（S8～12??一般为表外矿）。

铝土矿床按铝硅比不同，划为拜尔法用矿石和烧结法用矿石等。
朕矿床则根据矿石性质、品位及杂质含量不同，划分为炼铜氧化剂用矿石、炼铁用矿

石和儒选铁矿石，以及高硫铁矿石、高磷铁矿石，高碎铁矿石、含锡铁矿石、含铜铁矿石
等等。

划分矿石工业品级必须严格遵照工业主管部门下达的工业指标进行，按不同矿石工业
品级分别圈定矿体、分别计算储量，以满足矿山设计、生产要求。

2.3.7.4 矿石加工技术特性研究
在地质勘探阶段，应进行与矿石性质复杂程度相应的加工技术试验，以掌握矿石加工

技术特性，为评价矿床工业价值，制定工业指标、选择合理加工方法和工艺流程、综合回
攻有益伴生组份提供基础资料。对提供矿山企业设计依据的地质资料，一般应包括试验室
流程试验资料；矿石性质复杂、伴生组份含量高和缺乏生产实践的新矿石类型，应包括实
验室规模的扩大连续试验资料，有的还需要工业或半工业性试验资料。直接入炉冶炼的矿
石，应具有实验室规模的拾炼试验资料、非金属矿床则往应根据其矿石用途，分别具有可
选性、煅烧、焙烧、熔融、成型、剥分、吸附、物理机械性质试验及产品试制等资料。评
价矿石加工技术特性的研究程度，主要是对加工技术试验的矿样代表性和试验深度进行分
析研究。矿样代表性的确定，在本篇第六章已作详细论述，加工技术试验深度，按有关规
范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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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矿床开果技术条件查明程度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反映矿床开采的难易释度，直接影响矿床开拓工程布置，采矿方法
选择，并卷断面形式、大小及支护，设备选型和露天采场边坡角的确定。

评价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的查明程度和研究程度时，一般应注意下列几个方面。
2。3.8.1 矿、岩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化学特性

地质资料中应反映矿岩的密度、体重、硬度、抗压强度、抗剪强度、抗 效强 度、 块
度、湿度，松散系数、自然安息角和内摩擦角、内聚力等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数据。用蓿解
法和游浸法开采的矿床，需提供溶解度、溶解速度、渗透率和裂腺率等资料，为了确定化
学药剂或细菌种类和数量，尚需提供矿岩物质组份及化学特性资料。用热熔法 开采 的 矿
床。需提供矿岩热学性质资料。测定上达特性的试样数量、项目、条件和方法∶应符合有
关规范要求。

2，3.8.2 矿石和顶度板围尝雅四性
矿石和顶底板围岩的稳固性。是指矿、岩允许暴露在空闻的面积大小和时间长短，它

与矿、岩的物理力学性质和断层、裂隙、节理发商程度，以及风化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
硫定矿岩稳固性，除需提供测定各部位矿岩稳固性的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数 据外，还 应 根
据对地表，坑道和岩、矿心的观测，收集矿区内矿岩性质与巳有矿山矿岩物理力学性质的对
比资料，包括断层、破碎带、节理、裂隙、滑坡、塌陷、风化带、泥化带、流沙层等发育
程度和分布规律，并对岩层接触关系等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研究，作出正确结论。

2.3.8.3 边域瞳定性
适于露天开采的矿床，应对边坡稳定性进行研究并提供边坡稳定性资料。研究边坡稳

定性应根据地表调查和探矿工程揭露的情况，查明区内各类岩层的岩性、产状和分布;洋
细测定岩层层理、劈理、片理、节理、断层、裂隙等各种不连续结构面的产状、规模、空
间分布与发育程度、风化程度、充填情况、含水程度;详细查明矿区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条件;通过必要的试验查明区内各类岩层和不连续结构面的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指标。

这一工作往往在地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委托专门的部门进行露天边坡稳
定性研究，并提出报告。

2.3.8.4 者广
我国许多矿山开采历史悠久。其浅部或上部大多有前人开采遗窗的聚空区，部分矿雅

稳定性已受破坏;有的老富大量积水，存在着突然涌水的威胁，老汇范围内的残矿一般均
已氧化。大都难以利用等等。这些情况对矿山建设和生产癫有直接影响，因此，对存在老
度的矿区，在地质勘探阶段，应查明老窗的规模。分布范禹、充水翔积水程度、充填情况
等，为矿山设计和施工提供依据。储量计算时，应扣除老度范围的储量，以保证矿山建设
所依据的储量的准确性。

2.3.8.5 矿石粘结性和自燃性
当矿石具有粘结性时，易于结块，常造成采矿作业中放矿、运矿工作的困难，因此，

必须提供矿石粘结性资料供设计使用。
某些含硫矿床的矿石采下后，由于空气和水的作用氧化而产生自燃，使坑道升温，恶

化了采矿作业条件，并造成资源损失。矿石因氧化而产生自燃的因素，主要取决于矿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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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和结构、矿床中的断裂构造、开采中形成的裂隙、矿石和围岩的导热系数及其与矿体
厚度的关系。一般言，胶状黄铁矿自燃性大于海绵状黄铁矿或块状黄骶矿;细粒结构的

矿石较粗粒结构的矿石易自燃;矿石含硫高、围岩中含有碳、有机物及挥发成份等则易自
燃∶矿石中含惰性杂质、SiO，及蕨酸盐矿物多，对自燃起阻滞作用;空气和水沿断裂 渗
入，可促进矿石氧化自燃;矿石及围岩的导热系数小，产生的热量难以散发就容易自燃∶
在导热系数相同的条件下，厚度大的矿体易自燃。对具有自燃因素的含硫矿床，应进行必
要的研究，提供有关矿石自燃的资料，以利设计中采取预防措施。

2.3.8.6 矿石和圈岩中SiO.的含量

在矿山生产过程中，空气中粉尘超过一定含量，会对人体造成危赛，其中危害最大者为
矽尘即游离SiO.。矽尘为1～2μm时危害最大，能引起肺组织纤维性硬化，0.002～1μm
的砂尘会引起炎症和中毒反映。矽尘不仅来源于石英，还来源干其它硅酸盐矿物。因此，
应查明不同类型矿石和不同部位围岩中SiO2、游离SiO.的含量，含SiO2矿物及其比例，
提供相应资料。为设计中确定劳保措施提供依据。

2，3.8.7 放射性元癫和有害气体
在金属矿床和非金属矿床中，局部地段有时含有放射性元素或有毒气体，对人体危害

较大。如矿床中的铀可蜕化为馔，错的衰变物氧吸入人体后，其子代产物以固体沉积于肺
部，造成内辐射。在一些盐类矿床中，则往往存在有害气体，威胁工人安全。因此，对含
有放射性元素的矿床，必须测定放射性强度。对含有有害气体的矿床，必须测定有害气体
的成份、研究其赋存状态和逸出方式及其与矿床的关系，作为设计防护措施的依据。

2.3.9 储 量分 美分级
储量分类分级是反映对资源的了解程度和工业利用的可能性，不同级别储量具有不同

的地质研究程度和控制程度、具有不同的储量精度，在矿山建设中的用途也各不相同。因
此，在矿床勘探程度评价中，应注意研究储量分类是否正确、储量级别划分是否特合有关
规定。

2，3.9.1 我国的簧量分类分级
我国目前将矿产资源分为预测储量和探明储量两大类。探明储量是经过工程控制和了

解的储量，预测储量是根据推断估算的储量。
1。探明储量分类分级
1877年国家地质总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化学工业部联合颁

发《非金属矿床地质勘探规范总则》（试行）、国家地质总局额发《金属矿床地质勘探规
范总则》（试行），在两个总则中，储量分类分级作如下规定r

1）储量分类
（1）能利用（表内）绩量∶是符合当前生产技术经济条件的储量。
（2）>暂不能利用（表外）储量，是由于有益组份或矿物含量低，矿体厚度薄，矿山开

采技术条件或水文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或对这种矿产加工技术方法尚未解决，工业上暂不
能利用而将来可能利用的储量。

2>储量分级
（1）A级∶是矿山编制采猫计划依据的储量，由生产部门探求，其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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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控制矿体的形状、产状和空间位置。

对于影响开采的断层、福皱、破碎带已准确控制。对于夹石和破坏矿体的火成岩的岩
性、产状及分布情况，巳经确定。

对于矿石工业类型和品级的种类及其比例和变化规律已完全确定。在需要分采和地质
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围出矿石工业类型和品级。

（2）E级∶是矿山建设设计依据的储量，又是地质物探阶段探求的高级储量， 并可起
到验证C级储量的作用。一般分布在矿体的浅部（矿山初期开采地段）。其条件是在C级

储量的基础上∶
详细控制矿体的形状、产状和空间位置。

在B级范围内对破坏和影响矿体较大的断层、槽皱、破碎带的性质、产状已详细控制。
对夹层和破坏主要矿体的主要火成岩的岩性、产状和分布情况已基本确定。

对矿石工业类型和品级的种类及其比例和变化规律已详细确定。在需要分采和可能的
请况下，应圈出主要矿石工业类型和品级。

（3）C级∶是矿山建设设计依据的储量。其条件是，
基本控制矿体的形状、产状和空间位置。
对破坏和影响主要矿体的较大断层、根皱、破碎带的性质和产状已基本控制。对夹石

和破坏主要矿体的主要火成岩的岩性，产状和分布规律已大致了解。
基本确定矿石工业类型和品级的种类及其比例和变化规律。
（4）D级;此储量的用途有∶为进一步布置地质勘探工作和矿山建投远最 规 划 的储

量;对于复杂的较难求到C级储量的矿床，一定数量的D级储量可作为设计的依据; 对一
散矿床。部分的D级储量，也可为矿山建设设计所利用。其条件是;

大致控制矿体的形状、产状和分布范图。
大政了解破坏和影响矿体的地质构造特征。
大致确定矿石的工业类型和品级。
D级储量是用稀疏的勘探工程控制的储量;或虽用较密的工程控制，但由于矿体变化

复杂或其它原因仍达不到C级要求的储量;或物化探异常经过工程验证所计算的能量，以
及由C级以上的储量块段外推或配合少量工程控制的储量。

2。预测储量分级
根据地质矿产部地资（1982）601号批转资料局《关于一九八三年正式开展矿产 资源

总量预测工作的报告》的通知中规定，我国预测储量分为E、F、G三级。
（1.）E级∶已发现矿床除探明储量以外所预测的储量。
（2）F级∶为已知矿田内所预测的（尚未发现的）可能发现的矿床储量。
（3）G级∶为成矿区、成矿带中尚未发现矿床的成矿有科地区内，所预测可能发现的

矿床儒量。
2.3.8.2 国外储量分类分楼
1联合国的储量分类分级
1979年联合国矿产资源定义和术语专家小组推荐了一个"矿产资源的国际分类系统"，

见图1-2-18。



第二章  矿山设计所需地质资料及勘探程度评价    41

R--

（今后几十年中只有经济增义的影地资源）

TC一 Y

（已知矿床一可靠的结算） 大部份是已知矿床的 （未发现的矿床一
 推测性的估计）一初步估算延伸

一SRR--2R一1-5RC-1

   （经济上可开采的）（次经济的）（复济上可开采的）（次经济的）
R-I-M

（边界经济的）

图1-2-18 联合国“矿产资源的国际分类”图

这个分类是按地质可靠程度，将矿产资源分为R——1、R——2和R——3三个基本级别，
这些级别又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亚级，在当前社会经济条件下能开采利用的称为E亚级，其
它的称为S亚级。图中各级的具体条件如下。

R——I级∶ 确认的、探明的（Proved，measured）。经过足够详细的检查而确定了
每个矿体的产状、规模及矿石质量基本特征的矿床中所拥有的矿产资源。其中与采矿和加
工处理有关的主要特征，如矿石品位、影响采矿的岩矿物理性质、矿物情况和有害组份
等，主要是通过对矿体的实际揭露和测量，再加上利用地质、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资料进
行有限外推而查明的，因而估算出的矿产资源数量的可靠程度也比较高，可供制定采矿计
划之用。

R——2级∶推测的、可能的（Jndicated，probable）。通过初步估算得到的、与已发
现矿床直接毗连的矿产资源。估算的主要依据是通过某些点的观测结果所作出的氟略地质
判断。其产状、规模、形态等，是根据一般的地质和构造条件，通过与邻近矿床进行类
比，以及由某些直接或间接标志的分析排断来了解的，估算的矿产资源数量误差可能大于
50??主要作制定进一步的勘查计划之用。

R——3缓；潜在的、假定的、预测的（Potential，hypothetic，iaferd）。是指尚
未发现的，但认为是存在于可以发现的已知类型矿床中的矿产资源。估算的主要依据是地
质外推，统计类比以及地球物理或地球化学标志，其存在或规模都是推测的，在今后几十
年内可能被发现，也可能不能发现，只反映一个较长时期内这种矿产的远景或勘查工作的
可能打算。

E缓∶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用有效的技术可以开采的矿产
资源。

S级∶是指目前没有意义但由于今后的经济或技术的改变可能成为有意义的矿产资
源。

M级∶由于经济或技术情况正常或预期的改变，而在最近的将来可以开采的矿产资
源。

2.美国的储量分类分级
1980年美国地质调查所公布了为所有矿产制定的最新分类，其形式如图1-2-19 所

茶。



42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明 ”建 未最发现资派单
累积产品

探 明 概事范围 的
靠 测 的确定的 很定的或假想的推定的

党量 推测待量
经 济解

摆 袈

边界崇主 边界铭 验凝器。 单 推界碱 弄嘴置。兴熏轻边界验背的 甚砂4
量了覆 ..气。⋯

次经济的 推测的次经济简量聚明的次轻济资氰

其它产品 包括推使线的低晶位

图1-2-19 美国地质湖查所公布的"矿产资源分类粥梳"

上图的主要术语含义如下∶
（1）资源（Resources）;天然赋存于地壳内或地壳上的固体、液体或气体物质的富

集物，从形态及数量看，是目前可行或泄在可行的一种经济开采和提取的矿产品。
（2）储量（Reserves）;可以经济开采提取或生产的。
（3 ）经济的（Economic），开采提取或生产是可以赢利的。
（4）边界经济的（Marginal ecanomic）;接近于可作经济生产或由于法律 的和政

治的原因不能工业生产者。
（5）次经济资源（Sab-Economic resources）;不符合储量和边界储量的经济 标

准，需要在售价高得多或技术上改进使成本降低时，才能开采和提取者。
（6）测定的（measured）;根据露头、探槽、坑道或钻孔揭示的规模计算出的矿量，

其品位和质量是根据详细取样结果计算的，调查、取样和测量的点距较密，地质特征业已
查明，因而资源的规模、形态、深度和矿物含量均已很好地确定。

（7）推定的（indicated）∶矿量与品位和质量是根据类似用于计算确定资源的资料
得出的，但调查、取样和测量的点距较为稀疏或分布不当，其可靠程度虽比确定资源低，
但足以推断观测点之间的延续性。

（8）推测的（infjerd）;在确定的和推定的资源以外，还有延续部份的假设进行估算
的，而这种假设是有地质依据的。推测资深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取样威测量提供的资料。

（0）假定资源（Suppose resources）;类似于已知矿体，有理由预测存在于同一生
产矿区或相似地质条件区域的尚未发现的资源。

（10）假想资源（h岁pothetical resources）∶在尚无矿产发现的有利地质环境中，可
能赋存在已知类型矿床中的资源，或可能赋存在尚未认识其经济灌力的未知类型矿床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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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3。苏联的储量分类分级
苏联国家矿产储量委员会于1981年制定了"固体矿产储量和预测资源分类"的规范。

按矿产储量的矿床拗探程度和预测储量的可靠程度划分为二类七级，参见表1-2-1。

表1-2-1苏联储量分类分级案

量囱

春橡”体国 储
拳早 表 外 预测资器平内制 ？’

初沙课价储量量驰 嘉端量 韵绿 初步评育储量碲 PP.P:C:A+BC。 仍AB C

（1）按经济意义将矿产储量分为平衡表内储量和平衡表外储量两类。
平衡表内储量;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合理的储量。
平衡表外储量;技术上和工艺上还不可能、经济上还不合理的储量，但将来可以转变

为平衡表内的储量。
（2）矿产储置按表1-2-2条件，分为A、B、C1、C2四级。

襄1-2-2苏联矿产储量分级条件表
男般草 量

嵩田 CC:mA
已评骨证实已查明已种定巳确定矿体规赁
已评价证实巴套明已确定已确定矿体形表

层状矿床中的小断8确定（其中小断层发
已确定 层政坏范围已查明断层构波 育程度已议笃>

个则拌的研究确定日然类型已确定（工业 空限分布的一锻规自然樊型已确定（工业 类型可菌情 况下已■
成类比评价类道品级 定，品缀的空同分都规 律已确定类型、最级已划定和围定 神已查哪）
个别样的研究验定已得明巴究 或義比评价矿石加工技术 详烟研究转性"
英比评价.已研究充分研究详细新究水文地质
提比评价已研究充分研究详细研究开采搜术条件
地测、的化资斜推钻坑结合地调物化坑、域和地测、物化探圆定维量的主 测、临球证实"费肖 探资料界握将堂出雨锚帮辙邯脚”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44

（3）预测储量按资料的掌握深度，分为P1，P.、P3三级。

P，级;在勘探区的C.级储量以外或是找矿评价中发现的新矿体，系运用矿床工 业 类
型概念定量评价的资源。

P2级。据大比例地测、普查的矿点，物化探异常评价，经个别工程验 证 推 测的资

巍。
P，级∶以中小比侧尺地测、物化探资料和已知相同成因类型矿床，类比推测存在的资

调。
2.3.9.3 我国情量分类分级与围外储量分类分级对比

随着采掘工业和地质工作的发展，储量分类分级已成为各国地质矿产界共同关心的课
题，一些地区性和国际性会议曾就此进行广泛讨论，希望能制定一个准确、实用而统一的
储量分类分级。

目前世界主要工业国的储量分类分级，基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美国等的西方国家
（包括联合国》的分类分级;一是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分类分级。我国的分类分级基本类似
于后者。这两种分类分级都是建立在对资源（ 或储量）的了解程度和经济利用 的可 能 性
上，因而是可以进行比较的。我国与联合国及世界主要工业国储量分类分级对 比 见表1-
2-3和表1-2-4。

毒1-2-储 量 分 类 对比囊

心 类分美时馄国喘券幽党

(R》率 源歌 贤
19878年联 合 圜 次经济的（S） 推测性的做计经济的（E） 边界验济的（M

酬”
明 资 湿查1380年 未经发现资源以

边界经济的
经 袜的 次晕济的

账济的资词 次经详的资操
级族的资默（A）

1875年雄靠大 糖率在50??上（B） 次经济的资氰（BC
(A) 概率在10～60??C

砷串
费单， 一1965年 第二 类本日 。争

量南
1961年联 或测资源梨扩

平衡表内 平衡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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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分类时网国家或姐织 着
资 南

主德陶 1862年
麦外铺盖袭内储量 预测储盘

拳、 量腹地吻 1982年
预膜绪盘平衡衰外平衡表内

潜在销量（【） 强测精量联齐物园 1969年 日前可利用的箭量（1）

照 系测制量中 员 暂不酯润用（表外））仰量但离用（<表内》前量

襄1-2-4筛 量 分级对比 泰

级分分展时间国家或组9

初步结算可革的估算可靠的货算 初步估算 (R—2)"R一1（R一2》"《R-1 R一3联 合自 1979年 邯严 R-2一SR2-ER-1-E
探明的探 明 的 制盟的景定的推 测 的蒿固终“葛密爽 国 准定的确定的推定的幽定的

假想的要源（3、4）擦测的（2）推测的（2） 绿明的（1）深明的（1）
1975年 1B年象大 3e 3A，私A3BC、4RC2A1A 2Cc

携惩储量推定酯量烈想储量 确定绚量确定能量推定筋量 理论提藏量
言“1955年国青 e -= 3

初步评价儒量荐涝辛间初步汗价储量勘汉销量 P,P.矿1981年荔 联 C CaCrA+BCa,A+B
宁 DeDaCaCc CiA+B 每*b162年民宅善图

C. 夕 通秉髓量馆计储量。夕 A*BA*B波 兰 1962年
梯酬，双示的或给的确实的推短的预示的破然的确实的 ·俺1859年 B Cr泉涂瞄国 日产 C。。 A

PBc D Gc A*B湍 DA*B，中 哪 193等

2，3。10 各级筛量比例及空间分布
各级储量的比例及空间分布是评价矿床勘探程度的重要内容，对矿山建设具有重大影

响。它们不仅关系到矿山能否及时投产、达产和能否正常持续生产，而且关系到矿山生产
能否获得应有的经济效益。

例如大庙铁矿提交了占总储量30??A+ B级储量，且分布在首期开采地段。该矿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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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基建，第四年投产，当年产量即突破设计规模，使之成为我国黑色金属地下开采矿山
投产、达产快的典型。凤属山铁矿提交了占全矿总储景18。38??B级储量。由于各级储量

比例合适、空间位置分布合理，该露天矿从筹建到达产仅用三年零八个月。但是湖南某矿
提交占总储量4??B级储量，C级储量比例也仅为46??D级储量比例 高达50??首 期

开采地段为D级储量，B级储量分布在矿床中下部，造成矿山基娃时进行大量补勘工 作，

形成上翻探矿、下部基建的被动局面，补勘历时二年，投资达数百万元。又如广东某矿狮
岭矿段提交了占总街置12.3??B级储量，却分布在矿床中下部，首期开采三个阶段主 要
为D级储量，目前开采已向下延伸，但上部矿体仍未开采，造成开果顺序不合理。

2，3，10.1 各级筒量比例

1。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在矿床勘探深度范围以内的各级储量比例，亦是衡量矿床勘探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

国家地质总局于19?7年8月颁发的《金属矿床地质勘探规范总则（试行）》和国家地质总
局、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总局、石油化学工业部于1977年8月颁发的《非金属矿床地质勘探
规范总则（试行）》中，作了以下明确规定。

1）金属矿床
大、中型有色金属矿床B级储量一般为5～10??大、中型黑色金属矿床B级 储量一

般为10～20???质条件复杂的大、中型金属矿床，经用较密工程仍探求不到 B 级 储 量
时，可探求到C+D级。大、中型矿床勘探深度一般在400～600m范圈内，D级储量 一般
不超过10～30???杂矿床，D级储量所占比例还可增大;小型矿床一般只求C+D级储
量。

2）非金属矿床
地质条件简单——-中等复杂程度的大、中型矿床，B级储量占B+ C级储量的10~～25%

（建材的某些矿种和化工用灰岩可为20～30??;小型矿床只探求C+D级 储量，其中C
级储量不少于60??纳入国家计划的小型矿床，在建设需要和经济合理的惰况下，可探求少
量B级储量;地质条件复杂的大、中型矿床，应探求部分B级储量，经用较赍工程仍探 求
不到B级时，可只探求C+D缓储量，小型矿床应探求部份C级储量，经用较密工程仍探求
不到C级时，可只探求D级或实行探采结合;对子某些用钻探仅能痉制矿化，难于探明其矿
石质量和激量的矿床，需要用坑道或钻探配合坑道进行勘探时，原则上只探求到C+D级、
有条件时也可探求少量B级储置。

金属和非金属矿床地质勘探规范总则（试行）颁发后，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陆续颁发
了一些矿种的地质勒探规范，在这些规范中，根据矿床特点，对各级储量比例都作了具体
规定（详见本篇第十二章）。

3。分析评价各级储量比例应注意的问题
（1）应注意作为矿山设计依据的B＋C级储量所占比例是否能满足建设要求，特 别 是

在矿山建设由基建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后，为保证矿山前期基建工作顺利进行和矿山前期生
产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尽量缩短贷款偿还期，还要求具有足够的B级储量，缓倾斜厚矿
体、走向长度大的矿体和可以分采的多品级矿体;建设和生产也都需要足够的B级储量。

（2）应注意各级储量比例的计算办法。以往在有些金属矿床中，采用金属量计算各
级储量比例的方法。实践证明，由于矿床的品位分布不均匀，采用金属量计算储量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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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会造成勘探程度过高或不足，而工业部门计算矿山生产规模和矿山服务年限时，均
按矿石量计算。因此，从勘探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工业部门应用储量的情况看，各级储量比
例应按矿石量计算。

（3>应注意各级储量比例的计算范围。在计算各级储最比例时，应在规定的勤探深度
内，以能形成独立开拓系统为计算范围。即当矿区采用一个开拓系续时，各级储量比例按
矿区范围计算;当矿区分为几个矿段，每个矿段均采用独立的开拓系统时，则应以矿段为
计算范围。

2，3，10.各级情量的空问位置
各级储量的空润分布位置，应能与矿山一般的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和基建时期所探求

的贮备矿量位置基本适应，这样才有利于加快矿山建设、缩短基建时间。
（1）B级储量应分布在首期开采地段，其底部边界应尽量处于同一标高。
（2）C级储量应分布在矿体的中上部或中部，其底部边界应尽量处于同一水平。
（3>D级储量应分布在矿体的下部，矿体上部一般不允许存在D级储量。

y XT乌 、XV啥t60 tn心 4
40 ◆。2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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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0 南芬铁矿庙几沟矿区第三层矿各级储量分布图
1一A级筛置范国）2一B级糊量范围;
5一C级储量花图∶4一D级储量描图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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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21 南芬铁矿庙儿沟矿区可线剖国各级储量分布图
L一矿体;2～健量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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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储量的空间合理位置，参见图1-2-20和图1-2-21。

2，3.11 综合端探、综合评价

我国的许多资源具有共生和伴生矿产多的特点，因此，在期源主矿体的同时，对共生

和伴生矿产进行综合勘振、综合评价，为矿山建设提供综合开发和综合和用的基础资料，

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进行综合撕探，可大大提高矿床经济价值、提高矿产资 源 的利 用
率，提高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有利于环境保护。我国《矿产资源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矿床勘探必须对矿区内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和伴生矿产进行综合评价，并计算其储量。未
作综合评价的勘探报告，不予批准。"因此，在分析评价地质资料时，必须对综合勘探、
综合评价问题。予以足的重视。（

对地质资料中综合勘探部份进行评价时，应区别共生矿产与停生有益组份两种不同情
况。在伴生有誉组份中应区别呈矿物存在的伴生组份和虽分散状态存在的伴生组份两种情

况，分别进行分析研究。由于它们与撕探矿体的关系不同，赋存状态不同，其工业莉用情

况也不相同，因而工业要求也有差别。
2.3。71，1 共生矿产

在勘探范围内，被拗探矿体的上下盘和周围存在著其它矿产、如铁矿床中的铜矿体和

钴矿体;懒矿床中的铅锌矿体和铁矿体;铅锌矿体中的菱镁矿体等，均称为共生矿产。共
生矿产的勘探程度，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应选择1～2个有代表性的见矿工程或标准剖面上的工程，进行系统采样化验，
查明共生矿产种类及品位。

（2）查明具有综合利用价值的共生矿产赋存部位、分布范围、矿体规模及其变化。
（3）赋存在勘探矿体上、下盘及其周围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矿产、且又处在开拓系统

范围内时，由于矿山设计需确定其生产规模、采矿方法、加工工艺流翟和产品方案等，因
此必须进行共生矿产期探，在一孔多用的基础上，其勘探程度原则上应达到该矿种地质勘

探规范要求。
（4）距斯探矿体较远、不在期振矿体同—开拓系统范围内的共生破产、对其工激价值

作出结论，进行远景评价即可。

如果酌探过程中，对共生矿产的勘探不足，可能造成资源浪囊，并给矿山建设带来不

利影响。例如广东某铁矿共生有硫化铜、钴矿体，后者围绕铁矿呈环形产出（见图1-2-
22）。1953年至1963年勘探期间，虽有工程穿过铜矿体，但认为矿体复杂，未进行应有的
工作。勘操后期发现黄铁矿含钻，仅作少量分析，由于品位低，未于重视。全国矿产储量

委员会指出这一问题后，在1959年利用已施工的工程进行化验和室内研究，但由于岩矿心
大部损敷，穿过矿体的钻孔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资料可靠性差。摄交撕探报告时。未句

括锅、销矿体。因此矿山建设时，无法似定铁铜钴矿体综合开采方案。后来由于国家需要

镉、钴，又针对開钴矿体投入了大量工程进行勘探工作。
叉如四川某铅锌矿是一个五十年代的探的矿区，当时只单一地勒探铅锌矿。1971年为

了寻找当地急需的菱镁矿资调，地质队又重返矿区，对75个钻孔近万米的岩心进行检查。
经采样化验和资料整理，发现在铅锌矿体顶赋存有厚3.44~9.66m 的菱镁矿（见图1-

2-23），含氧化侧34，92～42.78??含氧化钙4～12，97??分为上、下两个含矿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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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尔某铁矿面a部面图
1～铺云母石英片岩，2一馈晶自云豹，白云质地晶灰岩，避闪石遗解石，自云者及透闪石

透舞石料;3一进辉石，遇冈石岩∶4一获矿体;5—钴矿体;6一铜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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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3 四川熟矿置号构探线剖面图
1～葡背状白云岩;2一较状狗造白云暑，3一豆状葡截状白云料∶

4一锅锌矿床;5一菱铁矿体!6一藜惧矿化

14个似层状透镜状矿体组成，产状与围岩一致，储量达数百万吨，符合工业要求，从而渐
足了四川省的急露。这也反映了由于在勘探锻锌矿时，未重视综合评价，造成了重复工作
的情况。

2.3。11;2 伴生有新组份
伴生有益组份系指矿床中与主要有用组分伴生产出的可供综合回收的组分，或有和于

主要有用组份加工的组份。它们可分为呈矿物存在和呈分散状态有在的两种触存形式。可
供综合回收的伴生有瓷组分，如铅锌矿体中的黄制矿;锯矿体中的锡石;锡矿体中的闪锌
矿，铁矿体中的黄第矿、硫钴矿、钛铁矿等，它们在矿石中多呈该元素的单矿物产出。闪
锌矿中的Cd、I2等Ga、Ge;方铅矿中的Ag、Se、Te、Ti;黄恻矿中的 Se，Te、T1、
Ga、Ge辉钳矿中的Re;以及黄铁矿中的Au、Co等，则多呈分散状态产出。某些本身
不具综合回收价值，但有利于主要组分加工回收的有益组分，如自溶性铁矿石中适量 的
CaO和MgO等，则多呈M石矿物产出。这些伴生的有益组分由于工业利用情况不网，对
其综合勘探的要求也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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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呈单矿物存在的伴生有益组分，多在选矿过程中能相对富集或能够单独回收，因

此应查明其含量、矿物种类、颗粒大小、嵌布特性和沿矿体走向、倾向的分布规律。并通
过选矿试验查明其综合回收程度及经济效益。

（2）呈分散状态的伴生有益组分往往在选矿过程达到一定程度的富集，而主要靠冶炼
过程回收。因此应壳明其含量、赋存状态、载体矿物种类及分配率。通过选矿试验查明在
精矿中的富集程度和在尾矿中的损失情况。

（3>伴生有益组分局部富集的地段，品位高、质量好、具有独立的工业意义时，若现
有勘探工程难以控制，则应专门增加工程进一步控制。

（4）伴生有益组分的工业价值大小，不仅取决于品位高低，还取决于选冶过程中能变
综合回收，以及回收后能否具有经济效益。只有经过选冶试验证明能画政的伴生组份，才
能计算其伴生储量或金属量。

（5）对主要有用组份加工过程有利的伴生组份，应查明其种类、含量、分布规律及其
与主要有用组份的相互关系和含量比例。

如果对伴生有盗组份的综合勤择工作重视不足，亦将对资源利用和矿山建设带来不彩
影响。例如内蒙古某铁矿，为一赋存于偏碱性花岗岩与震旦系白云岩接触带内的高温熬液
矿床。矿体及其上下屈岩中含有氟、磷、稀土、铌钽和分散元素，其中稀土和钱钽 已神成
独立的大型矿 床，具有很大的工业价值。1954～1956年勘探期间仅对铁矿体内的稀土元素
进行了粗略的综合勘探，对铁矿体内的其它稀有分散元素以及铁矿体上下盘圈岩中的稀
土、稀有元素未进行综合勘探，对铁矿体内的稀土元素的综合回收也未能解决，致使当时
只能按单一铁矿进行设计和建设。矿山投产后，因综合利用问题未能解决，生产长期处于
被动状态，造成以后多次补勘。1959年对主东矿体下盘含稀土白云岩进行了普森评价，1965
年对主东矿体的铁-规-稀土和矿体上盘近矿围岩的稀土-稀有元素进行综合评价，随后又对
主东矿体上盘远矿围岩（距矿体上盘边界200μ以外）的稀土-稀有元素进行了补充勘探。

又如湖南某硫铁矿是一个矿石类型复杂、含存多种组份的多金属矿床。其中黄铁矿储
量达大型规模、铅锌及铜储量达中型规模，还伴生有金、银、镉、铜、嵌、铺、硫、铀等
有用组份。在普查评价及勘探工作中，金、银在组合分析及部份基本分析中含量较高，但
认为变化大而未进行系统的综合评价工作。对矿区东西两端大量的含金、馄、铁、锰黑土，
曾误认为是氧化矿，工业上难以利用。钻探施工中对岩矿心采取率未作严格要求，也未系
统采样，仅对馄锌等进行分析。由于对伴生组分赋存状态研究不够，矿区勘探早就结束，
而矿山至今未能建设。

2.3。12 地喷满源工作质量

地质勘探工作质量，直接关系到各项原始地质资料的准确性和综合地质资料的可靠性，
是进行矿床地质综合研究和取得勘探综合成果的基础。因此，在评价矿床勘操程度时，必
须对勘探工作质量进行翠项的分析研究。

例如内蒙古某铁矿设计施工83个垂直钻孔，施工后有53个钻孔的弯曲度随钻孔深度增
加而变大，最大达74°。由于当时技术条件所限，均按直孔对待，随着矿山开采深度下降，
矿体位置越来越不准确。经过对孔斜进行检查和补测表明，因钻孔弯曲和方位变化，原提
交的地质资料存在很大误差;矿体产状变睫5°～10°，最大达23。矿体向北发生 位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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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移距离随矿体埋深的增加而增大（如采场底部1230m标高矿 体北 移30～70m，最大达

140m），矿体在走向上的厚度增加十几来到几十来，在倾向上一般增厚20～50m，最大达

i22m;主矿体沿倾斜大部分延深长度增加（9缤增长达122m），东矿体沿倾 斜却大部分缩

短（216线缩短425m >;矿石储量随深度增加而误差增大。这些变化迫使露天采场修改境

界，造成采场北移35～65m，边坡角增大5°、主矿体上盘减少3500万1剥岩量、下盘增加

4700万t剥岩量。同时，还不得不改动已形成的外部运输线路和上部开拓工程，给矿 山建
设和生产造成很大困难。

又如湖南某制矿Ⅳ号矿体赋存在白垩系红色砂岩与石炭系毫天灰岩约接触破碎带中，
施工条件较差，由于勘探时钻孔未测方位、大部分未测斜、基本未作孔深较正、部分座标测
定错误，岩矿心采取率低、部分钻孔采用无岩心钻进、仅围出几小块D级储量。渣成矿体
遣漏。在Ⅳ号矿体下部30～70m处的Ⅵ号砂体进行基建开拓时，同时对W号矿体进行补勘
升级。由于Ⅳ矿体储量增加子倍（鑫见图1-2-24），不得不停业Ⅵ号矿体的基建开拓工
程施工而返回Ⅳ号矿体进行基建开拓。同时对已施工的竖井进行改造，推迟了矿山投产时
间，增加了Ⅳ号矿体基建坑道的维护费用。

K:

Ca

亚路还
多

翼1-2-24 糊南某锅矿冒号、【号矿体纵投影图
1一白毫默红色秒岩;3一韵据矿体;
2一石奖系壶天夜岩∶4一补韵怠矿体

为保证地质工作质量，以满足矿山建设要求，主警部门分别制定了有关的规程规范，
现将与矿山设计密切有关的儿项主要地质工作的质量要求分述于后。

2，3.12.1 钻探工程质量要求
（1）全孔岩心采取率不低于65???化带、重要桥志层及近矿懂岩（距矿体3～5m>

平均岩心采取率不低于75??
（2）矿心采取率不低于75??按分层厚每5～10m依次计算），低于75??不得违续

超过5～10m;厚度小于4～5m的薄矿层，每层矿心采取率不得低于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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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斜孔每钻进50m、直孔每钻进100m应测量一次钻孔顶角和方位角。钻孔顶角弯曲

超过5°时。测斜闻距应按解孔对待。钻孔换径成见主矿体时，应加测顶角和方 位角。
（4）全刚石钻进的顶角弯曲，直孔每百米不超过1°，斜孔不得超过2°（矿心采取率

一般应在90??上）钢粒钻进直孔不超过2°，斜孔不得超过3"。钴孔见矿愿偏离萄探

线距1/4时，应予以处理。
（5）每钻进100m，或见主默矿层前后、或见重要地质现象，或下褒管前和 终孔，应

选行孔深校正。孔深校正最大允许误差为千分之一，超出允许误幢时，滞及时消差。
（8））穿过矿体的最小孔径一般不小于75mm，用小口径金刑石钻机钻进时，不小于

46mm。
（7）凡在主矿层或含水层、含水构造的顶底板各'5m燕围内隔水层处，均 应用325号

。以上水泥封闭钻孔。封孔质量应进行检查，、封孔后要理设孔口标志。
2.3.12.2 化学分析禅品采取票求
采取化学分析样，是为确定矿石中有益、有害组份（元素）的种类和含量，确定矿体

与夹石、圈岩的界线，研究其相互关系和空间变化规律。化学分析样品的采取，应沿物质
成分变化的最大方向（矿体厚度方询>，按不同矿体、不同类型和品级分段进行。如矿体
与夹石、围岩界线不明，则需连续采取样品确定其界线。样品必须具有代表性，应如实反
映客观实际，避免人为的富化和贫化。在地表和坑探工程中一般采用刻槽法、刻级法。剥
层法、全巷法和拣块法取样，其中以刻槽法应用最广。刻槽法多用于普查评价阶段，勘探
中对品位均匀的矿体也有使用;剥层法用于品位很不均匀或厚度小的矿体;全巷法用于采
取加工技术和开采技术试验样品，以及品位极不均匀的矿体;拣块法多用于松散矿石的取
样。在岩心钻探中，通常劈取矿心的一半作化学分析样品。

穿脉工程用刻槽法取样样时，糖位置应布于统道一壁上，当矿化很不均匀时，则在两璧
同时采取，合并应一个样。沿脉工程翔槽法取样槽位应布置在掌子面或顶、侧壁，间距2
~10my当矿体厚度小、品位变化大、沿脉坑道能全部揭露矿体（脉）厚度时，则应加密采
样间距。探槽中刻槽法取样槽布置在槽底或一壁。探井中刻槽法取样槽布置视矿化均匀程
度面定，可布置在一壁、对懂或四壁。刻槽法取样的样槽规格一般为5×2～3 至10× 8～
5cm，样品的实际质量与理论质量之差不应大于4??刻线法取祥线沟规格为1～2 × 1
cm，线距5～10cm，应等距平行刻取3～6条样线，合并成一个样。

取样长度取决于矿体厚度、矿石类型变化和矿化均匀程度。矿体厚度小，矿石类型变
化大、矿化不均匀或需要根据化学分析围定旷体界线，其取样长度不宜过大，一般为0.5
～1m。矿化均匀时一般为1～2m。在一般情况下应尽可能按等长度取样。

钻孔矿心取样均沿矿心长轴劈成两半，一半送加工化验，一半保留，两者的质量不得
相差15～20??取样分段长与刻槽样长度相同。当矿心采取率达不到揽定要求，应收集岩粉
或采取补救推施。难于取出矿心的某些矿种，应保留取粉管和沉淀槽中的矿粉，以了解矿
化情况，但不能以此代管基本分析和作储量计算依据。

现代盐溯矿床，宴采集数晶间的液体矿样，了解浅部与深部卤水的化学成份，确定含
矿情况。每个钻孔穿至卤水层以下约1血处时，取一个水祥，在卤水层底部取一个水样。取
水样时，均需测水温和密度。为查明不同深度的晶间卤水层所含药卤水性质及有益组份含
量，在地下液体矿富集地段的晶间卤水盐层中钻进时，应分层止水，分层分段定深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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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配间卤水层厚度大于5～10m时，可每隔2 m取晶间卤水样一个。
盐湖水取样，与测量湖水深度同时进行。湖水深度大于1m时，应在溯水表部、中部

和底部各取一个样。湖水深度0，5～1m时，只取表面一个样。湖底的新盐和湖 泥，要分别

联样分析。
盐类矿床地表的硼土、硝土及碱土等的取样，按一定闻距或贱距用剥层法采取，取样

厚度为矿层全部厚度，取样面积根据样品所露样量狒定。
现代盐类矿床中盐渍土再生扩取样，按规定的间距进行，同时进行盐的再 生 现 象观

烹。
2.3。12.3 地质祥品化学分析要求
为了确定地质样品化学分析的质量，必须进行内部检查和外部检查。
（1）内部检查系由原化验室进行，检查数屋一般规定为10??凡金与计算储量的地质样

员，累计30个检查样中有四分之三的结果系统偏高或偏低者。或每批分析样品中有30??结
果超出允许偶然误差者，应认真查明原因，适当处理。如找不出产生误差的原因，则应斟酌具
体情况，将基本分析或检查分析交第三者返工;第三者分析结果若与基本分析一致，基本
分析即为合格;第三者分析结果与检查分析结果一致，则未被检查到那部分 样品 应予返
工。属于系统溴差的整批样品，如系低于边界晶位者，或四分之三以上的结果不超过规定
允许偶然误差50??，可不返工。

（2）外部检查的样品由负资基本分析的化验室选送，由主管部门指定的化验室担任检
查工作。计第绪量的样品成其它重寥样品，均需进行外部检查，其数》一般为5??如票
计30个检查样中有四分之三的结果系统偏高或偏低，或每批分析样品中有30??结果超过
允许偶然误差，则应进行钟栽分析。仲裁分析证实基本分析是错误的，如无补救办法，则
应全部返工。

在评价地质样品的化验质虽时，应分项目。分批次检查并计算其合格率
（3）各矿种样品化学分析允许偶然误差，参见本卷附录I1。
2.3.12，4 尝矿石物理力学性帷试验要求
岩矿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是测定岩石、矿石和矿体顶底板围岩的物理力学性质，为储量

计算和研究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提供资料。试验项目一般包括矿石的体重、湿度、块度、孔
隙度、松散系数;岩矿石顶底板围岩的稳定性、硬度以及抗压，抗剪、抗拉强度;砂性土
及粘性土的土工试验等。

各项试验的祥品应具有代表性，样品规格、试验和计算公式，均应按照1977年国家地
质总局颁发的《金属非金属矿产地质普查勘探采祥规定及方法》执行。

在猜量计算中，体重对储量的精度具有很大影响。因此应特别注意体重样的代表性和
体重测定的质量。

体重分为小体重和大体重。小体重样是在操槽、浅井、坑道及矿心中采取的，体积一
船为60～120cm°;大体重样是在坑道、探槽、浅井或采场采取。采禅时，应先将矿体表面
铲平，尽可能凿取一个正方形或矩形的块样，并准确测量其体积，一 般 规 格不小于
0.125m*

体重样应按矿石类型和品级分别采取，每一类型的小体重数量不少于20～30个，大体
重数量为1～3个。当品位、某种组分或某几种组分之和与体重成相关关系时，应根据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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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顶底板圈岩和矿石的品位高低，划分区间，分别测定体重，并进行回归分析。
当矿石裂隙发育、松散多孔，大体重测定应多做，并要用大体重校正小体重后，才能

参与储量计算。矿石物质成份均匀、结构缴密时，大体重测定可以少做。

2.3.12.5 矿区地质测量基本要求

1.矿区地形测量
矿区地形图的比例尺一般为1∶1000;1∶2000;1 1 5000;个别小矿区可采用1∶500。

地形图等高距的选择见表1-2-5。

等高线插求的高程点对附近图根点的高程中误差，不得大于表1-2-6 规定（以测
团等高程为单位）。

表1-2-5不同比 例尺等 高 距 表

不网地形兴别等高距（m）

尺比 例 山地、高山地（颜常>6"》丘股地（阑角2"～合*）严地（候角<2"） -“。环1? 10oo e10.51:200
色es-15000

表1-2-6商稷点 精 度 要 求 表

丘散 出 山 地平 地地形类别

1/z1/3高程点中误兼 。
使用平板仪测绘地形图时，测站至碎部点的最大视距以及测站对点误差不应超过表I

-6-7的规定。使用平板仪测图时，当垂直角超过土10°时，视原长度要 适 当 缩 短，平
坦地区成象清晰时，视距长度可放宽20??要求测站点对于最近图根点的平面 位 重中谋
差，不得大于图上0，3mm，高程中误差不得大于1/6等高距。展图方格网，图廓点 及控

表1-2-7平板仪地彩测量额度要求表

测点对点溪盏（Ⅲ）最大视距（m>比 赟 尺 。1001:1000
10'2001+200
20300215060

制点的展图精度，应符合表1-2-8的规定。
地面搬影测爆的精度要求见表1-2-9。
2。矿区勘探工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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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8地形图展触精度要求表

展点该盏（mm）民项

0,2方格网戟段与理论长厦之差

0.3控制点闻的图上长度与座标反算长度之差
0.3困席边、图解对角线图上长度与遵论长度之差
0.1方格网战的想度与腾孔直径

表1-2-9燕 影洞量精 度要 求表

要菖 嗜令？
类分叶 高程中误差平面位置中识差（图上理m）

1/10等高距±0.15级影基线蠕点
1/等高距件夕野外测定的及控点
1/6等商距±0.25室内加密的款控点

勘探线剖面浏量是按实测位置在实地定线，并测出该方向线上的工程位 置点、地质
点，地物点及地形特征点，绘制成图。勘探线剖面测量精度要求，见表1-2-10。

表1-2-10编探线剖画到量精度要求表

本国 传项 对雨近困根点平面位置中况差（mm）对酬近水准点的高程中误裳（导高距）
.1/8 平面拉置中保集指0.1剖面挖?点

地形图上距离1/80.25斛面副站点

削由红 0.6平地丘酸*6l 1/3
山地 0.8

矿区的地质点、探槽、探井和钻孔位置采用定位测螯于以测定。定位测量的基本精度
要求见表1-2-11。

囊1-2-11宠 位测量 精 座 要 求
对附近水准点高程中侥差e等高距》日 ;对附近图级点平面位置中调叠（mm）项

1/80-1,钻孔<包折水文孔》坑道位置点
1/8当要震探糊、振井、

0,8乎地、丘发地取样钻孔 根山 地 0.8
0.6平地.丘陵地

堪 股 点 。第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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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荫蔽等困难地区，探槽、探井及取样钻孔、地质点的误差可放宽0.5倍。
勘探坑道渊量包括近井点、坑口位置点、坑道定线和坑内导线测量，其精点应符合规

范要求。
3.矿区（床）地质填图

各种比例尺的矿区（床）地质图的精度要求见表1-2-12。



第三章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

纳写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编 写人 姚例辉 邱世联

3.1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基本要求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是在矿产详查（即原初勘>阶段地质博价的 基 础上，根据 已 掌

握的矿床开发利用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对已探明的储量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工业利 用 的 经

济价值进行初步的评价。其目的在于为期探（即原详勘）阶段的投资决策 提 供 资 料 依

蘸。
实践证明，矿床地质经济评价工作，不仅使矿床勘探能挥优地进行，并与矿山基本建

设前期工作的菜些环节紧密衍接，避免矿乐勘探和矿山建设投资失误，而且对加强资源和
环境保护、提高矿床勘探和工业开发利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它既是详套阶段地质新查的重要任务，也是矿山设计部门进行地质 咨 询 的一项 重 要 内

容。
本章主要论述矿床详查阶段的矿床地质经济评价的原则和方法，亦可供酱查阶段的矿

味糕略经济评价和勘探阶段的矿床详细经济评价参考。

3.1.1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的基本条件和资料依细

5.1，1.1 基本条件
（1）矿床地质经济评价必须在基本结束详查工作拟转入勘探阶段，已经或正在编制

详查报告的条件下进行;
（ 2）对已经进行地质经济评价的矿床，只有在评价的资料依据发生了质的变化，以

至可能改变原评价结论，并有重新评价的任务或委托时，才再次进行评价工作。
3.1，1，2 资料依据
在进行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应具有以下资料为依据
（ 1 ）矿床详查报告或相应的系统地质资料;
（ 2）当矿石需要选矿时，应有选矿试验报告;
（3）当矿石产品直接作为冶炼原料时，应具备冶炼试验报告;
（ 4）矿区外部建设条件和区城内协作配合能力的初步调查资料，包括供水、供电、

变通运输、燃料及辅助原料供应、建筑材料供应、机修和汽修能力、生活物资 供 应 条 件
呼;

（ 5）矿产品供需情况预测资料，包括国内外地质储量、矿山生产能力、矿产品逐年
销耗和市场需求量，矿产品的品种和质量要求、产品价格、销售流向、市场竞争能力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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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资料;
（ 6 》采选冶生产成本、运输成本等实际生产指标的调查资料;
（7）围家规定的设备折很率、大修理费率、维检费率、管理费率、人员 工资 标准

橡、
（8>银行基建贷款利率、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以及外资贷款利率;

（9）国家规定的有关税率。等等。

.3，1。2 矿床地质经济评份的内容和课度要求

3.1，2，1 津价的内喜要求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主要由企业经济效益评价、国民经济效益评价组成。
1、企业经济效益评价
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是根据矿床的具体条件按现行价格与财务制

度，从矿山企业收支平衡的角度，通过一系列的动态或静态经济效益指标计算、分析和评
价矿山企业投资的预期经济效益，从而反映矿床的经济价值。其指标构成主要有∶

（1>矿山年利润或总利润;
（2）净现值，
（3 ）投资收益率;
（4）投资回收期。
2。国民经济效益评价
国民经济效益是从围家和社会的角度，利用现行价格与合理的计算缘数来分析和评价

矿床未来开发的预期国民经济效衿。愿则上.它既包括直接的经济效果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间
接经济效果，也包括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经济效果。参照我国有关部门目前对工业项
目评估和矿床经济评价的一般规定，其主要评价指标包括∶

（1 ）投资新增国民收入（投资国民收入净增值或社 会净 产 管，静态）、投资
国民收入现值（净增值现值，动态），以及相对效果指标（静增值率和 净 增 值 现 值 指
数》，

（ 2 ）投资新增社会纯收入（社会净收益或社会盈余，静态）、社会纯收入现值（动
态），以及相对效果指标（投资社会纯收入率或投资利税率等;

（ 3）社会内部收益
（ 4）辅助指标，包括净外汇效果、国际竞争能力、分配效果及就业效果等。
3。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由于矿床从详查到工业开发，其经济评价所依据的基础资料和条件，都要随着时润的

推移而变化、从而必将导至评价计算参教及续果的某些改变，因此，需在企业经济效卷和
国民经济效益评价时，对矿床工业开发经济效果具有明蔓影响的各种主要的不确定因素及
其可能造成的影响作出相应的估计。其一般内容包括∶

（1 ）详查阶段的储量计算工业指标合理性分析;
（2）矿床储最变化的风险分析;
（3 ）技术经济指标敏感性分折;
（4 ）矿石综合利用及资源损失情况分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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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综合经济评价

综合上述各项经济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的计算和分析，结合整个矿产资源的形势和本矿

床特点，及其对政治、国防、环境、生态和资源保护等非数量化因素的社会影响，全面评

价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可能性，作出其能否转入勘探的结论。
3.1.2.2 评价的原财和深度要求

1.评价的原则
（1 ）技术可能与经济合理。在进行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必须首先确定该矿床的矿

产资源在当前的选冶技术水平下，能够得到有效的回收利用，并在当前的技术 经 济 条 件
下，能够经过工业开发并获得经济效益，才能确认其具有经济价值。

（ 2 ）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保护。地下矿产都是不能再生的一次性资源，只要在工
业上可能被开发利用并获想经济效益，就应当使其得到充分地利用和有效的保护，以最大

限度地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矿产品的需求。要防止用"采离弃贫"、"采易留难"、或
"采主留次"的办法来评价矿床经济价值，以免造成资源的损失和浪费。

（3 ）企业经济效益评价和国民经济效益评价的结果，应有利于获得包括资源的开发
利用和勘查工作在内的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4 >注意环境保护，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受破坏。
2。评价的深度要求
（ 1 ）对大、中型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一般应进行静态和动态计

算，并分析比较两者的差异和影响;小型矿床，因其服务年限短或受某些客观条件限制，
～般只进行静态指标计算。

（ 2）由于目前对国民经济效益评价的内容、标准以及评价的某些观点尚不统一，主
管机关对此亦无正式规定，因此，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一般可以暂时不做此项工作。有
条件时，可对一些直接的国民经济效益指标进行计算，而对间接效益和非数量化因素只作
定性分析。

（3）在不确定性因素分析中，应根据本阶段评价的特点，着量于工业指标、储量变
化等因素的变化和影响分析。

（ 4 ）在评价计算时，如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案可供计算选择时，应进行方案比
较，并以最佳方案为评价依据。

（ 5）对目标的肯定性评价，在一般情况下应确保地质散探的投资决策不胃较大的风
险，评价的结论与实际情况不发生根本性的偏离。

（ 6 ）对地质条件良好、储量远紧巨大，只因技术经济条件不科而暂时难以开发利用
的矿床，在评价时须对主要不利因素作出适当的远景分析。

（7）对资源和尊设条件好、工艺条件成鹚、而该矿产品市场积压较多，画家建设或
对外出口目前暂不需要开发的矿床，在评价时，需对此情况作分析说明，以便在以上条件
产生有利变化时即能得到勘探和开发利用。

（8 ）对目标的否定评价，必须做到论据充分、论证可掌、结论合理，以避免或减少
今后不必要的重复评价工作。

（ 9 ）动山设计部门进行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一般不包括地质勘探工作费用的效誉
评价内容，仅提出转入勘探可能性和合理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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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矿床地原经济评价的方法和步骤

3.1.3.1 狸价方法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一般采用费用和盈利分析法，即在已获得详查地质资料基础上，采

用类似矿山生产的扩大技术经济指标，模拟矿山生产过程的经营流通环节，按愿现行的
价格和财务规定进行经济效益指标的计算分析，并以货币值来表示矿床未来工业开发预期

经济效益。
其具体作法可分为两种情况。
1.评价指标计算
（ 1 ）经济指标的计算，可根据矿床不同情况，分别或同时采用动态和静态的计算方

醉。
（ 2）非数量化因素或某些社会效益指标的评价，可采用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的方

法
2。评价方案确定
（ 1 ）对某项具体评价指标有重要影响的技术经济问题，如工业指标对矿体题定和可

苯矿量的影响、不同采选方法对资源利用程度和经济效果的影响等，应尽可能作专业性单
体方案比较;

（ 2）对矿山企业总的经济效益有重大影响的主要技术方案，如建设规 模、基建投
资、产品方案、工艺流程等，应尽可能做多方案比较作出选择。

3.1.3.2 谭价步默
1，评价的准备工作
1 ）基碑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2 ）矿山难设方案拟定;
（3）矿山建设投资估算;
（4 ）计算参数确定。

2。评价的实施
（ 1 ）企业经济效益指标计算;
（ 2 >国民经济效益指标计算;
（3）不确定性分析; -
（4 ）综合评价。
3。编制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报告书

3.2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的准备工作

3.2.1 基础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在接受矿床地质经济评价任务成委托之后，首先要收集评价所需的地质资料和其它名

项基础资料，然后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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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T 地质资料
<1>要分析矿床成矿地质条件、矿化富集特征是否基本查明，矿床成因类型或工业

类型是否已初步划定。
（ 2）要分析矿床分布范围和矿体产出特征是否已用探矿工程大体控制，对主要矿体

的产出特征是否已基本控制，并探获了详查阶段所规定的C+D级储量（个别情况下有少

数B级储置）。
（ 3 ）矿石有用组份和伴生有益组份及有害杂质的种类、含量、分布特点等是否已经

查明;矿石自然类型和工业类型是否已经初步划分;对矿石性质简单，成有成熟加工经验
的矿石，应有实验室流程试验报告;对新类型矿床或组份复杂、难选的矿石，应有实验室
扩大试验报告。

（4>对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是否已经基本了解，并具有
相应的资料和说明。

（ 5 ）储量计算的暂定或参考工业指标，是否适合矿床的具体情况。
（ 6 ）是否指明矿床的储量远最，及进一步勘探使储量升级的可能性。
3.2.1.2 其它有关责料
1。矿区外部建设条件资料
对矿区外部各项建设条件的资料，应注意核定是否符合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及可能发

展的远最。
2.产品供需情况预测资料
产品供需情况的预测资料，应注意在总体上能否满足评价时进行资源形势分析和有关

评价指标甘算的备要。
3.矿山生产扩大技术经济指标资料
矿山生产扩大技术经济指标的分析，应注意指标是否齐全。是否符合矿床 的具体条

件并能保证评价计算结果的精度。
4.有关产品价格和财务规定的资料
产品价格的确定应以现行价格为准;对有关财务规定问题，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改革

时期，各项财务制度正在逐步制订和完善，因此评价计算时应以围家的最新规定为准。如
目前没有正式规定，则可选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或主管机关的葡行规定。

3.2.2 矿山建设方案的拟定

3.2，2，1矿床开莱方寨拟订
1.开采方式
矿床开采方式的拟订，包括露天开采或地下开采方式的选择。
露天开采与地下开采两种方式相比较、在通常情况下，前者具有生产能力大、劳动生

产率高、资源损失小、生产安全，管理方便等优点;地下开采则有不受气候条 件 限 制，
适应性强等优点。因此当两种开采方式比较差别不大时，一般应优先考 夷 采 用露 天 开
采。

开采方式的选样详见本手册矿床开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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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拓方式择详
1>露天开采的开拓方式

露天开采常见的开拓运输方式及其主要特点，参见表1-3-1。

表1-3-1靠天开派开短坛输方实及摘主要特征来

主 要 特 点弄拓运输方式

崔执恢酶一般播用于绝形和矿体产状简单加横较大的大巫、特大型矿床;窄轨铁路

钙募酮解篱 一般适用于地形商单规模比较小的中小型矿山。错点是线酱工程量大、投资较多、

鉴建时间较长，运输量大、运输费用低

一般造用于地形和矿体产状较复杂的各类型矿床，运距不宜太远，特点是 投资 较
②公路诸输

少、塞建时同梭短、生产管莲灵活方便

致是予此较高大葡又不湘用平纲溜井开养的中小型矿床，睿点基工粒量少。虚编
③蚪教尝扬 短适距。采用得放集年时，有时也可用于大型矿山，但需降覆、移设及矿岩转装

一般量用乎比较高大的山坡蕉天矿，特点是运题短、运费衡、要求渭并都位物定
钙看韵誉

和整体性好的矿岩

一般适用于公席一酸碎枯获略一胶带运送机半连续工艺的大爽、特大型矿床。待
②胶带运输机

点是生产截力大，远距短，矿卷臂预碱辞

露天开拓方式的选择详见本手册矿床开采卷。
2》地下开采的开拓方式
地下开采常见的开拓方式及其主要特点，参见表1-3-2。
地下开拓方式的选择详见本手册矿床开采卷。
3.地下开采的采矿方法 1

不同的采矿方法直接关系到采矿生产能力、生产成本、资源利用程度和生产安全等问
题。因此，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应根据各矿床的具体情况，尽可能地选择生产安全、
开采强度大、经济效果好和有利于资源回收的采矿方法。采矿方法的选择详见本手册矿床
开采卷。各主要采矿方法见表1一3-3。

3.2，2.2 矿山生产能力拟订
在矿!地质经济评价阶段。矿山生产能力可以通过以下各种比较粗略的方法计算，并

根据初步调查的用户和市场供求情况，综合考虚其它因素，进行初步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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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1-3-2地下开采开拓方式及其生要特征羲

开 拓 有 .式 主 Z  点

～般适用于急概斜矿体和邃藏较译的水乎，毁倾斜矿体，鹅点是产量较大、生产可
轻井开拓 靠，但并巷工程量较大

一般遣用于倾斜矿床，特点是并楼工程量饺少，提升能力小，建设较快，当采用
斜井开柜 醉带 验送时。运输能力也较大

一般适用于山坡矿体，特点是基建工程量较少、授产驶快、警理方便、生产费用慨
平峭开拓

一般新用宁产量不大。理藏不太源的矿体。井巷工程量大，汽率适矿时，费用较
无软斜放道开新 离。如全盘区无轨开采，则劳动生产率高，生产灵活性大，但管糟水平要求商

骏1-8-3主 要 果扩方法 表

贫化率损失率 如 醇来矿方法 件用

(%? <%) ”⋯区 c人
战孔幕矿610 10~-15（1）金面法 倾斜、望倾斜中厚及德矿体

8~1015~20 矿柱不腻采，浊孔落矿重射获皱似斜连续中厚矿体（2）普避房柱法
画5~10 8～10级倾然不连续中略矿体

10~15 8～10 普通中深孔落扩免放孩预控报倾斜中厚矿体（3）中深孔房挂

研率联鱼均
588~12法

中深孔第矿漏力教适6～1010～15急间鲜厚矿体（4）分段空场法
6～156~8倾斜中厚矿体

15～2010～15 蓉乳帮矿急倾斜零大矿体（5）阶段矿房法
件通浅孔留矿8~108~15'急银斜寓到中薄扩体

B0～70看；物急线斜极薄矿脉（8）同矿法
E～56~10 鼠采。不留矿住急间斜极薄扩脉

没孔落矿5~710~1?经频斜中厚以下矿体（2）壁式刷蒸法
金圆河很溪6~12字泳：鳗顿肼中厚矿体（2）分层期奔法
柔住假顶5一B5～8颜饼、急倾料中厚矿体
中深孔器扩15～1810～20急该斜厚大矿体（3）有彪住分段
中深孔泻矿15～2010～20眼颜斜厚矿体崩落法

崩略球矿搭
单分段中孔绵矿15～2515～20级额斜中厚矿体

中深孔15~2015~18急倾斜算大矿体（4）无廊桂分段
中深孔16~2515~20崩慈法 缓频多厚大及懒鲜中厚学体

深孔幕矿15～25（5>阶段费制脚 15～20倾斜厚大矿体落法
国外矿山胺料10~-2010~～25“号鄂闸闻孳量厚大矿体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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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贫化率损失率

往采矿方法 遗 用 条 件 名
入准”%)

的售- 色’
（1）间上水平分

层充填法
5~9干式充填 7～10 有馄凝土丽球垫层冬倾斛、倾解中厚矿体

5~7 6一9放结充垠 各权斜、倾斜中厚矿体
矿费登柱分别用胶堵与港砂烤猫垃司 5~7 710厚大矿体

砂充填
极璃营 律实际黄化就大

兆润界矿替
～108～10制数胶绪 例斜，急领斜薄和极薄矿体

充填
5-715～20 有胶培训p（2）点柱充填法 冬倾斜厚大、然微解中厚矿体

无胶结售时7～10（尾砂充填）
③3）下向水平分| 5-? 进路式固来4~86急做斜缓倾洲中厚及尔矿体（贮结》屋充填止

6-8 7~9 进路国采，熙式推进〈水沙）（4）壁式充填法 级虹斜中厚矿体，设及援岗矿脉
予占章 似盈胶续（实际贫化较大》

（6）垂真深孔球
形药苞后迅式采 5~7 思～10 胶结充填矿房及矿柱急侦斜、倾纠厚矿体矿法（四V，C.
R涨）

注，1.表中（3）（4）栏当矿体和围登祭件与开采条件冠合时取下限，反之取上限。
2.上述指标指采场（包箔矿房、矿住）回采弊舍抱标。
3，丧中房柱法与点柱充填法指探系矿房狗标，不包括矿柱。

1.根据合理的矿由服务年限加以粗离计算

Q2。； ( 1-3-1)n(L-p)
式中Q1—g山生产能力，t/a;

Q—-矿床开采储量，t;
8。——矿石回采率，%;
n——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a;
p——庞石混入率，??

不同生产规模的矿山合理服务年限，参见表1-3-4。
矿山企业主管机关规定的不同生产规模类型划分参见表1~-3-5。

寝】-3一4一般矿山合理服务年限豪

特 大型 大 型 小 变型单矿山规模类型

>10心16>16>2>30腰好年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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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1-3-5哥山规旗粪 握划 分

筝物 唱’ (10*/a>类白物’
矿山划分 大 型神 大 型 型 小 型8

黑色难金矿由
矿料<300矿岩>2000 ..首岩3000~1e 矿卷1000~200

保天 矿岩>100 矿岩<80矿砦200～60矿岩100～200

200～60地下 <60>300 300～2词O

10~30露关采舞证
>1000 <301o0g～100 s,

伟酒有 <20I0~20200～10能下 >20

忍参矿业 100～30>100 <80当？
<20,196～20>10n0碱铁矿
<50100～50>108石*石矿

制换备日 <0.1>10 1.0～0.1石铝旷
<0.3>1.0石服音 1,0～0:3
<1030~1030石责矿

2.按矿山开采年下降湛度粗略计算

YSd.昌 (1-3-2)Q: =-17-p
式中 V——开采年下降速度，m/a;

S——典型开采阶段上的矿体面积，m2;
d——矿石体重，t/m3;

其余符号同上式。
国内一般露天开采矿山的年下降速度可参见表1-3-6。

国内地下矿山使用各种采矿方法的综合年下降速度参见表1-3-7。

表1-3-6国内一般具天矿山备种开指燃输方式线合年下降速度

下降速度（m/）开拓迟输方式 果 锅 状· 态

四！岩山坡露天
固定平维

钦触注首 6~8源凹解天
山坡露灭 一

移动干较 深回需天 6～8
14～18山坡露关

公路送着 12～16番啤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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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7团内一般地下矿山年下降速度表

下 降 速 (m/a>度片

长>1500m或面积长<800m或 长1000～150?m或碱长600～1000m或面聚矿方法 10000～2000m2以上积4000～10000m2积2D4D～6000m西积1009～200m3

多阶段 1~阶段多阶段～3酚段1~3阶段1～3院段 多阶度多阶段

6~152L我孔蟹矿法 15～2535 ， ，

6心87～10 1010～15极薄冰群留矿法 1320 ‘ ，
20~3030有瘘柱期瘤法 5~2010～2015~2549 30～4025～3

5～815～2520～30，！无腐柱颇箱法 8～12 -- ，‘
10～1512～18 215～2030~4 39分段空衡告 皆了台40
4~55~7156～9克填法 106-8- ,

注;矿石有自能发火危险，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矿山，下降道度在糯购纸件下应降低10～15??

详细矿山生产能力的确定，请见本手册矿床开采卷。
3.2。2.3 产品方寡和产品滇向拟订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为给直接的经济效益计算提供依据，应拟订未来矿山企业的产

品品种（方案）及其销售去向（流向）。
1.产品方案
应根据各矿床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矿产品的类别和品种。一般地说，如果产品以精

矿出售时，应以精矿产品为准;如果为了提高产品的经济效益，或者产品必须以金属山售
时，则产品方案应定为金属产品;有的矿种只能出售原矿时，则其产品定为矿石。

各种矿山的一般产品见表1-3-8。

表1-3-8备种矿山的一瓢产品表

金 属v 精石产品品种 争

金、缺、怪、帆、语、钛、铜、颌、钧、钩、富铁矿、寓锰矿、言焙矿、蒸镇钉、相土， 银、承，崛、阳、德、钴、梯、宋砂、鱼、须。葡簇、矿、钻土矿、良始离及稿铁矿、白云石、石
慢、使、镗、馅、侬、给，馄、粒、稀止、 带寥石、硅石、碰藻土蜗火粘土、解长石、

种 花岗石，大理石等 硫、纳、韶石、佩、有膏、石昌号

注，有的矿山还章接生产氧化慌、氧化惧、氟化稀土金具产品事。

2.产品流向
矿产品的铺售流向，涉及产品的用户，价格、运输成本及税率等问题，因此在进行矿床

评价时，应对其有意向性的确定。
矿产品流向一般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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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销售
矿山产品作为成品直接向国内有关部汀销售，或作为本部门的中间产品作价，向下一

生产环节调配。前者箭征交产品税。
2）外贸出口
矿产品向国际市场销售，应按国际市场价格，井计算相应的出口税。
3.2.2.4 厂址方寨拟订

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应根据矿产的产品方案和矿区的具体情况，大致拟定厂址方

案、以便为矿山生产成本（主要为原矿运输费）的计算提供侬据。

当矿产品为精矿时，应通过矿区现场的实地调查，大致确定选矿厂位置，并估计原矿

运输距离。
当企业为采选冶联合企业时（如多数的汞、锑矿山及少数钽、铌矿山等），应在矿区

及其附近大致选定可能的选矿和冶炼厂址。
当冶炼厂为地区性的大厂，该矿只负责送交精矿产品或原矿（如窝锰矿、铝土矿等）

附，则不必进行冶炼厂址选择，只计算矿产品的销售和运输半径<距离）。
如果矿产品为矿石，'又不必经选冶环节即可直接销售（如某些出售原矿的小型矿山，

以及建筑石材等），则不必进行选冶厂址的选定工作，但需计算产品销售半径。
3，2，2.5 矿石加工方法和工艺流程的拟订
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应根据矿石的加工技术性质和已取得的选、冶试验结果，参

照类似矿山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大致拟定矿石加工方法和工艺流程。

3.2.3 矿山煌设总投资估算

按资金的运用性质和作用，总投资又可分为基建投资、本金（资本）化利息和流动资
金三个部分组成，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一般均采用扩大指标进行估算。

3，2.3。1 基建投资估算
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中，基建投资主婆取决于矿山生产规模，其估算方法一般有以下

三种。
1。生产规模指数法
生产规模指教是将若干矿山基建投资与生产规横按对数座标作曲线，两者的关系呈直

线变化，其斜率为0.6，故又可称此法为0.6指数法。其计算公式为;

容‘
，进

I.=I( (1-3-3 )

式中 I∶——新建矿山基建投资。元;
I——类似矿 山不同生产规模的基建投资，元，

Qt∶——新建矿山年生产规模，t;、

Q1，——类假矿山年生产规模，t
n-—投资指数，通常取0.6。

在用1-3-5式估箅矿山基建投资时，要求生产规模增加幅度不应大 于50.倍。当生
产测模的扩大是靠增加设备的尺寸（规格）来实现时，n值取D.6~0.7;当生产规模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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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靠相同尺寸（规模）的设备达到时，则为0.8～1.0。

2.画归相关法
根据大量矿山实际资料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基煮投资的万元值与矿山年生产规模呈

线性相关或指数相关关系，即。

I=a+5Q; 61-3-4)

1=*Q告 (1-3-5)或

式中 I——矿山基建投资，万元;
Qr——矿山年生产规模的万吨数;
.a——与矿山规模无关的投资常数，万元，
6--与矿山规模有关的投资常数，万元;

z—-与矿山生产规模有关的投资系数，万元;
y-一与矿山规模有关的投资指数。

以上a、b、关、y等参数，需按同类型矿山每隔一段时间，用实际资料进行回归分析
求得，只娶确定了上述参数、运用起来就非常方便，计算结果也较接近实际。

例如，根据某类矿山基建投资与生产规模的统计分析，假定求得的a为745.79万元、b
为37.35万元，或x为61.8万元、y为0.94，则新建年产100万t的矿山，基建投资分别按1-
-4和1-3-5式计算，各为∶

I=a+ bQ:
= 745.79+37,95× 100
= 4480.79（万元）

或 I=0
= 61.8×100·.c
e 4688.01（万元》

以上两公式运用的实践表明，往往以1~3一5式的计算结果要为准确。
3。单位产量投资指标法
单位产量投资指标法，是按同类矿山建设的单位产量投资扩大指标，果以待定的生产

规模（年矿石产量），以估算其基建投资的办法。
其计算公式为;

I-1;Q (1-3-6)

式 I慕建投资，元;
I —年产每吨矿石基建投资扩大指标，元/a·
Q∶——矿山年生产规模，t。
3，2.3.2 资本化利息计算
由于目前我国矿山企业建设的基建投资已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因此，在计算矿

山建设总资金时，除计算贷款本身外，还应计算贷款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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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贷数利率的规定
按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86】1258号文的

规定，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部分行业的基本建设银行贷款项目，实行差别利率。

其标准如下;
玉年以下（包括五年），年利率5.76%;
五年至十年（包括十年），年利率6.48%;
十年以上，年利率7。2??

2.复利计算公式
常用的复利公式有以下7个∶

（1）一次偿付复利数（1+i）"，一次偿付的复利公式为∶
(1-3-7 )F=P(1+i)"

式中 F—本利和，元或万元;
P——投资现值，亦称本金，元或万元;
i—-利率，%;
n计息期，即矿山服务年限，A “（2）一次偿付现值系数，又称贴现系教或折现系数- -。把未来价值折算为仍十“”

现在价值的计算，叫贴现或折限。其公式为
FP=~ (1-3-8 )台十“”

.式中各项参数同1-3-7式。

。假如向银行每年末等蒸存款（或还贷）A，（3）定额序列复利未来值系数1+i）"二1
年复利率为i，则n年末的本利和F（还贷的金额及利息之和）的计算公式为; 

F=4.-1±i)"-1 (.1-3-9)叫

为在#年末筹集一笔资金F;当复利率为i时，每年（4）资金储存系数- 者

定额存款A的计算公式为;
VmA= F- (1-3-10)十1）n-7

(1+i)* 假如在外年内的投资收益率为，每年末可得定（5>定额序列现值系数'f（1+理）
额收益A，初投资P的计算公式为∶

(1+i)*-1Pr*A- (1-3~11)式（1+
d(1+i) 假如当初投资户与投资收益率i均为已知数。在n年（8）资金回收系数-1十）。。

内，每期可得收益A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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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A*p ( 1-3-12)(1+r-
（?）在企业经济效益评价中，还需要计算拉资返本期N'年，其动态计算公式为∶

i)loe(1 在 .C1-=3~13》岂”： log(1+)
式中计算参数的含义同前。

。凸
3.基建投资贷款利息的计算

矿山基建投资贷款的利息，须按国家规定的银行贷款年利率标准以复利计算。
考虑到各年度贷款在实际运用中，井非年初一次借出或一次投入，而是分期借款逐步

使用，因此银行实行"随支随贷"的原则。为简化计算，当年贷款按平均1/2年利率计
算，前期贷款本息则按全和率复利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I,= P+t,2,(Pt+11s)i (1-8-14)

式中 Ⅰ;——第t年基建贷款利息额，元或万元;
P∶——当年基建投资贷款额，元或万元;

Ptb---第t年前期各年基建投资贷款额，·元或万元∶

I15——第t年前期各年基建贷款利恩额，元或万元，
∶贷款年利率，??

基建期贷款利息，的利息计算公式为;
(1-3-15)I?=(I:+EJtbp+21?bt )i

式中 Ⅰ——基建期贷款利息的利息，元或万元;
I1一一基建期贷款的当年利息，元或万元;

二Irtbp-—基建期贷款前期利息的累计，元或万元;
2I1b1---前期利息的利息累计，元或万元;

--银行贷款年利率，??
3.2.3，3 蔬动资金估算
矿山企业的流动资金一般可以按以下比例计算∶
（Ⅰ ）黑色金属矿山的流动资金额，一般按矿山年经营费的50??右计算;
（ 2 ）有色金属矿山的流动资金，约占固定资产的15～20??或为年销售收入的30～

40??一般按企业年经营费的45～50??算;
（3）非金属和化学矿山定额流动资金一般按企业年经营费用的40～50计算。
3.2、3.4 数资估算算例
某中型铅悴矿床，适于地下开采，可能的矿山生产躯模为1300t/d（即42.5×10*t/）、灌备 向银

行贷救进行基建。假如年利率i按规定为5，76??基建时問为三年。投资在三年内等癫授入。第一年投入
25??第二年投入50??第三年为26??流动资金为矿山年总成本的50??试求基建总投资。其计算步票

1.基建没资估算
假设x=61.8，y=0.94，则基建投资按1-3-5式计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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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QV

m61.8×(42.9)··I4
*2115.82（万元》

按上述要求三年分期投入∶
第一年为528.98万元;

第二年为I057.06万元;

第三年为528。98万元
2.基建投资及其利息（资本化利息>计算
按1-3-14及1-3-15式原则，以表1-3-9形式列出计算结果，基建投资及利息为2304，05万元。'

单位。（万元）囊1"3-9第船钟矿基建投资利息估算表
基能每度（年）

即斗口 s题 浮 项 让·算 步 毒直
j1057.86528.9 215.02528.08搬各年分配年贷款金部小““

2115.8186-94528.88葡期<2）+当年（1）贷款黑计(2)
15.23 60.93当年（1）×士 80,41528(3) 与年附惠 e .41 1218830.47前期（2）×4(d> 前期料息 ·
106.6a 182,8160.9415.238当邮（>+当年（4）利息合计(5)
167.587&.1715.23前期（5）+当年（6）(6> 利意累计 e 5.274.380,8B叠遭人。义一(7) 利息的利表
。陀o.88、‘前素（7）当年（7）《B) 利息的彩息系计

专 0-05飞 夕高前期3）xi(9) 利息的释息的再生剂总
18131.0861.8215.23当年（6>+当年（7）+当年（9）利息的利题及其再生剩息一富” 2304.05640a619.7854.1当年（2》*当年（10）(10 各种本利合计

如果核矿基建投资2115，02万元，在基建期三年内的每年初等额支付，即鲜年投入A为705.31万元，
利率仍为5.76??算，则可按1~3-9式计算基建投资的本金或利息。

P=A-1+i)m-1售
=705.31x1+5.76?-15.78%
=705.3I×3.176117
2240.147（万元）

即基建投资及其利息为2240.147万元。
3.滤动资金估算
设该矿企业年总成率为1700万元，以其50??为流动资金，则为850万元、
4.矿山基虑总投资
该矿基建总投资，掘上述计算结果，如按每年不等潮支付，年中计息的办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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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92＋188.13+850=3154.05（万元）

如三年等额支付，按年初计息的办法则其基建总投资为，
2240.08+850=3090.06（万元）

3.2.4 评价计算参数的确定

3.2.4.1 地质参敷确定

1.可采矿量
可采矿量是计算矿山生产规模;服务年限、建设投资和经济效益的基本参数。矿床地

质经济评价时，由于详查阶段的勘探程度较低，一般没有B级储量，而探获的C级储 量 也
很有限，因此不能按矿山企业设计时要求的B＋ C级作为计算生产规模的依据，但也不 能
以所有的D级储量为基础。为了保证评价基础的可靠性，考虑详查阶段的实际情况，宜从
下列地质储量中考虑可采矿量的问题∶

（1 ）对于中型以上的矿床，应以已探获的C级和以探矿工程实际控制、并拟在勤 探
阶段加密控制、有可能提升为C级和C级以上的D级储量为依据。无工程控制、纯属 地质
推断的D级或D级以下的储量不予考虑;

（2）对第重勘探类型及其以下的小型矿床，应根据可能的开发方式和开拓方案，以
将来可能采出的、具有一定规模、分布比较集中而又有工程实际控制的D级储量作为评 价
计算依据;

（3）作为评价计算依据的C或D级储量，均系以既定工业指标酬定和计算的平衡表
内储量，而表外储量不能计入。

2，矿石品位
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矿石品位的选取，一般按下列原则进行∶
（1）矿石主要有用组份的品位，应以基本分析数据为基础，按储量计算结果，以参

与评价计算的全部C或C+D级储量的平均品位为准;当矿床（体）规模巨大，又需 要 分
期勘探和建设时，则应按相应的区段分别计算平均品位;

（2）为提高矿山生产建设前期的经济效益，应尽可能地单独计算首期开采地段或富
矿段的平均品位，

（3 ）矿石中可供综合回收的伴生有益组份，应以现有的组合分析资料为准，计算其
矿床的平均品位，并以其结果参加有关的经济效益计算。

3.产品质量
有关这方面的参数应以详查阶段符合评价深康要求的选独试验报告所提 供 的 数 据为

准。如果试验的选冶回收率、精矿或治炼产品的品位等与实际生产的一般结果相差较大，
还应用类似企业的生产指标进行相应的调整。

4.其它的地质参数
除上述地质参数外，还有矿体产出特征、埋藏条件、构造破坏、矿岩物理机械性能、

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和其它开采技术条件等，往往在详查阶段都没有或很少有定
量数据提供评价使用，因此，只能在进行有关采矿成本、效率等指标计算时，适当考虑这
些因素的影响，相应地选取高值或低值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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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矿山生产主要技术参数确定

1。采矿回收率和贫化率

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计算中，露天开采的采矿回收率一般要达到95??上，贫化率一
般要低于5??地下开采的采矿回收率一般要达到80??上，贫化率一般要低于20??可

参见表1-3~3。
2.选治回收指标
1）选矿回收指标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所用的矿石选矿回收指标，一般可根据选矿试验结果、参照类似生

产矿山的惰况，直接选用有关数据。国内某些矿山的选矿指标详见表1-3-10。
表1-3-10某要矿山选矿指标

握剪力艳” 脊矿品0眼矿晶位能矿产品 选矿回收攀
矿石提型矿 R 奖 型占 (%)名 独 一镁” 一减”

？弓人的e” 。o
梨移 66.131.74 8164Fe磁铁矿石变质沉积铁矿（鞍山式铁矿1

铁置）
74.94幽斜Pc磁供扩"石 51，防630.60晓期岩浆饮钛隘铁矿铁矿2

盘司Ma氧化锰矿 恺路 26.09.7沉积型氧化韫矿莱幅矿

65.0124.Cu D.588细总度热型颗料钢矿
30.50偏鲜一 2.10偏矿 1 3,63燕化铜矿石A 。Mo 42.73o.011
92.2819.2t.27Cu谨辞一砂卡岩型明矿 n 盒触龄一 35.553.5T例矿 z2 硫化锅铁矿石

F。 6，怎 22,4826.8
87～91Ca浮选 17～210.82赢化锅矿石层状阴矿奶矿3

浮选 90～818.5~13.4Cu 1.3~0.76孤化螺矿石、棋矿a 含眼砂兴型
90Cn 18醇选 1.5碱化铝矿有食懈货铁矿观钢矿 5

86.7Pb 59.53.0铅锌穗化矿石获触交代驴卡岩型
89.651.2津海Zu 6.46酚矿 6.742.B15.4令’
@2,35Pb 71,184.23浮通高化矿石变度岩中的娅饰矿康2持伟” 87.112. 49.5?4.49
80.2061.16Pb雀斟 5.12石灰岩中的热液变代蟹 Za 88.8150,7211,4辅碍涌始矿 d6.8945.69277。

Pb 9171.93.21易选盛化矿勾殿性著篆发有关的碳 90,83尊串 叠动5.2触盐岩交代多金质矿床
”占 雪仍35.015.14
Pb高 89,3271.830.72块、角源状热液充填型脉状假懈矿 85-621.20甾鲜Za 50.64帮 当“CaF, 87.12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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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表

选矿汐楼却 浩矿产品 迭矿回收率精矿品位织矿品位
售出消罐矿 床 类 型。 名 秭 (%) “煤”%)，； 四？6”叭 ●

浮迭 Ni 90.06.31.87块状流化矿熵蒸性岩型锦矿
Cu 心学由2.990.94畜矿

挑 R BB,4课选 3.070.60浸染状贫矿蕴化矿石
Cu 0.87 5B,71.70
Mo碳化矿有 异鸿 79.546I,770.116细脉浸柬型钼矿
”飞馄 2.-91 97.36 78.40

87.0Mo厚速硫化矿石 45.0.0.JIS矽卡岩墅娟矿

WO:截迎块状 64,82C9.280.298石英大脉型钨矿

wO, 65.00.63 83.0零 块取 篮选S 36.340.3,2层状捣断金矿
6.25(g/t)Au S.5s8,6(g/t)

So 整中0.68 62.62高中湿热液充填奖代播 rb辐 0.31重选磁化矿石 7B.024.79石就化贸型 Z 息5，0d7.982.65
Sb 87.042.0“宁密溢鲜、硫化矿石热液充填望饼矿孝

端挚 96.0景。.0.2澜响块状、深纳状热液层带状双矿 辐躺，职 直庭、 93,d12.60,12能砂块状∶&染农低钮热征破化汞矿 l泽选
涵鞘 95.612Lg/ths.8(g/t)编化矿石 Au染液蚀变型拿矿 笋粹

硫化矿石 9L.62AB得选 6.2(g/t)官金黄铁矿墨 366.15(g/t)

纬 A琴选 172.3(g/l) 8B.7碗化矿右 正2.8（g/t）含金多金属型
涵鲜 95.45.14z/t?5.86g/t)显化扩石害象石类脉型 人’

P:0 8号、影生曾薯快状、条带状辞 30.70.2沉积逆质型调灰石

2）冶炼指标
某些有色金属治炼回收率指标见表1-3-11。
3.2.4.3 讨山产品感本估算
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矿山产品成本的休算，一般以计算原矿成本为准。不具备分项

逐步计算成本的，只能粗略地计算开采成本、原矿运输成本、选矿车间成本、企业管理
费、销售费等项目，以上各项成本和费用之和即为原矿的完全成本或销售成本。

1.原矿开采成本
（1）露天开采成本与剥采比、开拓运输方式和生产规模等因素有关，一般可参履下式

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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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1有色金剪准炼回收率
金属停  生 生主屑主

影响啤食
金属金

海鲜咽龙
核吸 +

甩货∶* 明第十 甩卖半鼻 筒收率品牌品种* 种晶 (%),
2A5Au 82～8 Zn 90~95Zn S*0~94.5Ar- SnSn50~75 96~98响95~97CaCu
Cu 70~80Se 45~60

7
40~68Te Co50~~70

P:Ni ~50Ni92~96Au 75~88
Pa ~4590~95Ag

94~95PbPh Au 05～30~-45Cu" SbSb Au 92~9598~950~256
Cd BiBi 66~06

HgHgCo 90~83
WW℃ 8 90-v9890~952m

Mo 7MoIn 90~98

Cu

(1-3-16)Ce=a(1+n)+d
式中C∶————露天开采成本，元；

a————每喊矿岩生产经营费，元
可参照类似生产矿山的资料选取；一般情况下机车运输、生产规模大或为
山坡露天时宜取低值。反之取高值。

m——平均剥采比（按现有地质资料估算），t/ty
d————每吨矿石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元。

不同矿种的矿山维简费，可按现行的财政部、冶金工业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

的规定（详见表1-3-12）计算。
（2）地下开采成本的影响因素多，较露天开采的成本计算更为困难，在矿床地质经济

评价中，须根据矿床的地质条件、可能的开拓方式、采矿方法等，选用同类生产矿山的经
验数据或设计的扩大指标。

2.原矿运输成本估算
原矿运输成本系指采出矿石从井口运至选厂的费用。在矿床堆质经济评价时，应根据.

所拟订的开拓方案和选厂位置，大致计算采场或坑口至选厂的运输距离，然后乘以每吨原
矿的吨公里运费（一般仍取扩大指标），即可求得。

3.选矿加工费估算

原矿的选矿加工费用Cx取决于矿石性质、加工方法、生产规模等多种因素。一般在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过程中，只能根据已取得的选矿试验成果，与类似的生产矿山进行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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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矿山维筒费提取标准康

连南等 卷吨原矿螺简费（元>山类，

6.7 计入成本5.7元，另1元由财政部拢款部属按矿
按墙方翼定嵬方铁矿

8.2露天 计入顺*7.2元，另1元由财政部推款
有色金属矿 8,0地下 计入威本8元，另1元由财政都按款

计入感本3元，'另1元由财政郁推款砂 矿 e笔矿
？营石矿、粘土矿
占蟹侯矿、硅石、白云石

络 宴 ，：；。
乞石灰石重

比，并选取其生产成本或设计的扩大指标。
4.企业管理费估算
企业管理费Cy可选取类似矿山企业的经验值。
3.2.4.4 矿山生产利澜估算

1.基本折旧
基本折旧是指固定资产由于使用或受自然影响发生磨损而减少的价值，是固定资产更

新价值的摊销部分。基本折旧中不包括大修理折旧，即现行会计制度中的折旧。
根据规定，应按基建支出（包括建设期贷款及其利息>中可以转入固定资产的价值计

算。
矿山企业的采矿部分，因劳动对象为天然产出的矿体，故无原材料的内容。因此果矿

成本中不列"折旧费"项目，而以维持简单再生产费用（简称"维简费" 》代替之。矿止
生产的其它部分，按国家统一规定，一律用直线法计算折旧费。企业折旧基金的 分配从
1985年起，企业留用70??其余30??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掌握。

年基本折旧率的一般计算公式为∶
P。-L (1-3=17)d-#P。

式中 d—基本折旧率。%;
P。一固定资产原值，万元;
L—-固定资产残值，方元;
n—-矿山生产服务年限数。

2.税金
<1>在产品成本中列支的有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目前均暂缓开征。
（2）直接从销售收入中支付的有产品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三者又合称销售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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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城市维护建设税（该项目前暂缓开征〉。

其中产品税的应纳税额为销督收入乘税率。黑色和有色金属矿产品 的销 售 税 率 为

3??
（3）从利润中扣除的有所得税、资源税、调节税。

其中资源税目前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开征，其它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品暂缓征收。
调节税因无统一税率，在矿床源价中不作计算。

所得税对国营大中墨企业，适用55??固定比例税率。对小型企业适用八级超额票进

税率。
大中型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为企业利润总额减去还贷期间留给企业的利润和归还基

建或扩建贷款的利润。

3.销售收入计算
销售收入是指企业有关产品及其副产品的销售价值，即

(1-3-18)销售收入=产品产量×销售价格

4。第修成本与经营成本
如上节所述销售成本为工厂成本与销售数之和，按现行规定，第售成本中应包括流动

资金贷款利息。但在矿山经济评价中，不计算基建期间流动资金的利息。即;

( 1-3-19)销售成本=工厂成本+销售费

经营成本为销售成本减去基本折旧费和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即。
(1-3-20)经营成本= 销售成本一基本折旧费- 流动资金贷款利息

5。销售利润和利润总额

销售利演是指销售收入扣除销售成本和销售税金后的利润。即;
(1-3-21)销傻利润= 销售收入一销售成本-销售税金

销售利润减资源税后称为利润总额。即
(1-3-22)利润总额-销售利润-资源税

6.现金流量计算

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中的现金流量计算与常规会计方法不同，只算现金收支、不计算
非现金收支（如折旧、应收和应付帐款等）。并要如实记录现金收支实际发生的时间。由
于固定资产折旧属企业内部现金转移，而非现金支出，因此，在考虑矿山基建和生产服务
年限内的动态经济评价时，投资应按其发生的时间。作为一次性支出记入现金流量，而不

再以折旧方法进行逐年分摊。
净现金流量为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之整。其表达公式为，
矿山企业生产服务年限内的净现金流量;

(1-3-23)净现金流量=销售收入一 经营成本-销售税金一资源税
矿山基建和生产服务年限内的某一年，其净现金流量∶
净现金流量= 销售收入-经营成本-销售税-资源税+回收固定资产残值+回收流动

1-3-24)资金-投资支出
其中，回收固定资产残值和回收流动资金，仅在矿山企业服务年限终止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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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实施

3.3，7 矿山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估算
3.3.1.1 矿床开发总利调估算
1.计算公式
1）静态总利润（P）
静态总利润是指矿床可采储量经工业开发后，可能获利总水平的一项静态指标。其计

算公式为∶
(1-3-25)P=(Dy-C)Q:。-I

式中 P--矿床（矿山）开发总利润，元;
D.--每吨精矿销售价格，元;
γ-—精矿产率、%;
C——每吨原矿采选成本（不含选矿折旧费），元;
Q—-矿床可采矿石储量，t;
e。采矿回收率，%;
I-—矿山建设总投资，元。

或P=nor 1-∶iL1-c】 (1-3-26)
吗

式中 n——-矿山生产服务年限，年;
a—-矿石平均晶位，%;
p---采矿贫化率，%9
E.--选矿回收率，%;
β精矿品位，%;
Q∶—-矿石年产量（即年生产规模），t

其余符号同1-3-25式。
上述1-3-25和1-3-26式仅能反应矿床开发能否收回全部投资。即当P≤I时，不具

经济价值∶当P>Ⅰ时，说明具有经济价值。
2）动态总利润（NPV）
净观值是按设定的贴现（折现>率或其基准收益率，将矿床开采期间的净现金流量贴

现到基准年的现值之和。如各年的净现金流量（净盈利）不等，或用现金流量表计算时，
其计算公式为∶

9

NPY- (1-3-27)[CI-CO)adt--a
ar"(T +i'

式中 N PV—一矿床开发净现值，元或万元;
CI——第∶年现金流入量，元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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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第t年现金流出量，元或万元;

a1——与基准收益率（或期望的收益率i）对应的第t年贴现系数，%;
n——矿山生产服务年限，年。

如每年的〔CI-CO〕为定值Rr时，则不必用现金流最表，以下式直接计算
NP= nR+a1 (1-3-28)

当NPN≥0时，项目可以接变。
3 ）净现值比（NPYR）
由于NPV 与基建总投资未发生联系，因此，在进行方案选择时，还需要进一步运用

净现值比率〈NPVR）的大小来衡量方案的优劣。其计算公式如下∶

NPR-YP1 (1-3-29?

式中 P（I）—— 总投资现值，万元。
2.算例
1 ）静态总利润
某大型铜矿适用于露天开采，可采矿量2560万t。假设其矿石品位C，为.91??每吨原矿生产威本为

16.25元、采矿面收率91??贫化率5??选矿回收率88，23??糖矿品位14??每喇精矿售价4160元、
可能的矿山年生产规模99万t。试计算其开采总利润。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参败确定
据巴知条件
a-—-0.91%:
f-14??
.—28.25元∶
D1——按精矿品位14??每尾铜精矿售价4180元，折合为每吨度5，824元;
-一5%
Q-2550万t
Q1--9万t/4
--91%+
1—-88:23%;

Q按1-3-1式n一71-p）'=27年∶
按1-3-5式I= xQ'"61.80×99··4*4640万元1
流动资金按年经营费50??沙 =800万元;
I=I+W=5440万元。
（2）公式逸择及运算
据已知条件，将各参教代入Ⅰ-3-28式，得∶
“麦华”它占宁；它

-16,28〕-5440-255 C2-915(L-5?8.29?5.82414%
= 2550 〔30.40-16.25]-540
r30642.5（万元）

（3）结论从上述计算结果可见，该矿床按年产99万t原矿规模生产27年，按假设条件所得收入偿还基建贷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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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可获得30642.5万元盈余，故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2）动态总利润
<1）爹数确定
P∶-Q，（a（1-26-D.-C）900×14.15=1400.35万元/年;代
n=27年、
/设为12??
（2）公式选择及运算
据已知条件，将上述参数代入1-3-27式，得;

N PV =27×1400.85×1+1?7
=17.68<万元）

（8 结论
因为N PV= I777.68>0，故具较好的经济效益。
3 ）净现值比
想如上述制矿床的年生产规模加大到120万t，生产展务年限减为20年，毒脑投资增加 到5564万元。

流动资金1000万元，相应的每吨原矿生产成本降为18万元。以上两方案〈即120万t/a与99万t/金）基建时
间均为三年，其它鑫熬不变，试进行两方案的净现值比计算。

（1）参数确定

N PV∶=1777.68万元 ；NPY∶=20×（30.4-18.0）×120×了1 +12%F
=34560×0.1037
=3583.87（万元）

P(I):=540~℃T +1E?
= 3862.4（万元）

]

P(I):=(564+100)×-(1+12%)
4846-24（万元）

（2）公式选择及运算
据上述条件，将各方案参数代入1-3-28式，分别得∶

1777.68N PR= P=0.48一
3862.4

2NPrR-是P .583、87-0.774546.24
一司心媒移
因为NPVRL>NPVR说明如果该矿床年开采规模加大到I20万t，生产服务年限减 少到20年，

则较年产99万t顾矿、生产服务年限27年的方案，能获得更加显著的经济效益。

3.3。7.2 投责收盘率计算
投资收益率是评价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之一。按其是否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可

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方法。
1，计算公式
1>投资利润率（静态投资收益率>
投资利润率是企业达到正常生产规模年份的净收益（净盈利）与基建总投资之比。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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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适用于简单而生产变化不大的项目方案选择和最终评价。其计算公式分为 两 种 情
况∶

（1）按现金流量表计算 R-S-C-7 (1-3-30)7
式中 R。年第售收入静态投资收益率，%;

S—年销售收入，万元;
C——年经营总成本〈不含基本折旧和流动资金利息），万元;
T—年销售税金，资源税，万元;
I——总投资（包括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万元。

（2）按财务平衡表计算∶

R/-号2 (1-3-31)
式中 Rj——静态投资收益率，%;

P-—一年销售利润或利润总额，万元;
D——年基本折旧费，万元;
I.一—基建贷款在建设期的利息，万元。

根据统计资料，1986年以前的参考基准投资利润率（1。）见表1-3-13。
当Rc或R /≥Ig时项目可以接受。

基减投资利润率●（E）我
2>企业内部收益率表1-3~13
企业内部收益率，又称贴现收益率。是

部门 基准投资利润率（?? 反映投资对象在建设和生产服务年限内，当
乌 10金 净现金流量的现值累计值（即净观值>等于

占色有 零时的贴现率。其计算公式为;
工化 11

纱第 (CI-COJrot = 0蜗 (1-3-32)t-0

1。” 十啉八十：

C---现金流入量，万元;式中
CO-—现金流出量，万元;

〔CI-CO】—-第!年净现金流量，万元;
i—-本公式条件下的贴现率，即所求的企业内部收益率，%;

af---贴现系数，%1
n-——-矿山开始建设之年至生产期终止之年的总和，年。

根据上式，可通过相应的现金梳量表现值计算，用试差法求得;值，即为 内部收益率
IRR。一般地说，试算用的两个相邻高、低贴现率之差，应以不粗过2??宜，最大不要超

●这置所列的基准投资得想率（E），以及后圆的基本收益（E'），考准投资理民就入率《RD;基准投资利院
事（R，>等，均为过去的参考要。今后矿床评价时，出以国家益时制和的正式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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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5??
;线性插值计算公式为;

INPY,1IRR=i:+(i:-i:) (1-3-33)TNP.7(+NPV。
武申 i1-—试算的低贴现率，%;

i。-—试算的高贴现率，%;
1N P厂.!——低贴现率的现值（正值）的绝对值。万元;
NPV21—高贴现率的现值（负值）的绝对值，万元。

评价标准∶IRR高于或等于国家或部门规定的基准收益率E'时可取，否则可认为经
跻效益不佳。根据1986年以前的参考资料，以表1-3-14所列投资利润折旧率作为各国营
工业生产企业的基准收益率E'。

当1RR≥E'时，项目可行，否则不可投资利润折恨率E'（基准收验率）表
行。表1-7-14

2.算例
卫部 投资利润折旧率（%> 1 >静态投资收盐率

金 “”准 如上述铜矿，在各项假设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耐 。有 试求年产120万t及99万t两方案的 静 态投资收益率

13 RP。.3仰 （1）参数确定材 12喘 S;=99×30.4=3009，6万元;
S2=120×30.4=3648万元;
C1=99×16.25=1608.75万元，
C2=120×16=1920万元，
T1=S1×3?0.29万元9
Tz=S2×3?09.44万元;
I，=540万元;
/2=6564万元，
（2》计算公式选择及运算
据已知条件，将上列参数分别代入1-3-30式，得;

Re.S二C-7iT:
3009.6-1608.75-90.29 ⋯5440

*21.4%
Re-2-G:-F11:

3648-1920-209.446566
=24.68%

（8）结论
因Rch>E'，Rcz2>E'，故两方案均可行。同时，因RC生>Rc1故以第星方案<即年产120万t）的经

济敷益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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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投资收益率
仍以上述铜矿为例，当矿山年生产规模为99万t/a，生产服务年限为27年，基建总投资5440万元，基

建筑三年，灌动资金（按年经营费50??）800万元。每吨原矿生产成本16，85元、产值30.4元。4山楚

成后，投产第一年达设计年产量的50??第二年达80??第三年至第二十四年为达产稳产时期，第二十
五年后逐年下降20??企业正常设备更新费从投产后第六年至第十九年各需50万元，固定资产残值160万
元及滇动资金于矿山生产最后一年一次收回。如其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分期投入，产品稳率为3??资
辉我智缓征收），试求其企业内部收益率IRR（即动态投资收益率）。

（1）计算参数
投资分配办法

基建期第一年投入1040万元。
第二年投入2000万元。
第三年投入16000元。

流动资金分配， 100%

800万元分两期役入，即投产前一年投入400万元，投产年投入400万元，最后一年一次收回。
固定资产残信
固定资产残值160万元，在矿山生产绽止年一次收回。
雄简费
按每吨矿石提取?.5元计，假如其中1元上交主管机关，6.5元留作等山维持简单再生产用。
其余从略。
（2）计算步骤
各生产年份现金流量计算∶
〔CI-CO〕；■年销售收入-【年经营费十年缤御贵上缴额+年正常设备更新安（包括大修理贵及

年维修费）＋税金〕＋流动资金回收＋固定资产残值。
以第六生产年度为例
年销售收入
=矿石年产量×每电矿石产值
=99×30.4
=3009，6（万元）
年经营费  /
=矿石年产量×辉咆矿石生产成本
=99×16.25
=1608，75（万元）
正常设备更新费=50（万元）
年维修费上缴金额=99×〔7.5-8.5）=39.5（万元）
年税金=3009.6×3?0.29（万元）
随动资金回收=0
周定资产残值回收=0
故当年的〔C1-CO〕|=3009.18-1608.75-50.0-99.0-90.29

=1161.56（万元）
概略计算静态投资收益率；

z rci-col t/n  25080.20+27_-17.075%R.=- 5440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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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贴现率行17?18??分别对各年净现金流量进行贴现率和贴现值计算（详见 表1-3-15）。结
果表明∶当=17??，NPy1为65.05万元;当i=18??，NPV∶为-227.17万元。

据此再按1-3-46式用内插法计算企业内部收益率《即动态投质收益率》IRR。
65.05]

IRR=17?7.171+|685.06×(18?7?17.22%
详细计算结果见表1-3-15。
<8）结论
由于IRR>E'，敌矿床开采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3.3.1.3 投资回收期计算
投资回收期是以企业的净收益抵偿全部投资所需要的时间。它是反映企业在财务上惯

还贷款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矿床地质经济评价计算的一项重要内容。
1.计算公式
1）静态投资回收期

丶沙？？ (1-8-34)

式中 /—一建设总投资（包括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万元;
S-—-年销售收入，万元;
C——年经营总成本（不含基本析旧和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万元;
T--一-年销售税、资源税，万元;
n——一投资回收期（自建设开始年算起），年;

二——自建设开始年至P年的总和，如从投产年算起，应予注明。
一般静态投资回收期的评价标准为10～15年。
2）动态投资回收期计算

当 (1-3~85)P(I)=E (S-C'-T)ya“？
t-D

式中 P（I）—总投资现值，万元;
N'——动态投资回收期（自建设年算起），年;噪
ar——第年的贴现系数（与基准收益率E'对应），??

投资回收期可直接用全部授资现金滤量计算来推算。其详细计算公式为，
1--36)累计净现金流量开始j-1 ＋上年果计差要盒类慧的地对静态投资回收第（NV）-【 当年净现金灌量出现正值年份数

雪品”】-1+上年题社冷型急选量的类对位晨计净现金流 量现值"动毒投资回收期（2N）-【员 当年净观金流量现值开始出现正值年份 敷。

在项目评价中，求出的IRR和投资回收期，应分别与基准收益率（E'》和标准 投资
闽收期（P。）比较，当IRR>E'和N'≤Pc时，项目是可以考虑接受的。

2.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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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静态投资回收钢

如上述铜矿，按其现金流量计算表（即表1-3-16），将净现金票计值出现的年份（从基意年 起

第t年），出现的有关数据代入1=3-38式，得1

203.69N=7-1t -=6.22（年）O31.25
即静态投资同收期为6.22年。

2）动态投资回收期
据现金流量表（即表1-3-13），如按基准投资收益率E'=10??算，从基建年开始至第19年，影

计净现值为＋329.39万元，前一年为-231.68万元，代入1-3-37式，得∶
231.68NV=10-)+ =9.7《每）329.39

或按1-3-17武计算∶

5445440×10r；严！ -loe(1- 928.925080.2+27)飞门’ lgl,1]og(1+10%)

-log0O,1440.3826= 9.24（年）log。 0.0414
即动态投资回收期为9.24（年）
8）结论
通过以上静态和动态投资回收期的计算。该佩矿N及N'均较小，说明矿床未来工业开采后，具有 较

强的偿还能力，因此企业经济效益较为显著。

3.3.2 国民经济效盐指标计算

3.3.2，1 投资新增国民收入计算
1。投资新增国民收入（静态）
投资新增国民收入值，又称图民收入净产值。净产值度社会净产值，是反映评价对象

对国家贡献的一项绝对效果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飞的？砂。飞上十它 (1-3-38)

式中 NT—一矿山企业生产期内国民收入总和，万元;

O--销售总收入，万元;

二MⅠ∶—— 总经营费（不包括工资、职工福利基金、流动资金利息和折旧的生产投
入值），万元;

i;—一矿山建设总投资<包括基建投资及料息、流动资金），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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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KP1——如建设项目属合资企业，此项即为汇往国外的利润及支付外释人员的工

响自夕

资，万元。
如按分配法计算，其公式为∶
年国民收入=销售税+销售利润+职工工资+职工福利基金+流动资金利息+资源税

( 1-3-39)

2.投资新增国民收入率（静态）
投资新增国民收入率，是评价企业达到正常生产年度，所创国民收入（净产值>高低

的静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NT。R?r-- ×100% (1-3-40)
“中“

式中 R∶——投资新增国民收入率，%;
NT;——企业正常生产年度国民收入，万元;

1——基建投资，万元;基准报责屋民教入解〈Ri）裹
F——流动资金总额，万元。表1-3-16

当Rt≥R。时，项目可取。
口部 基准国民收入率（?? 据1986年以前的参考基准投资国民收入
物 含’ 率），见表1-3-16。硅

13有偏 3。国民收入现值（动态）”善 22 国民收入现值是按设定的贴现率（或基
20鼎 材 准收益率），将项目建设和生产服务年限内

各年的国民新增收入（净产值>贴现到基准
年之和，是项目评价和方案决策的主要动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1-3-41)P（NT）二 八。一让”一十“十记“。

式中 P（NT>——项目建设和生产期间国民收入现值之和，万元;
a;--第t年贴现系数，%;

其它参数同1-3-38式。
P（NT）越大，其国民经济效益越好。
4。投资新增国民收入现值指数（动态》
投资新增国民收入现值指教（投资净产值现值），是反映项目单位投资为国民经济所

作贡献大小的动态相对效果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宁记丫言式 (1-3-42)

式中 R，——新增国民收入现值指数，%;
P（NT）-—新增国民收入现值，万元;
P（I）——基建投资与流动资金现值，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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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越大效益越高。
5.投资税莉率
投资税利率是反映企业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后，一个正常生产年度的税金与利润之和与

建设投资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1-3-43 )R6=(T。+P)/(I+F)×100%

式中 R6——投资税利率，%;
福准数癫覆厚率表 T。—年税金，万元

我1-5-17 P---年利润，万元;
修 编微教资税率（??高 7-基建投资，万元

弹 F一--流动资金，万元。10学
刻 3 按1986年中国建设银行规定，目前的基四

准投资利税率如表1-3~17。工化 言’‘
5.3.2.2 投溃社金执收入计算串 13乾
1.投资社会糖收入值〈静态）

投资社会纯收入值（即国家净收益或社会盈余），是新增国民收入净值扣除工资及职
工橱利基金后的余值，它反映了国家净收益的大小。其计算公式为∶

之”汹？汹。式十：配下毛：它： (1-3-44)

(W+w':) (1-3-45)NE-NT-二或

NE—-投资社会纯收入，万元;式申
>W;——工资总额，万元;
2W' ——工资附加费总额，万元?

其余符号同1-3-38式。
如按分配法计算，年社会纯收入（净收益）为∶

(1-3-46)NE:=T+P+F。
式中 NE;—年社会纯收入，万元;

T'—一年销售税和资源税，万元;
P——年销售利桐，万元;
F。——流动资金利息，万元。

计算结果以NE→Max为最好。
2.社会纯收入现值（动态）
社会纯收入现值是社会纯收入指标的动态值，其计算公式为;

(1-3-47)工心”孙飞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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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NE）——社会纯收入现值，万元;
a1——贴现率为i（一般与基准收益率相对应）时的贴现系数，%;

NE;—-年社会纯收入值，万元。
当P（NE）>0时，项目可行。
3.投资社会纯收入观值指数（动态）
投资社会纯收入现值指数。是反映社会纯收入现值写总投资现值比率的动态指标，其

计算公式为;

R-P（N只） (1-3-48)P(7>

式中 Rβ——投资社会纯收入现值指数，%;

P（NE>——投资杜会纯收入现值，万元∶
P（1）总投资现值，万元。

4.社会内部收益率
社会内部收益率是项目在建设和生产服务年限内的各年社会纯收入现值紧计等于零时

的贴现率。其计算公式为∶

二04-二（MI+1+RP）a-0IRP= (1-3-49)

式中各项参数同1-3-38式。
当RRm>R。时，项目可行。
3.3.2.3 投资外汇效监计算
投资外汇效益是指项目投产后，在生产服务年限内可为国家创汇或节约外汇的数额。

国民经济效益评估的外汇汇率，按国家规定计算。其内容包括以下三项;
1.百元投资创汇额

外汇净收益（美元） (1-3-50)R。-预目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盲元人民市万
2.净外汇效果
净外汇效果由创汇效果（由净外汇流量表示>与取代进口效果即节 汇 效 粟两部分组

成。其计算公式为;
(1-3-61)P(EE)=P(FE1)+P(FE1)

其中 P（FE1）-，二（FI+ FO），·

P（FE∶）-二八仍”：日，
式中 P（FE>-净外汇效果，万元或万美元;

P（FE;）——在项目生产年限内，净外汇流量总现值。万元或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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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冬 收增 国

坐基 建 期（华）
南力项 颗 。，四e。 -

39-827.7223.761025.64矿石产量（104）
5989,34178.53581,60156189.0、一、产出僵。

1，宣接产出
5969.34178.53681-6铺胃收入 l154805.0

出 口
取代进口

384脑收量定受产余徽

“茎回收流动资金
2。国艘产出

二、物料投入值 5468.8
1649.78!133204640 1426.08!S480 378o1.直接物解投入管

3480348“亡艺名 640基猪披资
“岂62300“蓝鹰动资金

1849.7色1032.041868.96 826.DB经营成本（不含工贾等）

101520.Dd三，新增国民收入

-3780 4519.54-4640 2846.52155.52-348D园民收入净增值
54.92545.82545.9215285,76直孩工资
377,6223Q0-58- s7e0 1609.604E40-348086234.2a四、社会院收入

0.6355 0.58740.7972 夕“这中0,89291五、贴现系数（i-1??
2451.021808-95-4143 1534.30-3013.42|- 34814236,71六、国民收入净增值现值
.309.7646.9838.593d64.61直接工癸驱值
2141,261d72.02-4143 1145,71|- 3018:42-34801077,71七、社会宪教入观值

凡、社会内部饮益率
1.38551 0。466S5.58450.8284 0.目30贴凝焦数（t-21??
1454.731073.22-3834.50-2581.74 908,8Z+32-94-3gB0现 蕴
B-37000,45140.671 055070.8197贴混系敷（i-22?? “
18986,248654是1 1038.容-3803.41-3480 -2539,78-281。01病 值

392.94 —×(22-21)?1-83%IRR*21%+社会内部收益率 {392.841lIl21.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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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谱” 我1-3-18计 算表

当 （年）产 · 15“1s12。 7 1110助
39.639.638.639.6 a9.639.639-838.6 36-639.e

599.35069,35969.2 5969,35969,3 5969。35969-3 596935969.3的絮凹砷

6909.s5909.35069.8 5969,2596B,36969.S5969,35969.35969.3 5969.3

1649.761649.761649.761649.78 14es.78 1649,761649.761649,76164恩.761649.96

164.78 1649.76164e.761e49-76 1e49.781649-761549.761649。761849.761849.76

4319.544319,54 4319.544319.544319.54 4319.544319.544319.544319.544219,54
54.92545.92545.92545.92545.92545.82545.92 545,92545.92545.92
3773.623778,52 373.62377.6t3773.823713.62 3773.6营3773,62 3713.823713.82
0.18270.20460.2875 0.2290,25670.365 0.32200.40390.45230.5066

838980.84 789.161395.78 1241.78 1108.71537.6717w4.591953,9121B,64
101.70125.12140.14 99.74158.951475.79196.85220,59246.92276.56

639-42172,16s64.0218队.8! 9JB.51234,991360,811524.091787,021912。08

0.05730.0690.06390.10150-.12280.14B60.2176 0.1799.23s0.3136
218.23261.515E0,76 3l6.613a3.02463.40678.87821.14908,59120?8
0.0567四宝省0.075i.09290、1220.16390.1670e.2080.303 .286
191.32233.21284.53347.17423.4515。6179.06 630,19落给工体114s.54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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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含 计原

! 2126: 201918
39.639.6含9，.639.630,639.61025,64矿石声量（104）

589.35959-356943一、声出值 5960.S969,35969.315e189,0
1·意搜产志

6969,25989,3596935969,3154606.0 S99.S铜雷收入 596.8
出 日
取代进口

名8t园收固定资产余值

1200回收流动资金

2、阅换产出
546号，98二、前科投入值

1640.761549.781649.76 1649-78164e.76 1849.761.直接物料投入散

1180O甚途投资
流劲资金 1200

1849,751649、761849,761649.761849.761649.764Y6a号.95经营成牢（不含工资等》

101520、兰、斯增团民收入
4319.544319.64 4319.544819,54 4319.544319,54国民收入净增蕉
545.92545-92 545.92545,92545,92545.025之表6，78直接工资
3773.62ST73e62 3773.6237752 3773.6285234.28 373.62网、杜食纯救入
0.09820.11618,130 0.10370.14580,1631五、赌现果敷（i-12%Y
39,8!447.79561.71 501.5304.61 629.1114386,71六、国民收入净省值现值
50.联556.6170-9789.5 69,38|79.493466,81直换工责现做
349.28381.1易480.7d 43各、15615.7 549.6210772.10七、社会境收入聚值

八、社会内部收益率
0.021 。它因0.0323 0.02870.0474 0.0881贴袭采撒41-21??

10.76 8·43 69.D612.88占。碧“图路工 147,55现 值
0.01540.01870.02290.02790.83490.0415贴现系数<i=22??

70.57 如罗“J6.d公S5.61 105.28128,30-21.31谨自
392。94 ×(22-21?1,03%IRR=2l%+ 丁+281201T社会内部收丝率 3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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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寒 （年）产

当 8022 282627268量

19,8039.639-639.639.6 11.8目39.8 31.6839.6
2984T 1790 s5860.35969.3 4775,4599.3598.3 5969.85959,8

1790.电59S 284.74775,5089.3 6989.3 5969.35989.359693-.
38参

20e

20等321237.92 62D,181849-761649.76 1649,761849.76164.76 1649,78

1849.76 620.181287.392 20客321649,76 1649,761649.781849,7816d9.76

310.4它3537,48 2384,544319.54 4319.544819.S4431954431954319.64
545,92545.92545,9545,92545.92545.92545,92545.92545.92
2820.52991.56 18T8,623773,623173.82 3773,623173.623773.623773.62

0,05s40,D373o.84l罗0.04694,06250.05880.06580.07S80.0826
105.60148。,1 约乙202.8226.87254.0928.18818.78356,&
“气端203622.良725.6028,6632、1el35.验240,294s.0g
e7,4667，但125。24“益。尊19s.24221.9248,2621题，44311.9

0.00830.D2 0.004名 合名。0.50700-00850,02030.01250.01S1
“当 8,6514.362l.826，轮56.98 32,0a38.8747.好

.0026o,0os10.60330.0a70.,05760669t.00850.01030.0126
5、b.87 ge3113.7421.51a55 26,032.c88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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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E2）——取代进口效果，万元或万美元y
FIt——-第t年外汇流入量，万元或美元;

F'O;——第t年外汇流出量，万元或奖元;
G—取代产品年产量，ty

—-每吨取代产品到岸价格，万元或万美元;
a;——与规定的投资收益率对应的贴现系数，??

评价标准∶P（FE）→M。x
3.国际竞争能力
国际竞争能力是指项目创汇效果（净外汇收入）与国民投入的资源（包括各项投资、

物料、工资等>消耗之比。其计算公式为;

吵：“中了？三
(1*3-52)F。

二DR∶o

式中 F。——国际竞争能力;
DR--第t年为出口产品投入的国内资源，万元。

其余符号同前。
评价标准;F。→Max。

3.3。2.4 问接效益指标计算和分析
国民经济评价中的间接效益指标泛指与评价项目相关因素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并非指

评价对象本身。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中，一般不能进行指标计算，有条件时，只对大型矿
床作出定性的分析评价。

3.3.2.5 国民经济效盘裤价算例
霞设一个大型金银矿，矿体基陡倾斜脉状产于火山沉积岩地层中，埋戳较深。矿区地形有利于填下开

采，上部用平佩开拓。矿石含懒、金品位较高。选矿试验放果较好。矿区正处于弹查转勘探的转变时期、
计有探明C+D级矿石铺量1900万t，其中可采矿量约1150万t。经企业经济效益评价，结果良好。观假设
以下焱件和指标，作为国民经济评价计算的算例。

1。计算参数和扩大技术经济指标
1）地质参数
1）可来矿量∶1150万t;
（ 2）矿石哥均品位∶Ag350.64g/t、Au2.75g/t。
2）矿山麓设方案

<I>生产规模∶每年产颜矿39.6万t（即1200t/d>3

（2）基建期∶3年∶
（3 ）生产服务年限，28年，
（4》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5）开拓方式;平蜗与商壑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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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采矿方法∶浅孔留矿，
（7 ）产品方案。金销矿、颠精矿、
（8）基建投资;11600万元〈包括地质勘探费850万元）;

（9 ）滤动资金r1200万元，
（10）建设总投资12800万元（全部为银行债款）。

8 ）技术经济参数
（ 1>采矿回收率;90%t

（ 2》采矿贫化率，85??
（ 3>滤矿回收率∶Ag92??Au90%3
（4）产品价将（克）∶Ag0.31元、Au31.25元
《5）每吨原矿产值∶150.74元（其中锻85元，Au65.74元）;
（6）年人均工资，2000元（包括职工福利基金》;
（7）每响原矿生产成本∶52元;
（.0）基准收益率;12%;
（9 >外汇比价∶2，8元/美元。
2. 评价计算结果

按以上数据计算分别制成表1-8-18和表1-3-10。
1）新增图民和社会收入
从表1-3-18的计算结果可见，

（1）新增国民收入催，按1-3-38式t
NT= 101520.04万元。

（2）投资新增国民收入率，按1-8-40式∶
4319.54R.-60十120~33.75??

计算结果R1>13??有色金属工业基准投资国民收入率）。
（3）国民收入现值，按1-3-4式1

P<NT>=14238.71万元。
（ 4）投资新增国民收入现值指数，按1*3-42式∶

14236.71= 1.265Rr=}[1254.15
（5）投资社金纯收入，按1-3-44式;

NE=86234.28万元。

（6）投资社会纯收入现值，按1-36-47式∶
P<NE）=10772.10方元，

（7>投资社会纯收入现值指数，按1-3-48式。
_10772,10R·-] -=0.9572。11254.15

《8）投资社会内部收益率，按1-3-49式∶
IRR。=21.63??

<9）计算结果IRR。>12??既定的投资收益率）。
2）创汇效果
从表I-8~18可见。
.（1>百元投资创汇率，按1-3-50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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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7425万元x188.189.18条元/百元。12800万元

（2）净外汇效果。按1-3-51式∶
P（FE）=67425.5+87179.8=154605.8万元

    =65216.18万美元。
（3）净外汇流量现值，

O
2.1FI-FO）121=22523.24万元=8044.01万美元

（4）国际竞争能力如按Au分摊成本和产值的43.61??算，依1-8-52式
Fo-22573.22 =1.78.2010 12

从以上评价指标可见，按所设条件该矿国民经济效益良好。

3.3.3 不 确 定 性 分 析

在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时，企业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效益指标的计算，应进一步结合矿
中国移动床情况，对那些可能使评价结果产生变化的主要因素，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包括风险分

析），以便为勘探的投资决策提供较为全面的选择机会。
3.3.3.1  分析内容
1.  地质因素
主要为储量和品位，工业指标，伴生有益组份的综合利用，及其它有关地质条件。
2.  技术因素 100

主要有矿山生产规模，采矿贫化、损失，选矿回收效果，冶炼回收效果，产品方案及
流向，及其它技术因素。

3.  经济因素
主要有投资贷款（资金筹措方式）和偿还，贷款利率，产品价格，产品成本，以及其

它经济因素。
在具体评价过程中，应以地质因素的分析为主，技术经济因素影响特别明显时，才择

项进行分析。
3.3.3.2 不确定性分析算例
某硅线石矿床的矿体赋存于上元吉界硅线石黑云片岩中，呈似层状及进镜状分布，多有露头，埋碳较

浅，适于露天开采。矿石含硅线石品位较低，并伴生有石墨等组份可供综合利用。经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指
标计算初步肯定了开采价值。其主要结果如下∶

1.评价计算参数和评价指标
该旷床是在详查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评价的，计有有石铺置3454.0万t，原矿平均品位较低，需经选矿，

使硅线石富集到90??上方可利用。
评价过程中，氯定了年产50万t和20万t原矿两个露天开采方案。现以年产20万t为例，假如获得的有

关评价券数和指标如下，试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1）评价计算参数
假设每吨原矿采矿成本，12元，
每略原矿选矿成本18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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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吨原矿运输成本，1.75元y

选矿比∶10∶1.
每喇硅线石精矿戚本;817.5元
每吨硅段石着矿售价∶160美元，折合490元s

每吨矿泥售价25元;
每吨尾矿售价∶10元;

每吨石量售价∶380元;
每吨磁性产品售价∶20元，

露天开架剥采比∶3.0t/t;

基贮投资，2823.47万元;
流动资金∶按年经营费50??算为90万元，
基整投资贷款年利率∶3??
流动资金年利率∶3.6%;

基媲期∶ 2年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按25年计算。

2）评价指标计算结果
据上述假设条件，可计算出以下评价指标
动态投资收益率。7.95??
投资回收期∶11.37年
全部净盈利;4439.65万元。
2.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由于矿区地质工作处于详查阶段，面且硅氧石在国内开采尚属新的矿种，因此拟对影响矿山经济效益

的多种不确定因素进行分折，亦即研究当其它因素不变，而仅改变某一因素时断产生的影响。
1.）矿石储量变动民素
由于评价依据的C+D级储量精度较差。加之详查报否中，计算储量采用的体重有德大现象，街 计

将来储量会变动，因此如按储量可能减少25～30??而相应的剥采比由8，28t/增至8.75t/的不科 惯 况
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1-3-20和阳1-3-1房示。

表1-8-20储量 变 动 影响 表.

70-~?5180矿石铺量（??

3.?7S.23测梁此《t/t）

48D490 ·
逐筑着矿价修（元）

12,811.37数资收益率（??

。室7,95投资网纹测（n》

4021,29433.65总盈剩（万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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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矿比10∶1的投黄蹈收期;1----颗地翁储量的固收期;
2—-选矿比10·2的投资收鉴率12—-原地质销量的投资收益率;

1--制量减少30??没资园收朋; —选群比。8r1的投晋回收期;

!—然量演少30??投资回收期∶ 【-—-）矿比8∶1的投资日收期

2）选矿比因素
根据该矿历次逸矿试验资料，在选矿条件控制较好的情况下，选矿比有可能由10∶1降氧。∶1，相

应的年产精矿量由2万t增至2.5万t，投资收益率可提高2??投资画收期籍短5年左右。其结果详见表
1+3-21、图1-3-2。

寝1-3-21选矿比 变 化影响囊

545480430得略糖矿价将<元）造矿 比

8,1319.51投资回赣期（年> 11,7
11.23.84告叶 7,95投资收益率（%>

7316,1433.8S1129.54总盈利（方元）

a.53 4.85投资回收翔〔年） 6.12
图” 罗首A.80 14.23投资最益率【??

6θ12，51总独利（万元》 14252.1110764.03

.）综合利用因素影响
由于该硅线石矿在选矿过程中产出的大量砂泥、尾矿、磁性产品及部分石愚（其产率可 能 分 别 为

33，05??45??4.20?2.00??。经初步试验表明均可综合利用。因此在原单一生产硅线石精矿评价

的基础上，极据上列假设条件进一步对综合利用这些副产品造成的影响做了分析。其影响结果译见表1-
3-22、图1-3-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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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3-22缘合 利 用影响表

5645★90430每啤精矿价格（元）

11.223,84 7.95投资收益率〈??
单一硅线石产品 8.1919.51 11.37 M投资回收期（年》

r316.11443.651139,54总盈利（万元）

5.99 16.2011,88找资收貌革（??

投资国收期（年> 3,685,00 4,5Y综合利用各种产品

19583.4T13782,7总盈利（万元） 1BS4.00

2R 3.3.4 综合经济效造评价
8 18

弱山。忆出目。 （虫）单回基研
在上述评价计算的基础上，还应针对各

C5）邮释科温游山 矿床的具体特点，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经济效

货 益评价。其主要问题包括资源形势分析、评
，幻‘ 价的外部条件、未来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分
黏 严

析、评价存在问题及综合评价结论五个部分_雪 团 组威。√学

6 的 3.3.4.3 资源形势分析
e。 资源形势分析即对该种矿产的国内外储00 500 60p

量、产量及供需平衡状况等进行分析，以便唯精矿价格《元）
作为该矿床地质经济评价的前提条件，进而

图1-3-s 综合利用因素对经
为评价结论的作出提供比较接近 实际 的 依济效益影响曲线图

据。其主要内容包括∶1———未考虑综合豹用的投簧圆收期;
2 ~——考虑综合利用的投资收益率; （1 ）国内外该种矿产的探明储量及分
T——朱考虑绿合利用的投资凶收果;

布情况;】——考虑缘合利用的授资收鉴率。
（2）国内外该科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

程度;
（3）国内外该种矿产品的市场价格、供需平衡状况及可能的发展;
（ 4>开采本矿床在地区、部门和全国该矿种资源保证程度上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资源形势分析内容，对大型或巨型矿床一般要求全面分析;对中、小型矿床一般

可以不作，或仅进行满足地区或部门资塬保证程度的分析。
3.3.4.2 主要外部建设条件分折
矿床地质经济评价，除应建立在相应的地质资源和地质资料条件，以及有关的生产技

术经济指标基础上，还应以矿床所在地区的自然及经济地瑾条件（一般称作矿区外部建设
条件>为前提。随着这些条件的改变，矿床评价值及评价结论也会产生相应变化。因此在
进行综合评价时，必须说明评价所依据的主要外部条件及可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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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区交通运输、供水、供电条件及可能的变化;
（ 2 ）矿区经济发展现状及矿山开采可能的协作条件;
（3 >矿区主要外部建设条件变化对矿床经济效益评价可能产生的影响。
3、3.4.3 预期经济效益分析
企业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效益指标计算后，还应进一步协调各项指标的相互关系，并

尽可能在二种以上评价方案计算的基础上，择优与已有的矿山生产企业实际指标对比，以
便给评价决策提供更可靠的依据。预期经济效益分析内容是∶

（ 1 ）评价推荐的企业经济效益和国民经济效益指标;
（ 2）推荐指标与国家或部门规定的标准差别，或与生产矿山指标的差弱;
（3）矿床未来工业开发预期经济效益对地区、部门或国家的经济贡献大小;
（ 4）矿床未来工业开发对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影响。
3.3.4.4 评价存在问题分析
为了全面衡量评价结论的可靠程度，除进行以上分析外，还应在综合评价中指出评价

工作及评价计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
（1 ）评价依据的地质资料的性质及可靠程度方面的问题;
（ 2 ）评价计算参数选择和可能的矿山建设方案拟定中的问题，
（ 3 ）评价指棕计算公式选择及评价标准确定方面的问题;
（ 4 ）主要不确定性因素可能给评价结果带来的影响;
（5）矿床未来工业开发时，可能给资源和环境保护、生产平衡等方面带来的不利影

响。
3.3.4.5 综含评价髓论
（1）矿床未来工业开发的经济效益，及其置信度;
（ 2 ）矿床未来工业开发，在地区、部门和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
（3 ）评价遗留问题及处理意见;
（4 ）矿床转入勘探的可行性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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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矿床工业指标制定的条件和基本要求

4.1.1 矿床工业指标制定的条件

作为矿山企业设计依据的地质勘探报告，其矿床工业指标的制定应具备以下条件;
（1）矿床勘探阶段的野外工作已经结束，勘探程度基本达到了地质勘探规范要求;
（ 2>已取得了与矿石性质复杂程度相当的矿石加工技术试验缩果;
（ 3）矿床地质勘探报告的编制和提交已正式列入了地质勘探部门的工作计划;
（ 4 ）地质勘探单位已提出了对工业指标的建议;
（5>制定工业指标的任务已经下达。

4.1.2 地质资科依据
在制定作为矿山设计依据的地质勘探报告的矿床工业指标时，应由地质勘探单位向制

定工业指标的设计单位提供以下地质资料作为依据∶
（1.）矿床（区）地形地质图;
（ 2）矿床成矿地质条件和矿体产出情况的有关说明;
（3 ）矿石性质的说明及矿石加工技术试验结果;
（ 4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的说明;
（ 5）矿床勘探程度的说明，
（6）系统的取样化验分析资料，包括基本分析、组合分析、以及必要的物相分析和

试金分析资料;
（ 7 ）不同指标方案试圈砂体的剖面图、平面图及指标使用原则的说明;
（ 8 ）不同指标方案试算的矿石量、品位、金属量及其对比结果;
（ 9 >对该矿床工业指标的建议和其它资料。

4。1.3 制定工业指标的基本要求
（1）在上述地质资料基础上，矿山设计部门应进行详细的地质和技术经济 分 析 比

较，确定最佳方案为推荐指标，按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工业主管机关审批，
<2）推荐工业指标所圈定的矿体，应符合矿床地质特征，并保持矿体的连续性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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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

（3）推荐指标所计算的储量，应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能为工业开发利用为矿山
企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创造条件，并且有利于资源的保护和充分利用;

（4 ）按优质优用的原则，做到不同性质的矿石分类、分级愚定和分别计算储量;
（5 ）应使各项指标协调一致，必要时应对其使用办法加以说明;
（6 >工业指标一经正式制定和下达，就具有严肃的法律效应，不能轻易更改。在矿

山生产建设过程中，如制定工业指标的条件和依据发生质的变化，则应考虑重新申报改变
指标的意见，待上级机关重新审批。

4.2 矿床工业指标内容

矿床工业指标系电一系列的数据和要求构成，按其内容可分为矿石质量指标和开采技
术条件指标两个部分。

矿石质量指标包括矿石组份含量指标〈一般称品位指标>和矿石物理性质指标。品位
指标主要为边界品位和工业品位，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块登品位和矿区平均品位（工业指标
计算过程中的临界品位、经济品位和投资返本品位等，一般不出现在下达的工业指标项目
中），其次为伴生有益组分品位指标、有害杂质最大允许含量、共生有益组份综合品位指
标，以及某些矿产所要求的矿石工业类型和品级指标等。在大部分冶金辅助原料矿产和许
多非金属矿产中，除有用组分品位和有害杂质含量等矿石质量要求外，还必须增加矿石物
理性质指标，特别是直接利用单矿物厦料的矿产，如云母、石棉、水晶、冰洲石、光学莅
石、宝石、玉石、金刚石等，其物理性质指标是工业指标中的主要内容。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指标主要包括可采厚度、夹石剔除厚度，其次 为m·??m*g/t、
含矿率或含矿系数、无矿地段剔除长度、剥果比，以及个别情况下的开采最低标高、露天
边城角等。

4.2，1 矿石质量指标
4.2.1.1 品位指标
1.边界品位
边界品位是划分矿石与围岩的分界品位，是对圈定矿体单个样品有用组分含量的量低

要求，一般用??示。资金属用g/t表示。即凡是达到边界品位的祥品，一般即可圜入矿
体并参加工程平均品位计算，否则应视为围岩戚无矿夹石。

2.工业品位
工业品位又称"最低工业品位"，它是划分平衡表内（能利用））储量与平衡表外（暂

不能利用>储量的品位标准，一般用??g/t表示。
工业品位指标一般用作衡量单个探矿工程连续样品段的平均品位要求，有时也用于块

段品位或矿区平均品位。当其达到规定的工业品位时，方可计入表内储量，否则应划为表
外储量。

块段品位又叫"块段平均品位"。它是储量计算块段的最低平均品位的要求。目前，
该项指标多在某些岩矿成砂矿床中，与边界品位配套使用，也惘见于个别同时具有边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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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单工程最低工业品位的矿床。
矿区平均品位是对整个矿床〈区）的品位要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不作为工业指标

的一项内容，仅在极个别矿床中出现。

3.临界品位
临界晶位是在工业指标制定过程中，按"收支平衡"的原则计算出来的、在经济上不

赔不赚的品位。它在工业指标中的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况;

（ 1 ）在有色金属、稀有和稀土金属矿床中，临界品位不作为工业指标的内容，仅在

制定工业指标过程中起校核品位指标方案作用。实际上，这些矿床的工业晶位指标往往都
低于临界品位，而以此工业品位圈定的储量，其乎均品位必须高于或等于临界品位;

（ 2）在铝土矿和一般黑色金属矿床中，多数情况下临界品位等于工业品位;

（ 3 ）在某些砂矿床以及其它使用块段品位指标的矿床，临界品位一般等于 块 段 品
饺;

（ 4 ）不以主要有用组份含量高低为要求的冶金辅助原料和某些非金属矿床，则不计
算临界品位。

4.经济品位
经济品位是在工业指标制定过程中，按矿山企业能获得既定的基准投资收益率（参见

本篇第三章3.3节）的要求计算出的矿床平均品位，用以检查和衡量不同品位指标方案的开
算结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业指标中不包括该项内容。有时仅作矿区（床）平均品位。

5.投资效益品位
投资效益品位是在目前矿山基建投资由国家拨款改为银行贷歉情况下出现的一个新概

念。即在能获得既定的投资收誉离基础上计算出的在偿还投资静放本息期限内所裹求的开

采区段最低平均品位。它亦不出现在下达的工业指标内容之中，一般用以衡量首采地段的
平均品位，或作为生产初期酬定富矿段的品位要求。

6。伴生有益组份含最指标

伴生有益组份含量指标是指与主要有用组份相伴生，并在选、冶过程中具有综食回收
价值，或对矿石加工过程有利、可提高矿石价值的组份的最低含量要求。前者如多金属矿
产中伴生的金、蛊、硫及分散元聚的综合回收腰要求∶后者如铁型石中碱性氧化物的含要

求等。
7。有害杂质含量指标
有害杂质含量指标是指矿石中，对产品质量和加工过程起不良影响的组分含量要求。

例如对铝土矿中的硫，铁矿中的硫、满和二氧化硅，焙剂石灰石中的二氧化硅、氧化镁等

的含量要求等等。

8.综合品位指标
综合品位指标，是指某些矿石中具有两种以上密切共生的有用组份的最低品位要求。

如某些金银矿、粗钱矿，钨锡矿、镉销矿、钴钥矿等的综合品位即是。
4。2.1.2 矿石工业类型与住水品级着标
在下达的工业指标中，常需按矿石性质或技术品级分别列出不同矿石工业类型或技术

品级的品位指标要求。

（1）矿石工业类型指标，是按不同性质矿石的不同加工工艺，对矿石进行分类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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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例如硫化金属矿床的矿石按其氧化率的分类;铁矿石按磁性铁占有率、酸碱比的分类

等。
（∶2））矿石技术品级指标是对同一工业类型矿石，按其有用、有害成分的含量和其它

性质的差异、以及不同的用途进行分级的要求。例如，锰矿石的锰铁比、铬铁矿 的 铬 铁

比、铝土矿的三氧化二铝含量、银硅比（既是品位指标，又是品级指标），以及许多矿石

按品位高低（贫、富矿）的分级等。

4，2.7.3 物理性质指标
在冶金辅助原料及许多非金属矿产中，矿石物理性质指标是工业指标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它们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整个矿石的物理性质要求，如大部分冶金辅助原
料、陶瓷原料和非金属建筑材料矿产的物理性质指标;另一种是对有用矿物的物理性质要
求，如绝大部分特种非金属矿产〈包括云母，石棉、水温。冰洲石。光学黄石、金刚石、
宝石、玉石、彩石等.。前者主要取决于洗、冶工艺对矿石物理性质的要求∶后者主要取

决于进一步技术加工和不同用途对主要有用矿物物理性质的要求。各矿种常见的矿石物理
性质指标如表1-4-1所列。

4.2.2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横标

4.2.2.1 厚度指标
1.可采厚度
可采厚度又称"最小可采厚度"。它是指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对具有开采价值的

单层矿体的最小真厚度要求，其单位为m。即达到边界品位以上的连续祥品段，其真廓度
达到此规定时，即可圈为矿体并参加工程平均品位计算。

2.夹石剔除厚度
夹石剔除厚度是对夹在矿体或单工程各连续样品段之间的、低于边界品位的样品厚度

要求。即其真厚度达此规定，就应圈作夹石予以剔除，否则应翻入矿体并参加工程平均品
位或样品段平均品位的组合和储量计算。夹石剔除厚度的单位亦为m。

3.工业米百分值
工业米百分值<率）全称为"最低工业来百分值"，在贵金膊矿床中又称米克吨值，

分别用m·?m·g/t表示。对某些矿床，特别是工业利用价值较高的脉状 矿床，它是
一项兼顾矿石品位与矿体厚度的综合指标要求。即当前体厚度小于可采厚度，而矿石品位
较高，两者乘积达到工业品位与可采厚度乘积（即米百分值〉时，即可列入表内储量。脉
状矿床多采用该项指标，其它类型的扩床原则上不采用。

4.2.2.2其它指标
1。无矿地段剔除长度
无矿地段鹏除长度是对沿走向矿化不连续的脉状矿体中，应予以剔除的低于边界品位

的无矿部分最小长度要求，其单位为m。
2.含矿系数
含矿系数又称"含矿率"，石棉矿床又叫含棉率。它是对有用组份分布不均、矿化连

续性差、或矿体规模小、按单个矿体计算储量和分采有困难的汞矿、石棉、石膏、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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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7常见的矿产物理性质指蒜一跑衰

序号 矿产名称 备 注主要物覆性质指标” 时火精土 与化学成分妥求配合使用烧央量、耐火座及软雨粘土可塑性

e 网 上烧失业紫 凸石
密详碍 与台矿事阿时使用、日一 网玉

、乱 耐火度 与化学威分要求配合使用石硅
网 上时 器石占 耐火度、说失培w 阿 上嫩植沙及蛇获岩 耐火度、烧失量

？ 为主要的楷标要煤姓  石 ·蜻片大小、膨要倍弦

周定矿体和划分品级主樊指标配压强度。耐火度愚菖甘鲁
与化学成分要求配合伏用串谦丹o 提度、体重<维密虚>
为计算储景主要指标花岗石、火理石 成简率、建料体棋及颜色、花实JD

马 纤地长引者 与含熄率配食使用

白实 白测为陵定矿体主要依爵滑 石12
与化学诚分更次配合使用物失量、塑性推仪，动火实等13 陶竞原料

膨胀伤教 工业价侧和矿石晶级主要指标验 珠 尝14
与化学成分妥求院合使用白度、密度及篇度和烧失量自要15
灯主要质盘嚣标脱色率源白 土16

不己 容重 为主婴指标要求啥’
母 与含矿 率同时使用1L8 有效面款及电气性能钩

1 纤维长度与品位配合使用监 石 锦 野维长度及过髋性能

与单晶溪取翠等阻合使用20 本品 无缺陷部分朵小尺寸，避明度导

为主要的质量民求冰洲石、光学莹石 大小、透明度、阻色、裂脉及包裹体21
网 上宝石、五石 大小、朗包、色彩、光泽及约意等22
品体特基为品级标准金 刚有 晶品体特征、大小、晶形、膜色，要较等23

以及堆积型佣土矿、钴土矿、铁矿、锰矿等的一项工业指标要求。其表示方法一 有 两
种;一是用单位体积的含矿量（体含矿系数）表示，其单位为kg/m3，二是用单工程 见
工业矿体（或连续样品段>累计长度与含矿层（体）总厚度之比值（即线含矿 系 数）表
示。面（积）含矿系数少见。

3.剥果比
这是确定露天开采方案的一项重要技术经济指标。对于适于需天开采的某些矿床（如

水泥灰岩等），有时也成为工业指标的一项内容。其概念是需剥离的度 石（上 覆 土、洛
层、层间夹石）量与采出的矿石量之比。作为工业推标下达时，一般是指平均剥采比，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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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m3或t/t表示。在陶瓷用高岭土矿床中，亦见用覆土剥离率（即覆土、土厚度与矿体
平均厚比值）表示。

此外，在某些矿种如水泥灰岩、粘土矿的矿床中，还根据开果工艺要求，将露天边坡

角、开采最低标高、爆破安全距离、探获储量吨位等作为工业指标内容下达。

4.3 各项工业指标的制定方法

4。3.1 矿石质素箔标制定

4.3。1.1 边界品位制建

1。类比法
类比法确定边界品位，是根据同类矿床的开采实践、结合本矿床矿石选冶试验结果，

经类比所选定的边界品位。其值一般应不高于尾矿品位的1。5~2.0倍以上。
类比法确定边界品位必须建立在砂石选冶试验的基础上。为使资源得到充分而合理的

利用，边界品位应与工业品位的确定同时进行、配套使用。类比法对小型矿床有较大实用

价值，在大、中型矿床工业指标方案的拟订中亦常采用。

2。 统计法
统计法确定边界品位，是根据矿床单个样品基本分析结果，按不同矿体，将主要有用

组分的含量划分为若干品位区间，并统计各区间的样品频数和频率，做出频数或频率分布
曲线图，找出低品位区间曲线由高降低、或由低开高的突然转折点，再结合其它 因 素 考
虑，将此突变点所对应的品位值定为边界品位。

例如，某矿为产于红色砂岩和石灰岩中的小型铜矿。矿石类型以氧化矿为主，平均氧
化率大于50～70??全矿有4、5、6号三个主矿体，锡的基本分析样品共有1116个，其
品位变化幅度从0。3～30??各区间的频数和频率分布见表1-4-2。

衰1-4-2某铜矿荐品品位分布频数频率痰
Cu(%)谓 品 区5 何，钙’ 金比矿 体 号 >302.i~5c 10.1~202n.1～30c5,1～10。0云“”，少宁何.3~0.50.S1~0.7 。 客2040仪 1821 i6频数（个） 40、 “吕7.43 14.87 3.3月.6917.1021.J97,8114.87频窄（男） e3g “之2345短数（个 1234872” e0.6 1695.2010.1822.40射率（?? 27.8310、2318.29'

{e四9 J1S35704279狗数（个） 。’。 0 1001.9717,28 9,5411.8510.37 2.96蚜率（?? 19.5)

据滚1-4-2统计和计算结果，按4"、5°、6*矿体，分别作品位频数分 布由 载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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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

图1~4-2 某锯矿品位频数分布图

从图1-4-1可见，三个主矿体的品位曲线，均在0.5～0.7?间出现突然转折。如
将其边界品位定为0.5??不仅高于尾矿品位（0.16??0.29??，而且资源利用率 亦可
达90??右。

统计法确定边界品位多用于矿体与围岩边界不清、品位呈渐变关系的矿床，而对矿体
边界清楚、矿体边界内外品位呈跳跃式突变的矿床一般不适用。

在进行品位统计时，应正确划分统计的品位区间值。一般可根据样品品位的最大值与
最小值分布范围，按等间隔造划分为20～30个区间的原则来确定区间值。但对品位跳动大
的有色金属、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矿床，其低于工业品位值的部分，区间值应尽可能按等距
划得小些，高出工业品位较大的部分，区间值可划大些。用于统计金属矿床（原生矿）的
品位区间值参见表1-4-3。

统计法确定边界品位是正确拟订工业指标方案的基础，最终确定整个工业指标时，应

表1-4-3边界品位能计区间镇参考表
种可用巅品位区同登

Fe、Ma,Cr,Ti、(MgO)1.0%
0.1% V,Cu,Pb,Zu,Sn、Bi,Ni,(LiaO)、A:O3/8iO,<TR,O3>

Ma,Co,Hg,(BeO>,wO0.01%
《Nbn0;)、(Ta:;O>0.002%
Ag1os/t
AM0.5g/t
业筹0.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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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业品位相配合，并考虑其它有关因素。

3.图解法
图解法又称样品品位累计频教<率》曲线补偿法，是将基本分析样品按品位区间分组

后，统计和计算出各组样品的频数或频率，并作
出其频 数〈率>的累计曲线图（见图1~4～

出 y2 ）。通过曲线端点A作横座标（累计频数直线）

（）对理摘毒 8四Aeo
的垂线，并与之交于T，在纵座标上找 出 工 业

品位对应的点P<图上为1.1??，过P作与横座 O工业属位=1.1
标的平行缓。分别交 AT和 频数累计曲线于B

边界品位=0，6O，在直线PB上寻找一点C，过C作横座标的垂 0.51
线交频数曲线的下段于D。当 直角曲边三角 形 小？e 1200200 400 60 B00 1000OCD与O AB面积相等时，D点在纵座标上 的对

样品震计数（个）应值，即为所求的边界品位（图上为0.6）。
图1-4-2例如，某镶矿系产于炭质绢云母石英片岩和

斜长角闪片岩中的大型银矿床。主要龈矿物为自
然银、辉银矿、深红银矿，以及氧化带中的少量金银矿等。银的高集与矿石含炭质和方铅
矿关系密切，矿体界线不清，品位变化较大。根据已有的2332个基本分析 样 的 统计，假
设各区间品位分布频率和频数及区间平均品位如表1-4~4所示。

套7-4-4集银矿样品国位视微频率线计衰

平均品位《/t》颗率（?? 累计编率<??横数L个） 累计数（个）品拉K间《g/t）
612,7812.7412.7a29296>290
502,0313.420.733131290～280
492.3114,020.6032714280～270
477,980.95 14、8734922270～260
土十斗15.390,4335y岩280～250
459.24夕。 16,200.s038o250～240
442,3“色巴 1,83凸”z40～230

18.91 430.810.3943423230～220
41.7020.111.504635220～210
405.31, 21,050.9449r210～200

22,80 393.58“29 520209～190
37自、3s24-061.7656141190～186
362.9226.03寸程60r46180～170 51527.6s21.59塑。3717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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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薯唱八净” 颞滞（??累计数（个）品位区何（g/t） 疑计频率（?? 平均品位（g/t）

30.492.8771167160～150 33.,06

150~140 1.739 32.16750 323.22

140～130 309.7434.8S2,49曾58
竖“37.05130～120 56 2.40986s
283,35乡岂 40,2203874120~110

44,0A3、82102r 267,89I0～709 89
47.86 254.10118 3明2100～96 雪’

247,103,991239 51.89390～80
58.66136 221.806.82)5980～70

205.的65.396,73152515770～60
74.278.8 187,84173220760～50
65,2911.02 169.21237 19te58～40

14,71 149.47100.0923234340～30
翔数和平均品位为登 设数字酯备

按表1-4-4统计结果，作出样品品位和累计频率曲线如图1一4-3。在纵座标上，
按拟订的两个工业品位值;120/t和150/1分别取P、P'两点，作与横座标平行的线，
分别交AT与B、B'点;交须数果计曲缓于O、O'点;然后在P'B'线下方，作出 直角曲
边三角形OCD与O'C'D'，并使其面积分别等于直角曲边三角形OAB和O'A'B'。此

340
侈 ：鲁

0/）司曾磷 兽24o-2o-
以k B'e“乏e. 0勾、 身a[120F

冷里心Q 6朝
22001200 160 20400 HNO

梯品黑计段（个》

图1-4-3 某银矿品位濒数果计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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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刀与D/在纵座标上对应的Q与Q'的品位值50g人t及70g/t，即分别为两个工业品位所

要求的边界品位值。
然后用以上两套品位指标，即边界品位为50g/t和工业品位120g/t，边界品位70g/t

和工业晶位150g/t进行储量试算，所得的矿区平均品位均达到经济品位要求。再考糠 其
它伴生组份综合回收和银的国内外市场情况等因素，最终以资源利用率较高的50，t定为

边界品位。
图解法能直观地反映出边界品位与工业品位的关系，但必须结合其它条件，如矿化特

征、选矿试验结果等具体情况才能合理运用。由于图解法须以拟订工业品位指标反推边界
品位，显然工业品位的取值高低，对边界品位的合理性有决定性影响，因此一般不宜以低
于临养品位的工业品位去反推边界品位。

4.3.1.2 工业品位确建

1.类比法
类比法确定工业品位与用类比法确定边界品位的原则、方法、步骤基本相同。
例如，某小型矽卡岩惰矿，矿体产于碳酸盐岩石与花岗岩接触部位的矽卡岩带中，呈

复杂的遗镜状和似层状，形态、产状变化大，并有分枝、复合现象。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
为黄铜矿、黄铁砂和磁铁矿，其次为方铅矿、闪锌矿、斑铜矿等，主要脉石矿物为石榴子
石、透辉石、阳起石、斧山石等砂卡岩矿物。具自形、半自形晶粒结构、交代融蚀结构，
块状、浸染状构造。如铜品位在0，1～5，6??间变化。平均为1.6??经矿石可选性试验，
铜精矿品位为14??选矿回收率91.3??尾矿品位0.08??0.11??磁铁矿经磁选亦可得
到合格铁精矿产品。矿体埋藏在地表以下50~150m深度范围内，矿石和近 矿 围岩稳固，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易于地下开采。以上条件与临近的某铜矿近似，该铜矿已经开采
十年，生产效果良好。故可采用该生产矿山的工业指标∶铜边界品位0.3??工业品位0.5
??可采厚度1m、夹石剔除厚度2m为其工业指标。

类比法确定工业品位简便易行，但任何两个矿床的地质和经济条件只能是近似而不可
能相同，因此用类比法确定工业品位应与边界品位的确定同时进行，并多用于地方开果的
小型矿床，或在初步拟订工业指标方案时使用。同时，用类比法确定工业品位时，应从矿

床矿化特征和矿石性质等方面进行认真对比，否则将导致错误结论。
2.地质方案法
地质方案法是在类比法预先拟订几套工业指标（包括边界品位、工业品位等项内容）

的基础上，对整个矿床或有足够代表性的地段，进行矿体试圈和储量试算，然后对比各方
案的矿石储量、品位、金属或矿物量差异，并结合矿化连续性、矿体形态完整性、厚度与
夹石分布变化情况等，选定矿体形态简单、完整，矿石品位高、资源利用率大的方案作为
推荐的工业指标，或作为下一步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的依据。

例如某石英脉型金矿，在工业指标制定时曾拟订了表1-4-5 所列的五套指标试算方
端。

用以上五套指标方案，对占全矿总储量70??上的地段试圈矿体和试算储量后。假定
其结果如表1-4-6所列各项数据。

根据以上结果结合矿体试圈情况可得出∶第Ⅰ、V方案平均品位虽较高，但金属储量
少，而且矿体连续性差，出现无矿天窗;第Ⅳ方案矿体完整，连续性好，但对矿体下部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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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1-4-5某金矿工业指标试算方察表

备 注可采厚度<m）工业品位《g/1.）边界最位（g/t》 突石财除厚度（m>方案号 e5- 宁加？， 当矿体厚度小于可。，扩” L。0
采厚度时，可用m·g/t互a,51.5 1。0◆
做计算售男 乙1.01.5

kr 乙1-04身

表1-4-8莱金矿工业擅标议算结果表
与1方案比较的相差盛歌空 用黄平均晶位平均厚度 矿 石 量

方案场 品 让矿石是路 度(kg) 金属 霍g/t)入目” (t)

1.60- 1.001,00 2.005，z保 2718,2211-43 487009
工 0.73021.7862 1,28931.89513504.5734.258243592.71

2.0431 1.4z90,659声 1.95104.50954164 387。8332.79
1.26060.7509产 9.8951783764 1.67823426.5874.87271

0.75771.6594售 441 1.77623419.492 1.2580749392.54

片的低于临异品位矿段出现;第Ⅰ、Ⅱ方案矿体连续性较好、品位较高。故将第I、Ⅱ方
案提出，做为进一步技术经济计算分析的依据，其余三套方案舍去。

地质方案法是制定工业品位指标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由于它较全面和直观地反映不
同指标条件下的矿体形态及储量的变化情况，为确定工业品位指标提供了充足的地质数据
和资料，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但由于必须选择有足够代表性的地段，以至全矿进行试圈
和试算，其工作量较大。同时地质方案法着重于地质因素对比，缺少经济分析内容，因此
在确定工业品位指标时，往往还需从经济合理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以正确决定指标方案的
取舍。

例如某锅矿露天开采部分的矿量即将采完，拟转入地下开采。按一般情况，地下开采
的工业品位指标将要随生产成本提高而提亮。但是，由于矿山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较
快，区城经济条件也有较大改善，因而也有可能降低工业品位指标。为说明这种情况，现
假设该矿生产技术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如裘1～4-7 所示。

表1-4-7某铜矿生产技术经济瘤标变化情况袭
每吨原矿生产威本（元） 章备精登品位（??尾矿品位（%>选矿回收率（??项 目 矿鲜果 ∶矿

崇体孝。 6,48一EC0.25～0,27踩措 标 台 。 婴设效5-0～930.07~0、12翼 措标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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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用四套工业指标方案，对保有储量进行试算，相应的结果（假 设 数）见表1-4-

8.
表1-4-B其调矿工业指标试算粕果表

平均品位<??工业品位边界品位 矿百量 备 注金 属 量措标方案 西 部 全 (%) 东 部入确”
1,59110.32152.060.2 按工靓平均品位1,280,760.3”

按单排要求1.41108,4I0.2 08工，82136.750.3。
、置 0.95 1.51 按工程乎均晶位1.780.3 I06，7意0.5 125.06

按单禅要求1.192,01 1.770.5 “客1000.3，等’
注∶矿石撞、金属量以弈R方案为蒿础拆算。
从上表所列计算结果可见，由于四套方案的平均品位均高于假没的临界品位（Cx0.8

??，所以在技术上可行、经济上也合理。但以哪个方案最优，还须进-步作技术经济分

析。
3.经济分析法
经济分析法是在工业品位指标制定时，模拟未来矿山企业生产过程，选取适当的技术

经济指标，按照收支平衡原则，并考感投资贷款偿还能力及保证企业获得既定基准投资收
益率等要求、计算临界品位、经济品位和投资效益品位，用以分析工业品位指标及指标方
案的合理性。

1）临界品位计算
（1）当矿产品为精矿时;

B,C" (1-4-1)ao =~D81(1-p
（2）当矿产品按精矿含纯金属计算时∶

C (1-4-2)a。-D7;e,(1-p)
（3）当矿产品为金属（锭）时;

βAC (1-4-3)。目(D2-Cm)e1ex(1-p)
C=C;+C,+Ca+Ca+C。

式中 αg——临界品位，??g/t;
C ——每吨原矿全部成本，元，
C，——每吨原矿开采成本，元;
C。——每吨原矿选矿成本，元;
C3——每吨原矿的运输费，元;
C——每吨原矿的企业管理费，元;
C。——每吨原矿的营业外支出费，元;
Cm——每吨金属的冶炼成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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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1---精矿品位。%;
β2--金属锭品位，%
D1--—每吨精矿价格，元;

D '——精矿含每吨金属价格，元;
D。一--每吨金属价格，元;
&∶——选矿回收率，%;

e2一——冶炼回收率，%;

p-采矿贫化率，??

例如某铺矿为一大型矽卡岩钼矿床，矿体呈层状、似层状，厚度大而稳定，品位较均

匀。假设原矿品位Mo为D、181??，精矿品位51??选矿回收率90??用地下开采，采矿

贫化率为10??用扩大技术经济指标估算，假如每吨原矿生产成本为30，92元，每吨 钼糖

矿为17750元。其临界品位按1-4~1式计算为;

BC。：目凹“六叫儿它’
51?30.92，：

17750× 90?(1-10%)

=0.11?,)
又如上述某金矿，根据矿床地质和开采技术条件，以及选矿试验结果，估计用地下开

采方法，可建500k/d规模的采选厂一座。假设其每肺原矿采矿车间成本13.5元、选矿车

间成本9.28元、精矿运输费1.06元、企业管理费10.0元、营业外支出2.0元、采矿盆化率
为15??选矿回收率87.32??精矿含金为每克13.45元。则其临界品位按14-2式计算

为;
C

 D1eI(1-p)
13,5+9.28+1.06+10.0+2.0二13，45×87，32?（1一15??

=3.59g/t(Au)

在前述的该矿地质方案法选出的第Ⅰ、Ⅱ方案中〈参见表1-4～6），其平 均 品 位
分别为4.25g/t和4。05g/t，均高于计算的临界品位3.59g/t。虽然第重方案品位稍低，
但能满足开采规定的盈利要求，且资源利用率较高。放从企业经济效益和资源利用角度考

崽，聂终仍选定第【方案，即边界品位1，5g/t、工业品位3。5/t，可采厚度1m、夹右

剔除厚度2m为矿石储量计算工业指标。
再如某汞矿为一中型汞矿床，矿体号层带状产于碱酸盐岩地层中。称石具岂形、半自形

晶粒结构、浸染状构造。选矿试验表明、用两段磨矿、单一浮决流程，在磨矿 细 度一200

目占75??，精矿品位为33。88??计算选用为25??、尾矿品位为0。602??选矿回收率
98.25??计算选用94??;用地下开采、全面法采矿，采矿贫化率16??假设每吨原矿
采选成本为24。16元，冶炼用蒸馏法炼汞，回收率98.6??产品为含汞99.999??一级品，
每吨汞冶炼成本1407元（设税金为3000元，共计440?元），每吨汞的售价为80000元。其临
界品位按1-4一3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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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Prc
80=(D:-Cm)eIe(1-P)

99.999?24.16
三（30000-4407）×04?98.6?（1-16??
=0.12?g)

2）经济品位计算
（1）当矿产品为精矿时，

AC*i* (Di-P)Er(1-P) (1-4-4)
（2）当矿产品按精矿含金属量计算时∶

C
(1-4-5)@iF (DF-P)er(1-P)

（3）当矿产品为金属锭时。
BCC (1-4-6)ai= TDi-Cm-Pxier(1-p)

其中∶
p:(Ia+F)i （静态）B
p' E CJo+F )FpR （动态）钟 B

FPR=1111505T
式中    aj—————经济品位，??g/t；

P————每吨矿产品标准利润，元
Ia————固定资产原值（一般按基建投资的0.8或0.85取值），万元；
F———企业流动资金，万元
B————预计的矿产品年产量，t；

FPR————资金还原系数；
i————基准收益率，%
n——矿山服务年限，年。

其余符号同1-4-1式至1-4-3.式。
例如上述某铜矿，若新建2000t/d采选厂一座，基建投资假设为7806万元。如按0.85

转为固定资产原值、年产精矿品位为51??钼精矿2077吨、企业流动资金按年生产费用
50??算为1471万元、采矿贫化率10??选矿回收率90??每吨原矿生产成本30.92元、矿
山服务年限为25年。若要使未来矿山生产能获得15??标准利润，其经济品位按静态计
算，每吨精矿标准利润为

P三 CIa+F）iB
(78060000×0.85＋14710000×15%专业 2077

=585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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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动态计算，每跑精矿标准利润为∶
(Ia+F)FPRP'= 畅

.15?+15?
(7806000×0.85＋1471000)×(1+15?8- 1

2077
=6037.6（元）

将上述计算结果并有关参数代入1-4-4式，分别得出
BC

a-D.-Pe;(1-p)
51?30.92

给—一 (17750-5854)×90?(1-10%)
=0.164?o

2,C
a';=D-p(1-p

51?30.92
目‘17750-6037.6)×90?71-10%)
=0,166?Mo)

即该矿钼的静态经济晶位为0.164??动态经济品位为0.166??
3）投资返本品位计算
（1）如矿产品为精矿时，

β,(C+IFpR) (1-4-?)。”D;871-p)
哈已六“，B,C (1-4-8)。“”或 D，e（i-?+D.e11-p)

= r。+ A
（2）当矿产品按精矿含金属量计算时;，

_C+1,FPR (1-4-8)a; =D.e1(1-p)
Z,PPRC 、才”a= D、e;(1.或 De?(1-p)1-p)

(1-4-50)“汇矿十窑产
（3）当矿产品为金属锭时∶

Bx(CtIAFpR) (1-4-1)。”(D:-Cm)yex(1-p

_A,I,EPB_B;C或 仓”目D-Cme2。（1-p+（D，℃m）e（1-可
(1-1-12)=α。中CH

式中 a1——投资返本品位，??g/ty
a。——临界品位，??g/t;
c——投资返本需要提高的品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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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年产每吨矿石的采、选总投资，元;
I.--年产每吨矿石的采、选、治总投资，元;
——基建贷款利率，??

其余符号同前。
例如上述钥矿，拟建生产规模2000t/d（折合66×10't/a），假设基建投资?806万元、

系外资贷款，利率为13??要求7.1年还清。在其它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投 资运本
品位按1-4-7式计算∶

B(C+I,FPEa,= D181(1-p)
78060000 13? +13?。151?0.92+66000 ×71+13?。-

7750×90?(1-10%

=0.204?Mo)

按1-4-8式计算∶
n:=a。+ak

78060000..13?+13?。151?660000 (1+13???1’
目“。十’ 17750×90?(1-10%)

= 0.11?.094%
= 0.204?o)

即该矿生产前期要求的投资返本品位∶Mo为0.204??
又如上述汞矿，拟建的矿山生产规模为1000t/d<折合33×10't/a），假设基建投

资3600万元，全为银行贷款，年利率为10??10年还消。如其它参数条件不变，其投资返
本品位按1-4-11式计算。

_B:(C+1.FPR)
态目(D。-Cm)8;e;(1-p)

36000、10?+10?99.99?4.16+330000^(1+10?- 1
30000-4407)×94?98.6?(1-16%

=0.210?g)
接1-4-12式计算∶

。”氩日十伍种

360000、10?+10?o999?330000_×(1+10?-1
=0.12?3000-4075×94?9.6?(1-16%)
=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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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0?Hg)
即该汞矿投资返本品位为0.210??

经济分折法计算的临界品位、经济品位以及投资效益品位，一般不出现在下达的工业

指标内容中，只有当某些矿床需要时，才将临界品位作为工程平均品位或块段平均品位下

达。在极个别情况下，将经济品位作为矿区〈床）平均品位要求才包括在工业 指标内容

中。投资返本品位不作考察矿床品位指标使用，只是在某些特殊惰况下，需要提高首采地

段的品位要求，或者为了满足矿山生产初期要求而圈定富矿殿时，用以衡量这些地段的平

均品位。
在制定矿床工业指标时，由于经济分析法综合考虑了矿床地质特征和矿山企业可能的

生产情况，计算结果合理，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经济分析法必须建立在地质方案
法的基础上，并根据矿山选（冶）试验结果，结合矿床的地质和开采技术条件，并考虑资
源的充分利用等情况，合理地选取各项计算所需的技术经济教。否则。将导致情误的结

论。
4.3.1.3 伴丝有登退份含量指标制定
1。选矿过程回收的伴生有益组份含量指标
当伴生有益组份呈单矿物产出，在主要有用组份选矿过程中，适当增加选矿回收工序

即可获得其精矿产品时，往往需要用经济分析法单独制定它在矿石中的下限值含量指标。
由于伴生有益组份与主要有用组份在矿石中密切伴生，在矿山生产过程中，它不需要

采矿（包括剥离）、运输、碎矿、腾矿等费用，其生产成本仅包括所分摊的分选富集、生
产管理和销售等费用。据此，按收支平衡原则，以临界品位作为其回收利用的最低含量指
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1>当伴生有益组份按其精矿折价时，

_βb1Ca1 (1-4-13)a8= D1eb(1-p)
（2）当伴生有益组份按其精矿所含金属量折价时∶

C61. (1-14-14)“”它巴民”巴
（3）当伴生有益组份按其金属成品折价时∶

_Bb;CA1 (1-14-15)(6 r (Db:-Cmb）段b186∶（1-p）

式中 ap——伴生有益组分最低含量指标，??g/t;
βb1——伴生有益组分精矿品位，%;
β6∶-—伴生有益组分冶炼产品品位，??
Cb1——-伴生有益组分每吨原矿选矿成本，元;
Cmb——伴生有益组分每吨冶炼产品成本，元;
D6，—一伴生有益组分每吨精矿价格，元;
D6'，——伴生有益组分精矿含每吨金属价格，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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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伴生有益组分每吨冶炼产品价格，元;
eb1—-伴生有益组分选矿回收率，%;
s6∶—-伴生有益组分冶炼同收率，%
p-采矿贫化率，??

例如上述佣矿。除主要有用组分钼外，还伴生有白钨矿并与辉铺矿矿化范 园 基 本一
致。据选矿试验结果，假设钨原矿品位（WO;）为0.120??，则浮选兽精矿品位（WO3>
为65??选矿回收率30??每吨钨精矿售价为12558元。如其每吨原矿选矿数 及生产管理
费和销售费分摊共3。7元。则综合回收的最低含量要求按1-4-13式计算为∶

_A;CB1。飞”D612(1-p
65?3,7

12558×30?(1-10%)二

=0.071?O。)

以上计算结果。是按钙的采矿贫化率与钼的贫化率一致考虑的。由于计算出的WO;含
量0.071??于尾矿品位，可以保证在选矿过程中有效地综合回收。故可作为计算WO3伴
生组分储最的最低含量要求。

用经济分析法制定伴生有益组份量低含量要求，计算简单，应用方便，一般 适 用于
在主要有用组份选矿过程中能综合回收的各种组份，但不适于在选矿过程中不能得到精矿
产品的伴生组份。如选矿过程可以同时回收两种以上的伴生有益组份，则应视不同情况分
别计算其量低含量要求。计算结果应与选矿试验结果对比，一般只在计算结果高于其尾矿
品位才有实际意义、同时，计算结果还应考虑与主要有用组分的赋存关系，即只能计算主
要有用组份矿体范围内的部份。

伴生有益组份最低含量要求，一般只用在主要有用组分的储量计算块段上，当其伴生
组份品位达到此项要求，抑计算伴生组份的表内储量，否则只计算主要有用组份储景。

2。冶炼过程中回收的伴生有益组份含量要求
对于选矿过程中不能富集、或即使相对富集仍得不到单独的精矿产品的伴 生 有 益组

份，往往只能在主要有用组份冶炼过程中回收利用。对其含量要求，可按以下两种债况考
虑。

（1）在主要有用组份精矿中达到一定含量、并在冶炼时可以回收和予以计价的伴生有
益组份，如钢、铅、锌精矿中的金，银、硫;铋糖矿中的银;镍猜矿中的铜等，一般不单
独制定其最低含量要求。只是在其含量较高时，可考虑以其在原矿中的产值，抵消公式1
一4-1～公式1-4-12中的部分原矿生产成本，起到降低对主要有用组份品位要 求 的 作
用。

（2）在主要有用组份精矿中不予计价的伴生有益组份，如铜、铅、锌精 矿 中 的像，
咽、第、锗、硒、碲;铁矿石中的钴、镍、钼、饼;钨精矿中的锡、饶、怛、铌、钳、蚀;
锡精矿中的铜、铅、锌、鸭、铋、钼、锑及稀有金属;铝精矿中的铼等等。一般均不制定
最低含量婴求，在储量计算中按"有多少、算多少"的原则处理。

3。对矿石加工过程有利的伴生有益组份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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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伴生有益组份，尽管在主要有用组份选、治过程中不具综合回收价值，但有利于
矿石加工过程并促其主要组份产品质量提高。如富铁矿石中的C∶O和MgQ含量与SiO∶和

A12O;之比值在0.8~1.2时，炼铁过程中即可不加或少加熔剂，从而提高了冶炼经济效益。

对此类有益组份的含量一般按选、冶工艺要求划定，不在工业指标制定时另行什算和确定。

4.3.1.4 有膏杂质含量指标制定
有害杂质含量按矿石选、冶工艺要求，一般在工业指标制定时不单独进行经济计算和

制定。
这项指标是对黑色金属、冶金辅助原料和铝土矿等不经选矿面直接入炉冶炼或制砖利

用的矿石的重要要求。一般按各种矿石有害杂质的含量高低，将其分为若干类型或品级，供
不同的冶炼、制砖工艺使用。当有害杂质含量超过某一容许极限时，则露经选治处理酸配
矿以降低其含量。在使用该指标时，黑色金属矿多用于工程平均有害杂质含量，冶金辅助
原料矿多用于单个样品有害杂质含置。

4.3.1.5 共生组分综合品位制定

当矿石中有两种以上有用组份密切共生，如某些金银矿、钽铌矿、钨锡矿、铅锌和多
金属矿等，往往需要制定综合品位指标，其制定方法有以下三种，

1.折算法
折算法确定综合品位，是将矿石中可供回收利用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组份品位，折算

为其中相对主要的一种组份品位的计算方法。这种相对主要的有用组份称主要组份，其它
可供利用的组份称次要组份，以折算结果表示的主要组份品位总称为综合品位。

1）主要组份划分标准
（1）矿床勘操和开发利用的主要矿种;
（2）矿化范围大、矿化连续性好的组份;
（3）矿石品位相对较高的组份;
<4）矿产品产值高、价值大的组份;
（5）国家急需或市场紧缺的组份。
以上标准需针对矿床的具体条件和工业要求具体掌握。
2>拆算起点的确定
（1>凡参与综合品位折算的组份品位，均应高于该组份的选矿试验尾矿品位
（2>在一般情况下，应以该矿种的一般参考1业指标的边界品位为折算起点。
3）品位折算系数计算公式
<1）价格法

k;器 (I-4-16)

（2）产值法

Dcieci (1-4-I7)K;= lD2Px
（3）盈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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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i-Cci)ediK;= (1-4-18)(D2-℃z8x
式中K;—-品位折算系数;

D，De;——每吨主、次要组份矿产品价格，元;

C、Cei——每吨主、次要组份矿产品生产感本，元;
ez、eci——主、次要 组份选矿或冶炼回收率，??

4）综合品位计算公式

量““跆之了又 (L-4-19)
式中 αm——以主要组份表示的综合品位，??g/t;

az——主要组份平均品位，??g/ty
aei—次要组份平均品位，??g/t，
K;—品位折算系数。

例如某鸭锡石英脉型矿床，其钨、锡分别呈黑钨矿和锡石密切共生，但矿化不均，晶
位变化较大。经矿石可选性试验表明，用重选流程，鸭、锡均能获得合格的精矿产品，其
选别指标参见表1~49。

表1-4-9某钟铸矿可选性试验指标康〈??

串绵思矿品位精矿品位颠矿届位 谁矿回收率退分名称

0.01AwO 熟料章85.769.4~74.50.242

假设值0.04158-3～68。1S 44.20150

用WO;边界品位0.08?0.010??工业品位0.12?0.15??可采厚度0.8m、夹石
鹏除厚度2m两套工业指标试圈矿体和试算储量，得出表1-4-10所列结果。

嵩”某编编矿工业衡标试算储量范果表
金窝量（1） I-1相对差<??平均品位（??矿石篮工业品拉边界品位 鲜着 名 智WO。 Sn 矿石量SnWO,wo<%wo.<%> (t>

自。 假设效18232841， 。12163120,1 o.1600.24z0.08

-9.02-18161.6 工267.162 假设数， 夕访 0.2690.10 964794

从上表数据分析，如果按别除低品位矿石较多面金属损失量较少的原熨来衡遗。显然
是【方案优于Ⅰ方案。

在对以上两方案储量计算结果进行经济分析时，按原矿试验结果，并采用扩天经济指
标，分别计算单独开采鸭或锱时的临界品位和经济品位为∶（WOs>αa为0.258??a;为
0.289???Sn）α。为0.390??α;为0.428??两种组份均不够单独开采价值，因此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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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综合品位计算。
（1）主、次品位划分
由于钨的品位相对于本矿种的参考工业指标较高、价值较大，故确定以钨为主要组分。，

将锡折算为钨。
（2）折算起点确定

选矿试验结果表明，钩、锡尾矿品位均很低，因此凡单工程平均品位 WO∶≥0.08??

Sn≥0。10??（即一般参考工业指标的边界品位）均可参与品位计算。

（3）品位折算系教计算

根据假设的钨、锡精矿产品价格和选矿试验结果，采用产植法1-4"27公式，即

DSn6SnKSn- Dasewo*
13850×44%
10850×85%

=0.66
即每1??Sn相当于0.66??WO。。
（4）综合品位计算
按1-4-19公式，Ⅰ方案的综合品位am∶为∶

自“占：沁予号
=0.242+0.68×0.15%
=0.341?O:)

Ⅰ方案的综合品位αmx为∶
am: = 0.269+0.66x0.162

=0.376?O。)
（5）计算结果评价
根据以上综合品位计算结果，αm;和um;均大于WO，的经济品位0.289??因此综合

考虚钨、银两种组份的价值，该矿具有开采价值。就Ⅰ、Ⅱ两套指标方案比较，尽管Ⅰ方
案平均品位较高，然面Ⅰ方案WO;综合平均品位亦高于经济品位。资源利用率较高，故为
合理方案。

据此确定该矿床工业指标如下∶
边界品位∶WO30.08%;
综合工业品位∶（WO3+0.66Sn）??0.12%;
可采厚度;0.8m;
夹石剔除厚度∶2.m。
5）适用条件
由于折算法确定综合品位的拆算系数存在以下问题，使其应用范厨受到一定限制;价

格法仅考虑了产品价格，没考虑有用组份的回收效果和生产成本，产值法没 考 欧 生产成
本，盈利法虽然考虑了价格、回收情况和生产成本，但无法计算在不同的原矿 品位 条作
下，产品的质量、价格衣生产成本的变化情况，特别是在次要组份的产值与其成本相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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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D。i=Cei，K;=0），1-4-18式就无意义，而实际上却仍具有回收价值。因此，
以上三种拆算公式都不够完善。鉴于这种惰况，折算法计算综合品位成功的实例不多、仅
见于用1-4-17式计算密切共生、并且用同一选矿流程可以获得两种产 品的 个 别 金银
矿、钨镊矿和钽铌矿。另外折算法必须建立在地质方案法基础上，并应以选矿试验结果为

依据，而且使用复杂，故应用时应慎重。

2.产值抵偿法
产值抵憬法，是用次要组份的价值折价的办法，以抵消矿石综合生产威本的一部分，

从而降低对主要有用组份临界品位要求的综合品位计算方法。
1）计算公式
《1）当球产品按糖矿折价时，⋯、1β:'C- ; etD"eie'。;(1-)”“中汁论”

(1-4-20)
D,'1-p)Cz0=

（2）当矿产品按精矿含金属量折价时;

C-二ei D∶;e'a（1~p）
(1-4-21)

D:,(1-p)《z0=。

（3）当矿产品按金属锭折价时∶

p."C-二-paa(D"i-Cme)'idu(1-p) (1~4-22)
(DV。-Cm)24e。1-p03·=—-

az，-—以主要组份表示的综合临界品位，??名/t式中 cc--次要或伴生组份平均品位，??g/t;
β'z，β"。—主要组份精矿或金属成品品位，??g/ty

β'ci，β"。;—次要或伴生组份精矿或金属成品品位，%;
C——每吨原矿生产成本，元;

Cm，Cmi——每吨主、次组份冶炼产品成本，元;
D'z、Dz、D"。—--每吨主要组份精矿、精矿含金属量、金属成本，元;

D'ei，Dei，D"c;———每吨次要组份精矿、精矿含金属量、金属成本，元，
e'z，e"。—主要组份选、冶回收率，%;

e'ei，e"。1—次要或伴生组份选、冶回收率，%;
p-—采矿贫化率，%;
n—-次要或伴生组份种类数。

2）算例（1>当n=0，矿石不含次要和伴生组份，此时，a=au，即1-4-20～1-4-22式分别与1-4
"1～1-4-3式等价，算例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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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维≥1，矿石含一种以上的次要或伴生有益组份。如前例某钨锡矿，当 其WO3与Sm精矿品位
分别为70?60??选矿回收率分别为85?44??假设每略兽轿矿等价为10850元和精矿含每吨德金

离售价为13850元，采矿贫化率15??每蹄原矿综食生产成本28.89元。现分别社算WO∶的临界品位和综

合临界品位。
胺1·4·1式∶

A;G多”！D:81(1:

72×28.39
10850×8?1-15%)

=0,258?O5)

a.;D"。;8'。;（1~p），敢果用由于Sn的产品按每吨纯金属折价，所以Sn的每雌原矿产值为!

1-4-20与1-4-21混和式∶

',C-: a.,[0':, ':(1-p)i-b
。。！ D。e(1-p)

70?28.89-0.15?13850×d4?《1-15%>
10850×85?-15%)

=0.159?O:
即以次要组分的产值镉抵消部分矿石综合成率后，可将主要组份WO;的临 界品位由0.258??至

Q.159??
3）适用条件
<1）当矿石次要或伴生有益组份产值所占比例不大时，抵偿法较折算法考虑的因素全

面，并可简化综合工业指标内容和矿体国定程序，运用也较方便。但仍必须建立在可靠的
选矿试验和地质方案法的基础上。

<2}当矿石中次要和伴生组份较多，产值比例较大时，抵偿法易导致错误结论，因此
不宜采用。

例如某铜锡多金属矿，矿石主要组份为惕，次要组份为铜，另外还伴 生 有 锌、银、
钨、硫及萤石等有益组份。经选矿试验证明，这些组份均可获得合格精矿产品，但每一种
组份均不够单独开采价值，因此采用综合指标。

由于矿床埋藏浅，宜于露天开来，确定其采矿贫化率为4??根设每吨原矿采选全部
成本为36.34元，每吨原矿综合产值为49元。该矿选矿试验结果及各种组份产值参见表1-
4-13。若以抵偿法计算以锡表示综合临界品位，因锡矿产品用精矿含金属计算，故应采用1
-&-21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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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1某衡据矿各种烟份选矿试验结果及产值装

黄 每吨照言中的选矿图敢率鲍矿品位 产位比筑精矿品位产
矿特 (%) (%)详酶八徉”(%)入策。(%)

19.060.94Sn 38.1245.82宁岂 40.55
15.6A少图15.41.18 65.060.28Cu
1.200.60Za 34,310.39 39.970.37
G.60wo; 25.78 名。8018.850.030.085
4.12,0918-2540g/tb 271~68O(g/t)Ags 2.35 6.7074.1536.259.475,02
28.59域.28它。 59,2394.3425,38 14.13

∶表中数 据均为假设散。

鸡 C-二as D∶e'i（1-p）
红”静’ De(1-p)--

36.34-(15.64+1.20+5.60+4。18+6,70＋28.56)?49
1100×45.82?(1- 4%)

=0.104?n)
由于az8=0.104??低于主要组份锡的尾矿品位（0.109??，因此计 算 结 果 无意

义。
3。产值比例法
产值比例法，是按主要有用组份所分摊的矿石综合生产成本与其价值相等的原则，用

以计算其临界品位的方法。
1）计算公式
（1）当矿产品按精矿产值比例计算时。

B'CVz (1-4-23)红量”。D,。(1-p)
（2）当矿产品按精矿含金羁量产值比例计算时;

CV, (1-4-24)。日”出”。(1p

<3）当矿产品按金属锭产值比例计算时∶
,CW- (1-4-25)9",

azt=(D。 2",(1-p)，.yn

式中 V。——主要有用组份产值出例，%;
其尔各参数同1一<-20～1-4-22式。



128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2 ）算例
如上述铜锡多金属矿，按Sa的产值比例计算其综合临界品位，用1-4-24式∶

CV.即     axt=D ∶00∶（1-P）
36.34×38.12%

-13100×45.82?(1-4%)

=0.240?n)
经储量计算证明，上述结果接近实际。
3）适用条件
（1）产值比例法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矿石主、次有用组分的生产成本、回收效果和产值

情况，计算结果较符合实际，并且使用也方便，因此适合于一般情况下的综合品位计算。
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2）产值比例法亦必须建立在地质方案法和选矿试验基础上，并且应合理地选取各项
技术经济参数。

4.3.1.6 矿石工业类型和技术品级指标确定
1.矿石工业类型指标确定
矿石工业类型指标的确定分以下两种情况1
（1）根据矿石选矿试验结果，按照矿石如工工艺要求对扩石进行的分类。此种分类不

属工业指标制定的工作范围，但有时需要按不同工业类型分别制定工业指标。如金属硫化
矿床的原生矿与氧化矿各是不同的工业指标。

（2）根据既定的矿石加工工艺要求，对矿石进行的分类，如对金属硫化矿床，按氧化
率高低将矿石分为原生矿、混合矿、氧化矿；对磁、赤铁矿床按磁性铁占有率高低划分为
磁铁矿石、混合矿石、赤铁矿石以及按碱度的高低分类等。这种分类在工业指标制定时，
不必经过经济计算，只须在工业指标内容中直接予以规定即可。

矿石工业类型应在可以分采、分选并能提高生产效益的前提下，纳入下达的工业指标，
以分别圈定矿体和计算储量。

2.矿石技术品级指标的确定
矿石技术品级指标适用于直接利用原矿的某些矿床。在工业指标制定过程中根据产品

质量标准，对同一种工业类型的矿石主要有用组分品位高低，以及伴生有益、有害组份的种
类和含量分等级予以明确规定。对于某些没有产品质量标准，而必须通过选、冶试验，才
能合理确定其品级要求的矿床（如直接入炉冶炼的氧化铅锌矿石等），则应经过技术经济
分析确定。计算的原则和方法，与前述有关品位指标计算相同。

4，3，1.7  矿石物理性质指标制定
由于它们都有通用的技术和质量标准。故在钢定工业指标时，直接将其列为工业指标

的内容即可。

4.3.2 开采技术条件推标制定

4.3.2.1  可采跟度与夹石剔除厚度的确定
可采厚度与夹石墨除厚度是工业指标中开采技术条件方面的主要内容。它们主要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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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采矿工艺要求，并与矿体产状和矿化特征有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技术与经济

两方面的特点。
1。可采厚度确定
可采厚度的确定，普追采用经验法，即根据不同开采方式和采矿方法及采 装 设 备水

平，对不同矿种和不同产状的矿体厚度要求来确定。一般露天开采的厚度要求较地下开来
大、陡倾斜矿体较缓倾斜矿体厚度要求小，其一般参考指标见表1-4-12。

表1-4-12可采厚度及夹石黑除厚度参考指标衰
地下开采《m》露天开采（血）可采厚度夹石期赊厚度

种 名 称“
可来厚度 夫石脚豫厚度夹石鹏除厚度可聚厚发一司”一国”

置 0.5～1铁 就 1~21~2

0.5~0.7超矿 0.3～0.5
05~1。0帆、钛、骼矿 0.5~1,0 ee 2～ 0.8～1.2一般有色、贵重，稀有金属矿

切土矿 0.5～0,80,5~0,8
互 ，D,7~11~2一般化工矿产

灭 岔 碱 0.50.3~0.5
4~8水魂用友岩

0.5~1,00.5~1,0一毅非金属矿产

金 明五 0,2~0.6
1~2 1~1.5一般冶金辅助咏料矿产

0,3～0.5酚火粘土矿 0.5-1.0

另外，在某些矿体产状和厚度变化大的矿床，当其矿体厚度的大小成为工业指标确定
的突出矛盾时，也可在地质统计分析基础上，以不同厚度指标与品位指标方案，共同参与
经济比较的方法。例如，在制定某大型汞矿的工业指标时，就管以可采厚 度0.8m、1.0m
和1，2m三个指标，分别与汞的边界品位0.04??0.05?工业品位0.08??0.10??
成几套指标方案，进行地质方案分析和经济比较，最后确定边界品位为0。05??工业品位
0.08??可采厚度1m及夹石别除厚度 2 m的指标为储量丹算依据。

2.夹石剔除厚度的确定
夹石别除厚度主要取决于开采方式、采矿方法和采装设备水平，同时也与矿化特征有

关。确定夹石制除厚度原则是要保证废石在开采过程中能予剔除或留作矿柱，以避免和减
少采矿贫化，同时也应保证矿体的完整性，避免矿体鹰定和连接的复杂化。夹石剔除厚度
指标的确定以经验法为主（一般参考指标参见表1-4-12），另外也有用统计法和地质方
案法确定夹有剔除厚度的情况。

4.3.2.2 工业米百分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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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米百分值（贵金属矿床为米克吨值〉，是矿床开采对薄脉状矿体的品位与厚度要
求。确定工业米百分值的方法较为简单，即在工业品位与可采厚度指标已经确定的基础土，
以两者的乘积表示。

4.3.2.3 无矿地段别除长度的确定
无矿地段期除长度是对岩金矿床的一项工业报标要求，也偶见于某些脉钨 和 脉 锡矿

床。它一般是根据沿脉探矿巷道播露脉体，沿走向矿化连续情况。按照开采时能对无矿地
段单独剔除或留作矿柱的要求确定的。确定该项指标时，应考虚尽量减少开采贫化，并保
持矿体沿倾向的连续完整性。例如，岩金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无矿地段别除长度，在上
下坑道对应时为10～15m，不对应时为20～30m。

4.3，2，4 含矿系鼓的确定

j.体含矿系数（或含矿率）
1>计算法
（1）直接计算
按照从整个含矿层（体）中，经过洗矿或手选及其它选矿方法得出糖矿产品，以每吨

原矿的产值不低于生产成本的原则，直接计算其含矿率指标。
（2）间接计算
对某些适于露天开采的堆积型铝土矿床，矿石与夹石混杂成松散堆积体，一般不需凿

岩爆破即可直接采装，但需进行洗矿才能成为商品矿石。其节约的凿岩繁破费和增加的洗
矿费，大致与层状铝土矿要经凿岩爆破而不经洗矿的费用相当。据此可用境界弱采比和平
均剥采比近似地求得边界与工业（块段平均>含矿率。其计算公式为;

100K"8=可; ( 1--26)‘氏

“？罐 (1-4-27)的

Kb-边界含矿率，kg/m，式中 
Kg-—工业含矿率，kg/m3;
N j———境界剥采比，m*/m";
N，—-平均剥采比，m3/m3;
d—矿石体重，t/m3。

如某铝土矿石体重为2.8t/m*，境界剥采比和平均剥采比分别为15和10， 其含矿率按
】一4 -26式计算∶

噬dK。=-
1000-×2.8“！"

= 186kg/m2~≈200kg/m*
按1-4-27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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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Ko-- 9Np
1000×2.8，
10

= 280kg/ m2~e 300kg/ma
2）类比法
根据矿床的具体条件与已开采的同类矿床进行对比，以选取其含矿率指标。各类矿床

含矿率参考指标见表Ⅰ-4 -13。

表1-4-18含矿 率指 标 参考 羲

石膏矿甜蒸响 云 母 矿钻 土矿结核状费矿 堆积型址矿!堆积型铁矿 体积型阁王矿
矿床英型 (%)个受当之(%)（点g/ml）(%) （k/m方）(%) (kg/m')

16~250,2～~0.6 卸；输≥20 3~630>0.4 300含矿率

2。线含矿系数（厚度含矿系数）
线留矿系数一般用于含矿体中的单个矿体规模小、相邻工程不易对应连接的复杂矿床，

如某些汞、锑矿床。线含矿系数的确定，应按照矿化富集规律和矿体产出特征，结合探矿
工程见矿情况，在含矿层（带）中先圈定含矿体界线，然后分别计算单项工程工业矿体厚
度与含矿体厚度之比值（即工程 线 含矿获数），再求各含矿体的平均（级）含矿系数。
其取值高低，除应充分反映矿化特征，还应满足开果的经济需要。

4.3.2.5 剥采比的确定
对适于露天开采的某些矿床，如化工灰岩、铝土矿等，其工业指标中，往往需要制定

剥采比要求。其具体计算方法详见本手册采矿卷有关章节。
4.3.2。6 其它开果技术枭件指标的确定
其它开采技术条件指标，如开采最低标高、露天边坡角、爆破安全距离、开采底盘最

小宽度等，仅见于水泥原料、玻璃原料等矿床的工业指标中，它们均按采矿工 艺 要 求确
定。

4.3.3 工业缩标方案的制定
以上所列工业指标的确定方法，均是针对单项具体指标的，它们是全面和系统制定每

个砂床工业指标的基础和准备工作。只有对单项指标进行全面的地质和技术经济分析，协
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构成完整的矿床工业指标体系。

目前使用的工业指标方案的系统制定方法，可分为常规的技术经济综合方案法和运用
电于计算机作辅助手段的合理<优化）边界品位方案法两类。

4.3.3.1 技术经济缘含方寨法
技术经济综合方案法，是在地质方案法的基础上，模拟未来的矿山生产过程，在两个

以上工业指标方案试圈矿体和试算储量的基础上，进行各项生产技术经济指标 的 分 析比
较，最终选取资源利用率离和投资效益高、生产成本低、产量和利润大的方案，作为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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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主管机关的推荐矿床工业指标。
1.步骤
（1）在地质勘探单位提供的地质资料基础上，根据矿床具体条件，经过对基本分析样

品的统计分析，参照一般参考工业指标或类似矿床的工业指标，拟定两个以上（一般以不
少于三个）指标方案，每个方案均应包括各项基本指标内容；

（2）用拟定的各指标方案试圈矿体和试算储量，并对其结果进行地质的分析对比和初
步的经济计算，提出对工业指标选定的初步意见。如上述步骤已由地质勘探单位进行，则
只须对所提供的方案对比资料进行分析鉴定，而后直接转入下一步骤；

（3）根据各指标方案圈定的矿体产出特征、埋藏条件，以及计算的储量，结合矿床开
采条件，拟定未来矿山企业的生产规模、产品方案和服务年限；

（4）根据矿山选、冶试验结果和类似的矿山企业生产情况，选取与计算有关的各项技
术经济指标

（5）估算矿山基本建设投资，并按国家规定，确定投资来源、贷款方式、利率及投资
偿付办法和期限；

（6）计算矿山企业生产经济效益；
（7）进行各工业指标方案的技术经济分析对比，
（8）选择最佳方案为推荐工业指标方案；
（9）编写推荐工业指标意见（报告），报上级审批下达。
2.报批“推荐工业指标意见（报告）书”的主要内容
1）前言
2）推荐方案
推荐的工业指标方案内容，及各项指标的应用原则或使用说明。
3）推荐依据
（1）矿床地质及勘探工作简况，
（2）矿石加工技术试验结果；
（3）不同指标方案的矿体试圈、储量试算结果及其说明；
（4）选用的采矿方法、选冶工艺流程的说明
（5）技术经济分析结果。
4）存在问题及处理意见
3.算例
为说明授术经济综合方案法的步骤和作法，现根据某矿床地质特征，系统假设一套矿体

品位和采、选、冶技术经济指标参数，按技术经济综合法的要求和步骤制定该矿工业指
标。

1）矿床地质及勘探工作概况
某矿为一大型中低温热液硫化多金属矿床，主要有用组份为A、B两种，属第1一I

勘探类型。矿体呈似层状产于浅变质岩系中的结晶灰岩和条带状黑云母石英片岩中，主矿
体走向延长达1350m，倾斜延深达510m，平均厚度9.8m，有分枝现象，厚度变化系统为
84??矿体倾角约80°，产状与围岩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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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中主要金属矿物为A矿物、B矿物并伴生C矿物可供综合回收利用。脉石矿物为
方解石、黑云母、石英。矿化连续性好，有用组份分布较均匀、品位变化系数∶A组份为
92??B组份为60??矿石具自形、半自形晶粒结构，条带状、浸染状和块状构造。矿体
与围岩界线较清楚。氧化带不甚发育，氧化矿石量仅占总矿石量4??矿石选矿试验结果
见表1-4-14。

表1-4-14幕等石选矿试验结果表（??
尾矿品位选矿回收率第7品位跟矿品位有用坦价

70~71 0.1248~500.94~1.10α
0.1560 92~935.26~6,009

矿床详细勘探已基本结束，勘探程度及有关地质资料已能满足制定工业指标的要求。
2）工业指标制定的步骤
（1）地质分析及指标方案确定
经过对该矿三个主要矿体900m标高以上的7600个基本分析样品的统计分析，并绘制

品位频数图，品位呈不典型的正态分布。A的品位转折点在0.3～0.5??间，B的品位转
折点在0.5～0.8??间。此即为边界品位可能存在的范围。

参照邻近的已割探的类似矿床工业指标为储量试算的中间方案，并结合本矿床的具体
情况再分别确定高方案和低方案，以便考察使用不同边界和工业品位时，矿体 围 定和储
量、品位的变化情况。其指标内容详见表1-4-15。

表1-4-15工 业 指 标 方 靠 麦
夹石副排耳翼工业品位（??边界品位（第） 可采厚度指标方案 (m)(m)山八Py

1.00.5 Y1起方莱 0.50.3
1.2 N0.7中力案 0.80.5 1

1.5 2.1.0 11.0高方案· 0.7

（2）矿体试圈和储量试算
根据以上三套指标方案，进行矿体试圈后，每方案圈定的矿体形态、产状、分布范

围，以及连续完整性等均无大的差别，储量的相对变化也不大（详见表1-4-16）。
由表1-4-16可知，工业指标的变化，对储量计算结果的影响不大。相对而言，中方

案比低方案剔除矿石量较高方案比中方案多，A与B金属量损失较小，因此中方案成为正
式工业指标的可能性较大。此外，三个方案的平均品位均较一般参考指标高，而且铺量都
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因此已具备进行技术经济分析的条件。

（3）可能的矿山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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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1-4-18工业微标方寨储量试算结属表

相对整（??品位（%> 轮国响入？制训响
方素名称 司A断（万） 矿石量'A 。真 。。自少出宁户1927.6断方案 1180609213878

566 179Y8 -01·1.13209771.19170.5中方窄 -0.15
-5,3171043 -18.381.25 、-2.107、021868.7高方案 200189

按表1-4-16所列储量，三个方案均可建设2000t/d即66×10*t/a大 中型矿山，其生
产服务年限分别为28年、25年和24年。

〈4>各项技术经济参数选取

根据矿床地质条件、矿体产出和埋藏特征，生产时可能用地下开采方式、分段空场与
深孔留矿法采矿，其贫化率和损失率分别设为14?18??

按选矿试验结果，有A和B两种精矿产品，精矿品位A为50??B为60???矿回收率
A为70??B为92??如其精矿含金属每吨的价格各为1510元和1040元，每吨原矿的 全部
生产成本为35.38元。

（5）基建投资估算

如按年产每吨厚矿166.7元估计，矿山生产规模为66×10't/a时，基建总投资约11000
万元;按银行贷款、十年内还清的要求，贷款年利率为9.036??以复利计算;

按有关规定，有包金属矿山年税率按5??算。
（6>各方案的矿山企业生产经济效益计算
按矿山企业生产经济效益的分项计算;各方案的产品质量、产量、生产成本、产值、

盈利惰况及其对比结果见表1-4-17第3、4、5、7、8、9项;各方案投资收益率、投
资回收期及资源利用率及其对比情况，见表1-4-17第10、11项。

（7）综合分析的推荐意见
由于矿床矿化连续性好，矿体与围岩界线较消楚，三个方案的矿量、品位、金周储

量、资源利用率和矿体形态等，均无大的差别，表明工业指标的变化对矿床储量及产出特
点的影响不大;

鉴于上述原因，以三个方案为基础分别拟定的矿山规模相间、仅服务年限以低方案稍
长;生产经济效益以中方案总盈利最多，并且每生产一吨金属多盈利54.5元;低方案则亏
损380.87元;高方案总盈利、年产A、B、C金属量均较中方案少，故以中方案 企业经济
效益为最优;

无论按静态或按动态计算，中方案的投资收益率较低方案提 高的幅度和投资回收期缩
短的幅度。都较从中方案改为高方案的幅度更大，因此中方案的投资效益最好;

另外，考虑到该矿将与临近的某矿区露天开采后的剩余矿体统一进行地下开采，为避
免资源评价和利用上的茅屠，也宜采用与其一致的工业推标（郎中方案）。

综合上述，故决定推荐中方案，即边界品位;A为0.5??B为0，8??工业品位∶A
为0，7??B为1.2??可采厚度1m，夹石则除厚度2m为该矿区储量计算工业指标。

（8）编写推荐工业指标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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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7工业框标方瘤练合技术经济效果表

序号 商指桥方案中指标方案菲罐荪计满项 目 名 意

19276OQo 569700矿石量《t》 177050Qt

.251.31平均品位 A旷石 1.19
<第） 7,02B矿石 8.866,T2日

A矿石 20913213878 2097t金联染量
关 B矿石。 tI806os 11?1943179168“ 、。+8.87 一5。69级 矿石量

葡对芜八弗 。一6.13A矿石 +5.04

响 平均品位 0~8.1 +5.4YB矿石
0 ~0,02+{。?6A矿石

金属湖量 g ~0.81B矿石 +0.12
1e0300169970D1855750制益构入？
2.0179。六图叫0.9469A矿石

采出商 平均品位（?? 5.5500B矿石 5,70355,28:6e
18798 16316717521A矿石

金属量（t） 91e1?5盘4334968099B矿石
4760.94599,64374,7A矿石

年产量（t》 s601.93882,83176.3B矿石

会赋产量 11524918427A矿石 12651含 总产贤（t） B扩石 850127890551 872584
-2,18+3.57 0A醇石总产玻相对差 。 一空。57B矿石小孩” +2.07
密咨军客子号660DOD坐产规糖（t/a）
24,2325,7528:04服务年限（年）

分段空锅与探孔菌矿法采矿方法
6 18,14

莱速疟要莹术摘
采矿费化率（??

2220采矿损失率（?? 1
71,670,6A矿石 79.0选矿团收率

92.6 93。0B矿石小疏”  92.
50.0 50.050,0A雪石

精矿品位<%> 60-0 80.0B就石 60.0
143.5 138,4A矿石 1508母产一跑企属所
19.5 18.9B矿石 20.8需抓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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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费

低指标方案产号 高指标方案中指标方案项目名称

16.75每晚原可采旷成本（元） 17.4817.09
14.7014.41 14.99铸吨原矿选矿成本《元》

生产政本精练 4.17 4.174.37每电原矿柠理费（元）
5 55.33 36.6985.96银吨贩旷果透总成本（元）

828.23 786.80A矿石 795.72每饲金具康本
541,94570.41（元） 548.02B矿石
151015101510

义强审批
恋哆精矿合金属 AV石

1040t 价格（元） 1040B矿石 1040.. -
2414.942331.78 2973.36年生产武本（万元）
4860.458964,27 4218.19年AB产值（万元）

等级清楼排 228.60221.10 226.40年C产前（万元） ." 4589.054185.37 4642.59年总产值（万元）
2174.111853.59 2069.21坪利润（万元）
+5.07-10.40年利润相对差〔?? 0

68653.7761121.3165278.17总生产成本（万元）

*经济传统
111468.92117357.77 114896.69总产值（万元）

9 52814.2558275.4851979.60总利润（万元）
-0.87-2.43 0总利润相对差（??
91420.87 925.60多产一疏金属成本《元》

9 9-880.87 +54.40歇号信（元） 18.7417.8015.86P投资收益事 透
13.6411.09斯 10.03

投资效益 (%) 动
5.333.6210 6.31森静投资返本期 7.448.349.97（年） 吩 命
99.1199.6100资国利用军（??u1

该报告编写内容和格式要求详见前段所述，具体内容从略。
4.适用条件
（1）由于技术经济综合方案法兼顾了地质和技术经济两种方案及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

用的有关主要问题，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确定的工业指标较准确，因此，较
长时间以来，该法一直是我国大、中型矿床储量计算工业指标制定的主要方法。

（2）由于该法所涉及的资料多、工作深度大，因此必须建立在矿床勘探阶段所取得的
地质资料基础上。（3）该方法在具体使用时，必须了解矿山生产过程，并掌握其主要的技术经济参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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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扩大指标。必要时，应有采矿、选矿、技术经济专业参加协作。

4.3.3.2 合理（优化）边界显位方案法

合理（优化）边界品位方案法，是运用地质统计学原理，以电子计算机为工具，在确
定矿床地质模型和经济模型的基础上，用克里貉法计算出不同边界品位值的储量，然后进

一步用动态计算方法，通过不同边界品位方案储量的生产经济效益和投资效益的比较，选
趣最佳方家为丁业指标。这种方法确定的工业指标只有一个浮动的边界品位值。因此在工

亚指标内容及其使用原列上。均与常规的方法不同，甚至概念上也有较大差异。其具体计

算结果，往往做为采矿系统工程的中期产物，被编入开采方案优化设计的体系之中，而不
单独输出和使用。其具体的原理、方法、步骤和实例详见第十章第10.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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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写单位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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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储 量 计 算

5.1.1 储置计算的任务和掘*要家

5.1.1.1 储量计第的任务
矿山设计的储量计算是在地质勘探所提交储量的基础上，按照开采设计的要求，对地

质储量进行分配和计算，以便为矿山设计的采、选（冶）方案、生产规模和有关技术经济
验标的确定，提供直接的资料依据。

按照矿床开采的不同要求，矿山设计的储量计算的具体任务如下。
1。露天开采储量计算

（1）计算露天开采范围（痰界）内各开采阶段的不同储堂级别、不同讨石类型和品级
的矿石登和品位。有包金屑矿床，还需计算金属量或金厨氧化物量。

（2）黑色金属矿床，需计算露天开采范围内各阶段岩石量（包括表土>、夹石和近矿

阻岩品位。
2.地下开采的储量计算

（1）计算各地下开采阶段不同储级别、不同矿石类型和品级的矿石量以及品位。有
色金网矿床，还应计算金撰量球金属氧化物量。

<2）黑色金属矿床有时髂要分矿房和矿柱计算各开采阶段的矿石量。
（8）黑色金属和辅助原料矿床有时需计算开采阶段内夹右（层）和近矿围岩品位。
3。保安矿柱储量计原
为保护地面建筑物、工业设施、文物古迹以及河流、水库等不敦因为矿床开采而受到

被坏，往往需要预留保安矿柱，此时应单独计算其储量。
5.1。1.。2 储量计算的基本要求
（1）矿山设计中的储量计算，应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和地质勘探时的储量计算成果，按

照开采设计所确定的开采境界、开采阶段、采场布置等要求，在矿山设计初翔进行。
（2）储量计算方法的选择，应符合矿床的矿化特征，并在保证计算精度的前提下，力

求简便、实用。
（3>储量计算的溶数，应尽可能与地质勘探阶段的储量计算参数一致，以便两者的计

算结果进行检查、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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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计时的储量计算结果应与地质勘探报告提交的储量进行对比。在储量计算工业
指标、矿岩体重和计算范围相同的情况下，各种常用储量计算方法的储量允许误差，一般
不得超出以下范围∶

矿石景允许误差为≤3～5??当计算方法相同时取下限，计算方法不同时取上限。
采用分配法时，矿石量允许误差应≤1??铝土矿的矿石量允许误差为≤7??

主要有用组份的品位允许误差为≤3～5??金属及金属氧化物量的误差不应大于
5??

（5）当储量计算结果的误差超出上述允许范围时，应找出产生误差的原因，并进行处
理。如系计算方法选择不当所致，则应返工重算。如系面积测定、品位分段组合和计算方
法不同等原因产生的系统误差在10～15??内时，应采用平差的办法消除；大于10～15%
时，需重新检查计算方法及参数确定本身的合理性，直至返工重算。如为个别块段和局部
的计算错误，则应改正。如经反复检证，确系原地质报告储量计算的错漏，则应加以特别
的说明。

5.1.2  常用储量计算方法分类
矿山设计中的储量计算方法，可分为常用计算方法和池质统计学方法两大类。其中；

地质统计学的储量计算方法详见本篇第十章。常用的储量计算方法中有分配法、剖面法、
地质块段法，以及某些情况下的开采块段法等。

为了提高储量计算的工作效率，目前已普遍采用与各种常用计算方法配套使用的油珍
计算机的计算程序。同时，在我国矿山设计工作中的许多清况下，储量计算已不作为一个
单独的工作阶段存在，而作为采矿设计系统工程的一部分，编入了以地质统计学原理为基
础、大型电子计算机为手段的露天或地下开采最优化设计的软件包之中。

为便于常规储量计算，本节主要介绍常用计算方法及与之配套使用的一种袖珍计算机
计算程序（PC—1500机，BASIC语言程序）。各种计算方法及其程序编号见表1-5-
1。

表列GGRCP9个程序中，GGRCP—1A、1B、1C为通用数据处理程序，GGRCP一
2A、3A、3A、4A、5B、6A、7A为不同储量计算方法的计算程序。由于采用了“全屏式”
对话结构，输入所需原始数据后，回答屏幕提示即可。该程序结构简单、操作方便，易于
掌握和使用。

5.1.3  链量计算乡数的确定
设计中的储量计算以分配法为主，有时也采用一般的储量计算方法。但不 论 何 种方

法，储量计算时都必须确定以下几个基本参数。
5.1，3.1  面积纳确定
储量计算剖面图、平面图上矿体面积或矿体阶段面积的测定方法，有求积仪法、几何

图形法及方格纸法。矿体边界以直线连接，构成多边形时，多采用几何图形法；其它情况
一般则常用求积仪法测定，方格纸法很少使用。也可输入见矿工程座标，通过计算机自动
计算面积，或在图纸上，用面积测量仪计算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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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常局储量计算方法及其程序编号袭

* 浊租序编号储 量 计 算 方 法

用于风始数据缩辑GRCP-1A单项工程数歉处理程序

被单个工程（拌品段）组合GGRCP-1B分矿体、矿石类型康品煨解权计算平均品位疆序
GGRCP-IC 按阶段高度组合欧废平均品位计算程序

用于阶段扩量计算CGRCP一A横剖画面积分配法
分配法佛置计算程序 网 上GRCP一3A纵、水予投影体飘分配法

GGRCP-4A 用子水平物探浓勒操的防床水平断面法德量计算容序
剂<断）面法储重计算要序 GGRCP-5A 用于多组分，多矿石类观被阶段计算验真平行制画法

GRCP-6A 不分阶段计算地质块段法
块段法第量计算程序 GGRCP-7A开采块股齿 按开采块段及阶覆计算

各种面积测定方法所测得的矿体阶段面积之和，与地质储量表中矿体剖面或投影面积
不可能完全一致，这是由于图纸的收缩、测定的精度以及人为因素综合产生的。所出现的
误差，总的来说，属于乘统误差，因此一般应采用平差的办法消除，以避免误差累积，而
影响阶段储景计算的准确性。

用分配法计算储量，由于只是利用面积比（或体积比）进行计算。因此如参加计算的
为投影面积，也不必换算为真面积。

5.1.3.2 平均晶位的确定
平均品位用算术平均法或加权平均法确定。从设计工作的实践看，除取样长度、取样

间距相等或矿化均匀情况下采用算术平均法外，基于金属量平衡的原则，都考虑不同的加
权因素，以加权平均法计算各种平均品位。

1。工程平均品位的计算
设计中所计算的是勘探工程中某一段的样品组合品位，即各阶段区间所切取的样品段

的品位。一般有下列几种情况，
（1>当取样长度基本一致时，使用算术平约法。
<2）当取样长度不一致时，使用长度加权计算平均品位。如矿化均匀，加权平均品位

与算术平均品位差别不大，也可使用算术平均法。
2。剖面平均品位计算
计算剖面上由几个工程控制的阶段截面的平均品位，有下列几种情况∶
（1）勘探工程的间距大致相等，或由不同方向的工程控制，品位分布较均匀时，以各

工程的见矿长度加权计算。
（2）当勘探工程的间距和工程见矿长度相差较大，或者工程数量少，品位变化大时，

则采用以各工程所影响的面积加权计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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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s;门‘Cm= (1-5-1)
当。宁

式中 Cm——阶段削面平均品位，%;

C;——阶段内各单项工程平均品位，%;

二S;—一单工程在阶段内控制影响的面积，m2。
（3 ）阶段内块段平均品位计算
均采用阶段剖面面积加权乎均法计算。
（4>阶段平均品位计算

以阶段内块段矿石量加权计算求得。
由于按阶段对工程中样品进行重新组合计算，因而设计中所计算的矿体平均品位，与

地质勘探资料总是有差别的。在金属储景上也有一定的差值。一般，在计算精度要求范围
内，可以不作修改。如果超出精度要求范雷，而且采用的品位计算方法是合适的，则考虑
属于系统误差，应予消除。即将金属量的差值按比例分配到阶段，而相应求得修正后的平
均品位。

5.1.3.3 平均厚度的确定
设计的储量计算，只是在以体积比分配阶段储量的计算方祛中才需用 平 均厚度。而

且，由于采用投影面积，所以相应的用水平或铅直平均厚度参与计算。
阶段内块段平均厚度的计算，一般采用算术平均法。在纵投影分配法中，当阶段内工

程数量少、矿体厚度变化较大时，则应结合阶段平面图，统计矿体平均水平厚度，且以相
邻两阶段的平均值参加计算。

5.1.3.4 矿石体重的碱定
设计中的储量计算，一般直接利用地质报告储量表中的体重值，且大多数情况下，体

重值并不在计算中出现。少数情况下，如由子采选设计的需要而重新划分品级，或者不同
矿石类型体重值有一定差别，而勘探阶段未分别计算时，才需要计算不同矿石类型、品级
的平均体重。

平均体重的计算方法，可以按某一矿石类型或品级的实测小体重值，用品位加权法计
算，当体重大小与品位高低呈消长关系时用回购分析法计算。

5.1.3.5 特高品位及鸭大厚度的确定及处理
.特高品位的确定及处理
特高品位样品多出现在组分不均匀或极不均匀的矿床，具有相对的偶然性，但由于它

的存在使平均品位增高，因此一般均应进行合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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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高品位的确定

（1）经验法（类比法〉，是根据矿床的矿化特征和品位变化程度，与已开采的类似矿
山约经验数据选行对比加以确定。或根据一些矿床的一般经验所定出的衡量特高品位的参
考标准，进行对比后确定，参考标雅见表1-5-2。

特高品位最低算限参考表 義1-5-2

矿 床 ·特 征 品位变化系数（?? 待离品位在出平均品化的倍数

2心3<20品忙分布很只匀的沉积矿床

4～520~40品位分布均匀的究教矿床及变质苜床

40~100 8~10品位分布不均匀的有色、稀有企胭了床

12~15100~150品位分布很不均匀的有色、卷有、费金展矿床
>15>150品位分布概不均匀的有色、稀有、贵或企属矿床

（2 ）品位频率曲线法，对全部样品按合适的品位级别进行统计，编制品位频率曲线图
来确定特高品位。一般情况下，此种曲线为不对称正态曲线，曲缓左方较陡，右方较缓，，
其第一次出现极低值处的品位（5??即为特高品位的下限值。见图1-5-1。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方法，如公式法、包尔

6%) 德列夫法、贝乌斯法等，但这些方法大都缺乏实

）血酒 践经验总结。从上述各种方法的特点看来，以品
位濒率曲线法较为合适，因为该法以矿体实际抽
样成果的统计分析为基础，以品位频率曲线的变
化点为鉴定标准，体现了从偶然性的角度来判题子叫1e

位（%> 特高品位的基本原则，方法简单直观，较其它方
法更能接近矿床实际情况。图1-5-1 品位变化籁率曲线图

2）特高品位的处理

当矿床中出现特高昆位的样品，经过检查证实并非由于取样、样晶加工或化验差错产
生，而是由于矿化不均匀所造成时，则应进行处理。处理方法一般有以下几种;

《1）在计算平均品位及储量时，特高品位不参加计算，用不包括特高品位在内所计算
的工程或块段平均品位来代替特高品位;

（2）用包括特高品位在内所计算的工程或块段平均品位来代替特高晶位;
（3>用特高品位相邻的两个样品品位的平均值代替特高品位;
（4）用工程或块段中扣除特高品位后的普通样品的品位最高值来代稽特高品位;
（5>用特高品位的下限值来代替特高品位。
在上述各方法中，第二种方法（用包括特高品位在内所计算的工程或块段平均品位来

代替特高品位）考虑了特高品位存在的客观性，其代誉值一般为其它凡种方法的中间值，
因而较为合理。

2.特天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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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铝土矿床中，探矿工程见矿厚度等于矿区（段）平均厚度二倍以上旁，称为大厚度
工程，其矿体厚度称为大厚度。这种大厚度多出现在岩溶地区的溶斗部位，具有偶然性。
由于溶斗直径小、深度大，开果困难，而对储量影响极大。为使储没符合实际，必须对大
风度迸行处理。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制定的《铝土矿地质勘探规范》（试行）规定∶"当
矿区内出现大厚度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慎重处理"。大厚度的处理方法，一般是以包括大
详座在内的块段平均厚度代替大厚度，再进行储蛩计算。

5.1.3，6 PC一1500袖珍计算机品位射据处理程序
1.GGRCP一1A单项工程数据处理程序
本程序的功能是将储虾计算所需的各个探矿工程的逆骨、采样化验分析等资料，以人

机对活的方式输入计算机。为保证计算过程中数据准确无误，它还可以对输入数据提供显
示、修改、补充、删除等操作，并处理特高品位。最后以数据文件方式存放入滋带中，供
计算使用。

1）数据准备
（1）工程座标，如钻孔的开孔感标X、Y、Z。
（2）工程测量数据，如方位角、假角、别压长度，等等。
（3）样品分析数据，如样品长度、各组份的品位化验值及样品的其它特征参囊。样品

特征参数对应于每一个样品的编码〈Sample Code），用它来区分矿化与非矿化、不同的
矿石类型或不同的品级等。无矿化的样品以.0表示，矿体、矿石类型、品级，分别以大于
0的正整数表示。例如某钻孔有10个钢样品，其中第4～8个样品圈入矿体，可按表1~
6-3装示。

表1-5~5样品特征参敷与对应绚码关系囊

64 ？ 。省：r 占“ 10详 号

目0.021.31.1凸 1,2 金.9夕” “控 ？希
； 自o工工，-。自编 码 、

2 ）程序使用方法
运用本程序时，出现下列抛示，可根据提示的要求回答。其中">"符号表示计算机

屏幕提示。
(1),

（钻孔号码?）>Drill hole No.??
（钻孔X座标? ）>Drill hoe coord,X:?
（钻孔Y座标? ）>l)rill hale coord.Y,?
（黏孔Z座标? >>Drill hole coord.Z:?

（组俗数目?）>Element numbers:?
（第1组份名?）>Element I na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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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rvey numbers=? （钴孔的测量次数?）

>Direct angle I=? （第1项测量的方位角?）

>Dip angle [=? （第1项测量的倾角?）

（第1项测量的长度? ）>Dapth I=?(⋯⋯.
>Edit survey data? Y/N（编辑测量数据吗?）N√则转（3），Y√

则∶
（有两次测量对吗?。注∶假定的）N则∶>New>Survey numbers= 2?

value =?（新的值是多少?）
>Direct angle1=0.0（第I项测量的方位角为0.0度?）N√财∶>New Vala

=?
>Dip a卫gleI=90.0?（第1次测量的倾角为90.0度?）N√/则;>New Valus

“：”
>Modify，Again? Y/N。（继续修改吗?）
当输入过程中有错误，如输错、漏输、输多等，可以在这种状态修改，直 到正 确为

业。
(3)。
>Sampfe num bers=?<样品数目?）
>Sample code（Ⅰ）=? （样品编码?）

（样品长度?）>Sample length (I)=?(
>Element（I）=?（第I组份的品位?）

注∶样晶数应从孔口算起，如未聚样，又无矿化，可视其品位为零。
>Edit sample data? Y/N （编辑样品数据吗? ）
N1'转（4 
>EDIT( Q/I/L/D)
EDIT是样品编辑状态，有以下儿种选择命令。
Q;退出命令。
L显示命令

（显示位置从?）>Display position from?
（到? ）>TOr刊

操作时，将输入的内容依次按指定范图显示，而且还提供一个修改操作，即显错误教
据时，可随时键入C√，请求修改;>New Value=?

如数据正确，可回车或德入Y√。
I;插入命令

（加入位置? ）>Isert position:
（加入数目?）>Ins2rt nu纽ber

当漏摔数据时，可以用这个命令来补充，将那些漏掉的数据补进去。 -. D∶翻除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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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te position from? （删除位置从? ）
>TO? （到?）
该命令可以把不需要的数据抹掉。
(4):
>high grade of element I=?（第一种组份的特高品位值?）
凡是输入的品位中存在着大于事先规定的特高品位下限值信息，并需进行处理时，是

以前述的特高品位处理方法，以所确定的品位值代替之;不需处理时，则可回车。
>high grade of element 2=?（第二种组份的特高品位值?）
>print source data?Y/N（打印因原始的数值吗?'）
>link recorder?Y/N （录音机连好否?）
至此数.据已全部存入磁带，操作结束。

270;IF E$="Y"GOS150:INPUT "Measure3））程序清单 UB1000num bers=";NS5,REM Program 280:INPUT "Sample155:NN= NS+5GGRCP-1A aumbers=";MS160:DIM DI(NN),CI10:REM This is a 290;IF MS>250LET M(NN),RI(NN)program of da S=250170:Q$=*Direct",Wta to be treated
$='Dip",R$ 295,MM= MS+520:"A",CLEAR:

300,DIM KC<MM),T="Angle",L$WAIT o
H(MM),AG(NE,=*Depth"40,INPUT "Drill MM>ole No,";NO 180:FOR I=1TO NS

310,FORI=1TO MS190;E$="("+STR$50:INPUT*Drill1 b
320:E$=?TR$I+ ")="ole coord.X,"X 1+")="210:PRINT Q$;R$;60;INPUT"Dril1h 330:PRiNT SampleE$,ole coord。Y;";Y

code",E$,220:INPUT DI(I):70;INPUT Dril 1h
340:INPUT KC(D):CLS .ole coord。Z:";Z CLS230，PRINT W$;R事;80,CLS :INPUT *EI 350,PRINT SampleE$,ement numbers;"

length";E$;NE 240:INPUT CI(D:
360;INPUT TH(I):CLS90;DIM NA$(NE> CLS245;PRINT L$;$;100,FOR I=1TO NE 370:FOR J=1TO NE250。INPUT R1(1);110∶E$=STR$了+" 38B0:PRINT NA$(J);CLs120;PRINT "Element ES;255;NEXT I";E$:"Name";
390:1NPUT AG(J,D)260:INPUT "Edit130;INPUT NA$(), CLSSurvey datarY/NCLS 400:NEXT J;NEXTI亡同幼140:NEX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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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INPUT "Edit sa 592:R$=*Y",INFUT490:FOR I =1TO NS
500:LPRINT USING "Linked recorder?mple data? Y/N

“仍砷 Y/N? ";R$e*··";I;USING
·,*·";DI 594:1F R$="Y*THE420:IF E$=Y"GOS-

N600UB9OG (I); CI(D;RIGI)

596;GOTO 592425:CSIZE'1 510:NEXT I
600:PRINT·T1$;X,512:LPRINT-430;GOSUB 5000 ：：

Y,Z,NE,NS,MS440;INPUT "Print - ，，：，，：

610:PRINT·T2$;DIsource data? Y/ --。
为 (*),CI(*),RIN",Fs

518,LPRINT "Sampl (*)450,IFF$◇>"Y"THEN
620;PRINT·T3$;NAe dta,"580

钟入售“。只。八。520:LPRINT TAB(2)460:COLOR 1:LPRINT
TH(*),AG*)"NO";TAB(6);465:USING*

;"KC",TAB(13); 030: END475;LFRINT TAB(4)
TH"; 900CLS:INPUT,NO.";NO

"EDIT,(Q/L /l/525:FOR J=1TONE:476,LPRINT*----
D)";ED$LPRINT"，

910,IF ED$="Q"NA$(J);NEXT J
THEN 960528:LPRINTD

530FOR I=ITO MS 920,IF ED$=*L"478:USING*· GOSUB 200540、LPRINT USING*·
930;IF ED$="1*"*";I;KC(D);479,LPRINT TAB(6) GOSUB 400USING",*。"X=*;X 940:IF ED$='Dv··";TH(1);480:LPRINT TAB(6) GOSUB 4200,'Y=";Y 550:FOR 1=1TO NE
950:GOTO 900560;LPRINT AG(T,D482:LPRINT TAB(6> 960:RETURN;*2.=*;Z 100:PRINT ?570:NEXTJ483:LPRINT"--- Survey Anmbers=575;LPRINT:NEXT I→- - →. "NS:578:LPRINT--，，，；，‘， 1020,GOSUB 3500！，，，
1030;IF H$=*Y"CLS484:LPRINT "Survey ，，

GOTO 1060datat" 1040:GOSUB 3520580:TA$="CK"+ST485:LPRINT TAB(3) 1050:NS=BBR$ NO;"NO";TAB(11) 1060,FOR J=ITO NS590;T1$=TA$+A",j"DI";TAB(20)
1070;F$=*（"+STR事T2 $=TA$·B",;"CI",TAB(29)

J+")="T3$=TA$+C"一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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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5:INPUT *?*;F$2l60:FOR I=N1TO N1080:PRINT Q$;R$;
.CLS2F$;DI(D;

3510,RETURN2170:F$=*("+STR$1090;GOSUB 3500
一十目体 3520:CLS:INPUT"1100:IF H$=*Y"CLS

New value =?2180:PRINT "Sampla.GOTO 1130
";BBcode";F$;KCI);1110;GOSUB 3520

3530;RETURN2190:GOSUB 35001120:DI)=BB
4000:INPUT Inser2200;IFH$=*Y"CLS1130:PRINT W$;R$;

;GQTO 2230 t position;N1F$;CI(J);
4032:INPUT.Inser2210;GOSUB 35201140:GOSUB 3500

t aum bers :"2220:KC(I)=BB1150;IF H$="Y"CLS
:N22230:PRINT Sampl.GOTO 1172

4038;N5=NI,N8=MSe length"4F$;1160:GOSUB 3520
THI(1), 4038:IF N1>MSLET1170;CI(J)=BB

N1=MS2240;GOSUB 35001:72:PRINT L$;F$;
404;MS=MS+N2,N3=RIJ); 2250:TF H$π"Y"CLS

:GOTO228Q N1+1,N4=N1+N1174.GOSUB 3500
22260:GOSUB 35301176IF H$=*Y"CLS

445;IF N5>N6THEN2270;TH(I)=BB,GOTO 1180
40902280;FOR J=1TO NE1178;GOSUB 3520:R 4050,FOR K=MSTO N2290;PRINT NA$(J>KI)=BB 4STEP-1;F$;AG(J,I);1180:NEXT J

4060:KC(K)=KC(K-2300:GO5UB 35001190.INPUT"Modify,
N2),TH(K)=TH2310:IF H$="YPCLSAgain?(Y/N>";
(K-N2);GOTO 2340E$

4070。FOR J=ITO NE2320:GOSUB 35201209;IF E$=*γs
:AG(,K)=AG(,GOTO 100 2330:AG(J,I)=BB
K-N2),NEXT I2340;NEXT J1210:RETURN 4080:NEXT K2350:NEXT I2000;INPUT "Display

4085;N3=N1,N4=N1+2355:PRINT "Samplposition N2-1e awmbers=";from ,";N1
To MS, 409a:FOR K=N3TO N2010;INPUT·

环2380;GOSUB 3500“岩叫 4100;F$="(+ STR$2370;IF H$="Y"2120.IF N1<1LET N
K+")="GOTO 23901=1 4110:PRINT "SampL2380;GOSUB 3520:M213):JF N2>MSLET e code";F$;S=BBN2 = MS

4120,1NPUT KC(K),2390:RETURN2140,IF N1>MSLET CLS3500,H$="Y*N1=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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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FOR1=ITO NE4206;IF N1>MSLET4130:PRINT "Sampl
5005:MG=1000N1=MS● length ';F$
5010F$= "High gra4208:IF N2>MSLET

N2= MS de of +NA$4140:INPUT TH(K)
CLS (I)4210:NN=N2-N1+1

5015:PRINT F$;*4220FOR =NITO M4150:FOR J=1To NE s"S-NN4至60∶PRINT NA$（J）
5020;INPUT MG,CLS,F$ 4230;KC(I)=KC(I+N
5030;FOR J3=1TO MN),TH(I)=TH4170:INPUT AG (,K

(I+NNO):CLS s
5040,IF AG(I,JJ)<4240:FOR J=ITO NE4180∶NEXT 了

=MGTHEN 50604185:NEXT K :AG(J,I>=AG(
5050,AG(I,JJ)=MGJ,I+NN);NEXT4190;RETURN
5060,NEXT JJ4200:INPUT*Delet )

4250;NEXT I 5070,NEXT Fe position f
4265,MS= MS-NN 5080:RETURNrom!",N!
4260;RETU RN4205:INPUT"o;",N24

2。GGRCP-1B分矿体、矿石类型或品级加权计算平均品位程序
本程序可以分则对矿体、矿石类型或品级等不同计算内容计算其顶与底点的三维座标

及相应的品位加权值。当工程的倾角大于3度时，按垂直长度加权;小于3度时，如水平坑
道、水平钻等，则按水平长度加权计算。

1）数据准备
本程序调用GGRCP-1A程序提供的磁带文件数据，不需另行输入数据。
2）使用说明
运行本程序时，计算机提示有;
>Dril1 hole No?（钻孔号码?）
当输入钻孔号后，计算机开娘在磁带上寻找该钴孔号的数据，经计算后，输出绪果。

(NN),RI(NN>,KC60:TA$= "CK"＋ST10REM Program
R$ NO (MM),TH(MM),GCRCP-1B

AG(NE,MM),NA70,T1$=TA$+"A",20;REM This is
$(NE)T2$=TA$+*B",a program of d

92:INPUT·T2$;DIT3$=TA$+Cata to be comp
<*),CI(*),R180:INPUT·T1$;X,OSed
(·)Y,Z,NE,NS,M540，以A"，CLEAR∶

94;INPUT:T3$NA85:NN=NS+5,MM=WAIT o
$(*),KC(*),MS+550;INPUT "Dril1 h
TH(*),AG(*)90:DIM DI(NN), CIole N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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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SINGa,·*";100:MC= 0 )),T2=T*SIN (C
I(>) K110:FOR I=1TO MS

310,GOSUB 1000120:IF MC<KC(I)LET 450:FOR K1=1TO NE
MC=KC(1) 320,KK=KC(]) 460:CC(K1,K)=CC(K

1,K)/HE(K):NEXT330:IF KK=0THEN130;NEXT I
K139140;DIM DX(MC),DY

470;XU=XL(K)-DX340:XL(KK)=X,YL<MC),E2(MC>,X

(KK)=Y,ZL (K),YU=YL<K)L(MC),YL(MC),

(KK)=2 -DY<K),U=ZLZL(MC),CC(NE,
(K)+DZ(K)350;DXKK)=DX(KK)MC),HE(MC)

480:LPRINT"Uprx";+HX,DY(KK)150;FOR I=1TO MC
USING"。#:*=DY(KK)+H160,DX(I)=0,DY(I)
****,··";XUY,DZ(KK)=DZ=0,DZ(I)=0,H

490.LPRINT TAB(4)(KK)+HZE(I1)=0
"y"rYU170;FORJ=JTO NE;C 354;IF Cl(1)<3LET

500:LPRINT TAB(4)C(J,I)=0;NEXTJ TT=T1;GOTO
;"z";ZU36180: NEXT 1

510∶LPRINT Low;x2190:MN=NS+MS 356;TT=T2
;XL(K)200:I=1,J=1 360;FOR K=1TO NE

520:LPRINT TAB(4)210:IF I>NSOR J>MN 370;CC(K,KK)=CC
!"y";YL<K)THEN 420 (K,KK)+TT*A

530:LPRINT TAB(4)G(K,J)220: T=TH(J)
;"Z" ZL(K)230IF T<=RI(I) 380:NEXT K

535;LPRINT4----THEN 290 385;HE(KK)=HE
240,TH(J)=T-RI(I), 《KK)+TT ----

T=RI(I) ，，，，，夜390;J=J+1
540:LPRINT TAB(3)250,FOR K=MSTO J 400;IF RI ()=OLET

;"Thin*;STEP-1 I=I+1
545,FORJJ=1TONE:260;TH (K+1)= TH 410; GOTO 210

LPRINT";420:LPRINT "NO.";(K),KC(K+1)=
NA$(JD);;NEXTKC(K) USING**·";
JJ,LPRINTN0270;FOR L=13O NE:

550:LPRINT USING424:LPRINT====AG(L,K+1)=AG
之“伟，。(L,K);NEXT L 约左 节= E == 岁 =

HE(K);280;NEXT K 台 = = ==这 =》

580:FORJ=1TO NE426;FOR K=1TO MC285,TH(J》=T, MS=M
570:LPRINT CC(,K)S+1 430:1F HE(K)=0

TIHEN 590 ⋯290,RI(I)=(RE(1)-T
580:NEXT J440:LPRINT *Body;"300,T1=T*COS(C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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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HZ= F2600; END585:LPRlNT;LPRINT
1030:X=X+HX1000;HX=T1* SIN(D三 == = = = = =

K1》) 10.0:Y=Y+ HY业 公 2 安 常 = = 号二

1050:Z=Z-1IZ1010:HY=T1*COS<D= = = = =
1060: RETURN1(1))580;NEXT K

。GGRCP-1C阶段平均品位计算程序

本程序可很词勘探工程的矿样品位，用样品长度加权计算阶段平均品位。
1）数据准备
本程序的数据是用GGRCP-IA程序捉供的磁带文件数据，与GGRCP-1B程序 的区

别是本程序按阶段计算。

2）使用方法
运行本程序将有下列提示。

>Drill hole No?（钻孔号码?）
>First bench 1igh=?（第一个阶段的标高?）
>Bcnch or lcvel aumbers =? （阶段的数目?）
>Bcnch or level high=?（阶段高度?）
在回爷上边提问后，计算机开始在磁带上寻找指定钻孔号的数据，按阶段组合后，输

出计算结果。
136; IF MC<KC([)LET70: TA.$= "CK"+ST3）程序清单

MC=KC()R$NO10:REM PROGRAM
138∶N下XT 180:T1$-TA$+A",GGRPC-1C

T2 $-TAS+"B", 140;DIM GC(NE*M20;REX This is a
T3S =TA$+Co C,NB),BE(MC,progrAm ofda

NB),GG(NE*M80:INPUT *T1$;X,ta to be compo
C),H2(MC)Y,Z,NE,NS,MSsed for bench

142:FOR I=ITO MC100:NN=NS+5,MM=or s. age
MS+5 144:H2(I)= 040:"A";CLEAR:

146:FOR3=1TO NEWAIT 0 110:DIM DI(NN>,CT
148,K1=(I-1)*MC+(NN),RI(NN),50:INPUT"Dri11 h

KC(MM),TH(Mol NO. ";NO ：”
150:GG(K1)=0M),AG(NE,MM),60;INPUT"First b

NA$(NE》 154:FOR K=1TO NBench higk=";ZZ
158:BE(J,K>=0120:INPUT·T2$;DI64: INPUT"Bench o
160。GC(K1,K)= 0(*),CI(*),RI*)r stagenumber 170:NEXT K:NEXT125;INPUT ·T3$;Ns";NB

J.NEXT IA$<*),KC(*),GB,INPUT*Bench o
TH(*),AG(*) 180:NK=0,H1=0r stage high=" 190,Z1=ZZ-Z130;MC= 0;BH 200:IF Z1=0THEN290134FOR I=1TO MS68:ZZ=2Z+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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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JK-(L-1)· MC+472.GOSUB 1000210,NK=INT(Z1/BH) ：474: GOSUB 2000220:H1= Z1-NK* B]1
624:LPRINT GC (JK。476;GOTO 520280: IF NK>NBTHEN

1);NEXT J550 480:DH=H1-E,TT
=TI-DH,T2= T* 630:LPRJNT:NEXTI290:NM=NS+MS
DS/TI1 640:LPRINT*====300:1=1,J=1

490;GOSUB 1000 =口曲= =台== 六310:IFNK>÷NBTIEN
开== = = ==350 495;GOSUB s000

645,NEXT L500SIT(J)=T-T2314:IIsI)NSTHEN 650:END550 510,RI(!)=RI(1)-T2
1000,IF KC(J)<= 0.GOTO 530316;IF J)NMTHEN THEN 1060520,RII)=RI(T)-T,550
1020;H2(KC(J)=H2“目一十一320: T-TH(J)

(KC(J))+TT5S0:IF R1 (I)=0LET330:IF T<=R1(I)
1030.FOR 民=ITOI=I+1TIEN 400 NE540:GOTO 310340:TH(J)=T-RI(I>,
1035:K1=(KC3)-1)T=R1() 550:LPRINT"NO.";

*MC+KUSING"··**"NO350,FOR K=MSTO J
1040:GG(K1)=GG(K1)554;FOR L*1TO MCSTEP-1

+AG(K,])*TT556:LPRINT"Body:"360:TH(K+1)=TH 1050:NEXT KUSING"·*n";(K),KC(K+1)=
1060:RETURNLKC(K) 2000:'NK=NK+1558:LPRINT"== ==370;FOR L=1TONE: 2005: FOR LL=1TOAG(1.,K+1)=AG =冲 = = 主 合 = ==

MC(.,K).NEXT L = 西 = = =w =E =

2008:JF H2(LL)=0，令380;NEXT K THEN 2060560:LPRINT"Bench";390:THJ)=T,MS= 2010:FOR L=1ToTAB(6);"ThicMS+1 NE“比400∶TI=了*SIN（Cl（I
2015;L2=(LL-1)*M570,FORI=1TO NE:)

，
C+LLPRINT ·，410:H1=H1+T1 2020:GC(L2,NK)=NA$(1);;NEXTI440:1F 1 >BHTHEN GG(L2)/H2(LL)580.LPRINT480

2030:GG(L2)=0600;iORI=!TO NB450;IF H1=BHTHEN 2040,NEXT L610;LPRINTUSING了470 2045;BE(LL,NK)=H:··";I;USING460: TT=T1 2(LL)*··,·*;‘462:GOSUB 1000
BE(L,1) 2050:H2(LL)= 0466. GOTO 520 620:FOR J=1TONE2060:NEXT LL4Z0: TT=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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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0;RETURN8070.H1 = 0
5.1，4 分配 法

分围法是运用各开采阶段冲体的面威体积与猫体总面积或总体积的比值。来计算答

开采阶段的储量。此法计算简便、误差小、计算结果易与地质谢探报告中销最相符。是设

计储量计算中最为常用的一种方法，又可分为横剖面面积分配法、纵投影体积分配法和水
平投影体积分配法。

S.1.4.1 横制面面积分配法
适用于地质勘探报告中采用垂直平

行剖面法计算储量的矿床。其常规计算“ 步骤是首先计算块段矿石量、金属量，。 再计算开采阶段矿石量、金属量。

s 1，常规储量计算-50
1）块及矿石量计算-10o
以相邻两剖面构成的块段为计算单

-150 元，按阶段所占的面积比进 行 分配计
s;-200 算。即将两剖面的阶段而积之和与块段

总面积的比值，乘以块段矿石量即为阶-250
段的块段矿石量。以图1-5-2为例，

计算式于下;图1-5-2 剖卤阶段贡积示意图

SI+ SQ，=Q一-50m除段  O

S'+ S生Q.=0s-100m阶段

S3+ S1
Q;=Q—s一-150m阶段

S!+ StQ.=Q--200m阶段 S
S+S80。=Q一S-250m阶段

式中 Q---地质勘探报告中该块段的矿石量1
S———两剖面的矿体面积和;
S}+Si、S}+S?⋯⋯—该阶段两削面的面积和;
Q1～Q。——所求阶段矿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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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简化计算，也可以采用分配系数法

F-3 (1-5-2》

Q:=KS,-50m阶段
Q:= KS:-100m阶段
Q,=KS,150m阶段

～200m阶段 Q,=KS,
Q.= KS。-250m阶段

式中 K——分配系数;
S-—两剖面面积之和;
Q-—-块段矿石量;
Q1~Q.---阶段矿石量;
S，~S。——阶段两剖面面积和。

2）块段金属量计算
各块段矿石量乘其品位即得块段金属量。
3）阶段矿石量和金属量计算
将相同阶段的块段矿石量和金属量分别相加，即为阶段矿石量和金属量。阶段矿石量

除金属量即为阶段平均品位。
各阶段矿石量（金属量）之和即为全矿区矿石量（金属量），矿石量除金属墩即为矿

区平均品位。
2.GGRCP一2A横剖面面积分配法储量计算程序
1>程序功能
本程序系以计算单元块段按各阶段的面积大小来分配原勘探线块段的储量，可用于垂

应平行剖面法计算的不同矿体、不同矿石类型、不同储量级别的阶段矿石量，平均品位和
金属量的计算和统计。

2）数据准备
（1）每个计算单元块段的矿石量Q;
（2>每个计算单元块段的相邻两剖面间同类型、同级别分阶段的面积S;和S，，及总面

积S，
（3〉每个计算单元块殴中，分阶段的有效工程数量、样品长∶鹿 和平 均 品 位（由

GGRCP一1A和GGRCP—1C程度计算和提供）;
（4）第一阶段的底板标高、阶段高度和总阶段数目。
3）使用方法
使用时，先将GGRCP一2A程序装入PC一1500机内，在RUN模式下，键入RUN，剪

起动了该程序。然后根据屏搭提示回答玻物入所循数据。现详细说明运行中的尿幕提示染
式与内容∶

〈起动程序）>RUN一 （
>Ore numbers∶（输入矿体数目）

（输入组份歇目）>Element num bers:



154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输入第Ⅰ种组份名称）>Elcment I Namc:⋯
<输入阶段总数）>Total Stage numbers:

>First Stage high （输入第一阶段的底板标高）
（输入阶段高度）>SLage high:

>0xide ore Y /N? （有氧化矿吗? 键入Y则转入计算氧化矿储量;键入N则

出。下网）
（有混合矿吗?）>Mixeure ore Y/N?
（有原生矿吗?）>P:imry ore Y/N?
（存B级吗?）>B: Cradation Y/N?

（有C级吗?）>C:Gradation Y/N?
>D∶GradaLion Y/N?（有D级吗? ）
以下按B级储量计算提示说明，C级和D级储量计算的提示亦相同。

（B级计算单元块段数目）>3:Black ni1mhers:
>B;NoⅠQ=?（输入B级第1计算单元块段的矿石聚）

（输入B级第】计算单元炔段的阶毁数目）>B: No1 StaZe numbers::i
（输入B级第】计算单元块段的阶段号码）>No I First Stage No:

>Slag。 J∶S，=?（输入第J阶段在1号剖面上的面积）
（输入第J阶段在2号剖面上的面积>>St在∶ J;S，=?7

〈输入第J阶段有效工程数目）>StA复e 】 Eng，numbers∶
<输入第J阶段第K号工程的样品长度）>Stagc ] F.ns·K LengIA:

<棉入第J阶段第K号工程的纽份品位，这里以Pb为>Stgc I EAg.K Pb=?
例）..

所有提示回答完毕后，随即输出计算结果。
）计算实例
其铅锌矿体?号和2号剖而如下图所示。两剖面间共划分为两个计算单元块段，即C级和D级块段，

它们的矿有显分别为15万吨和0.5万吨。

叫”22本 A20110 否02A 20310 31 B)

窒51供 190a
小、 -5-350

沙记-N 1o S2360SsianS=4 foof) S=260玉mS=iof5二40矿：

=30z 马=2‘ [304

图Ⅰ-5~3 某铅伴位'2，2学税剖面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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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所要求划分的阶段，储量级别，各阶段对应面积、工程影目及各工控的样品长度，金属坚等计
算参数。如表1-5→4所列。

情 量 计 算参 数裹
裹1-5-4
平许品位（??作品长便工 程SS 工 程除段标和v石量

级别址号计算单元按段 “户Pb(m)名 称喘四(m2)“自飞（吨） 一司”
K: 2.61,g“

en10r 2.31.3，8o0soso K2 2、111918，20t 它夕2、0
1.8 2.20“句

四“”3.01012⋯35032075 2,5211g201
202 2.710 1.9

1～2号制面阳 16。 2.81.9“宫； 150coe
C娱块段 2.42,016193*36050 450 16.5202 .e2、

z03 1.92.3o， 9.02.0103
e 2、615res

26045 “石 4 392.8402 看。， 2.92o3 “乙

的工”。 zOs 2、.s253o
日。’。 2.0“占‘己40451～2号创酶两 D” 5:co 5售 2.51.6” 字30D业杂段 30

计算绪果如下∶ : 229.1917 Pb 2.028F·*的.的*e 1229.5265P:Ore 10473.8154Orebody:1 Zn 2.200制部：稀势“车徉 十卡；十子中十牛十千十；
中。 1333.1676Stage75.00Primary 60598.5037Ore:++*+十十十宁 4叶 十T专*司=二“，中用国，，，

十十十十十十十卡十十十卡Pb 1.944
P, 974.8387 Stge 45.00Ca;BIock I

，冲十千，争Za 2.672 十青干十十

Pb 1.7071339.5390P:StAge 90.00 459.9271P:50124.6882Orc:午十十十：十；中中十十干千
Zn 2.715中十十十十十命十十Pb 1.847
寸 731.325StagB 60.0心。 193.4575 Ore: 20932.668 3十手十十十：十十十十Zn 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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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1.500 Stage 30.00十十平十十十十十牛争寺中十十

42.857]P:Stage 30.00
Zn 2.000 Pb 1.600命十牛十卡十十，十干

57.1428Pb 1.800 P, 29.9251
Ors: 2857.142829.9251 Zn 2.500P:

46,7581口。Zn 2.500
OreTota1 black:146.7581 1870.3241P:

Ore: 1870.3241 Stage30.00
Pb 1.925卡专甘十十十干十中，十卡

P: 2887,6752 Pb t,600Total C:
34.2857P.Zn 2.453

P: 3679.9815 Zn 2.500Ph 1.925
P: 53.5714150000.0006OreP: 2887.6752

Ore: 2142,8571Zn 2.453
Stage totalP: 3679.9815

Total D:Ore: 150000.0000
Stage90.00

Pb 1.542
P.Pb 2.847D,Block 1 ?7,1428

P: ZR 2.214193.4575
寸。 110.7142Zn 2.188Stage 45.00
Ore 500,00 0P。 229.1917十十干十；令，十中牛‘

Orer 10473.8154Pb 1.50
Stage totalP: 42,8571

Stage 75,00Zn2.000
Stage90.0057、1428P:
Pb 1.847Pb1.944勺售 2857.1428
P 193.4575974.8387P:‘中十中十卡寺十十，
ZmZn 2.892 2.18&Stagc 30.00
P:1339.5390P: 229.1917中+*十+中*+十十中+专中

Ore: Ore: 10473.815450124.6882Pb 1,600
34.28 7P:

Stage 75.00Stage 80.00Zn 2.500
Pb1.944P: 53.5714

974.8387P:Oret Pb 2.0282142.8571
7连 2.8721229.5266P;十十十；十十‘十十卡
P: 1339.5390Zn2,208Tota]block,1 Ore: 50I24.68821333.1670P:

Ore 60598,5037Pb 1.542 Stags60.007?7,1428P: Pb 2.028Stage45.00Zn 2,214 1229.5266P119.7142P: 2,200ZnPb 1.707Ore: 5000.099
1333.1670P:459.9271节，■·

Ore 60598.50372n 2.715Stage total P: 731,3255
Ore: Stage45.0026932.6683Stage 45.00 Pb 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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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 1.687P. Stage 90,00502,7842
Pb 1,847 602.7842Zt 2.648 eP,P 783.4683 1 2.646193.4575 配咨

Ore: P. 788.4683Zn 2.1829789.,B11
OrerP: 29789.8111223.1917，，，：

Ore Stage 30.00Stage 30.00 10473.8154

Pb 1.60 Pb1.600
P:P, 64.2709Stag8 75.0064.2109

Pb 1.944 Zn 2.499Zn 2.499
Ore, 4013.113P, 974.8387P. 100.3295

Orar Zn 2.6724013.1813
P: I839,5390 ，，，升= 兰 全 当 = E

昌。““‘付日门，。，

Or81 Tata1 Orebody:1Total Primary 50124,68B2

Pb 1.912Pb 1.912 StAge 60.00
P:Pb 2.028 2964.J]&02964.8180P

Pt 1229.5268 Zn 2.445Zn2、445 P: 3790.6958P: Zn2.2003790.6958
Orer 155000.0090Ore 133.1670P:155000.000

Orev 稀物80598.5937 警：帝南，。蒂高参善韦亲善参，常氢些

Stage total
Stage 45.00

177:Hl=HI+HJ110;NEXT H5）程序清单
180:DIM C1(NE,SN),120:DIM GR$(3),10;REM PROGRAM

RR$(3) C2(NE,SN),C3GGRCP-2A
(NE,SN),P1(S20;REM This is a p- 130;GR$(1)="B,",
N>,P2(SN),P3GR$(2)=C1",rogram of cross-
(SN)GR$(3)=*D:"section square di-

185:DIM C0(NE,SN),140:RR$(1)="Qxid-stribating method
SS(SN)e",RR$(2)="M-30,"A";CLEAR:W-

190;LPRINT。"AIT0 ixture",RR$(3)
= "Primary" 。新一40:INPUT"Ore nu-

200:FOR Ⅱ=1 TO OB.150:DIM G《NE),G1mbers";OB
210:LPRINT"Orebod(NE),G2(NE)G350,INPUT "Element

y;";STR$ II(NE),G4(NE)numbers;";NE 220;LPRINT 60:DIM NA$(NE> 160;INPUT"Total s-
tage numbers:";70:FOR H=1TO NE

230,Q4=0:FOR L1=1SN80: F$=STR$ H
TO NE,G4(L1)=170;INPUT *First st-90;PRINTVElement"; 0;NEXT L1age hight";HIF$;"Namet";

240:FOR L2=1 TO175:INPUT Stage h-200:INPUT NA$(1);
SN,P3(L2)=0;igh:";HJ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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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L1=1TO NE: "Black number BE。“”C3<L1,L2)=01 580:K4$=STR$ K1
NEXT L1,NEXT 440:INPUT BN:CLS 590:KK=F!+K1~1
L2 620;PRINT"Stage";450;Q2=0;FOR L1=1

TO NE,G2(L1)=250:FOR I=1 TO3 K4$;":S1=";
0;NEXT L1260:PRINT RR$(I); 630,INPUT S1:CLS

"Ore Y/N"; 460;FOR L2=1 TO 640:PRINT"Stage";
SN:PI(L2)=270;INPUTK1$;CLS K4$;";S2= ",
0;FOR LI=1 TO280:IFK1$="Y"OR 650,INPUT S2;CJS·
NE;C1(L1,L2)K1$="y"THEN 660:SS(KK)=S1+S2,

3i0 =0。NEXT L1: TS=TS+S1+S2
NEXTL2 670:PRINT Stage";290;IF K1$= "N"OR

K4$:"Eng。am~K1$="n"THEN 470,FOR K=1TO BN
1590 bers!",480;LPRINT----

300:GOTO 260 680:INPUT FN:CLS---_-—月

690:H1=0:FOR L1=1490:LPRINT GR$310:LPRINT RR$(1>
TO NE,G(L1)=320,LPXINT==== (J);"Block";STR

$K 0:NEXT L1=====E==4
330:Q3=0.FOR L1=1 500;LPRINT"-- 700;FOR L=1TO EN

710,K5$=STR$ LTO NL:G3(L1)= 一--_7一
0:KEXT L1 S10:K3$="No."+ 720,PRINT "Stage"

STR$K340;FOR L2=1 TO K4$;"Eng。"1K5
$;"length"SN:Pz(L2)=0 515;PRINT GR$(;K

3$;"Q="; 730;INPUT HH;CLSFOR L1=1 TO
NE:C2(L1,L2)= 740;I=Hi+HH517:INPUT Q,CLS
0:NFXT L1: 750:FOX L1=1TO NE520:PRINT GR$(J);
NETT L2 K3$;"Stage rum- 760:PRINT "Stage";

ters:?"y K4$:"Eng.";K5350:FOR 1=1 TO3
$;";NA$(L1);36O:PRINTGR$(J); 530,INPUT BE:CLS
：目“。540;PRINT K3$;Fir-*Gradation Y/N";

70:INPUT GG,CLS370,INPUTK2$,CLS st stage No。",
780:G(L1)=G(L1>+50:INPUT FI,CLS380;IF K2$="Y"OR

GG*HH560:Q1*0:FOR L1=1K2$=*y"THEN
TO NE:G1(L1)= 790;NEXT L1430
0 NEXT L1 800: NEXT L390;IF K2$="N"OR

565,TS=0;FOR L1=1 810;FOR L1=1TO NEK2$="n" THEN
830,CO(L1,KK)=G(L'TOSN:SS(L1)=1320

1)/H10:NEXT L1400,GOTO 360
84 0:NEXTI.1570:FOR K1=1TO430,PRINT G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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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NEXT K1850,NEX'T K1 ，：喉

960:LPRINT"Totall852;FOR K1=1TO SN 1110;FOR L2=1TO NF
854; IF SS(K1)=0 1120: C1(L2,L1)=Clblock:";STR$ K

(L2,L19/P1{L1)THEN 950 970:LPRINT"----
1130,LPRINT NA$(L855: I1K=HI-K1*HJ -----_-h

2)USING "*··980;FOR L1=1TO NE856:LPRINT`"Stage";
·,***"1C1(L990;G1(L1)=C1(L1)/USING**··"
2,L1)。“己只 Q1

1140D:C2(L2,L1)= C21000:LPRINT NA$(L857:LPRINT"+++＋
<L2,L1)+Cl(L2,1);USING*··●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叶
L1)* P1(L1)·.··";G1(L1)中+十卡+"

1150;LPRINT"P:";1005:LPRINT"P;";858∶QQ-身*SS（K1）l
US1NG*·TS USING "■;营 

860:FOR L1=1TO NE ；申”伟树，秒：审

:";C1(L2,L1)*P·";Q1*G1(L1)/865,G(L1)=CO(L1, K
1(L1)/1001) 100

870;LPRINT NA$(L 1010.G2(L1>= G2(L1) 1160:NEXTL2
1);USING ",·* 1170:LPRINT "Ore:";+G1(L1)*Q1
*,·*·"G(L1)1 USING"*●1020:NEXT L1 碍物

875,LPRINT "P;"; 1030:LPRINT "Ore;"; 南；物：。音单

USING"。 ·*4P1<L1)USING*:
着着首南”着着 1180:P2(L1>=P2(L1)+““””。 ，
"";G(L1)*QQ ·";Q1 P1(L1)/100 1190;NEXT L11040:Q2=Q2+Q1880:G1(L)=G1(L1) 1200;LPRINT--1050:NEXT K+G(L1)*QQ 1052;LHRINT。, ----_-h

890:Cl(Ll,K1)=C1(L 1210:LPRINT"Toial":。：

1,K1)+G(L1)*
GR$(J)1054,L.PRINT StageQQ

占占 1220;LPRINT----900:NEXT L1
I060:FOR L1=1TO SN -------- 910:P1(K1)= P1(KI)
1070,1F PJ(L1)=0 1230;FOR L1=1TO NE+QQ

920:LPRNT "Ore:"; THEN 1190 1240:G2<L1)=G2(L1)/
Q2勺仍另刀？ 1080:LPRINT*----

1250:LPRINT NA$(L！嘎嵌言3象 ，：，，，。
·;QQ 1);USING",·*1090,HS=HI-L1*HJ

·."*"G2(L3)1100:LPRINT Stage";086: Q1=Q1+QQ
1260:G3(L1)= G3(L1)USING"·*940:LPRINT"++＋

+G2(L1)*Q2·.··";HS干十叶十十十十十
1270:LPRINT·P;",1105;LPRINT-～--十+十十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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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 · · 1450:NEXT L2 totali·, 1460,LPRINT *Ore:"; 1800:FOR L1=1TO SN
"G2(L1)Q2/ SING*·· 1610:IF P3(L1)=0 T-
100 ·、·· HEN 1730

1280: NEXT L1 1620:LPRINT*---:P2(L1)
1290;LPRINT "Ore;"; 1470;P3(L1)=P3(L1)+ ------~

P2(LI)USING *·· · 1625:HS=HI-L1*HJ
1630:LPRINT *Stage";1480:NEXT LI·日费·.*·*

"Q2 1485:LPRINT *=== USING***·
···";HS1300:Q3=Q3+Q2 =三可=口日=二="13101 LPRINT "- - - - 1640,FOR L2=1TO NE

1480;LPRINT "Total"; 1650:C3(L2,L1)=C3(L-------- 
RR$(I)1320:NEXT 1 2,L1)/P3(L1)

1500: LPRINT*---- 1670: LPRINT NA$(L1322:LPRINT "Stage
2); USING *total" --"---⋯-

1510: FOR LI=1TO NE .··";C31330:FOR LI=1TO SN
(L2,L1)1520:G3(L1)=G3(L1)/1340;IF P2(L1)=0 T-

HEN 1480 1690:LPRINT P:":Q3
USING ** ·1530:LPRINT NA$(L1350: LPRINT - - - -

I);USING*** ,--口-----8
1380:HS=HI-L1 * HJ "C3(L2,L1)*·。···";G3(L
1390:LPRINT 'Stage"; P3(L1)/1001)

1700: NEXT L21535: LPRINT " P:";USING**···
·.··",HS I710: LPRINT *Orer;";USING"···

USING *····1.00;FOR L2=ITO NE ·、·* ··..,:";Q3*G3(L1)/1410:C2(L2,L1)=C2
·"P3(L1)(L2, L1)/P2(L1) 100

1730NEXT L115401 G4(L1) = G4(L1)1420:LPRINT NA$(L
174;LPRINT"····+G3(L1)*Q32);USING*··*

1550;NEXT L1 ········回."C2(L
1790. LPRINT "Total1560:LPRINT "Ore:";2,L1)

orebody:": STR$USING***小1430:C3(L2,L1)=C3
Ⅱ·***、采·(L2,L1)+C2(L2,

1800:LPRINT*----"Q3L1)*P2(L1)
1570:Q4=Q4+Q31440;LPRINT* P:";U ---- ----

1810:FOR LI=1TO NE1580∶LPRINT心·***SING **:*
1820;G4(L1)=G4(L1)/*******费》售日.*·

Q41590,NEXT I*"C2(L2,L1)*P
1830:LPRINT NA$(L1594; LPRINT *Stage2(L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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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1G4(L1)*Q4/1); USING"*
100 1870:LPR[NTt。·*。·*·"; G3

(L1> 1850:NEXT L1 着物朱

1360;LPRINT "Ore:",1840:LPRINT·P,"; 1880,NEXT II
1890ENDUSING "。USING*·  

5.1.4.2 体积分配法

本法是用体积比分配勤振提供储量的一种简便计算方法。有纵投影体积分配法和水平

投影体积分配法两种。

1.常规储量计算
1}纵投影体积分配法
本法是利用矿体纵投影图并结合阶段平面图进行。其计算步骤是先录出体积比（勘探

储量计算块段内按阶段、分矿体、矿石类型、品级、级别的投影面积和平均厚度的乘积，
与勘探报告储量计算表中该块段体积的比值），而后，计算勒探块段分配到各阶段的块段
矿石量和金属量，再计算阶毁和矿区的矿石量、金属量和平均品位。

对陡倾斜的脉状矿体以及产状稳定的厚大矿体，此法的计算精度是较高的。
（1）体积比计算
体积比用下式进行计算。

存

mit 
了唑) (1~5-3)甫

式中 P;——-第K块段内第;阶段体积比;
S;一一第i阶段投影面积，m';
Vk—-勘探储驻计算表中第K块段体积，m";

Emij—-第i阶段第j个工程见矿水平厚度，m;

n——第i阶段见矿工程数，个。
1-5~3式系用算术平均法的平均厚度，另外，根据不同情况，还可用加权法求得。
如图1~5-4所示，】块段各阶段的体积比为;

怎中是尸昆S640m阶段 P∶=V，
7

P.-是”记；悬十己十王×_590m阶段.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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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m+m5⋯+的导它”540m阶段 义飞” 一号

口”昭昆”总十式490m阶段
下岁P。-x040m阶段”

（2）分配到各阶段的块段矿石量和金属量计算
勘探储虽计算栽中块段矿石量与体积比的乘彩即为各阶段所分配的块段矿石量。

各阶陵所分配块段矿石量与瑚探，一 吁r'占田 乌
储量计算表中块段在各阶段上的平均品

了哚 G4o 位的乘积，即为各阶段上块段的 金属中切了
！夕 着 量。动谱忆

名
令出 （3）阶段矿石量、金属R、平均品-of <96

位计算化 六多F 6 将相同阶段的各块段矿石登（金属
39o 量）相加，即为该阶段的矿石量〈金属
x4o 量）。矿石景除金属量即为阶段的平均

品位。F00-50
门I-5-4 线投影体积分配法示意图 各阶段矿石量（金属量）之和，即

为矿区的矿石量（金属敌）。矿石量除
金属量即为矿区平均品位。

2）水平投影休积分配法

本法是在矿体水平投影图上。结合矿体底板等高线图进行。其计算步骤是先求出体积
比，而后计算阶段和矿区的矿石量、金属酞和平均品位。

此法适用于勘探工程布置不规则、勘探时采用水平投影图计算储量的缓倾斜层状、似
层状矿床。其计算特点与纵投影分配法相似。当矿体厚度变化不大、地质构造轮简单时，

可获得满意的计算效果。
（1）体积比计算

在矿体水乎投影图上划出阶段的等高线，测定相邻两标高线间的面积，即各阶段的水

平投影面积<其和应与矿体总投影面积一致）。

各阶段的平均厚度，以阶段内各见矿工程的平均厚度用算术平均法求得。
各阶段的水平投影面积和平均厚度的乘积与勘探储量计算表中该矿体体积之比值，即

为用以分配矿石现的体积比。

（2）阶段矿石最、金属量和平均品位计算

阶段石蛋按阶段所占体积比进行分院计算。题段平均品位由阶段内各工程乎均品位

用长度加权求得。阶段金属堡由阶段矿石量乘阶段平均品位求得。

矿区矿石暨（金属量》由各阶段矿石量（金属量）相加求得。矿区平均品位由矿区矿

石量除矿区金属量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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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GRCP—3A投影体积分配法储量计算程序
1）程序功能
本程序适用于垂直纵投影或水平投影按体积分配法计算分阶段的储蛋。它可以对任意

矿体按不同矿石类型，不同储遗级别的计算单元块段，分若干阶段计算矿石量、平均品位
和金属敌，并能统计出该矿体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和总的矿石量，平均品位和金属量。

2）数淮备
（1）每个计算单元块段的矿石置Q;
（2）每个计算单元块段分阶段的投影面积S;对于垂直纵投影<陡倾斜矿体）体积分

配法，S指本阶段标高线与上一阶段标高线之间的同一矿石类型、同一储坚级别界线所 包
扫的投影面积;对于水平投影体积分配法，S则指本阶段矿体底板等高线与上一阶段矿 体
底板等高线之间同一矿石类型，同一储量级别界线所包围的投影面积;

（3）每个计算单元块段分阶段的有效工程数目。每个工程的祥品长度（或厚度）、平
均品位（由GGRCP一1A成GGRCP一1B及GGRCP一1C程序计算提供）。

3>使用方法
使用时，先将GGRCP—3A程序装入PC一1500机内，然后在RuN模式下，键入RuN，

则起动了该程序。现详细说明屏幕提示及回答内容∶
>Run （起动程序）

（输入矿体数目）>Ore num bers:
（输入组分数目）>Element num bers;
（输入第Ⅰ种组分名称）>Eleme吐tI Name，

（输入阶段总数目）>Total Stage numbers:
（输入第一阶段底板标高>>First Stage high;

（输入阶段高度）>Stage high:
（有氧化矿吗?键入Y则转入氧化矿计算，否则键入 N 即>Oxide Ore Y/N?

退出。下两）
（有混合矿吗?）>Mixture Ore Y/N?
（有原生矿吗?）>Primary Ore Y/N?
（有B级吗?）>B:Gradation Y/N?
（有C级吗7）>C:Gradation Y/ N?
（有D级吗?）>D:Gradation Y/N?

以下按计算B级块段为例提示（C级和D级计算提示与B级相同）。
（输入B级计算单元块段的数目）(>B:Block numberst

>B∶Q=?<输入B级第I计算单元块段矿石量）
（输入B级第IⅠ计算单元块段的阶段数目）>B:Stae numberst

>First Stage No（输入第1计算单元块段的第1个阶段顺序号码）
?（输入第J阶段面积）>Stage ] S=?

>Stage Eng。numbers，（第阶段有效工程数目>
>Stae J Eng，K Length，（输入第J阶段第K个工程的样品长度，或厚度）
>Stage JEn，K Au=?（输入第J阶段第K个工程第K;种组份品位。此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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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Au为例）⋯
以上回答提示完毕，即可通过计算打印输出结果表。
4）计算实例
某金矿事体垂直纵投彭图如密1-5-5 所元

心 11 13，， 依3、乙、。 TK7 ks
苟’ S=100不四 PdPolP3 PrPDA e -1058

s=1xool ZK信zKs0。ZK25 yzKsZK 牛qzKroZK3 ?c
/-1504oZK18S=100 1000

s=1o /s-16oeZK28乙名器 长zKaZK4 bzk3" zki oS- 10zk8k 第
oZK[ZK20,如门岂差o S=2400zkis S=即0o2K3nD ]zK29 一900

l2ka S=300
图1-5-5 某金矿矿体垂直纵投影图

工程样品长度及平均品位痰
表1-5-5

样品长度样品长度 Ad(g/t)工程 号Au(/t)工 程号 <m)自”
4.9I3.20ZK142.34K3 1。75
中己”1.702Kx1,6K5 日司
2.042.0ZK183.52.14K? 6,051,50ZK292.70S.25KS 10-14ZK20 1,504.172.30K1 3.272.00ZK252.1宫 3.朽 5.011.80ZKzs5.32,8Ps 40.6ZK281-965-47P7 2,054.17ZK282,66.78P9 6.615.00ZK303.011.34P11 2.513,20ZK397.160.50ZK9 S.212K35 2.502.420.70ZK1

5.3tZK13 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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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的矿石均为原生矿，其中C级储盈22.5万吨、D级9万吨，分阶段的不同级别投影面积已探示在
图中。各项工程的样品长度及平均品位见表1-5-5。

在储量计算时，将矿体划为两个计算单元块段，即C级块段和D级块段。共5个阶段。C级块殿第一
阶段标高为1050m（顺序编号为1）;D级块段第一阶段标高为1000如（顺序编号2）。阶段高度50m，
储量计算参数见表Ⅰ-5-6。

表1-5-B犍量 计 算 参数 表

工程矿石 回 积矿石量阶段标安 工 程 名 称级别块号计算单元块段 数目(m)（万1） 一当“”卖型
K3,Ks,K,Kg,K,P3Ps,P,P9,P1101050 1000

原 P,Ps,P,P,.P1,ZK,,ZK:ZK171340 121000。 ZKI,ZK:,ZKao.ZK5？ 22.肾C级块段 。 ZK:,ZK,2KaZK,ZK2s,ZK客1I1oo
一枚 乞 ZK:0,ZK:,340o900

刻 ZK,ZKn25901900
葛 四 ZKa,ZKu,ZK⋯3000s50- 90.0。 e ZK3,ZK:D级块段 心 4000900
如 ZK:0,ZKg,”？3008540

计统结果如下∶ 69535,0340Ore:4++中十+＋++++十*+A鲜3.919
P: 1820.d136*··Orebody: 1 Stage 1000.00d8448.8192Oret. 快 *布*普系 *事

Prima.ry +÷++中中4牛·*生中+
Au 3.375Stage 900.00
P:= 公= 带必== = 3018.6161十十十牛十牛十卡牛；十
Oret 89427,0288A 4.190C:Block 1 820.8254P, Stage 950.00Ore: 19589.1177Stage 1050,00

十十十十斗十牛十：牛十十平中*+女中++++++ Au 3.9t9Tota] block:1Au2.869 1820.8136P:1995.3076P. 46448.8192Ore:Ore, Au3.40269535.0340
P: 7655.1630十中+中→+++中叶+士+ 900.005tage225000.0001Ore;Stage 1000,00 ，

，十十牛‘中牛丰十；十丰 Au 4.190Stage tatA1A1 3.375 820.8254？3018,6161” 19589.1177OrerStage 1050.00Ore: 89427.0288

Total C,+中古中*中中+中*+十★
2.889AuStage 950.00 P. 1995.3076过中中卡中士食*士中*+中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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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日 8.402 Stage 950.00 Stage 850,00
P: Au 4.1827655.1830
Orer P: 130.4290Au 3.17722500.00l

中 Oro: 3333.4779881,0380
Ore; 27730,1825 “，：、、，，

Total PrimaryD:Block 1
Stage 900.00

Stege 100.00 A9.523
11097,8012P.Au 4,190中专小++十中少千小中中+十

P. Oret 325000.0011855.8508Au3.886
P. Ore: 44290.1489 稀稀稀告酱针徉看幸着晋孝566.3202
Ore; Stage total14846.2L26

Stage850.00个++小小+节令少令++斗十

Stage1050.00Stage950.00
Au2.869Au4.182+++中→++令十午中专+坐

人， 1995,3076139.《290P:Au 8.177
Ore: 89535,0340Ore; 8833,4779P, 881.0380

勺门台。 27780,1625
Total D, Stage 1000.00十中十+十十＋+专中中中十*

Au 3,444Stage 900.00
勺， 3584.9363Au 3,825小中中+*++十手***小*

104073.2415342,6381 OreP.Aα 4.180
Ore; 90000.00d0P: 1855.8508

Oret Stage950.0044290,1469 Stage total
Aa 3.84，，m一←专十牛卡十手干

2701.4518P:Stage 1050,00StageB50,00
Orev 74178.9817Aα 2.869十十十十：十令卡

1995.3076P;A味 4.182
Ore: 69535.0340 St&ge 900.00139.4290P;

Au 4,190Orc: 3383,4779
P: 2676.870Stage 1000,00+*+中中+夺中专寺+*中平

53879.2646Ore;A口3.444Tota1 block:1
P· 3584.9363
Ore 104073,2415 Stags 850、00Au 3.825

P: Au4,1823442.6981 189.42DP:90000,000 Stage 950.00Orec Ore, 3333.4779Au3.641
2701.4517P,Stage total Totalorabady:174178.9818Ore:

Stage 100.00 Au8.623StAge 900.00 11007.8012P.Au 4.190An 3.86 Ora: $15000,00012678.676S566.3202 P,寸 新：。部。牟63879.2846 m◆市要 · ●Ore:0re; 14846,2126

注;金属量俯单丝角k，但结果P值应再除以10则得到真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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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FOR L2=1TO S177: H1=H1+HJ5）程序清单

N:P2<L2>=0:F10,REM PROGRAM 180:DIM C1(NE,SN>,

C2(NE,SN),C3GGRCP-3A OR L1=1T0 NE,
C2(L1,L2)=0:N20:REM This is a <NE,SN),PI(S

EXT L1 NEXT L2N), P2(SN),P3(SN)program of
185:DTM C0(NE,SN), 350,FORJ=1TO 3volume distribut

960;PRINT GR$(E),SS(SN),ion method
"Gradation Y/N*;190;LPRINT "·。30:*A";CLEAR:W

370,INPUT K2$;CLSAITo ·自目司*·*。

40:INPUT "Ore aum 200;FOR I=1 TO OB 380:IF K2$="Y" OR
bers:",OB K2$='y" THEN210:LPRINT"Orebo-

43050;INPUT"Element dy;";STR$ II
3890;IF K2$="N" ORnumbers,";NE 220,LPRINT***

K2$=*n'THEN50DIM NA$(NE> 快 费 觉 事 资海身

1320230;Q4=0:FOR L1=170:FOR H=1 TO NE
400:GoTO 36080: F$=STR$ H TO NE:G4(L1)=

0,NEXT I,1 430:PRINT GR$(3);90;PRINT "Elemea
t';F$;"Name;"; *Block numbers:";240:FOR L2=1 TO

44G:INPUT BN;CLS160:INPUT NA$(HD: SN:P3(L2)=0。F
CLS 450:Q2=0:FOR L1=1ORL1=1TO NE:

TO NE: G2((L1)=110; NEXT H C3(L1,L2)=0:N
0:NEXT L1120;DIM GR$(3),RR EXTL1:NEXTL2

$(3) 460:FOR L2=1TO250;FOR1=1 TO $
SN;P1(E2)=0;F260:PRINT RR$<1>;130:GR$(1)=B:",

ore Y/N", OR L1=1TO NE:GR$(2)=C:",
C1(L1,L2>=0:NGR$(3)="D:" 270;INPUTK1$;CLS
EXT L1,NEXT280,IF K1$="Y"OR140;RR$(1)=Oxid
L2K1$="y"THENe",RR$(2》=Mi

470,FOR K=1TO BNxture*,RR$(3)= 310
480:LPRINT "~--*Pi政ary" 290:IF KI$="N"OR

150:DIM G(NE),G1 K1$=.a"THEN --- w--
1590 490;LPRINT GR$(NE>,G2(NE),G3

(I);"Block";STR300,GOTO 260(NE),G4(NE)
$K310,LPRINT RR$(I160;INPUTWTotal st

500:LPRINT---320;LPRINT===age numbers:";SN
=□=出===x170;INPUT*Firststage ---

330;Q8=0:FORL1=1 510:K3$="No."+Shigh:";H
TR$KTO NE,G3(L1)=175:INPUT*stege h ig

515;PRINTGR$(J);0:NEXT L1h: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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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Q=", (L 12);*="; (L1,Ki)+G(L 1》
517:INPUTQ: CLS ，它幻770:INPUT GG:CLS
520:PRINT GR$<D): 780。G(L1)=G(L1)+ 900,NEXT L1

K3$;Stuge nu- G*HH 910:P1(Kt)=P1
mbers:", 790:NEXT L1 (K1)+QQ

530:INPUT BE.CLS 800;NEXT L 920:LPRINT "Ore;"
540;PRINT K3$;"F- USING*·,·:810:FORL1=1ITO NE

830:CO(L1,KK)=G(Lirst stage No,"; 带甲 贝e，物

·";QQ550,INPUT FI:CLS 1)/H1
560,Q1=0,FOR Lt=1 930:Q1=Q1+QQ840:NEXT L1

TONE,G1L1)= 940;LPRINT"++++845:V=S*H1/EN
0;NEXT L1 847;SS(KK)=V,TV ：十十十十斗才。

=TV+V 950:NEXT KI565,TU=0:FORL1=
960,LPRINT "Tota!1 TO SN:SS(L1> 850:NEXT K1

=0;NEXT L1 852;FOR K1=1 TO block,";STR$K
SN 970;LPRINT"----570:FORK1=1 TOBE

854:IF SS<K1)=0580:K4$=STR$ K1 一一----
THE.N 950 980:FORLI=1TO NE590:KK=FI+K1-1

620;PRINT Stage"; 990:G1(L1)=G1(L1/855:HK=HI-K1*HJ
856:LPRINT Stage"; Q1K4$;"1S=";

1000;LPRINT NA$(L630:INPUT S,CLS USING r=***
·。·e";HK670,PRINT "Stage"; 1);USING"**=

K4$;"Eng·Aum- ·,···";G1(1857:LPRINT"＋+++
bers:"; “”：中十中十斗针吃十‘

1005:LPRINT·P:";680;INPUT EN CLS 858;QQ=Q*SS(K1)
USING*·*/TU690;H1=0;FOR L1=

1TO NE;G(L1)- 860,FOR L1=1TO NE
*";Q1* G1L1)/865:G(L1)=Go(L1,=0:NEXTL1
100K1)700:FOR L=1TO EN

L 1010; G2(L1)= G2(L1)870:LPRINT NA$(L710:K5$=STR$ L
+G1(L1)*Q11);USING:·?20:PRINT "Stage*;

1020:NEXT L1K4$;"Eng。";K5 ·,"·""; G(Ll)

875,LPRINT"P4"; 1030:LPRINT Oret";$;length?;
USING "USING "。·730:INPUT HH:CLS 。，740,H=H1+.HH 售。着台台着自

·";Q1·"yG(L1)*00/100750:FORL1=ITONE
1040:Q2=Q2+Q1880;G1L1)=G1(L1)760:PRINT Stage";
1050,NEXT K+G(L1)*QQK4$;"Eng,*;
1052:LPRINT·,·K5$";NA$ 890;C1(L1,K1>=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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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1)/P2(L1)GR$(J)。···.日：，，

1420:LPRINT NA$(L1220;LPRINT"----1054:LPRINT "Stage
2>:USING*,total" ，‘！；‘‘，吝

·,*· :";C2(L2,1060;FOR L1=1TO SN 1230: FOR L1=ITO NE
L1)1240:G2L1)= G2(L1)1070:IF P1(L1)=0 T-

/Q2 1430,C3(L2,L1)=C3(LHEN 1190
2,L1)》+C2(L2,1250:LPRINT NA$<L1080:L,PRINT·-
L1)* P2(L1)1);USINGt*.*，：夜--- --一

1440:LPRINT·P:~;,*,";G2(L1090:11S=HJ-L*H]
USING n·1100,LPRINT"Stage"; 1> 甲

USING"···* 1260;G3(L1)=G3(L1) 南““着 喜4

s";C2(L2。L1)*P·。·";HS +G2(L1)*Q2
1105:LPRINT*---- 2(L)/100127,LPRINTPr";----、一 1450:NEXT L2七。勾“ 章

1110: FORL2=1TONE 1460:LPRINT*Ore:";着物，尊。 ，1120:C1L2,L1)=C(L USING*。··"; G2{L1)*Q2/ 警

2,L2)/P1(L1) e●典师;100 身，伟
130;LPRINT NA$(L P2(L1)1280;NEXT L12);USING"*·* 14701P3(L1)+P8(Li)1290;LPRINT*Ore,";·.·*·";C1(L +P2(L1)USING"2,L1) 1480;NEXT LI物着博当1140:C2L2,L1)=C2(L ,",Q2 1485:LPRINT====2,L1)+CI(L2,L.

E==售===1300:Q3=Q3+Q21)*P1L1) 1490,LPRINT"Totai";1310:LPRINT*--1150:LPRINT"P;", RR$(I)R，，USING *· ，，，
1500,LPRINT----*·。 1320:NEXTJ：：：

1322;LPRINT "Stage ------"·",C1(L2,L1>*P 
1510;FORL1=1TO NEtotal"1(L1)/100
1520:G3(L1)=G3(L1>1380:FOR L1=1TO SN1160:NEXT L2 /Q31340;IF P2(L1)=0T1170:LPRINT "Ore:",
1530:LPRINT NA$<LHEN 1480USING 

1);USING*。··1350:LPRINT----●i。，
·,*·";G8(L1)e",P1(L1) -一--一 -

1535;LPRINTP."。1380:HS=HI-Ll*HJ, 11180:P2(L1>= P2(L1) USING"*·1390:LPRIN""Stag-+P1(L1) e";USING···· ●4够 联 欢1190;NEXT Ll
="rQ3*G3(L1f·*.··"HS1200:LPRINT"----
1001400; FOR L2=1TO NE：：

1210,LPRINT*Total"; 1410:C2(L2,L1)=C2(L 164G4(L1)=G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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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L1)*Q3 1650:C3(L2,L1)=C3(L ，，

2,L1>/P3(L1)1550:NEXT L1 1810;FOR L1=1TONE
1820:G4(L1)=G4(L1)1670:LPRINT NA$(L1560:LPRINT"Ore;";

/Q42);USING。··USING "·
1830:LPRINT NA$(L.··。",C3(Ls言象

·"n;Q3 2,L1) 1);USING '·。
·.···";G3(L1690;LPRINT·P,";1570;Q4=Q4+Q3
1)USING"·1580,LPRINT"*

1840:LPRINT·P;";。善

USING*,·";C3(L2,L1)*P1590:NEXT I 等

3(L1)/1001594.LPRINT"Stage 命

·";G4(L1)*Q4/1700,NEXT L2total*
1001710,LPRINT Ore,"11600:FOR L1=1TO SN

USING 1850:NEXT L11610:IF P3(L1)=0T-
1860;LPRINT~Ore;";HEN 1730 中

USING·",P3(L1)1620;LPRINT*-
徉曾帮酱审，1730,NEXT L1
·";Q41740:LPRINT。。1625;HS=HI-L1·HJ 1870,LPRINT····1630:LPRINT'Stage"; ，警

P用·3#.* *1790:LPRINT "TotaLUSING"···。
。”“。“扮 orebody;";STR$ⅡI 1880:NEXT I

1890:END1640:FOR L2=1'TO NE 1800;LPRINT·----

5.1.5 剖（断）面 法

5.1.S.1 水平断面法
本法适用于以坑道或坑道配合水平钻孔勘探的陡倾斜矿床。
矿石体积的计算，是根据相邻两个水平断面上矿体的面积和断面间的垂监距离，用几

何公式计算。断面的平均品位是由各水平工程平均品位，以见矿长度加权求得。阶段的平
均品位由相 邻两断面的平均品位，以面积加权平均法求得。

设计中采用此法计算阶段矿量，有以下几种情况∶
勘探阶段已计算的阶段矿量，阶段标高与开采设计相一致，则直接利用其成果。
当在勘探阶段之间需要增加副阶段时，设计中要进一步计算阶段矿量。一般是结合补

作的辅助阶段平面理进行。矿石体积计算按相邻断面矿体面积的相对差，选择不同的体积
计算公式计算，然后计算矿石量。分阶段平均品位，以蒙近的源断面的平均品位代誉，或
者采用原阶救平均品位。

当需要进行地下、露天开采方案比较，在原勘探的两个水平断面间，划分多 个 阶 段
时，其阶段矿石量的计算方法与上相同。阶段平均品位一般采用原计算的阶段平均品位，
即两个水平断面间的各阶段平均品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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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规储量计算
1）阶段矿石量计算
先计算阶段的矿石体积，再以体积乘体重即为阶段矿石量。
计算体积时;

三<40??，采用校台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1）当上、下阶段面积S，>S.，且S-SS:
丶”心亿广它飞 (1-5-4)

>40??，采用截锥公式计算。计算（2）当上、下阶段 面积S;>S∶，且i-SST
公式为∶

-《S4+S2+√5,·S:)HV: (1-5-5)

（3）当上、下阶段有一个阶段无面积，则需根据矿体面积形状不同，选择楔形或锥形
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V= (1-5-6)-SH（模形）e
(1-5-7)-SH（（锥形）V=3

（4）当阶段平面图采用中线法编解时，图上的矿体界线为中线（即阶段顶、底标高之
间的中间标高线），采用祛体公式计算。计算公式为;

(1-5-8)V=SH
以上各式中 V一阶段体积，m2;

S.、S2-上、下阶段矿体面积，m4;
H一阶段高度，m。

需要计算岩石量的矿种，其体积的计算公式与上列计算公式相同。
2）阶段金属量计算

阶段矿石量乘阶段平均品位即得阶段金属量。
各阶段矿石量（金属量）之和即为矿区的矿石量（金属量）。矿石量除金属量，即得

矿区平均品位（不需计算金属量的矿种，其平均品位用阶段矿石量或体积与阶段平均品位

加权平均计算求得）。
3）夹层和近矿朗岩品位
有些矿种除计算矿体的矿石悬、品位、金属量外，还须计算夹层（石>和近矿圈岩的

平均品位。夹层（石）平均品位一般用其试样长度加权平均计算;近矿围岩因其试样个数
不多，可用雏术平均法计算平均品位。

2.GGRCP一4A 水平断面法储量计算程序
1）粳序功能
本程序适用于计算水平断面间的储量。它把每相邻两水平断面之间的同级别、周矿石

类型的储量对应部份看成一个计算单元块段（包括外推部份），可以对任意矿体按矿石类
型、储量级别的不同，对应计算单元块段矿石量、平均品位和金属量，并统计出 不同 级
别、不同矿石类型和整个矿体的矿石置、平均品位和金属语。

对于不需要按阶段计算储量的水平断面法计算储量的矿体，本程序同样具有 应 用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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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数据准备
（1）每个计算单元块段的相邻水平断面的面积S和S2，断面间距d。
（2）每个计算单元块段内的有效工程长度及工程 的平 均 品位（由GGRCP一1A和

GGRCP一1B程序计算提供）。
（3）不同矿石类型、不同储量级别的矿石体重。

3）使用方法
本程序采用的是全屏幕化提示方法，只要按要求回答或输入相应的信息和数据，就可物

出需要的各种计算结果。使用时，首先将GGRCP一4A程序装入PC一1500袖珍微型计算机;，
并在RUN模式下，健入RUN，则可起动该程序。现详细说明运行中的屏幕提示格式与内容

>RUNJ （起动程序）
（输入矿体数目）>Orebody numbers内
（输入纽份数目）>Element numbers
（第1种组份的名称，以铜为例）>Element nane; Cu⋯⋯

（有氧化矿吗?键入Y则有，转入选择氧化矿的不同级别>Oxide ore Y/N?
的储量计算;否则键入N则表示无，下同）

>Miature ore Y/N?<有混合矿吗?）
（有原生矿吗?）>Primary ore Y/N?
（有B级储量吗? 键入y，则计算B级储量;否则键入N>B:gradetion Y/N?

即退出，下同）
（有C级储量吗?）>C:gradation Y/N?
（有D级储量吗?）>D: gradation Y/N?

若有B级储量，则提示;
（B级的体重? ）>B:Special gravity?

若有C级储量，则提示∶
（C级的体重?）>C:Speeial gravity?

若有D级储霾，则提示;
（D级的体重?）?>D:Spec: al gravity?

以下按计算B级储量提示（C、D级亦相同>
?（B级的计算单元块段数目?）>.B;Block numbers?
（B级第I号计算单元块段在1号水平断面上的面积? ）>B:No1 S,=?
（B级第Ⅰ号计算单元块段在2号水平断面上的面积?>>B1 No1 S2= ?

（ 两断面间距?）>D: Distancc?
（B级第1号计算单元块段的有效工程数目?）>B:Nol Eng,numbers?
（B级第Ⅰ号块段中第J个工程样品长 度?>>B:No1 Eng、J length?
（B级第Ⅰ号计算单元块段中第J个工程的铜品 位>B.Nol Eng。J Cu=?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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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以上提示回答和辖入数据完毕，计算机即可将计算结果打印输出。输出格式见实例。
4）计算实例
某铅锌矿体的两个水平断面如图1-5-6所示。” ？

.10
201 KL c ,1028 c202K。 208 Dc c D

图1-5-6 某铅锌矿1、2号水平断面图

各工程平均品位列于表1-5-7中，两水平断面间距100m，C级矿石体重3.1、D级矿石体墓2，5。
从断面图上测得∶1号断面C级面积335m*，D级面积42.6mt;2号断面C级面积1172.5如*，D级面

积80mn2。现计算两断面间及两断面外推部份的储量。
首先划定计算单元块段，按一般方法划分为四个单元块段，即1号断面的C、D级外推1/2断面间距

的D级储景，2号断面C、D级储最外推断面阿距1/2的D级储量，两断面间的C级和D级储量。各计算单
元块段的参数详见表1-5~8。

表1-5~7工程 针 算●数囊
样晶长 Zn(%)Ph{%)工 程 名 称断 圆 号 (@)

1、56K: 1、2315.0
1.531,88101 13.01

(1280m) 2.02,7.0102
宁年31,0K2 2,07
1.952,4819.0201e 3,2713.0 18(13:0m) 202
3.09少省4.5203

袭1-5-8败 表单 元 嵌 殿 计 

因晶创 体 直St 工程有效
级别换号计算单元块段 (t/m)(m)（加2）一省义

.1 K1,101,102,K2,301,202,203100- 112.53251-2断面间C级 c
约日 K.,101,10z2.D上 371,5）号断珂外班D级

102,103D 10 2.550s2,5体1-2断的问D级

少。 2,6 K,20I,202,203591252,53 e2号断面分准D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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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结果如下; Pb 1,519
239.0383 Pb 1,230心的非 要 角    非师音

1436.2055Zn 1.655 P.Orebody;1
Zn 2.445P: 260.3851散 脊 尝 要 费 语 费 脊4

Ore: P: 2029.401115729,1666Pritafy
Ore 82084.1266

D,Block 2 ，用昌，，，C: Block !
Total PrimEry

Pb 1.801Pb I.681
Pb 1.70IP:271.39693729,6372P。

5185.8427P:Zn2.827Zn 2.313 335.9089付。 Zn 2.8495101.99退” Ore: 7181.3930P,15167.4599Ore: 220536.85:3
Ora: 303520,9799

D:Block sTotel C, 督要督 费婚费命挚参参

Totsl orebody:1Pb 1.691 Pb 1.7733729.6372P. ”。 Pb 1.701925.7702Zn 2.313
5165.84272,631 P,ZnP. 5101.991 ” 1873,10?1 Za 2:349Ore: 220538,833
7181,3930P:52187.5000Ore,=时 ==，自，。，，，，“ Ore 303520.9799D:Black 1

Total D: 串些兽

136;LPRINT "Orebodt";F$;"Name;";5》程序清单
y:;";STR$ II90:INPUT NA$(H);10,REM PROGRAM

CLs 138,LPRINT=·GGRCP-4A
100:NEXT H20:REM This is a

139:Q3=0;FORLI=1110;DIM GR$(3),Rprogram of ca
TO NE:G3(L1)=R$(3)lculating rese
0,NEXT L1120;RR$(1)= "Dxidrve of virtica 1

140:FOR I=1TO 3e",RR$(2)="Mcross-section
145:PRINT RR$(I);ixture",RR$(3)method

"ore Y/N",=*Primary"30:"A":CLEAR;
150:INPUT K1$,CLS125:GR$(1)="B:",GWAIT0
160，IFK1$="γ ORR$(2)=℃C,,GR40.INPUT *Orebody

IK1$="y" THEN$(3)=*D:"numbers:",OB
19050;INPUT "Element 130:DIM G(NE),GI(N

170:IFK1$="N"OR K气），G2（NE），G3（Nnumbers,*;NE
1$="n"THEN 730E>60:DIM NA$(NE>

180:GOTO 145J31;LPRINT出"70:FOR H=1TO NE
190,LPRINT RR$(l>75:F$=STR$ H 电

195;LPRINT"===134,FOR II=ITO OB80:PRINT*Ele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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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1)e:"HLM，，！，、

365: PRINT GR$(J); 560:G1<L1)=G1(L1)+197;Q2=0;FOR L1=
G(L1)*QK3$;"Eng.numbeI TO NE: G2(L1) rs" 565;LPRINT"P:";US= 0: NEXT L1
ING····370;INPUT EN:CLS200;FOR J=1TO3
··.···*ryQ375:H1=0;FOR L1-1205,PRINTGR$(J;
*G(L1)/100TO NE;G(L1)-0;Gradation Y/N",

570;NEXT L1NEXT L!210;INPUTK2$,CLS
580:LPRINT *Ose;";380;FOR L=1TO EN220:IF K2$='Y"OR

USING。*··385,K4$=STR$ LK2$= "y"THEN
e3.,**s";Q390:PRINT GR$《J);250

585:Q1=Q1+QK3$,"Eng。";K4230;IF K:$="NVOR K2
$;"]engtb"; 587:LPRINT~~--$="n"THEN675

395,INPUT HH:CLS240: GOTO 205 ，，
590;NEXT K400,H1=Hl+HH250;PRINT GR$(I);
595:LPRINT "Total";Special gravi- 410;FOR L1=ITO NE

GR$(J)420:PRINT GR$(I);ty" 597:LPRINT*~---K3$*Eng。";K4260:INPUT D,CLS
$,*";NA$(L1); ---270:PRINT GR$(J);"
‘日 ·600:FOR L1=1TO NEBlock Humbers";

620:G1(L1)=GI(L1)430:INPUT GG,CLS275:INPUT BN:CLS
/Q1435;G(L1)=G(L1)+G277:Q1=0:FOR L1-1

G*HH 630;LPRINT NA$(LTO NE,G1(L1)-0
1);USING···440;NEXT L1:NEXT L1
*.·*";G1(L1)450。NEXT L280,FOR K=1TO BN

640:G2(L1)-G2<L1)+455:SM=S1;IF SM<S2290:LPRINTGR$
G1(L1)*Q1LET SM=S2(J);"Block";STR

645,LPRINT *P?";$ K 460IF ABS(S1-S2)
/SM>.4THEN 520 USING **。..·*300:LPRINT----

·*。";Q1* G1物审，470:Q=D*(S1+S2>，：，，，初

(L1)/100*HL/2:GOTO310:K3$="No,"4STR
650:NEXT L1530$K 860;LPRINT"Ore;";520;Q=D*(S1+S2+320;PRINT GR$(J);

USING 。 当 轴 3√-(S1*S2))*HLK3$;'S1="; ··*,/3
e 以

警：330,INPUT S1;CLS
Q1530:FOR L1=1TO NE340:PRINT GR$(3);

670;Q2= Q2+Q1540;G(L1)=G(L)/H1K3$;"S2=", 672:LPRINTx===550。LPRINT NA$(L350,INPUT S2:CLS
1);USING。·· ===二==360;INPUT ·Distanc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776

710,NEXT L1675:NEXT J 1);USING"·。
677;LPRINT "Tota 720,LPRINT Ore."; '·";G3(L1)·。

1";RR$(L) USING "。 785:LPRINT 、 P:";
USING"。678:LPRINT-- 省，伟  多 咖

·"Q2-------- 8 境参，

r;Q3*G3(L1)725:Q3=Q3+Q2680;FOR L1=1TO NE
10069:G2(L1y=G2(L1)/ 727，LPRINT ·*舞

Q2 790:NEXT L1卢命年，爸

700;LPRINT NA$(L 730:NEXT I 800,LPRINT *Ore;";
USING·:··740,LPRINT "Tota11);USING"·"

·.*··;G2(L1) orebody:";STR$
·";Q3II705:G3(L1)=G3(L1)+

G2<L1)*Q2 750;LPRINT*~--- 810:LPRINT
707:LPRINT.*P:": · 营— - - --一-

760;FOR Ll=1TO NEUSING ··
770,G3(L1)= Qs(L1)/ 820NEXT II●舞 善e *，

830, END·";Q2 * G2(L1)/ Q3
100 780:LPRINT NA$(L

5.1，5.2 垂直平行制面法

1、常规储量计算

垂直平行剖（断）面法与水平削（断>面祛的原理基本相间。但在计算露天开采阶爱

储量时，端部剖面至采场边界之间的储量，需根据露天采场的形状和矿体向外延伸情况进
行计算。一般可以进行外推，而较精确的计算方法是采用分配法计算端部矿量。

2，GGRCP一5A垂直平行剖面法储量计算程序

1）程序功能
本程序用于计算垂直平行剖面间的（分阶段）储量。它把每相邻两垂直平行剂面阔凤

一储量级别、厨一矿石类型的对应部份，看成一个计算单元块段（包括外推部份），可以
对任意矿体按储量级别、矿石类型的不同。对应将单元块段分成若于阶段，计算 其 矿石

量、平均品位和金属量，并统计出不同级别、类型和鳖个矿体的矿石储量、平均品位和金

属量。
2）数据准备
（1）每个计算单元块段的相邻两平行剖面同类型、同级别、分阶段的面积S，和S∶，剖

面间距d;
（2）每个计算单元块段中分阶段的有效工程长度及工程平均 品 位（由GGRCP一1A

和GGRCP一1C程序计算提供）;
（3）不同矿石类型、不同储量级别的矿石体重;
（4>阶段个数，第一阶段的底饭标高值和阶段高度。
3）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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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程序采用全屏幕化提示方法、只要按提示回答或输入相应的信息和数据，即可输出

所需要的各种计算结果。使用时，先将GGRCP一5A程序装入PC一1500机内，在RUN膜
式下，键入RUN，则起动GGRCP一5A程序。现详细说明运行中的屏嘉提示格 式 与内
容∶

>Ruπ （起动程序）
（输入矿体数目）>Ore numbers:

>Elem&nt num bers: （输入组份数目）
（第1种组份名称）>Eleraent I Name:⋯⋯

（输入总阶段数>>Total Stage num bers:
（输入第一阶段的底板标高>>First stage hih:

（输入阶段高度）>Stage hih;
（有氧化矿吗?键入Y则转入氧化矿不同储量级别的计算>Oxide ors Y/N?

键入N则退出，下同）
（有混合矿吗? ）>Mixture ore Y/N?
（有原生矿吗?）>Primary ore Y/N?
（有B级鸣?）>B:gradation Y/N?
〈有C级吗?）>C:grada tion Y/N?
（有D级吗?）>D:gradation Y/N?

若有B级则提示∶
（B级的体重? ）>B:Special Eravity?

若有C级则提示;
（C级的体重?）>C,Special gravity?

若有D级则提示∶
（D级的体重?）>D:Special gravity75

以下按计算C级储量提示（B、D级亦相同）;
（C级的计算单元块段数目）>C:Block num bers:

（C级第 I号计算单元块段的阶段数目）>C;NoI Stage numbers:
>NoI First StaEe No（第I号计算单元块段的阶段号码）⋯⋯
>Stagle J∶S∶=?（第J阶段1号剖面上的面积）

（两剖面间距）>Dist公nce∶
（（第J阶段有效工程数目）>Stage J Eng.numbers;

了：”
（第】阶段第K号工程长度）>Stagc ] Eng.K length
（第J阶段第K号工程第1种金属Pb的混 位，此处>Stage I Eag、K Pb=?:

以Pb6为例）
“：。：；
以上提示回答和输入数据完毕，则将计算结果打印输出。输出格式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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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算实例
某铅锌矿体中有1号和2号两相邻平行制面，如图1-5-7 所示。酬剖面向贬为100m。矿石类型均

为原生矿。

202,嵩中32；102 离。5J08”告低K1, 60m 80m
S=60/ 。C o 祈句常乾1390m 2 C

(a
/s=100S=100,

S 90多7译矿

图1-5-7 某铅锌矿1、2号刹面困

各有关计算参数详见表1-5-9。

表1~5-9参 散表髓 量 计 算

ZPb。 禅品长度有效工销量体 家网距 萄绍引逸均计 算单 工程号换母 (%)八徽”窗律“自业 (m》(m) “自义t/m2摘型(m)无块服
4.001.5050K:
2.80省 1.30求 12.0200en <e
3.203.0 1.80201

1.557.0Kr 3.70
1.4814,0101 a.60

1~2号创 s 2.50K:20o 7.2 2.00SDQ30。- 3.051o思泪仍强酶 2.501.80201 20.0
量快段 3.007.8202 2.20

2.802.10102 0.0
2.301.80103 10.0，， 69O100
3.00g.0 1.90203

2.1010.0 Z.8鲁1021~2号销 D o- 502,9 10o1 ●面陶D级饰 12.90 a.90。。203戴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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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结果如下 P: 818.3948
Pb 2.01125896.6715Oro;？物些幸命亲物、、香噪

P. 429.0779- Stage,、Orebody:1
Zn 2.E8830.00实补头赞 给 带普

P: 616.3550PrimAty Orer 21835.3655Pb 1,786，。，； ，，，，，
寸。 6285.I086，，，挡

Tota1 D;"Za 2.9~--C,Block 2
响 Pb 2.01110655.7857
Ore: 429.0779？355833.3333-Stare 60.00

Zn 2.88.-Stago，，+十十十十+杀小步争十平丰

P: 816.35500.00++++Pb 1.425“。 Ore; 21835,3655-Pb1.935369.0275
P: 2327.8062Zn 3.160
Zn 2.673 StaKe totalP 8L8.3348 ” 3221,1341Oro: ，25896,6715
Ore: Stag8 60.00120255.6758重少中中士 十+手+*中中千十

Pb 1.425++++Stage 30.00 369.0275P:-Tota1 C:十手中十十十卡十十
Zn 3.160++÷+Pb1.768

8I8.334春P.P: Pb 1.7896285.1066
Orot 25896、871P:Zn 2.994 8981.9404

Zn 2,927寸” 10655.7657

Orer Stage30,00P. 14695,284355833.3333
Pb t.266·Ors: 501985.68t7十4十寸寸十七中虫中小个个 ” 6285,1068++++Stage0.00 江2订

Za 2.994乐十守+中中节4七小卡十中十
10855.7857寸-D,Bloek 1++++PS 1,835

Ore: 85583.3” 2327.8062
Zn 2.678 Stage 0.00

Stage 0,D0P: 9221.1343 令十专+中中专牛+ 于+十十中

Pb 1.947Ore: P5 2.01I120256.6758 2756.8842P:428.07?"P。，手十牛卡叶牛卡寺十中，

Zn 2.710Zn 2.888++++Totalboek;1

Q. ” 3837,4891616.3550
Ore: 141591.0414Ore: 21335,3655-Pb 1.789
Total Primar于付 8981,8404 十中专叶卡十十，

Tota! biock:lZa z,927
Pb 1.79814695.284?付 P, 9411.0183Pb 2.011Or8: 301985.6807
Za 2.925P, 429.0779.····St8ge P: 15311.587Zn 2.888tota! 523322.0413Ore:616.3550.-----St鑫go P:

曲 换 常带量 共 性费 管Ore 21335.3655 要誉首蛋 被

80.09 Stage total，， ，，，Stage totalPb 1.425 60.00Stago----P1369.027S Pb 1.425Stage 0.00Za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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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P: 10655.7657389.0275
Ore Total orebody:1Z.n 3.160 355333.3333

P: 818、3348
PbSt理geOre: 0.00 1.79825898.6716
P.Pb 9411.01831,947

P、Stage 2.92530,00 Zn2756,8842

Pb 寸Zn 15311.58972.7101.768
Pr 523321.046P: 6285.1066 Ore:3837.4891
OreZ. 141591,04142.994

240:FORL2=1TOSN,e",RR$(2)="M5;程序清单
P8(L2>=0:FORixture",RR$(3)10:REM PROGRAM
L 1=1TO NE:C3=*Primary"GGRCP-5A

(L1,L2)=0;NEXT150:DIM G(NE),G120:REM This is a
L1;NEXT L2NE),G2(NE),G3program of ca

250。FOR I=1TO 3(NE),G4(NE)lculating rese
260:PRINT RR$(I);160,INPUTTotal srve of virtica

oreY/N";tage numbers:";l cross-secton
SN 270:INPUT K1$:CLSmethod

280:IFK1$="Y"OR170,INPUT "First s30,A":CLEAR;
K1$= "y"TiIENWAIT 0 tage high;*;HI
310175:INPUTStage40:INPUT *Ore aum

290,IF K1$="N°ORbers:"OB high:";HMJ
K1$="n"THEN177:HI=HJ+H350:INPUT*Element
1590180:DIM C1(NE,SN),numbors?";NE

300;GOTO 260C2<NE,SN),C3(N60:DIM NA$(NE)
310,LPRINT RR$(IE,SN),P1(SN),P270;FOR H=1TO NE 320;LPRINT*====(SN),P3(SN)80:F$=STR$ H === ==== ==90;PRINT "Elemen 190;LPRINT":·

。警”：；当 = =二 二 告7t";F$;"Name:"
330;Q3=0,FOR L1=1临日100;INPUT NA$(H):

TO NE:G3(L1)=200;FOR II=ITo oBCLS 0:NEXT L1210;LPRINT *Orebod110;NEXTH 340;FOR L2=ITO .Sy:rSTR$ H120:DIM GR$(3),R
N,P2(L2)=0;FR$(3) 220:LPR1NT**
OR L1=1TO NF:130:GR$(1)="B,",GR
C2(L1,L2)=0:NE230:Q4=0:FORL1=$(2)=℃C;",GR$ XT L1 ,NEXT L2TO NE;G4(L1)=0(3)=~D; 350:FOR I=1TO3.NEXT LI140:RR$(1)="Ox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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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PRINT K3$;"Fi360:PRINT GR$(J); 760;PRINT"Stage";K
"Gradation Y/N"1 rst stage No。" 4$;"Eng。",K5 $

550:INPUT F1,CLS370:INPUT K2$:CLS ,*";NA$.(L1>;"
.=";560;Q1=0:FOR L1=380:lFK2$="Y"OR K

1 TO NE:G1 {L1)2$="y"THEN 410 770,INPUT GG:CLS
=0 :NEXT Ll390:IFK2$="N" OR 780:G《L1)=G(L1)+

G*HHK2$= "nTHFN 570:FOR K1=1TO BE
1320 90:NEXT L1580:K4$=STR$ K1

590:KK=F1+K1-1, 800:NEXT L400: GOTO 360
HK=I[-KK*UJ410:PRINT GR$(3); 810 SM=S1:1F SM<

600:LPRINT"Stage";Specialgravily:"; S2LET SM=S2
USING:,·:420:]NPUT D:CLS 820:IF ABS(S1-S2)/
·,··;HK SM>,4THEN 840430:PRINT GR$(J);

610:LPRINT"＋+＋+Blocknum ber 830;Q=D*(S1+S2)*“ HL/2;GOTO 850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440;INPUT BN:CLS 840:Q=D*(S1+S2+十十十、
450:Q2=0:FOR L1=1 √~<51*S2))HL620:PRINT "Stage"

K4$;"Sl=";TO NE:G2(L1)= /3
D,NEXT L1 630:INPUT S1:CLS 850,FOR L1=11TONE

640;PRINTStage";K4 860,G(L1)=G(L1)/H1460:FOR L2=ITOSN:
$,~;S2="; 870;LPRINT NA$P1(L2)=0:FOR

(L1); USING"。650:LNPUT S2:CLSL1=1TONE;CI(L
···.·.,";G660:INPUT*Distance;"1,L2)=0;NEXT
(L1);HLL1.NEXT L2

875:LPRINT"P:";670:PRINT*Stage";K4470:FOR K=1TO BN
USING*···$;Eog。numbers:!";480:LPRINT----
*司，··"d;680:INPUT EN:CLS---‘，’
Q= G(L1)/100690;H1-0:FOR L1=1。、，；

TO NE:G(L1)=0; 880:GI(Ll)=G1(L1)+49:LPRINT GR$(J);
G(L1)*QNEXT L1*Block";STR$K

700:FOR L=1To EN 890:C1(Ll,KK)=CI500:LPRINT*----
.(L,KK)+G(Ll)710;K5$=STR$L- - -- ~---
·Q720:PRINT`Stage";K4

$;"Eng。";*K5$: 900:NEXT LL510;K3$="No."+ST
length"vR$K 910;P1(KK)=P1《KK)

+Q730:INPUT HH:CLS620:PRINT GR$(J);
920:LPRINT"Ore;";K3$;Stage 740:H1=H1+FH

USING"uam bers:" 750;FOR L1=ITO N
580:INPUT BE;CLS 审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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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1080:LPRINT·--- ，

1230:FOR L1=ITO N9s0;Ql=Q1+Q  m

940;LPRINT"++++ 1090:HS=H1-L1*H3 E
1100:LPRINT Stage" 1240:G2(L1)=G2(L1)中+如十十＋*中中

/Q2++＋+" ;USING:。。·
1250:LPRINT NA$(,·.··"1HS950;NEXT K1

1),USING*··1105,LPRINT·---960:LPRINTTotal51
·.··";G2(L一-8ock:";STR$ K
1)1110:FOR L2=ITO N970;LPRINT----

1260;Gs(L1)=G3(L1)+E一一
1120:C1(L2,L1)=CI(L G2(L1)*Q2

1270:LPRINT"P:";US2,L1)/P1(L1)980:FOR L1=1TO NE
130:LPRINT NA$(L 艺。。9:G!(L1)=G1(L1)/

●,2);USING"·*C:1 。警

G2（L1）*父2/100.···";C1(L21000:LPRINT NA$(
1280:NEXTL1,L1)L1);USING。*
1290;LPRINT"Ore :";1140:C2(L;L1)=C2(···",G1(L1)

USING*。L2,L1)+C1(L2,L1005:LPRINT"P。;U
1)*P1(L1) 命 *音。SING·*· ，。

·";Q21150;LPRINT *P,";： 新。台

1300:Q3=Q3+ Q2USING"。=",Q1*G1(L1)
1310,LPRINT*x===审辞，售串飞/100

C1(L2,L1》1010,G2(L1)=G2(LI) 四 = 四 = = = = 云 看

= = = =王* P1(L1)/100+G1(L1)*Q1
1320,NEXT J1169;NEXT L21020:NEXT L1
1322;LPRINT "Stage1179;LPRINT*Ore";1030:LPRINT"Ore:"

tota1*USING··*;USING*·· 1830;FOR L1=1TO SN”。*···3.物物

1340:F P2(L1)= 0·";Q1 s"yP1(L1)
THEN 1480180:P2(L1)=P2(L1)1040:Q2=Q2+Q1

+ P1(L1) 1350;LPRINT*---1050:NEXT K
1190:NEXTL1 -~---身1052.LPRINT。·,

1380,HS=HI-L1·HJ1200;LPRINTn-，，爸

1390;LPRINT Stage":1054;LPRINT"Stag e ，

USING··*·,，，，警total* ·**;HS1210,LPRINT"Total":1060,FOR L1=ITO S
1400:FOR L2=石司钟？令 1TONE1220,LPRINT-一-1070,(F P1(L1)=0TH
1410;C2,(L2,L1)=C2EN 1190 一 



183第五章 储壹计异与兮石质量统计分析

(L2,L1)/P2(L1) 1700;NEXT L2Q3*G3(L1)/100
1710:LPRINT"Ore";U1420:LPRINT NA$ (L 1540.Gi(LL)=G4(L1)

幻勾“2); USING··· +G3(L1)·Q3
1550:NEXT L1 。·,e··";C2(L2,

·";P3(L1)L1) 1560,LPRINT"Ore,";
1730:NEXT L11430.C3(L2,L1)=C3 USING n。,
1740LPRINT"。·。：生(L2,L1)+C2{L2, ，。

。即·;Q3L1）学P2（L1） 。。
1796:LPRINT otal ore1570:Q1= Q4+Q31440:LPRINT"P:";US

STR$Ii1580,LPRINT rING"·
1800:LPRINT"··;●年*。n 诉 晋食

C2(L2,L1)*P 2 1590:NEXTI
多(L1>/100 1594;LPRINT"Stage

1810;FOR L1=1TO NEtota"2450:NEXT L2
1820;Ga(L1)=G4(L1)/1460,LPRINT"Ore,"; 1600;FOR L1=ITO SN
Q41610:1F P3(L1)=0USING,·*·

1830;LPRINTNA$(L宝HEN 1730s ◆市。，。。。
1);USING·,·";P2(L1) 1620:LPRINTv-
,···"; G3(L；、1470:P3(L1)=P3(L1+ ，：
1)P2(L1) 1625,HS=H-L* HI

1840;LPRINT "P,"1480,NEXT LI 1630,LPRINT"Stage*;
USING .1490 LPRINT"Total USING"。··

·.··;HSRR$(ID
”着单 善 零 ，，，争

·"G4(L1)*1640,FOR L2=1TONE1500;LPR1NT"-
Q4/1 10o1650;C3(L2,L1)=C3

1850:NEXT L1(L2,L1)/P3(L1)_一背，，
1860;LPRINT "Ore;";1670:LPRINT NA$(L1510:FOR L1=1TO NE USINGs●e昌

2);USING"··1520:G3(L1)=G3(L1) 。。： ”，
·.··"1C3(L2,Q3

，“幻L1>1530;LPRINT NA$(L ·41870;LPRINT"。‘己1690.LPRINT1>;USING"· ，。USING。。··;G3(L1) 文份

、醋

1535,LPRINT"P:";US 1880:NEXT JI ";C3(L2,L.1)wINGe·● 1890,ENDP3(L1)/100●象 a种常，学昌。

5.1.6 焕段 法

块敦法可分为地质块段法和开采块段法两类，其计算原理和方法基本相同，都需要在
矿体水平投影阻或垂直纵投影图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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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1  地质块段法
1.常规储量计算
地质决段法适用于产状平缓或陡倾斜矿体不分阶段的储量计算。它是根据矿石类型、

储量级别、勘探控制程度、开采技术条件和开采顺序的不同，将矿体划分为若干计算块
段，分别计算其储量。其中，块段面积用水平或垂直投影面积；平均厚度用该块段内各项
有效工程水平或铅直厚度的算米平均值；平均品位一般为块段内各有效工程的算术平均或
厚度加权平均法计算；块段矿石量为块段投影面积与平均厚度及矿石体重粱积；块段金属
量为块段矿石量乘块段平均品位。各块段储量之和即为矿体（床）的总储量。

2.GGRCP一6A地质块段法储量计算程序
该程序适用于不分阶段的地质块段法，分矿石类型、储量级别的单个矿体储量计

算。其有关提示和输入数据等要求，基本与前述几个程序相同。现附程序清单于后，供参
考。

195:LPRINT = = = =GR$(3)=*D:"10 REM PROGRAM
==工==二二=GGRCP-6A 130: DIM G(NE), G1 100

α===="(NE),G2(NE),G320:REM This is a 100%

197:Q2=0:FOR L1=1(NE)program of geo
TO NE:G2(L1)=131:LPRINT***logy block method
0,NEXT LI、*..·.30"A"CLEARW-

200:FOR J=1 TO 3●**=* 以AITO
205:PRINT GR$(J);134:FOR Ⅱ=1TO OB40:INPUT "Orabody

"Gradation Y/N" I136:LPRINT *Orebonumbers:"; OB
210;INPUT K2$:CLSdy:"ISTR$ II50; INPUT "Element
220:IF K2$=MY"OR138:LPRINT****numbers:"; NE

K2$="y"THEN请勿饮水平安 ⋯60:DIM NA$(NE)
250139:Q3=0:FOR LI=70:FOR H=1 TO NE

230:IF K2$="N" OR1 TO NE:G3(L1)75:F$=STR$H
K2$"a"THEN 675=0:NEXT L180: PRINT "Elemen

240:GOTO 205140:FOR I=I TO 3t"F$"Name:";
250:PRINT GR$<J>;145:PRINT RR$(I):90:INPUT NA$(H):

"Special gravity":"ore Y/N";CLS
260:INPUT D:CLS150;INPUT K1$:CLS100:NEXT H
270;PRINT GR$(J);160;IF K1$ =*Y" OR110:D[M GR$(3),RR

*Block numbers";KI$="y" THEN$  (3)
275:INPUT BN:CLS190120,RR$(1)=°Oxid-
277:Q1=0:FOR LI=1170:1F KI$=*N" ORs";RR$(2)="M-

TO NE:GI(L1)=KI$="n" THENixture",RR$(3) 0.NEXT L1730= "Primary"
280:FOR K=1TO BN180:G0T0 145125:GR$(1)=PB:",
290:LPRINT GR$190;LPRINT RR$(I)   GR$(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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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SING。·· 670:Q2 =Q2+Q1(J);"Block"; STR
命式。们入十” 672:LPRINT"== ==$K

560,Gl(L1)= G1(L2) =声==-= ===300,LPRINT-
+G(L1)·Q 二□ = = 时 W--

565:LPRINT* P,"; 675:NEXT J，，砼，
677:LPRINTTota1"USING":310:K3$="No,"+

RR$(1)STR$K 种羊， 售营

*";Q*G(L1)/160 -一- -678;LPRINT4-320:PRINT GR$();
570,NEXT L1K3$;"S="; ，‘‘；， ，

580,LFRINT"Ore:"; ，唯330:INPUT S,CLS --
USING " 680;FORL1=ITO NE360,PRINT GR$(J);

690;G2(L1)=G2(L1)1K3$;*Eng。numb- 帝桂善当

·;Q Q2ersi";
700:LPR[NTNA$(L585;QI=Q1+Q370,INPUT EN:CLS

1);USING*·587;LPRINT~--375:H1=0;FOR L1=1
···。";G2(L1)TO NE:G(L1)= 、，，，

705:G3(L1>=G3(L1)590; NEXT K0;NEXT L1
+G2(L1)*Q2595:LPRINT*Total"380;FOR L=1 TO EN

707;LPRINT丶P∶"∶GR$(J)385:K4$=STR$ L USING"·*:·597:LPRINT*--. ，390:PRINT GR$(J);
··*·*.·i.·K3$;"Eng。";K4 ，：：。----、
;Q2* G2(L1)/109$;"length"; 600:FOR L1=1TO NE

710;NEXT L1620:G1(L1)=G1(L1)/395;INPUT HH;CLS
720,LPRINT 'Ore;";Qt400:H1=I+HH USING·。·630:LPRINT NA$(L410,FORLl=!TONE

ae●=1);USING#* 物，，些

420:PRINT GR$(D);
·*;Q2·,**";Gi(L1)K3$;"Eng。";K4

125:Q3=Q3+Q2640:G2(L1)= G2(L1)$;";NA$(L1);
+G1(L1)*Q1 727.LPRINT**";

645,LPRINTP": 。单：参卓、430:INPUT GG:CLS
730,NEXT [USING *435:G(L1)= G(L1)＋ 740:LPRINT"Tota1G·HH 多  费$

*";Q1*G1 orebody;";STRS40;NEXT L1 1(L1)/100450:NEXTL 750∶LPRINT的----650:NEXT Ll480;Q=D*S* HI/EN ，，，；660;LPRINT *Ore;", ，‘！5S0:FCR L1=1TO NE ，USING"540:G(L1)=G(L1)/ 760:FOR L1=1TO NE“心 ：：”
770,G3(L1)= G3<L1)/“勾550:LPRINT 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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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USING":···Q3
780:LPRINT NA$(L s.·、··..系.·

"Q3":Q3＋G3(L1)/1);USING***
·.··*";G3 810,LPRINT*··100

790; NEXT L1 :00:00-0-8-00(L1)
785: LPRINT ● P:"; 800:LPRINT ' Ore:'; 820,NEXT II100% 100%

830;END
5.1.6.2 开采块股法
1.常规储量计算
开采块段法适用于坑道工程对矿体实行三面或四面控制的矿床储量计算。每个开采块

段掌被沿脉、天井或穿脉分割成长方形，其块段储量计算仍在矿体水平或垂直投彩图上进
行。当矿体产状不是水平或垂直时，其矿体真面积应按下式进行倾角换算∶

(1-5-9)S=Ncoso
式中  S————块段真面积，m2；

S/————块段水平或垂直投影面积，m2
a————矿体（层）与水平面或垂直面夹角，度。

如工程厚度系水平或铅直厚度，则投影面积不必经过换算。
块段矿石量为开采块段长度、高度、平均厚度与矿石体重之秉积；块段金属量为块巨 1

矿石量乘块段平均品位。其中块段平均品位一般用块段内各有效工程的厚度加权法计算。
矿体（床）平均品位为矿体（床）总金属量乘以总矿石景。

在设计中运用开采块段法计算阶段储量时，如原勘探坑道及其所控制的开采块 段 储
量，可以直接为设计所利用，则只需把同一阶段各块段储量相加，即得该阶段储量；如其
不能被直接利用，则需按正常步骤分矿石类型、储量级别和各单个块段计算阶段储量。

2，GGRCP—7A开采块段法储量计算程序
1）程序功能
本程序适用于生产矿山以坑道三面或四面控制矿体的开采块段储量计算。它仍以不可

矿体、不同矿石类型和不同储量级别作为计算单元块段，分别计算出不同阶段和不同开采
块段的矿石量、平均品位和金属量，并统计出整个矿体的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矿石量、
乎均品位和金属量。

2）数据准备
（1）不同阶段的标高；
（2）每个计算单元块段的阶段数目和阶段高度及阶段顺序号码；
（3）每个计算单元块段的每个阶段的开采块段数目；
（4）每个开采块段的工程数目，各工程的样品长度和平均品位（由GGRCP—1A和

GGRCP—1B程序计算和提供）；
（5）每个开采块段的上部和下部长度（或宽度）Lt，L2。
3）使用方法
使用时，先将GGRCP—7A程序装入PC—1500机内，然后在RUN模式下，键入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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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起动了GGRCP一7A程序。现详细介绍本程序运行中的提示的格式和内容。
>RUN（起动程序）

>Ore numbers: （输入矿体数目）

（输入组份数目）>E1eme约t num bers

（输入第I种组份名称）>Element I Name:..
〈输入总阶段数目）>Total St点ge numbers;

>0xide Ore Y/N? （有氧化矿吗?键入Y，则转入计算氧化矿储 量;键入N(

卿退出。'下同）
（有混合矿吗? ）>Mixture ore Y/N?
（有原生矿吗?）>Primary ore Y/N?

（有B级吗?）>B,Gradation Y/N?
（有C级吗?）>C:Gradation Y/N?

（有D缓吗?）>D:Gradation Y/N?
以下按D级储撬计算捷示（B级和C级提示亦同）。

>D: Special gravity （轴入D级矿石体重）

>,Block numbers: （D级计算单元块段数昌）
（D级第【计算单元块段的阶段数目>>D:Nol Stage xumhers:

>Stzge I No.? （输入第I阶段的顺序号码）

>Stage I High? （输入第】阶段的阶段标高）
>Stage. high? （输入阶段高度）
>StageI Oreblock numbers?〈输入第1阶段的矿块数目））

（输入第I阶段第J矿块的上部长度）>Stage I oreblock ] L,=?(

>Sta&e I oreblock J L。=?（输入第I阶段第矿缺的下部长度）
（输入第J矿块的工程数目）>Oreblock 3 Eng,num bers?
（输入第了矿块第K号工程的样品长度）>Oreblock J Eag.K length?
《输入第J矿块第K号工程WO;的平均品位、二Oreblock JEng。K W= ?

例如鸿）
：：：：
以上提示和回答完毕，即河辖出计算结果。
4）计算实例
某钨矿Ⅱ号矿体储量计算纵投影图如图1~5-8 所示。
该矿为黑钨石英脉型矿床（均为原生矿石）。740m标高以上为坑道控制的B级赌量，矿石体重3.12t/

m*∶740m以下为钻孔控制的C级储量。现要求用开采块段法计算740m 阶段以上的阶段储量（除采空区

外）。
各阶段的开采块段数、工程数，及各工程的样品长度和平均品位等，详见表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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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Da
01,28

A.7

0.979e.5 1.21宁塔 540ms4.07 27B2.583.18
1.63L③ 0.3u宁蜗OZ √e、 o L，矿3.24a-12.05 4龙2

0.00见奖 0.670.54 5fg. 督 4B0.27 840m2 3.IT3.5L .922.372.1
0.94Q.47宁始11] ”2 中丰- 2.773.04 1不Z.8[1.9U 073 0,60宁端0.76 宫 8 宁当0.24 杠栏平N 740a4 4.01 L.2.11~ 1.63.2

司c o。 O0 。 9o 。。 o
Ye工程平均品位外0.B8

】则矿钻孔阻出苕串网下山电等华灌 4,01
体厚度(m)

图1-5-8 某鹌矿矿体番直纵投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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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0储 量 计 算 参 数 表

开采阶段 开采块段开系块段】开采感樊 “幽计算单
块段标离 各工程样品长度（m）/WO3（??嵩阀 下部长度它邢长度|"龟号 数目元换B 编号单田 (m》(m)(m> - 10 100 0.8z/4.88,0.93/3.72,0.8#/3.16,1.31/2,55。互 10o109 0.93/3.79,0.88/2.75,J.31/2,55,0.92/4.07

售 、；e “宫 0.88/z.75,0.72/2.4,0.92/4.07,0.84/2、76“言94 -： 1C0100 0.72/2.14,0.34/1.23,0.8/2.76,a.71/1.7。 四 0.4/1.23,0.71/L.7470 20-工 0.7Z/3-0510595
么 3 “等 0.89/3.15。0.7z/2.05,0.96/4.72100

B e⋯ 0.98/4.72。1.31/2.55,1.03/1.14106910geB90 售 1.03/3.14,0.9/.07,0.38/324、 一名ito
少。 “名100 o.38/3.24,084/2.7E,0.88/1.6

材乙自 马 0.71/1,74,0.63/1.66

69- 0.56/2。14“”。‘
辞 各乙 0.7212.05,D.58/2.14,0.7/2.5710o160⋯售 0.的/.72，0.7712.57，0，64/3.31100100- 四 尊塑名 ⋯· 10019 1.03/s.14,0.B/3.31,0.02/.B

自 0.38/a.24,0.92/.48,0.87/3.47“宫： 200

售色 ‘品 0.63/1.66,0.8713.47,0.90/1,2460
互-j 75 0.5R/2,14,0.62/1,98“乌

孝 。 0.5v/2-14、07/2.57。0.88/1.98,1.12/2.84“名!00· 、雪 100 0.771.57,0.64/3.31,1.12/2.8,0.84/3.0400
？曾 星， 0.84/3.31,0.52/1.48,0.82/3.04,0.47/L.7900100

“多人i 0.92/1.图，0.67/3.a7，0.47/1.79，0.84/27T10
0.67/3.47,0.9/1.24,0.34/2,77,0.87/1.16160“多：。’g e 060 0.9/1,24,0.67/L.15。e[- 75 0，62/1.98，日.74/3.22→乞 100 100 0.62/1.98,1.12/2.84,0.74/s.22,039/1.67

1o0四 1.12/2，8，0.82/3.0，0.39/L-67，目.78/2.11“名、？740 0.83/.04,0.47/1.79,0.7s/2,11,L.88/4.61： 100“名”：四 0.47/1.79,0.94/2.77。0.83/4.01,0.73/1i.4100100：四 9.94/2.77,0.6/1.16,D.73/1.4,0.69/1.31100100”？ 0.67/1.16。0.68/1.91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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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如下; P, 125.8576
Oreblock 1, 216599.600Ore:制。首。留：司参

Orebody: 1
W 0.720 Oreblocik 2务 提 饲龄*粉 账 要音要

P: 230.2560Primary
Ore: W 0.89431980.0000= 兰=二 疗r口= e 加

244.1972P:
Ore: 35152.000Orsblock 2B:B1ock 1
Oreblock 3W 0.868Stage 940.00

P: 458.8192
Ore: W0.81451536.0900Orblock 1

448.6825？
Oter 55I20.0000Oreblock 3W 0.892

P: 480.7959
Oreblock 41.06WjOre: 53859.0000

577.5067P:
Ore: W 0.84654132.0000Orsblock 2 了 349.1384

41236.0000OreOreblock 4W 1.01“。 616.35
Oreblock 5W 0,785Ore 51051;0000

P: 426,9098
W 0.600Ore: 54349.000Oreblock 3 255.7204P:
乙十了。 42588,0060Oreblock5W 0.878

P; 401,6454
Oreblock 6W 0.509Ore 45708.0000

P: 238.9608
W 0.704Or: 39832.0000Oreblock 4 192.4794P:

27327.3008Ore:Oreblock8W 0,716
P: 219.7962

840.00Tota1 StageW 0.670Ore: 30693.0000
P. 75.6317 ”，卡，千十。。中卡争卡

Ore W 0.72421271.00(reblock 5
16]8.0751P。，

223122.9090Oret890.00Tota] Stsg3W 0.598
P: 十十牛；十卡卡匕丰十62.3586 十，中十中令千辛令

Stage 790.00Ore: W 0.82510424.7000
P: 2007,8741
Ora, Oreblock 1243191,6000P40.00TotaI Stage.
中*生中*++士十十寸十十中手牛牛牛十十十十十十

W 0.5y9Stage840.00W 0.878 P: 139.8106P. 1680.9386
Ors 23298.600Oreb1ock 1·Ore: 181735.700

十十十卡十；十，
Orabiock 2W 0.589Stng3 8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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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
Oreblack 2 Stage totalW    0.800

297.5115Pr -------------- 一.- n ---------
Ore, Stage 940.000.76637167.0000     M

290.2575P, .-- - -4--" ------------⋯---.-
Cre: 27869.0000 0.876WOreblock 3

1680.0366P*-⋯---------～- - * --- *-- - ----
OresW    0.830 191785.7000Orebiock 3

381.0651P ------"--------*.----.m---
W    0.820 Stage   890.0045864.0000Ore:

309.2115P1 n ---7 - ----------------⋯---.-
Orel 37674,0000 W    0.825Orebloek 4

P: 2007.874I-----.----⋯~-- -1.1.1.1.1.1.1.
Oret 243191.0000Oreblock 4W     D.708

265.7499P: ------0------- --n ---1-1-11-1

Stage   840.00W    0.75437518,0000Orer
322.3740P:- -一-- ----*----

W   0.724Ore, 42705.0000Orsbiock 5
1616.0751P- --- - - ---  --------~--- - ----

223I22.9000Oreblock 5 OrarW    0.749
278.1324P: --------------*------------

W    0.7B1Ore: Stage      Y90.0037089.0000
P: 30日.2982 --------------→-----*⋯------

Oreblock 6 0.759Ore; 39195.0000 W
1661.3493PI-----~---一---------~一- ----

OrerOreblock 6 218844.6000W   0.789
266,0541P; --------------n---- ----------

W    9.789 Stage 740.00Ore: 33696.0000
225.3927P: --------------a.- - -- -nr --- --

28548.0000Orar W    0.765Oreblock?
1732.6994P!-."- - ----- -- -一⋯--- ← - n - -- -- --

226358.3400Oreblock 7 Oral0.788般

P: 33.2256 -------.-----一------------n
Total BIOrer Z99°04212.0000     M

63.7329P: ---------------------------
9338.9400Ore: W     0.788790.00Total Stage

8698,9346P:+÷**中十++主++++* -------------
Total Stage Ores 1103252.5400740.00W    0.759
卡+4√专++++士生生中*P: 1661,3493 - - -- ---- ----- 处

Ore: W    0.765 Stago total218844.6000
1732.6994P1++中★****★十★中+十 ------------

226338.3400Orer Stage 940.00Stage 740.00
中★++*+★++十* --- m ---- -n-m----------m--
Total'block: 1Oreblock 1 W0.876

1680.9866P:----11-1-1---- ----------- .-
191785.7000OresW   0.7880.694W

8698.9346215,4325 Pr --------------Pr
1103252.540031028.4000Orei  g90.00StagoOr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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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816.075TTatal Primary
Ore. 223122.900W 0.B26

力 W 0.7882007.8741
Stoge 780.00P: 2698.034移Ore 243191.0000

Ore: 1103252.540
*·*舞StAgeStage 0.759刻一e 840.00

P: 1661.3493total
Ore: 218844.6000W.0.724

Stage 940.001616.0751P:
740.00Stage 7223122.9000Ore:

W 0.876
布。 W 0.7651680.366SLAge790.00
Ore; 寸。 1732,6994191735.7000

Ore: 226358.3400W 0.759
Pt Stage 890.00 ●·1661.3493

Tota1 orebody:1Ore 218844.6006
W 0.825“ 2007.874 W 0.788Stage 7740.60
Ore 8698.9346P:243191,0600

110S252.5400~OrerW 0.765
Stag8 840.00P: 神，1732.8894

注∶计算储果中。W即 为WO∶的 缘226358.3400Oret
写代号，W 0.724

E,SN),P1(SN),P110:NEXTH5 ）程序清单
2(SN),P3(SN),120:DIM GR$(3),RR10,REM PROGRAM
HI(SN)$(3)GGRCP-7A

190:LPRINT*4·130:GR$(1)π"B",20,REM This is a
。。制物GR$(2)=C:",progrm of mining

200,FOR 11-1TO OBGR$(3)=*D:"block method
210:LPRINT "Orebo140,RR$(1)="Oxid30:'A",CLEAR

dy;":STR$ IIWAIT o e",RR$(2)=*Mi
220:LPRINT*·xture",RR$(3)=40;INPUT*Ore nu

◆*磷 包"Primaryrmbers:",OB
230:Q4=0.FOR L1=1150:DIM G(NE),Go50,INPUTElement

TO NE;G4(L1)=(NE),G1(NE)numbers;"1NE 0,NEXT L1G2(NE),G3(NE),60;DIM NA$(NE)
G4(NE) 240,FOR L2=1 TO70;FOR H=1TO NE

SN:P3(L2)=0;160;INPUT"Tota!s80:F$=STR$ H
FOR L1=1 TOtage aumbers:";90:PRINT"Elemen
NE,C3(L1,L2)=SNt";F$;"Name:";
0.NEXT L1180:DIM C1(NE.SN),100;INPUT NA$(H>:
NEXT L2CLS C2(NE,SN),C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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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h";: INPUT Hr420;INPUT D, CLS250:FOR I=1TO 3
(KK):CLS26O:PRINT RR$(1); 430:PRINT GR$(J):

"Block number- 568:PRINT"Stage hi-*ore Y/N?, 。” gh";:INPUT H:270:INPUT K1$:
CLSCLS 440;INPUT BN:CLS

570:PRINT K4$;"O-450:Q2=0:FOR L1=1280;IFK1$="Y"OR
reblock num.":TO NE;G2(L1)K1$=*yTHEN
INPUT BL;CLS310 =0,NEXT L1

572:LPRINT"Stage";460:FOR L2=1TO290:1F K1$="NVOR
USING"。··。SN:P1(L2)=0:K1$="n"THEN
·.。·",HI(KK)FOR L1=1TO N1590

575:Q0=0:FOR L1=E,C1(L1,L2)=0300:GOTO260
TO NE:Co(L1):NEXTLl:NEXT310;LPRINT RR$<1>
0:NEXTL!L2320;LPRINT====

576;FOR K2=1 TOBL470:FOR K=1TO BN二===·3= =
577;LPRINT*---480;LPRINT----330:Q3=0;FOR L1= 一'--_一-目 ，：，

1 TO NE:G3(L1
578:K5$=*Oreblock"490;LPRINT GR$)=0:NEXT L1

+ STR$ K2(I);*Block";STR340;FOR L2=1 TO
$K 580:PRINT K4$;*",SN:F2(L2)=0;F-

X5$:"L1=";:OR L1=1TO NE: 500:LPRINT---
INPUT F1,CLS’：‘；C2(L1,L2)=0;N-

582,PRINT K4$;""1510,K3$="No。"EXT Ll:NEXT
K5$;*L2=";:+STR$KL2
INPUT F2,CLS520:PRINT GR$(J);350:FOR j=1TO 3

670:PRINT K5$;'E-K3$:"Stage am~360:PRINT GR$(J);
bers"n ng·num,"1"Gradation Y/N"; INPUT ENCHS530,INPUT BE,CLS370:INPUT K2$:

690;H1=0:FOR L1=1540;Q1=0;FOR L1=1CLS
TO NE:G(L1>=0:TO NE;G1(L1)=380 IF K2$="Y"OR NEXT L10:NEXT L1K2$=y"THEN 700,FOR L.=1 TO EN550,FOR K1=1 TO410

710:K6$="Eng"+BE390:IF K2$="N" OR
STR$ L560;K4$=*Stage"+K2$=*n"THEN

720;PRINTK5$;K6$;STR$ K11320
length";562:PRINTK4$;*N-400:GOTO 360 730:INPUT HH,CLSo,";;INPUT KK:.410,PRINT GR$(1); 740:H1=H1+HHCLS*Spccial gravi 750;FORL1=I TO NE564:PRINT K4$;"H-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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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0,PRINT K5$; 1);USING。。857;LPRINT"++＋+
K6$*; ·.**·;G1(L十十十中叶。

NA$(L1);"="; )860:FORL1=1TO NE
1005 LPRINT"P:":770:INPUT GG;CLS 865;GO(L1)=C0(L1)

/Q0 USING*···780:G(L1)=G(L1)+

GGeHH 870:LPRINT NA$(L

-";QI*G1KL1)/1);USING":*790;NEXT L1
I00800。NEXT L ·。···";G0

1010;G2(L)=G2<L1)(L1)802,QQ=0.5*D*(F1
+G1(L1)*Q1875:LPRINT*P;';US-F2)*1*H1/EN

1020:NEXT L1805:LPRINT K5$ ING"a·
1030;LPRINT *Ore;",810。LPRINT"--- 意W;叶物一

USING",G0(L1)*Q0/100-~---
880;G1(L1)=GI(L1> ：。。。售。。815:FCR L1=1TO

·";Q1+G0(L1)*Q0NE
1040:Q2=Q2+ Q1890:C1(Ll,KK)=CK820;G(L1)=G(L1)/H1
1050:NEXT K(L1,KK>+GO(L1> 1825;LPRINT NA$(L

*Q0 1052:LPRINT"····1);USING"*、·
900:NEXT L1 ，飞.*·*"yG(L1> ●●

1054,LPRINTStage910:P1(KK)=PI<KK) 8271LPRINT*P,",
十勾口USiING*· tota1"

920;LPRINTOre;"; 1060:FOR L1=1TO SN“制着，

1070:1FP1(L1)=0TH-·"; G(L1)*QQ/ USING"
EN 1190:3·s·100

·";Q 0 ，，1080;L.PRINT*-830,G0(L1)=G0(L1)
930:Q1=Q1+Q0+G(L1)*QQ

：，

100、LPRINT'Stage";940:LPRINT*++＋+835:NEXT L1
USING*··*.840,Q0=Q0+QQ 中+中小十4++》
··",H1(L))845:LPRlNT*Ore:*; 950;NEXT K1

1105:LPRINTV----955:LPRINT*----USING"·, 一 ～-------~---"靠 章

·";QQ 1110:FOR L2=ITONE96,LPRINT"Total1
120:C1(L2,L1)=Cibiock:";STR$ K 1850:NEXT K2

(L2,L1)/P1970∶LPRINT--~一852,LPRINT"--
(L1>，；，，、，，，，

1130:LPRINT NA$(L980:FOR LI=ITO NE856,LPRINT *Total
2);US]NG "。··990;G1(L1>=GI(L1/Stage",USING
·.···, C(LQ1、·.··";，着”

2,L1)HIKK) 1000:LPRINT 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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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L1)6····,.*1140:C2(L2,L1)=C2(L
":Q22,L1)+C1(L2,L 1480:NEXT L1

1485;LPRINT====1300:Q3=Q3＋Q21) #PI(L1)
=33====="1310:LPRINT*----1150, LPRINT " P,";

1490; LPRINT "Total";-------发USING * · · ·
RR$(I)1320:NEXT J·.,·.

1500: LPRINT * - - -."1C1(L2,L1)*P 1322:LPRINT *Stage
total” -------1(L1)/100

1510:F0R L1=1TO NE1330:FOR L1=1TO SNt160,NEXT L2
1520:G3(L1)=G3(L1)/1340:IF P2(L1)=0 T-1170:LPRINT"Ore;";

HEN 1480 Q3USING " · · ·
1530: LPRINT NA$(L1350,LPRINT----的.·*

1);USING***-------月●"PI(L1)
.··"; G3(L1390; LPRINT *Stage';1180:P2(L1)=P2(L1)+

USING · · · · 1)PI(L1)
1535LPRINT ° P".."Hi(L1)1190:NEXT L1

USING ***1395:LPRINT"----1200:LPRINT *--- ·*·、.·-----⋯-⋯----炉
·"Q3G3(L1)/1400:FOR L2=1TO NE1210:LPRINT "Total";
1001410:C2(L2,L1)=C2(LGR$(J)

1540.G4(L1)=G4(L1)2,L1)/P2(L1)1220:LPRINT*----
+G3(L1)*Q31420:LPRINT NA$(L-------

1550:NEXT L12)1 USING ···1230:FOR L1=1TO NE 1560:LPRINT "Ore:";··,·*";C21240:G2(L1)=G2(L1)/ USING * · · ·(L2,L1)Q2 ····.,?1430C3(L2,L1)=C31250,LPRINT NA$(L
"Q3(L2,L1)+C2(L2,1);USING": ...

1570;Q4=Q4+Q3L1)#P2(L1),"G2(L 1580:LPRINT***·1440;LPRINT“P.”;1)
话**·*"USING、···1260:G3(L1)=G3(L1) 1590:NEXT 1**··.·+G2(L1)*Q2

1594:LPRINT “Stagc●",C2(L2,L1)**1270:LPRINT " P:";U-
total”P2(L1)/100SING"·* 1600;FOR L1=1TO SN1450,NEXT L2

1610:IF P3(L1)=01460LPRINT "Ore:"**G2(L1):Q2/ 100%

THEN 1730USING'····100 1620,LPRINT*----....··1280:NEXT L1 --------6·"P2(L1)1290;LPRINT *Ore:";
1470,P3(L1)=P3(L1)+  ·1630:LPRINT *Stage";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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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USING"·*··1710:LPRINT Ore:",
《L1)*,*e";HI(L1) USING

1840.LPRINT* P:*;主e· *。1635:LPRINTw---
·";P3(L1) USING"··，，，，，：安

。申：：，：1640;FOR L2=1TO NE 1730:NEXT L1
·",G4(L1)*Q4/1650;C3(12,L1)=C3(L 1740:LPRINT···
002,L1)/T3(L1) ·:·，：

1850: NEXT L11790:LPRINT"Total1670;LPRINT NA$(J
1860,IL.PR[NT "Ore;";orebody;";STR$2); USING*:·

USING"··。··,·*·";C3  I1 。：。1800;LPR[NT?--(L2,L1)
·";Q41690:LPRINT *P:"; ！，，、

1870:LPRINT·*·1810:FOR Ll=7TONEUSING ",
· e·1820:G4(L1)=G4(L1)/。

";C3(Lz,L1)* Q4 着

L 1880:NEXT II1830,LPRINT NA$(LP3(L1)/100
1890;END1); USING"●· 11700:NEXT L2

5.2 矿石质量统计分析

5，2，? 矿石质量研究的主要任务

矿石质量是矿床内矿石类型、品级、矿物组成、化学成份以及它们的共生组合关系和
分布规律等各种矿化特征的统称。在矿山设计中，利用地质勘探报告的采样编录资料，对
开采范围内的矿石质量特征进行详细的综合研究与分析，为采选设计提供必要的基础数据
和综合研究成果，是矿山设计地质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根据开采设计需要，设计中矿石
质量研究的主要任务如下;

（1）详细研究矿石的矿物组成及其分布规律，包括矿石中各种金属矿物与脉石矿物
的种类、含量及其共生组合关系，矿物粒度及其嵌布特征，矿石结构构造特征，不同矿物
组合的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

（ 2）根据矿石的矿物组成特征及其选冶性能，详细研究并合理分矿石的自然类型
和工业类型，深入分析各类型矿石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共生互变关系，详细论证其分采分选
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3 ）详细研究矿石的化学成份的组成特征，深入分析矿石中主要有用、有害组份和
具有综合回收价值的伴生组份以及其它脉石组份的赋存状态、含量变化和分布特征，注意
研究各类型矿石主要有益、有害组份的各向异性特征和空间变化规律以及各组份之间的共
生相关关系和互变规律 

（4）在深入了解矿石物质组成特征及其选冶性能的基础上，详细研究地质断探报告
所用储量计算工业指标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必要时应重新对工业指标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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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论证，并提出修改意见，
（5）计算开采范围内各采区、各开采阶段和开采块段（或最小开采单 元）内各 类

型、各品级矿石主要有益、有害组分或造渣组分的平均品位及其估计方整和景信限，并在
此基础上预测矿山开采时各类型（品级）矿石在不同开采周期内（日、旬、月、季、年）
采出品位的波动范围，对矿山生产时是否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品位均衡开采与配矿措施提出
建议;

〈 6 ）详细研究矿体顶底板围岩与夹石的岩性、分布及其与矿体的接触关系，详细统
计矿体内不闻岩性和厚度的夹石率及其变化规律，计算图岩与夹石主要组分的平均含量及
其分布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和判断矿山开采时围岩夹石的混入程度及其对采出矿
石的贫化影响;

（7 ）在按照采矿设计规定的最小开采单元进行块段品位与储量估值的基础上，详细
分析边界品位或最低工业品位与平均品位的关系，边界品位与可采矿量的关系，以及边界
品位与矿床开发经济效益的关系。通过对晶位-——吨位关系曲线和品位——效益关系曲线
的分析研究，寻求能使矿床经济效益极大化的最优边界品位指标，为确定矿床开采各时期
的合理工业指标提供可靠的地质统计分析依据。

5，2.2 矿石质量研究的统计分析方法
地质变量是一种同时具有复杂的空间结构性和随机性双重特性的区城化孪蛋。严格地

说，它并不符合传统的经典统计学要求变量为完全独立随机的假设前提。只有利用以随机
过程原理为依据的地质统计学的原理与方法，才能深刻揭示这种变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内
在变化规律。但是，由于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不仅能够把大量的样品数据归纳为很少几个
统计特征值，用来解释地质变量数据分布的形态和结构，包括数据分布的中心 趋 势（均
值、中位数，众数>和离散性（方差、标准差和中心置信限>以及分布的形 态 特 征（偏
度、峰度和模态），而且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还可以为进一步揭示变量间的相互关
系提供各种有价值的地质信息。此外，在统计分析过程中还可以及时发现原始样品数据中
的特高值和差错值以及来自不间矿化母体的数据混消等异常现象。因此，在矿石质量研究
中，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仍有其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对于随后进行的地质统计学
研究来说，运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和预处理，也是其全部工作内容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本节中将重点介绍在矿石质量研究中运用传统统计分析的一些最基本的 概念 和 方
法。有关矿石品位与储量估计的地质统计学方法，将在本篇第十章中专门加 以 叙 述。此
外，有关边界品位指标的合理确定、合理勘探工程间距的最优化评价以及品位与体重关系
等多变量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一些专题性问题的统计分析方法等将在本籍第十章中介
绍。

5.2.2.1 直方图和做散点图
矿床统计分析的第一步工作就是编制样品值的频率分布直方图和显示两种变量间关系

的散点图。直方图和散点图是统计分析中的一种直观显示方法，它对于随后进行的统计分
析有很大的启发与指导意义。

1。 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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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编制一个直方图，首先应将参与计算的全部样品值按品位递增次序进行分类，然
后将它们分别归入到按等品位区阀划分的各个分组区间中去，并分别统计出落在每个区间
内的样品个数和样品累计长度。各分组区间的品位间隔，视样品值的最大变化范围而定，
但分组区间的区间数不应少于10个，一般以划分为15～25个区间为宜。

当单个样品的取样长度差别不大时，可按样品个数进行统计。若差别较大，则应按单
个样品的样长进行统计。然后，按下式分别计算落在每个品位区间的样品频率值∶

(1-5-10)fi=Ni/NNN.或
fr=Li/ (1-5-11)/江山∶

式中  fr----第i品位区间样品频率，??
Ni---第i品位区间样品个数。个；
L∶————第i品位区间样品长度，m；

n————划分的品位区间。
完成上述计算后，就可以在直角座标图上以品位区间为横轴，以样品值的频率为纵轴

绘制样品值频率分布直方图，如图1-5-9所示。需要注意的是，直方围的形状 往 往 会
受到品位区间间隔大小的影响，品位区间的改变会引起直方图形状的变化。有时，直方图
纵横轴的比例选择不当，也会使直方图的形状受到一定歪曲。因此，在实际编制过程中应
通过实验对比来选择合适的品位间隔和纵横轴比例。

直方图在分析研究矿石品位分布和矿化特征时有很大作用。根据直方图的形状可以初
步确定样品值的概率分布型式，可以检测出样品值中可能出现的差错值或特高、特低异常
值，可以直观地磅定样本中最有可能经常出现的数值，如中数位、众徽等。此外，如图1
-5-10页示，通过它还可以判断样本中是否存在着来自不同矿化母体的样品值，及时防止
因忽视样品中存在的地质现象的混淆而导致错误的分析结论。

2. 散点图
散点图是用来显示样品值分布的另一种极为有用的图形表达方式，它在了解矿床地质

特征，特别是直观显示不同变量伺的相关关系时是役为有用的。它不但可以表明两个变量
之涵互相关系程度的强弱，而且也可以用来检测出样品值中可能存在的异常值以及可能存

第2成可净修第1成矿事件

学品教的频率（??
101 护理
书

算品板卓5
格服

4馈01 03 05 03 07 05 03 03 03
梓品值欢迎光临

图1-5-10  可能存在两个矿化母体的样品直方图图1-5-9 溶品创的婴率分布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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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1或矿称汁

第 2成旷事件

玛醇留择
品透钢 2.8%2.5% 1%165%s

32,027.0 39.6玛.2比“ ？铜品缴

图1*5~12 正态变量的概率分布图图1-5-11 显示可能存在美错值和
不同矿化母体混湾的样品散点胜

在的不同矿化母体样本的混淆现象，如图Ⅰ-5-11所示。但是，散点图只有在每个祥品器
至少具有两个以上的变量值时才能采用。

5.2.2.2 祥品值的正杰分布及其假设检验
在获得了样品值频率分布直方图以后，就需要进一步确定样品值的概率分布型式。孟

然地质变量的概率分布可能有冬种不同的分布型式，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认为样品
值的分布不是服从正态分布就是服从对数正态分布。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必须去采用其它更
为复杂的分布型式。因此，在确定样品值的分布时，首先就要判断正态性假设是否可被接
受。

正态分布在直角座标系内的曲线图形如图1-5-12所示，呈一对称的钟形，其概率密
深咨 一l 一亿；下？“1P(x)=: -exp[--吨2.理O，、

(1-5-12
式中μ为样本均值，σ2为样本方差，和o°是正态分布的特征化参 数。μ=0且σ2=1尔
正态分布称为标准正态分布，即N（0，1），它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工飞心己个心 (1-5~3,
并有。

1=er（-一2三dsr ( 1-5-;)72

对于一般非标准正态分布，只塑设（x-μ）/0=t。则有;

？池！已乓！廊伐飞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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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2）4-1 (1-5-15)

要确定样品值是否服从正态分布，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利用一种传统的盟解法。它是
将样品值的累积频率分布标绘到如图1-5-13所示的正态横率格纸上，如果呈一直线分布
或接近于呈直线分布，则正态分布假设就可接受。

电声

90 1-20 DZ+N
V+" 心0

FA
70 =07.5

样品上跟你（算术些尺）
60

品

OLABE
30

20

0-60
11.5

-2.275 07.725
产品  10 15 20 2530 40 50 60 707580 B5 30  95  95  17 9  95,S0.512845

累计频率百分黄（撕）

图1-5-13  在正态概率纸上的一个正态变量的累计频率分布

实际上，矿床样品值的正态分布假设并不总是能够成立的，只有某些具有相对高品位
的矿床（例如某些铁、锰等黑色金属矿床和某些耐火原料和建材原料矿床），或者当所考
察的变量具有很低的变化性（例如某些层状矿床的矿体厚度以及大多数矿床的体 置 值）
时，正态分布假设才能成立。

如果需要准确判断样品值的分布是否级从正态分布假设时，在符合大样本要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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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还可以利用偏度——峰度检验和x*适度检验等一些更为精确的检验方法。如果样品的
数量太少，不足以去获得一个有代表性的直方留时，则只能依靠经验来判断是否可以接受
正态性假设。

5.2.2.3 正态分布的均值、方墓和置信区间的估计

当样品值的分布服从正态分布时，样品的均值、方差和标准差可用下式来估计;

--: (1-5-16)“”
沁巳它？“ (1-5-17)

酚了；己T`=“门“ (1-5-18)
S=V's

式中 n-样品个数;
xi-一样品值;
或—样品均值;
S2---样品方差;
S—样品总体标准差的估计值。
当别用样品值来对矿体进行总体估计时，矿体的均值μ"和方差V（μ*）可由下式来

(1-5-19)下目”估计∶
(1-5-20)V（μ）=S'/"

矿你均值的置信限可估计如下;
设μp为真实均值μ的置信限，它使μ小于μ的概率为P，则μ1-就是使μ大于μ1-的概

率为!'时的置信限，而μ落在庄p与μ;-b之间的概率就是1～2P，这一置信限就称为均值的
1- 2P中心置信限。当n大于25时，可以利用下列近似式去计算矿体均值的68?95??
心置信限（其概率分别为P=16?=2.5??∶

68??心置信限∶

另一·各 (1-5~21)汕！“人当
95??心置信限∶

勾刈’” (1-5-22)~+,8√推

当a小于25时，μ和μ1-p就应按下式计算;
(1-5-23)

下限 出-2-小x另
中调下人”吧十了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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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t一为自由度f=n-1时的旬徒登1分布值<Student'st-distribution），

它使小于!-的概率为1-P。t分布值可从专门的1分布表中銮得，为了便于使用，tp的
某些常用数值列于表1-5-11中。

表1-5-11Stidents'分布囊“ 87.5%20% 钻视90%
飞 12、066,13、1,376 3,078” 4,3032,9201,081 1,36

2,3533 0,978 3,1821,G3R
2,176““咨叫0,9.1 1.53唯
2.5712,0150,920 1,476约
2,447宁客品 J,10“ 1,943
2,65L,89509n6 1,4i

6 2,3061,$B01,6970,89
2,2820,8839 1,63.3,38
2,2281,9121,3720,678女
2,2010,878 1,7951 1.363

0，招3 、2,1791,7821,35612
1,77ia,870 2,16o1,350s 2,1451,7614 1,3450,868
1.753 2、1311,341e,615

2、!201,736133716 0,855
1,740133 2,10t,G3317

1,733 2、10i1.3300,621$

1,328 2,0931.7290,3B119
2,089,P6020 1,7351,325

0,859 2.980122321 1,721
2,0740,858 1,.21班2 1.71?

1,819 2,06923 0,858 1,71d
1,7111,318 2,0640,85723
.7081,3160186 制。紫伞25
1.6971,3100,85A 2,04230

2,021a,95I 1,6e41,30340
0,849 1,28 2,0091,67650

1,230 1,66o190 0845 1,884
1,9601,6450842 1,28269

正态分布情况下统计量的上述计算方法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在矿床勘探和矿山设计前

的准备阶毁，如果对矿床品位与储量总体估计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时。对子大多 数 矿 尿
来说，上述计算公式就都可以应用。一般来说，不论祥品值是否服从正态分布，只婴样品
的数目足够大，其估值的方差S就不金超过均值的20??

5.2.2.4 对数正态和三参戴对数正态分布
在很多矿床中，样品值的分布并不是对称的，而是有一条长尾朝向高值端或低值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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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正偏倚分布或负偏债分布，如图1-5-I4所示。这煎分布型式在一些依品位矿 康 中

非常普遍，它的特点是禅品值具有很高的变化性。正偏倚分布不仅在许多稀有、贵金属茫

床中普邀可见，而且在许多有色金属矿床中也很常见。在某些品位变化极大的黑色仓属矿

床中则有时可见到一种负偏倚分布。如果样品值具有明题的偏倚分布，则前应所述的正态

分布情况下的简单统计分析方法就可能会给出锚误的结果。

命新碍空机

广丁“口：口口
祥品值∶

图1-5-14 正偏简分布的直方图

大多教情况下，这种偏倚分布都可以用一种对数正态分布或三参数对数正态分布来充
分表达。设x为一具有偏简分布的变量，若对x取对数后可使1g（x）的分布变为正态分布，
则可称x的分布为对数正态分布。有时1g（x）仍然不呈正态分布，可对变量x附加一个 常数
β，若此时可使1g（x+β）的分布变为正态分布，则可称x的分布为一个三鑫数对 数正态
分布。三个参数就是均值、对数方差和附加常数。在一个三参数对数正态变量的 直 方图
上，附加常数β所产生的效应示于图1-5-15上，图中可见，x呈正偏倚分 布，1g（x）呈负
偏倚分布，面1g（x+β）则呈对称分布。

财荪薯正债隆 棕等

博职登长
部，

“一易’ 驴喇” 媒一格命

图1-5-15 附加常数β在直方图上显示的农应.

样品值是否服从对数正态或三参数对数正态分布，可通过将样晶值的黑积频率分布标
绘到对教概率格纸上加以检验。对数概率格纸是由横轴为概率格尺，纵轴为对数格尺构成
的。在对数概率格纸上，一个对数正态变量的累计频率分布曲线将被标绘成一条直线，如
图1一5-16所示。如果样品值是一种三参数对数正态变量，则其累积频率分布曲线将在低
值段出现一定的超量，此时若对样品值附加一个适当的常款β，就可使曲线转变为直线，
如图1-5-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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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1000 .6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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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6 在对敷凝率裕纸上表示的对数正态分布

5.2，2.5 对数正态和三参意对数正态分布的参数估计与重葡区阈
一个三参数对数正态变量x的概率分布是由附加常数β、（x+β）的对数方差V和（x+

β）的对数均值歹来定义的。当取日= 0时，就变成普通的对数正态分布。
1。附加常数B的估计
如果样品的数目足够大。且其值的累积频率分布在对数概率格纸上表现出某种偏尚，;

则可利用图1-5-17按下列来对β进行估计;
m3更f， (1-5-24)β=;z1+F:-2m

式中 m一相对于累积厥率为50??样品值;
j-相对于累积额率为P的祥品值，
.——相对于累积频率为1- P的样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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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7 三参数对数正态分布

上式P信一般在5??20??间取值可绘出量佳的效果。在实际计算中，可在上述取
值范围内选取几个不同的P值，通过试算比较，从中 选出最佳β值。

2。对数均值和几何均值的估计
在β为已知以后，可设∶ (1~5-25)yi=la(xi+β)
于是，（x;+β）的自然对敬的均值5就可按下式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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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飞 (1-5-28)

（xi+β）的几何均值m的估计值m"可由下式来估计∶
(1-5-27)m"= exp(>)

3。对数方差的估计
用于对数正态分布的方裘估计法是一种量大似然估计法，它不同于推导正态分布的无

偏估计法。但当对变量作如下转换后，就可以按正态变量来考虑。设;
(1-5-28)yi= l@(x+)

则
yi的自然对数方差σ'。就可由下式估计∶

入飞”“”V(y), (1-5-29 )

或
飞！勾” (1-5-30)“飞”

4.矿未平均值u的估计
一个三参数对数正态分布变量x;的均值μ与几何均值m（或中位数）和自然对数方差

α2有关，并可由下式来估计∶
(1-5-31)μ= m（exp（o'。/2）】-β

当m的估计值m'和σ°酪估计值V（y）可以得到时，则可从由西 切尔<H.S。Sichel）
编制的用于对数正态总体均值估计的yn<V）系数衰中查得一个对（μ+β）的最大似然 估
计冠。该数表的一部分已列于表1-5-9中。在给定了样品数目n和对数方差V=V（y）
后，就可以从该数表中查得系数y（V），于是，样品值的平均值μ"就可由下式来 估计;

(1-5-32)n"= m'·pn(V)-β

当n很大时（n>1000），可直接用下式来近似地估计ya（V）; (1-5-38)pn(V)=p(V')=exp(V)2)
5. 均值μ*的置信限的钻计
对数正态分布时均值μ"的置信限可利用由Sichel编制并经B，M。Wainstein补充修改

的一个倍增系数中，（V;n）数表得出，该表的一部分已列于 表1一5-10和1-5-11中。
在给定了置信水平后，需要计算的就是置信限的下限值平p和上限 值μ1-p山是 使

均值μ小于μp的概率为P时的极限值，而μ1-则是使μ大于μ1-的概率为P时的极 限 值，
当n和V=V（y）值为已知，并给定了P以后，就可以从上述教凝中查出倍增系数驴。（V;
n）的值、于是，就可男下式推导出限值μ，和μ1-p (1-5-34)件p=（μ"+β）·Vp（V;m）-日 （1一-5-35）：、μ-p=（μ*+β>·更1-p（V）舞）-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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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n很大时（n>1000〉，可用下式近似地估计φp（V;n）值∶
(1-5-36)W,(V;n)=exp(o!'/2+tp·at)

式中fp可直接从表1-5-5所列t分布表中查得。σ2t可由下式计算∶"丶丶”“？”叩谢
(1-5-37)

5.2.3 矿石质量统计分析中的地质判断与解释

对矿石质量特征所作的任何定性或定量评价，都必须有充分的地质依据。统计分析和

地质统计分析周然有助于更源刻地揭示矿化特征的变化规律。但是任何统计分析结果，如

果没有合理的地质翻释为依据，都将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剪化特征本身就是与一定的成矿

地质环境相联系的，是地质、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因素在特定条件下综合作用的结果。

统计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因兼的内在联系及其作用结果揭示出来，并通过一定高度概
拒;矿床数学模型和若干统计特征量予以完全充分的表达。因此，在矿化特征的统计分护
研究中，任何统计分祈结论都必须有充分的地质解释，矿床的懂学模型必须同矿床的成矿
地质模型完全湘容。

在很多情况下，样品值的统计分布相当接近于正态分布、对数正态或三参数对数正毒
分布模型。但是有时也可以观察到样品值的分布明显违背这些常见模型的现象。这种异常
现象是由各种不同的原因引起的。例如在直方图上，当样品值的分布出现多峰状分布或似
均匀分布时，它很可能是由于楼品来自不同的成矿母体，反映不阿成矿事件的重 叠 和 混

淆。一个浸染型金矿床中，如果有大量的无矿夹石存在，就可能导致低品位值的超量，甚

至在直方图上出现零值高峰。在一含金属硫化较矿床中，次生留集带与原生带的混合，则

可能导致高品位值的超量。在一个铁矿床中。如果把不同品级的贫富矿段混合在一起，放
会出现多蜂状分布或似均匀分布。很显然。在这些情况下作科的统计分析结论是没有实际

意义的。
因此，当出现这些反常现象时，就应该对样品数据的来源进行深入的检查，如果有足

够海地质依据可以怀疑样品数据是来自不同的成矿环境时，就应该首先依靠地质认识和判
断，把矿床划分为不同的矿化区段或分带，以便获得有充分地质意义的统计分析结果。

有时，异常现象也可能来自样品数据中存在的某种差错，初步的统计分析就有助于发
现和消除这些差错。但有时由于样品数据在矿床内的分布密度不均匀，造成矿床不同区段

的数据代表性和信息量产生很大差异，也会导致统计绪果失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

样品的分布密度作适当的调整，将分布密度较大区段的样品加以加权组合与合并，使各个

区货都拥有与其各自的分布面积和储量比例相适应的样品数量。

总之，任何一项统计分析结论，都必须用地质学的认识与判断来作出解释。当矿床的
统计分析结论与矿床地质模型产生矛质时，必须首先以成矿地质理论为依据来找出产生于
盾的原因。差锗可能来自统计分析的模型、方法与结论严重违背了成矿地质模式，也可能
来自地质判断与假设脱离了矿床地质的实际储况，或奢悬二者都有。

用于检查对数正态分布特征依的系数表见表1-5-12~表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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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3周于估计对黄正态总体均髓的95??催下廉的V（V;n）系败囊

n
占 10020 “占子1510 50

V

1,0m1,000 ,00o “号1,0001,000 1,0000.00
2,0261,0B841,17 1,067 1,038 ”名”1,24L?0.C2
110371,122 1,09 1,011,0551,t7i1,3520.04

1,06 l,0461,154 1.124 1,0131,2181,4060.96
4.0151,0531.1811,256 1,146 1,0801,6820.08

1,0601,0911,166 1.0171,2931,6520.10 1,2071

1,0661,101,141,230 “乙？司1,3271,7400.122'
,109 1,0721,361 1,2021,253 1,0200;141,827

1,078 ,0281,393 l,274 1,219 I,1180.181,914
1,236 1,126 1,0231,285 1,841,4251,9990.183

1,081,135 1.02s1,456 1,31 1,252·0.20 2,087

1,3921328 1,11 1,0311,4151,B06030 2,532
1,1851,2071;51,756 1,399 1,0370,1S,019

1,430 1,1561,2401,503 l,8421,9103,5630。智

1,1251,273 1,0471,6412,070 1,620.60 4,176 3,0521,614 1,306 1,1961,7982,2370.70 4,870
1,68 1,235 1,0571,901 1,2382,4155,6630.8中

1,37I 1,0621,2351,7632,062,8040.90一号，570
12541,4B41,842 1,0572,1728051,00 7,605

1,0711,2741,92a 1,4378,P18 2,2931,108,795
1,2042,08 1,4-?1 2,0762,853,250 小91,2020,155 1,3141,5062,096z,483 1,0803,49?1.30 1,718 1,384 1,0851,5402,1872,6173,7611,4013,513
1,8541,5762,282 1,0E92,758右，0451.50 15,509

1,613 I,374 1,0942,380219074,35117,9281.60 l 1,850 1,305 1,093,064 2,4844,6801.70 20,639 1,2081,4162,592 1,683,2295,0841,80 2,749 11071,381,7282,7043,4035.4141,80 27318
1,,4591,7872,822 1,11235885,8252.0 31,398

1,1161,4811,8083,7k 2,9456,2682.10 36,079 1.504 1,1211,8503,0743,986,7452.2043,444 1,1251,5261,8934,2087,260 3,2092.307,586 1,519 1,1303,351 1,9374，43器7,815240 54,611 L,1341,5723,498 1,9824.6838,4152.50 62,68]

1,536 1,I392,0293,870d,941,0612.80 71,861 1,1441,5202,0765,214 3,8169,7592.70 部2，366 1,148砷己调 !,6455,504 3,98610,5122.80 84,377 7,1531,6702,1754,1645,81111,3262.30 108,15 1,695 2,1582、226皿召e,138712,203,00 12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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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估计对激正态总体均值的95??值上限的+3-gr（V）n）系数表 贵1-5-14

A 1000100502015105
中

1,00001,0001.00001,00001,00001,00000,1 1,600
0,9270.97盒20,96870,95400,94580,93330.02   0.8978

0,9692E2S6400.9344 0,98950.92460,9071  0,65800.04
0.987%0,96220,94780,92000.90790,8B740,83020.06 100

0.98520,9564866600.90770,80430,87080.08   0.8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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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800,90460.8556 0,93040.8023 0,8380   0,71290.20

0.9701 0.91390,88280.82430,80080,76180.30   0,6605
0.96480,8896·0,86390.79810,77170,72840.61870.40
009640.88670,8470D,77440,74620.50 0,6995   0,5838

0,95540.87410,83130.75340,7270  0,67590.60 0,5538
2,95110,8632BESZ'00.7020 0,81680.65080.70 0,5277
0,94700.85250,60300.71568,68250,62970.80   0,5064

0,8421 0,94290.78990,6646 0:69870.90 20190  0,423G
0,93890,77740.682G 0.33220,64760.59281.00   0,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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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80,78680,72140,81970,57600.51861.50  0,3946

0,91680,77810.71120,60180,5637D,5.651.60   0,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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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290,72450,61260.53040,19250.43852.30   0.3316 0.0896P,71730,5217 0,63940,4508 C,4B402.40    D,3265 0,18G40.71040,631L6,51330,17590,42312.500.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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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矿石选冶试验概述

矿床酱查勘探阶段和矿山建设前期的矿石选冶试验是一项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其目
的在于正确确定矿石的选冶技术加工性能，为矿床技术经济评价、工业指标制定和选冶设
计提供必要的资料依据。

矿石选冶试验包括选矿试验和冶炼试验。凡是原矿有用组份含量低，或采出矿石须经
选有之后才能获得满足冶炼耍求的精矿或商品矿石者，都必须进行与矿石性质复杂程度相
当的选矿试验。对原矿品位高，可以直接冶炼的矿石，或目前的选矿方法不能获得良好回
收效果的某些矿石（如珪酸镍矿、帆钛磁铁矿等），以及某些不经过选矿直接进行冶炼即可
获得良好效果的矿石（如水冶方法处理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石等），往往需要进行冶炼试
验。

选方试验的方法，一般包括手选、浮选、重选、磁选、电选、光电选、摩擦选等等，
以及前述两种以上选矿方法的联合法。治炼试验方法一般分火法和湿法两种。火法冶炼试
验，包括熔炼、熔烧、粉矿造块（烧结、球团、铁焦压块等）；湿法冶炼试验，包括化学

药剂萃取、离析等。
矿床普查勘探阶段绝大多数的情况，只进行选矿试验而很少做冶炼试验。

6.1.1 矿石选冶试验分类
矿石选冶试验按试验程度（试验深度、广度和规模）分为可选（冶）性试验）实验室

流程试验；实验室扩大流程试验；半工业试验和工业试验五类。
6.1.1.1 可选（冶）性试验
矿石可选（冶）性试验是指利用实验室非连续的小型试验设备，进行分批分类的条件试

验。试验采用遗常认为具有工业意义的选冶方法和常规流程，在一个具备有物解离或适宜的
加工粒度范围内，另物理分离或化学药剂提取方法来获得最终产品。由于试验过程中除机
瞿运转外还描以人二操作，其试验精度随实验人员的技巧和操作的熟炼程度不同而有所不
同，因此试验结果随机性较强、槟榔度纹低，其获得的技术指标一般高于较大规模的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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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6，，1.2 实验疗漳程试验
实验室流程试验是指利用实验室非连续的小型试验设备来实验工艺流程。流程中作业

间的串联和衔接题靠人工完成的、流程的平衡不是动态的自然平衡，往往间或插入某些拉

术处理。这样可由机器和人工结合变为若干不同结构的流程和相应的技术指标，其中比较
理想的流程和指标，便是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的基本依据。其原则流程总是后续试验研究的
基础。

8.1。1.3 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
实验室扩大试验是对实验室薇程实验推荐出的一个或数个流程，串组为连续性的、类

似生产状态的操作条件，试验因素和指标都是在动态平衡中反映出来的。实验在绝大部分
情况下是局部流程的连续，试融是在"动盔"中实现给料、供水、给药和产品数量及质誉
的平衡，其动态达到平衡后维持操作时间24～72小时。这类试验一般已具有一定 的模 拟
度，其成果是较可靠的。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一般在后述情况下进行;矿石物质成分比较复
杂、难选;缺乏选（冶）实验经验的新矿石类型;已做实验室流程试验指标满足不了矿床
地质经济评价的要求;已做实验室流程试验资料满足不了新矿山设计的要象;持续生产老
矿山设计时，由于矿石性质发生变化，致使已有选矿设施效果不佳等。

8.7.1.4 半工业试验
半工业试验是在专门的试验车间或试验工厂所进行的较大规模的工业摸拟试验。它是

在生产型设备上，按生产操作状态所作的试验，它不像在实验室中那样，可以较为灵活的
调整变更流程和条件。半工业试验一般在局述情况下进行;矿床金属储量大，无生产经验
可借鉴，生产厂矿属中、大型，基建投资大，原矿品位低，矿石有用组份多。矿物嵌和粒
度细，伴生关系复杂，矿物分离困难;需采用新设备和新工艺。这类试验所获数据，包括
试验条件和流程指标的置信度是高的。

6.1，1.5 工业试验
工业试验是指在工业生产现场进行的试验。试验范围包括单机试验、局部作业试验、

全流程试验。它是借助工业生产装置的一部份威一个至数个系列性能相近、处理量相当的
设备，进行局部或全流程的试验。它与半工业试验一样在岗位操作正常的状态下取样，获
取必要的数据来完成试验任务。工业试验一般在后述情况下进行;新设备需在现场考察定
型，设计新型选（冶）厂;改造已生产的选（冶〉厂。这类试验成果是可靠的。

8，1.2 矿石选冶试验的目的和内容要求
6.1.2.1 可选（冶）性试验
1。目的
初步评定矿石的可选（冶>性及工业利用的可能性，以判别试验对象是否可作为工业

原料。
2.内容要求
（1>确定窖石矿物组成及其化学成份。
（ 2）初步确定有用组份的选（冶）方法和可能达到的指标（精矿品位、尾矿品位、

回收率等），以及伴生有益或共生有用组分综合利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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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 实验意流程捏试验

1.目的
进一步确定矿石的加工工艺、合理流程和技术经济指标。
2.内容要隶
（1）详细确定矿石的矿物和化学组成、矿石结构构造、矿物嵌布特征及其 共 生 关

系;单矿物解离度及其连生体的特征、矿物粒度组成和比表面;矿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有用组分和有害杂质的赋存状态，呈各种化合物存在的某种物质的含量等。

（ 2 ）确定矿石的工艺性质;粒度、密度、摩擦角、堆积角、可磨度、硬度、水份、
比磁化率及表面性质等。

（3）确定合理的选矿方法及工艺流程，考虑综合回收方法。
（4>确定混合处理不同自然类型矿石的可能性和混合比例。
（5>提出工业矿物选矿指标及其产品中综合利用组份的含量指标。
6。1.2.3 实验宣扩大莲续试验
1.目的
制对前一阶段已做试验所推荐的工艺流程和选矿指标进行校核和验证，或进行新工艺

流程的探索。
2。内容要求
（1>矿石的物质组成和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著经小型探索性试验检验，证明与原

实验室流程试验所作矿石性质基本相同，可不重作，只需作光谱分析、化学分析、物相分
析即可，必要时在原有基础上作著干补充项曰。

（2 ）试验的选别方案、流程条件。应按矿石性质和原有试验室流程试验推荐的选别
方案、流程和条件拟定。若矿石性质与原有实验室流程试验样有出入，必须作补充校核试
验和调整。

B.1.2.4 半工业试验
由于矿石选冶工艺流程复杂，在实验室试验中难以充分查明工艺特性及设备的某些关

键环节，而且可能因这些技术环节的可靠性不大而影响技术经济指标时，为解决这 些 闷
题、须通过半工业试验来提高试验的模拟程度。半工业试验一般是作为建设前期的准各而
进行的试验，它为新建选（冶）厂设计提供依据。

半工业试验要求模拟生产操作状态进行，要求其设备处理矿石量一般要达到，选矿10
～20t/d;火法冶金50～100t/d，湿法冶金2～10t/d。

8.1.2.5 工业试验
目的是为确定矿石性质极为复杂的大型选矿厂的工艺流程和技术经济指标;或者验证

工艺流程和技术经济指标的合理性;或者为采用新设备、新工艺提供依糖。工业试验的数
据资料，作为矿山设计建厂和生产操作的基础和依据。

工业试验要求按生产操作状态进行，试验内容深度，以及操作技术条件都应与实际的
生产情况尽量一致。

8.1.3 矿石选冶试验及采样程序
随着矿产普查勘探、矿山建设和生产工作的逐步进行。，对矿床地质条件的不断揭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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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石性质认识的不断加深，需要分阶段地逐步扩大试验的广度（有用组份的富集方法、
途径和效果）、加大试验的深度（可靠的选到流程及精确的试验指标）和规模，以使使试
验程度和矿床普查勘探及矿山生产建设各阶段要求相适应。由于各阶段的试验内容和深度
不一，对试验样品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因此，试验及采样工作均应按程序进行。

6.1.3.1 矿产警查和勘探时期的试验

矿产普查和勘探时期的矿石选冶试验及其样品的采取，由地质勘探部门负责进行。其
中的采样设计，亦可委托矿山设计部门。普查勘探时期的矿石选冶试验，应根据矿石性质
复杂程度，分阶段逐步进行。

1.  普查阶段
普查阶段对简单常见的易选（冶）矿石，一般可不做试验。可以根据物质组成研究成

果以及与同类矿石的生产或试验资料类比来评价。但矿石难选、含有用组分或伴生有益组
份种类多时，需做可选（冶）性试验。其结果是作为提交矿点普查报告和矿床概略技术经
济评价报告的重要依据。

2.   详查阶段
详查阶段对虽属一般矿种，但含有多种有用组份、难以通过物质组成研究成果来判断

矿石的选冶性能时，需做可选（冶）性试验；难选矿石应做实验室流程试验或实验室扩大
连续试验。其结果作为提交矿床详查报告和初步技术经济评价报告的依据。

3.  斯探阶段
纷探阶段应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当矿石物质组份复杂、综合利用价值高，或尚无生

产实践经验的新矿石类型，经实验室流程试验达不到要求时，还应做实验室扩大连续性试
验。其试验结果，一般作为提交矿床地质勘探报告、矿床详细技术经济评价报告的依
据。

6.1.3.2 矿山筹建过程的试验
在矿床地质勘探报告批准后，进行矿山建设前期工作的过程中，如矿山设计部门发现

已做的矿石选（冶）试验不能满足选（冶）厂设计要求时，应向委托单位或生产建设单位
提出进一步做深度更大的试验（实验室扩大连续性试验、半工业试验，以至专门建立试验
厂进行半工业或工业性试验）的建议。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后，由设计部门提出试验要
求，并编制采样设计。选（冶）试验由试验研究单位进行。采样工作由建设单位负责；地
质勘探单位协同编制采样设计，并做好有关采样的协作配合工作。

6.1，3.3  矿山生产过程的试验
在矿山生产过程中，如进行选厂扩建、改建，或进行流程改造、采用新的选前设备或

工艺，经批准后，仍然需要在车间或试验厂进行半工业或工业性试验。采样与试验均由矿
山生产部门负责，但仍需与有关的设计和试验单位共同研究，或委托其进行。

6.2  采样设计的基本要求

6.2.1 采样设计的目的和任务
编制采样设计的目的在于保证能够采出满足试验要求的有代表性试验样品。其主要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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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根据试验对矿样代表性和质量要求，结合矿床地质条件和矿石性质特征，制订和选择

量佳的采样方案、确定采样方法和措施，用以指导采样施工。同时还要对采样施工、样品

包装和运输等作业提出相应的要求。

8.2.2 采样设计的条件和资料依悬

6.2。2.? 采样设计的条件

（1）采样任务当巳经下达，或采样设计委托书（合同书〉已经签订。
（2 ）试验的种类和要求已经确定。

（3>试验对矿样的种类、件数、重量和品位等要求已经提出。
（4>应具备与试验阶段或深度要求相当的矿床地质勘探程度。

6.2.2。2 采样设计的资料依据

（1）采样设计的主要资料依据是地质资料。其资料应与前述的试验阶段所要求的勘
探程度相适应。

（ 2）矿山开采规划或设计资料。其资料应视编制采样设计时所处的具体条件而定。
如在勘探阶段，应尽可能取得矿山规划的有关资料;如在矿山筹建阶段，应尽可能取得可
行性研究或方案设计的有关资料。

（3）试验研究资料。一般包括岩矿鉴定、物相分析、单矿物分析等资料，以及已进
行过的选（冶）试验成果资料。

（4）其它技术经济资料。一般应收集有关的工程造价、取样、编录、化验等指标和
单价，以及矿样运输距离及运价和包装费用等项资料。

6，2.3 采样设计的内容和深度要求

6.2.3.1 采样设计主要内容
采样设计一般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 1）矿样的种类和件数的确定。
（2）矿样量和代表性确定。
（3）采样点布置和配样计算。
（ 4）采样方法和样品制备要求。
（ 5 ）采样施工、矿样包装和运输要求。
（6）采样工程概算。

（7）采样设计说明书编写。
6.2.3，2 采样设计深度要求
（1）采样设计必须目的明确，要求具体，以满 足 采 样施 工各 环 节 工作的 需

要。
（ 2）采样设计应以保证矿样代表性为中心，制订和选择最佳采样方案，并制定出采

稀的具体措施。
< 3>在采样点布置、采样方法和配样方法等重要技术问题上，亦须进行两个以上的

方案对比，择优选定。
（ 4）为保证采样质量和提高效率，还应对矿样配制、化验检验、包装和运输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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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提出技术要求。
（5）对矿样蟹较大的样品采集。在设计中应编制采样逆度计划。

（ 6 ）对大型工业试样采集，应根据采样施工单位的具体情况，必要时增列部份采、
运施工设备。

{7）对新开凿的专门采样工程，应做好单体设计。

（ 8>对供给专门试验厂用的矿样采群设计，应附真体的矿样开采方法要求和供矿计
划。

（9）采样工程费用概算的项目要全、数据要准。

6.3 采 样 设 计 编 制

6，3.1 矿样种类和件敷的确定

B.3.1.1 矿样种类确定
矿样种类是指在每个具体矿床的采样过程中，所需要采集的不同性质矿石试验样品的

类型，一般可分为单样和混合样两类。单样，即同一性质或同一矿石自然类型的样品作为
一个试样;混合样就是不同自然类型或不同性质的样品混合为一个样。矿样的种类需要在
采样设计时首先确定，以指导设计的顺利进行。

（1）矿样种类必须根据矿床地质特征、矿化规律、矿石自然类型及其分布情况，结
合矿床开采和试验的具体要求加以确定，并应与矿山生产时需要加工处理的原矿性质尽可
能一致。

（ 2>不同的矿石自然类型或工业类型，当其各具一定规模、分布有一定规律、而且
可能进行分别开采，也要求分别试验时，应分类型单独采取试验样品。

如不同性质和类型的矿石相互交错而不能分别开采时，即使分选可能会获得更好的回
收效果，也只能采出混合样进行试验，但应注意混合样品中，使各类型的储量比例与所代
表的原始情况一致。

如前阶段的试验业巳证明。各自然类型的矿石可用同一选矿流程处理，并可获得良好
效果，此时就不必再分别采取单样，只须按这几种自然类型比例采取混合样品。

对于存在分采与混采两种可能时，只要采样条件允许，均应按矿石自然类型先采出单
样，以便在进行探索性试验的基础上再行确定矿样的分合问题。

（ 3 >对于新类型矿石，原则上都应当采取该类型的单样进行试验。
B.3.1.2 矿样件数确定
矿样的件数，即同一种性质的矿样个教，或选矿试验所需要的样品个数，它与矿样的

种类相关，并应与试验的任务要求一致。矿样件数.的确定要符合矿床地质条件、矿体产出
特征和所具备的采样条件，一般有下列情况，

（1）通常同一种类的矿样（单样或混合样）只需采集一件样品。
（ 2）当矿体厚度大，矿化呈渐变关系，矿化与圜岩界线不清时，为合理制定工业指

标和给矿床地质经济评价提供依据，应尽可能地按照3～5个品位梯度，分别采取矿样并
分别选行探索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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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在露天开采剥离范围内存在数量较大的表外矿石时，为评价其开采利用的可
能性，应单独采取表外砂样班行试验。

<4）当近矿圈岩或夹层中，含有贵重、稀有元素，或其它有益组份或共生矿产中，
应单独采取围岩或夹石样进行试验。

（5）。当矿体规模很大，或矿石性质沿矿体走向或颜向呈规律性变化时，应根据已具
备的采样施工条件，并按照试验性质的要求，分别采取代表全郊矿体的矿样和浅 部 矿 体
（即可能先期开采地段>的矿样。

上述各类矿样件数的确定，都要有利于试验的深入进行和资源的充分利用。对采取的
每件矿样均应留足备用样品，以满足质量检查、配样和试验返工的需要。

6，3.2 矿样置量和代痰性硫定

6.3.2.1 矿样霞量的确定
矿样的重贯即同一试验种类矿样的果集总重量。它取决于选矿试验的种类，试验设备

的能力，试验连续运转的时间、矿石性质的复杂程度和采样的施工与运输条件等。矿样重
量一般由试验单位按实际需婴提出。但是，试验单位提出的矿样重量要求往往与实际采出
的矿样重量有一定差距，而且还需要根据矿床地质特点、矿石性质及具体的采样条件、在
采样设计时进行认真研究加以确定。

根据矿石选冶试验研究经验，不同矿石类型和不同选（冶）方法试验所需矿样重量的
参考数据，详见表1-6-1。

在编制采样设计时，为保证选冶试验所箭的矿样重量。还应考虑加工、化验、装运损
耗、最终配样及备用等因素，需要采集一定比例的备用矿样。根据一般经验，可选性和试
验室规校试验矿样的原始重量，应为蛋终矿样（送试验单位的矿样）重量的两倍左右∶半
工业和工业性试验矿样的原始重景，应为试验所需矿样重量的1.1倍左右。

6.3.2.2 矿样代表性的确定
矿样代袭性是指，从矿石总体中采出的矿样所能反映矿石本身性质的真实程度。选冶

试验必须建立在矿样具有代表性的基础上，否则，将造成一系列严重浪费，甚至导致错误
的结论，使试验成果不能做为矿床评价和选〈冶）厂设计的依据。因此，保证矿样的代表
性是采样设计的核心。矿样代表性一般应考虑以下几方面。

1.。矿石化学俄分代表性
矿石化学成分的代表性，是指矿样中的主要有用组分（化学元素或矿物〕的种类和含

量（品位>、伴生有益组份和有害杂质的种类和含量，要能充分反映矿床内矿石的化学组
成及其分布特征，并做到与采出或入选加工的矿石情况基本一致。其一般要求是;

（1）矿样中有用和伴生有益组分及有害杂的种类，应与矿床内这些组分的赋存状态、
共生关系及其分布特征相一致。

（2）矿样有用组分的品位，应能代装采出或入选矿石的品位，并在矿石地质品位（平
均品位）的基础上，考虑开采过程中的废石（或夹层）混入等因素，使矿样品位与采出矿
石的品位基本一致。其基本要求是; (1-6-1)ah=（1-σ）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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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1-6-!选治试验所瓣矿样雪量参考表

矿样重量 菲备矿 石 类 型 选（冶）方法试验种类 g
: 小e 5e

50100 判别试验对象是否可作醇崭单一磁铁矿
为工业矿石环料100～300序铁矿及有色金属矿石 浮烟、焙烧理选、重选

300~50多金属矿石 醇选、磁理联合选
可选<冶>性 S0以上置 选多金属矿石试验

10~200品选督矿
$00～400选证矿
100～200莓南物
100～200烧油法、拜尔法靠件秒

迅常作为地质矿产评价程 选 200~1D0个一微铁矿
的主要限据，对一般矿石，

500～100浮遽、婚烧破速毒铁矿及有色金博犷 可作矿床开发初步可行性

酬群 研究及创定工业指标的基2000～30QD赤纸矿及有色金辑扩
疏。对易逸矿石，在滴足100~1549步金屏矿 浮造、磁浮联合选 矿山设计所需基本拿意下s

2500～4000 可作为矿山设计依据步鱼属矿 汗选、厚重联会选
实验塞流程

媒选氧化泥合矿石 4000以上诗、冶或浮、避、重联合选试验
300~50p0易速磁矿

希准经矿 500～1000
300～500亲靠乱
300～500铝土等 烧结法、判尔法

一般馈况下可作为矿山
设计依据。对唯选矿石，

5000～25！胃出瑞崭鲜八品实验蜜扩大 仅能作为矿床开发初步可
矿石速续试验 行性新究和制定工业指标

的基确资科和依据

按试验设备 一般作为建设滤期的准

处理置确定 备刚进行的试验，供矿山
我计使用一般选矿 10~20<t/d>难选冶复杂矿石

半工业试散 50～100(t/d)火法治金（大、中型选冶厂）
2～10<t/a)-显法冶鱼
般500t以上

可作为矿山设计和生产按试验厂规
矿石性质相当复杂 操作的基砷及快据赏确定。一般各种工业生选浪工业试验 （大型选油厂） 多达10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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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d(1-p)+"Fp
式中 aA--设计的采出矿石品位，%;

ay——矿样中主要有用组分平均品位，%;
a{——矿样中矿石主要有用组分地质平均品位，%;
aF——矿样中围岩或夹层（石）主要有用组分平均品位，??
σ乘样允许相对误差（详见表1-6-2），%;
p——废石混入率（露天开采一敷取5～10???下开采一般为18~20??，

??
为避免只采出接近设计矿样品位（ay）采样允许误差参考表

的情况，并使矿样的品位分布及其平均品位表1-6-2
能够全面地反映矿床内原地矿石的品位分布

允海绝对限差允许相对误驻扭份食量 原型，一般在采样设计之前，应做好矿石不
%)%)(? 同品位区间祥品长度分布频率的统计工作，e义 ~ 编制统计表或直方图，然后再将不同区间组

下且2~3 合成设计所需的平均品位，为样点设计打下80~45
基础。-3一52030

（3）样品的伴生有益组分和有害杂质含2~315~20 宁仍
景的代表性，原则上也应与主要有用组分要0.53~50~15
求相同，即做到与采出矿石基本一致。当矿6-10 0.55～k0
石化学成分复杂（如多金属矿，有用、有益0.2～201~5
组份种类较多）或伴生有益组分和有害杂质，0.110～200.5-1
含量较低时，则应以保证主要有用组分的品

10~200.2~0.5 0.02-0.05
位要求为准，其它组分的含量婴求可适当放

“告了宫 0.010.05～0.1
宽，有害杂质含量误差以取正误差为佳。

10~20 0.002～0.0050.01～D.05
2。矿石矿物成分及结构构造的代表性

001<0.01 （1）矿样的主要金属或工业矿物的种
注。根据轻 验，一新有色金鹏矿床σ取位 为-15?? 类、含量、共生组合特征应与原矿一致。周

+ 15??并以-15σ≤0的就果为桂。 时，矿样中的脉石矿物种类和含量比例，冰

应与原矿基本一致。
（2 ）对某些分散程度较高的稀有金属（如钽铌等），为查明它们在矿石中的赋存状态和

实际的选矿回放效果，应在做好这些金膜济物及含这些金属的其它矿物（句括次票建物，

脉石矿物>的矿物含量统计及金属乎衡工作的基础上，使采出的矿样与原矿的情况基本一
致。

（3>为使矿样与采出矿石的实际情况更加接近，采样设计时应按废石混入率的要求，
采集部分近矿（顶底板）围岩或夹层（石）掺入矿样之中。

（4）采出矿样的矿石结构、构造、矿物粒度和嵌布特征，应与原矿基本一致。同时，
采出矿样的矿石物理性质，包括硬度、湿度、风化程度、含泥率等，亦应与所代表的原矿

3。矿石类型和品级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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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采样设计时有石的工业类型尚未划定，则应按各矿石自然类型考虑矿样的代表
性，做到各自然类型的矿样重量比例，与其所代表的储量比例一致。

（2）如采样设计时扩石工业类型已经划定，则矿样的代表性应按工业类型考虑，并做
到同一工业类型的矿样中，各矿石自然类型的重量比例与其代表的储量比例一致。

（3）不同技术品级的矿样。应分别代表其性质（包括有用组份的品位、有害杂质的种
类和含量等），并在设计时考虑分别采样的要求和措施。

4.各阶段试验对矿样代表范围的婴求
（1）地质勘探各阶段的选冶试验，一般要求矿样能够代表整个矿床（或矿体）。
（2）在矿山筹建阶段的选冶试验，其主要目的为选（冶）厂设计提供资料依据。因

此，多要求矿样能代表矿山开采前期地段的矿石性质。根据一般经验；有色金属及非金属
矿山这阶段试验应要求矿样应能代表矿山生产初期5年以上的矿量分布范围；黑色金属矿
山则能代表近期5～10年的矿量分布范围为佳。

<3）在矿山生产阶段的试验，其矿样能代表多少矿量分布范围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一
般要求能代表该类型矿石的整个分布范围。

6.3.3 采样点布置和配样计算
6.3.3.1 采样点布置

正确选择矿样的采样点，是保证矿样代表性的关键。采样设计时，在对矿床地质条件
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矿石复杂程度、矿样种类、件数、重量及代表性等要求和
采样施工条件等因素，作好方案对比，合理地确定采样点数和采样点的具体位置。

1.采样点数的确定

（1）采样点数的多少应以满足矿样代表性和总重量要求为准。一般要求每种矿石类型
或品级都应有3～5个采样点。在能保证矿样有充分代表性的前提下，采样点数以少为
佳。当同一采样点所能采集的样品重量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补充同类型矿石新的采样
点。

（2）为保证采样设计和施工的顺利进行，应布置一定数量的备用采样点。一般要求备
用采样点数占总样点数的20～30??

2.采样点位置的确定

采样点位置的确定，应根据探矿工程（坑道、钻孔、浅井或槽探）编录资料，结合现
场地质观察情况进行，最终应编制样点分布图。在确定采样点位置时，应考虑以下因
索∶

（1）采样点应大致均匀地分布于矿体或采样设计所代表的一定开采年限的矿量范围各
以部位，并储量集中的部位和近期开采的地段为主；

（2）应充分利用已有的额探或采矿工程，并选择其中对矿石类型和技术品级揭露最完
全的工程为主要的采样布点对象，尽量避免重新开凿专门的采样工程。当矿石 性质变 化
大，在已有工程中布点受到局限而不能保证矿样的代表性或重量要求时，应结合探矿或今
后开采需要，适当设计专门的采样工程（包括采样坑道和大口径采样钻孔等）。

（3）采样点布置时，还应充分考虑采样施工和运输条件。
3.采样点分布图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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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点分布图包括平面图和剖面图。其主要内容包括，
（1）臣标线、地形线及标高3

（2）地质界线和矿体边界;

（3）矿体及块段编号;

（4）矿石类型或品级界线;
（5）储量级别界线;
《6>探矿工程位置及编号;
（7）每个样点的位置编号及采样撒;
<8）每个样点所在位置的原地质样号、样长、品位、矿心采取率等;
（9）备用禅点的位置及编号。

6，3。3.2配样计算

配样计算是采样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自的在于按照采样设计的品位要求，确定各
采样点的采出矿样重量，为采样施工提供直接的依据。

1。配样计算步骤
（1）根据确定的矿样总重量，按照各矿石自然或工业类型、不同品位区间所占的百分

比，计算出各品位区间应采集的矿样重量;
（2）根据样点分布图上初步选定的采样点的品位，按上述各采样点的分配重量，用重

量加权法计算出整个矿样的主要有用组份平均品位。如与采样设计要求的平均品位相差较
大时，则需进行调整，并部分地改变采样点或改变某些采样点的重量采样。如此 反复调
整，直至按各采样点的取样跄能达到设计品位要求为止。

（3）上述工作完成后，再用同样的方法计算拟采矿样的俘生有益组分和有害 杂 质 的
平均含量（如无此数据，则须进行适当的补充化验分析），并视伴生有益组分的价值低
和有害杂质对开采产品方案选矿工艺、产品质量的影嗨大小，择其主要的组分按设计的平
均含量要永进行衡量。如其误差基本达到要求，则可通过。否则，还要对设计的部分采样
点的位置和矿样重量进行相应的调整，做到在保证主要有用组分的品位及其性质是有代表
性的商提下，伴生组分的含量基本满足要求。

2。配样计算方法
1）常规配样计算
配样的常规计算，一般采用各采样点的应采出矿样质量加权法，也常采用厚度 加权

法。两种方法计算原则、步骤相同。现以矿样重量加权法计算过程如下，
（Y）当围岩不含矿，并且采样时用"内贫化"（即采样时用的自然贫化方式，而不是

按比例专门采集废石混入其中）方式，其矿样配制的平均品位计算公式为;
限
1-p)a;O;

(1-6-2)“可目 n

二Q∶
以目

式中 a--样平均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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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个采样点地质品位，??
Q;—第i个采样点应采出的矿样重量，ty

o ———废石混入率（此时即为贫化率），??
（2）当围岩不含矿，并且采样时为"外贫化"方式〈即单独采取围岩或夹石掺入矿

样），其矿样配制的平均品位计算公式为;

，
少义。”置、”αc= 1-6-3)野、尸 ，只;公了
计 J-

式中 R;——第j个围岩采样点应采集的围岩样重量，ts
其余符号同1-6-2式。

（3）当围岩含矿，其"内贫化"方式的矿样配制的平均品位计算公式为;

(1-p)ai+ pa/'JQ:
(B。 = (1-8-4)团：二Q;

.-]

式中 αj'—第j个围岩采样点的围岩含矿品位，%;
其余符号同1～6-2式。

（4）当围岩含矿，用"外贫化"方式的矿样配制的平均品位计算公式为∶

Er吟夕中之>产
(1-6-5)ac=

=[A二Q1+?习、“：
式中各项符号同前。

上述方法和公式，对于矿石性质复杂、组份繁多的矿床，在进行配样计算时，即繁璃
又很难达到规定的精度要求。

例如某锡石一疏化物多金属矿床，矿石中主要有用组份为锡、锌，伴生有 益组 份为
铅、锑、硫、碑、爆等。根据矿物共生组合、结构构造及矿化特征的差异，将矿石划分为层
面脉型、裂隙脉型和层间细脉交代型等三个矿石类型，三者综合构成似层状矿体。其各
石类型和品位区间所占的储量比例见表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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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1-6-3集编矿各品位区间储量比例统计装（单位∶??

(Sp)品 阅区位
命矿 石 典 型 讨

>5.0~≤7.75>3～≤50>0.3~≤1、0. >1.0~≤30.02～≤0.3

“齿乌1.64-4646 2 98 “图沉驯泳糙

37.81S,2815.337-2:6-55 5.36裂隙脉型

46.724·4619-71 4.91层间细脉交代型 11-6115.D3

含计 10D.030.5126.104 9 花311-7521.8
按选矿设计需要，需进行试验室扩大流程试验。要求采出合格矿样!00t。矿样平均品

位∶Snl.63??Zn3.88??Pb0.28??Sb0.29??SI2.14??As1.713??采矿贫化率

10??考虑加工，化验、装运损耗和留副样需要，拟采矿样总重量为153t，其中矿石138t、

围岩15t。
按表1一6-4所列各矿石类型比例，将138L矿样进行分配，即得各矿石类型 和 品 位

区间的应采取矿样量。结合施工条件和采样点空问分布均匀性等要求，选取20个采样点，

跟层面脉刑6占。刻隙脉测6点。层间细脉交代型 8点。另在顶、底板围岩各采1点。采

样点的具体位置，按地质编录及原刻槽祥位置的品位资料选取，并经现场核查后初步确定

（采样点布置图详见图1-6-1）。然后按公式1-6-2进行各采样点的采样品位与重量

的反复计算和调整。其计算结果详见表1-6-4。

22726
24站 ◆采21

A 29

影15

0月

D3已哨来6 彩7

a备d2 DF】e
心照塑”243

D业
④1-5-I某湖矿采禅点布置图

1—采样点及输号;2一备用采样点及指号;3一搅矿巷道及编号;4一宽柔带状灰窘淀灰箱;5一湖
条带状矽质岩和灰岩∶6一小扁豆状灰津;7一矿石类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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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6-4计算结果可见，矿样主要有用组份Sn、Zn的品位诞差很小，满 足 了设

计要求，但伴生组份品位误差相对较大，而且经过多次调整各样点的质量亦难达到预想的

要求。
2）最优化配样计算
为了解决常规配样计算存在的问题，提高计算的精度和速度，可用线性规化原递，建

立配样计算的数学模型，采用电子计算机计算最优的配样结果。
（1）最优化配样的数学模型

设有K个样品，每个样品重量为Qi，有M种组份（或元素、或其它成分、或氧化率、
含泥率等）。各种组分在各自样品中的品位分别为Cij。分别从这K个祥品中取出一定 量

己，X =V，且混食后的各种组分的矿样X j将其混合。要求混合矿样总重量为W，即

品位，为S∶误差为E;。按线性规化原理，可得出下列约束方程组∶
(1-6-6)

A11X:+⋯⋯＋AXj+⋯⋯＋A1kXk≥0
B.X1+⋯⋯+B∶jXj+⋯⋯+日1kX民≤0⋯⋯ ：：：：
A∶X;+⋯⋯+A;Xj+⋯⋯+Ai工k≥0
B:X1+⋯⋯+BijX;+⋯⋯+BikXg≤0.....：：：？
AaX1+⋯⋯+BmjX;+⋯⋯+BmkXk≥0
BM1X+⋯⋯+BmiXj⋯⋯+BmkXk≤0

点x-
X;≤Q;(i=1-m,i=1-k)

目 标函数为∶ ”三P.X;亡“”沁”，
社

M。2Z-二P;X; (1-6-7)成 ，一

武巾 Ai=〔Ci;-S;（1-E））
B;j=[Cij-S:(1+E;)〕
Ci;——第i种组分在第种样中的品位;
S;—一第i种组分要求的品位;
E;——第i种组分的精度误差;
Q;j—第j个样品重量;
Xj——第;个样品所要求采取的重量，
W——配样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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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式即为优化配样计算的数学模型，其中Ai和B;j为1-6-7目标函数的约

柬方程。
在目标菌数中，P;为配样系数。如不考虑配样的成本，只考虑最大限度地利用各个样

仍
品，可取Pi;=1，即目标函数MaxzZ=下 Xi、如果配制的样品要求成本最低，则目标函数为

？令MinZ 小P;Xj。实际上地质配样常用第一·种惰况。第二种情况一般在配选矿大 样 时

使用。
（2）最优化配样计算程序框图
根据上述原姻和要求，编制"TEST配样专用电算程序"。其计算框图如下∶

菖开

读入原始数据

调 整 词 差减一

建立盘学棋型

单纯形计算
香

最 优 化 解

是 否
误 差 最 小

讷’

打印出最小撰整条件下的致优解

当 康

图1-6-2 TEST配样计算程序框图

经用"TEST"最优化配样程序对上述某锡矿进行计算，其结果详见表1-6-5。
从表1-6-5计算结果可见，不仅六种组分的误差比常规配样计 算 结 果（表1-6-

4）小，而且还剔除了第1、2、4、5、9、10号等多余采样点，节约了采样工作量，
加快了计算和采样的速度

6.3.4采样方法和样品制昌要求
6，3。4.1 采样方法的确定
在采样设计过程中，当采样点位置选定和配样计算完成后，还应进一步确定适合的采

样方法，并计算每个采样点的取样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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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化起样图序计算缩果害例
表1-8-5

位晶 （另）叶触

序 号 9 AsSbPbZS(t》

7 0.20 0.01宁篱 0.092,950.046431
0-05如135.96 1-600.232 12.2o.09回

1.030-60 26-42.05 0.0856.43z,500、
185a.08 0.130.58表70 0.010.1813

41013970-72 0-089000 0030.5316
2.788.540.100.038、29543500920

3.26 0.949.160.040.024.011 6.900
3-452,80,0511.43 0.099.56 0.2014
1.59。 7.932.330.73 0-05宁日1D.106
4，品015 18.280.I1夕图 0-054,642.20日

夕占 3.700.040.162-20 22.082.31617
“盈28.852,401,889-058 2073“雾18
2、270.11 22.5910.23 0.134.98a.019
宁吕0.36 夕吕0.600000.029,0023
0-06o-01 0-000.0夕名a.0522 6.00
2.396.9S0.03S-83 0.013-025.00012 ““宁0.283.883.639 0.28设计堂G（??
1.78029 12.151,62 0-293.89实际饺G〈第）

一0-38 -0.580.&3.57026摸差（?? -0.6]
10000最佳值（??100200重量（??

采样方法的确定，应视矿床的地形、地质条件、矿体产出和埋藏特征、矿石性质复杂
程度已有的探矿工程种类和矿体揭露情况，结合试验对矿样重量的要求等因意综合考盘。
常用的采样方法有刻槽法、剥层法、劈心法、局部燥破法和全巷法等五种。

1。刻槽法
刻槽法采祥一般适用于致密块状，浸染状，条带状、细脉状构造的矿石和组份含量洛

矿体走向变化大的矿体采样。但必须在矿体（层>地表露头，或在地表糖探、并探、露天
采场、地下开采坑道内进行。刻槽取样规格一般较小、劳动条件整、效率低、采集的矿量
少，多适用于采取小规模矿样（如可选性或实验室试验矿样）。矿石极脆及过分松软时不
宜采用。

2。剥层法
剥层法适用于矿化不均匀、矿石结构构造复杂、矿体厚度薄，或矿脉方 向 混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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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变化大的矿体。或矿物松脆、矿石松戴的矿体以及窗重和稀有金展品位分布极不约匀的

矿体采样。该法同样需要在矿体露头或人工开凿的槽、并、坑探工程和采矿场中进行。一

般亦适用于采取中、小规模矿样。

3。劈心法
劈心法即劈取地质钻探取得的矿心1/2~1/4作为矿样。或从专门施工涨样钻孔中劈取

其律心作为矿样。
该法多在矿床勘探用钻探手段的情况下进行，或为了采取矿体中、深部矿样以作为其

它采样方法的一种补充手段。由于矿心数量少，一般仅适用于采取需要量不大的实验室试
验矿样。

4。局部爆破法
局部爆破法是在地表露头、探矿坑道或采矿场中的矿体被揭露部位，按采样设计的要

求钻眼爆破后，将采下矿石的金部或缩分一部分作为矿样的方法。该法适用于矿化较均匀
或采取工作量较大的矿样。

5。全巷法
全巷法采样，就是在矿体中掘进坑道时，随即把一定长度坑道内采掘的矿石全部或就

地缩分作为矿样。该种方法适用于采取大规模半工业或工业性试验矿样。
G.3。4.2 样品牌备要求
对每个采祥点采下的原始矿样，还需经过破碎、过筛、拌匀，缩分和质量 检 验 等工

序，才能作为成品矿祥送交试验研究单位。以上样品制备的有关要求，亦需在采样设计时
作出规定。

1。破碎
当果下的原始矿样块度较大时，应经过人工破碎或机械破碎，达到送交试验要求的块

度。通常送交实验室的矿样块度应小于100mm，破碎时的重量损失不得大于5??
2.筛分
为减少破碎工作量和避免矿样中粉矿过多，使包装和运输造成困难，在矿样破碎前和

破碎后，都要进行筛分，以便将大块矿石筛出，再行破碎。
3.拌匀
拌匀是矿祥制备过程很重要的一道工序，只有拌勾后，才能使矿样中的各种组份均匀

分布、并给以后的缩分和配矿创造条件。拌匀的方法一般有以下两种。
（1）移锥法
移锥法即在配样场地用铁铲将破碎和缩分后的矿祥，反复进行堆能操作。堆惟时，装

铲矿样须从锥顶位置给下，以便使其均匀地流向四周。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铲
至锥的中心。如此反复堆锥，一般铲取矿样堆锥3～5次即可得矿样拌匀。 ，

（2）环惟法
当矿样的第一个圆键堆成后，不是直接把它铲到第二个锥的位置，而是从匾锥中心向

四周扒或铲成一个环形矿堆，然后再沿环周铲样，堆成第二个圆锥。一般如此反复3次以
上，即可。

4。缩分
对拌匀后的矿样，应进行编分。缩分的主要目的在于缩减为所循要的矿样量以进行矿



230 第一篇 号山设计地质工作

样性质的化验检查。缩分后的小矿样在矿石质量上能完全替代缩分前的大矿样;缩分后的

多余矿样，留作配样样品使用。
矿样缩分一般使用四分法。那将拌匀的矿样堆压平成圆饼状，然后用木板或铁旋将其

从中心线分割成四等分，将互为对角的部分分别合并为二分。再将每分拌匀再进行四等分
再分其为二分，至达到规定的该样点要求的重量为止。然后按一定规格取出相当数量的样
品进行细碎和加工成化验样品。缩分后的每部分重量误差不得大于5??

5。矿样质量检验
从缩分后的矿样中取出的样品，由于分量和粒度较大，因此还须按切乔特公 式 的 要

求，进一步细碎和缩分成化验所需的样品。切乔特公式为∶
(L-6-8)Q=Kd8

式中 Q-一缩分后的化验样品窝量，kE;
K--缩分系数;
d——样品最大颗粒直径，mm。

K值的大小与矿石的种类及矿石成份的均匀程度有关。根据原国家地质总局1978年颁
布的《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地质普查勘探采样规定及方法》所列的常用K值参考数据，详见
表1-6-6表。

样品缩分系数K值参考表 1-6-6

常用K值种 名制 冬
0.06-0.1石灰石、白云石
0.05~0.3 自然确k值变化从0.05～0.3均有出善鲜。兽。出赠

恢、钰、碍、硫快矿、神、石英岩，
0.1~0. 坊核状磷砂可0.2～0.3，盐类矿化不均匀时可采用0.E獒播矿、高岭土、粘土矿、滑召、蛇

纹岩、蜜石、石奢，益类矿床

0.2 铜矿中含金等出重组分，如妾化大时，求 值常用0.3～0.5调、铅、锌、锡、明酰石、长石

D.i～0.:、要
重盈石矿石类型不同，要求K值不一，如萤石重品石∶

0.1~0.5 硫化物重品石，铁霍晶石，粘土质重晶石，K 癫使用不叠。密。喇多出 一
馄、梗、铃、娘、健、馋，物、抗 一般使用0.20.1~0.2

及筛土冗章
0.2S~0.3物
0.2～0.5 碰酸铋矿K位常用0，10。3望（碹化螺）、帖

非均一的，如翼铁矿化娟土矿、诱质帜土角骄错等，
6.1~7.3铝土矿（均一的> K值常用0.3～0.5

0.2 金的颗教<0.2∶m;
P.4 金的照粒为自.1～4.6画班岩（脉>金 材容量常？宁岁甘0.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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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化验结果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允许误差参见表1~6-2），即说明该采样 点 的 矿
样合格，可作为配制混合大样使用。如化验结果超差，则应视真体情况，需要检查矿样废

碎，拌匀和缩分工序是否符合要求，或对采样点的原地质品位进行检查，必要时还应补采
部分样品。

6.成品矿样的瓦制
当各采样点的矿样通过以上加工步骤，并经化验检查合格后，应按配样计算结果，分

别取各采样点所需要的矿样量，加上应混入的围岩量（同样需蜜经过破碎等加工步骤），
再进行拌匀、缩分，并按一定规格采取一定数量的样品，进行化学分析检验。如其品位与

整个矿样应计算的品位误差不超过允许误差要求，即说明矿样合格。否则应根据具体情况
将备用样品（包括备用矿样或圈岩样）掺入，直到满足设计的矿样品位要求为止。在某些
特殊情况下，已有的备用样品掺入还不能满足要求时，应进一步考虑在设计的备用采样点

补采少量新的矿样加入。
7.采样施工进度计划编制
对工作量较大的矿样采取（如半工业或工业性试验），应编制采样施工进度计划。其

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工序作业所需时间∶
（1）采样场地清理和专门采样工程开凿，
（2）采样点地质取样与编录，
（3）各采样点矿样采取与搬运;
（4）破碎与筛分;

（5）拌气;
（6）倒运;
（7 ）各矿样堆取样与化验;

（8）矿及成品矿样取样与化验;
（9）成品砂样的包装与运输。

6.3.5 采样施工及矿祥包装与运输要求

6.3.5.】 采样施工的一般要求
（1）采样位置应与设计相符，随着采样的进展，要随时进行地质素描和编录。采大样

应以刻槽取样为指导，当发现化验结果与设计出入较大时，应对采样位置做必要的变动和
调整。

（2）采样之前应对采样地点的矿石表面做认真清理，剥去氧化层及混杂物。
'3）采取矿样的同时，应在各采样点采取一-定数量具有代表性的岩矿鉴定标本。一般

每种矿石类型采取2～3 块，规格一般为3 ×6× 9cm。
（4）采出矿样应破碎到要求的块度，经混匀后。从中采取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检查栏

送化验室化验，其结果做为样品质盟的验收依据。
（5）如果采样点的实际F位与设计品位相差较大时，则应调整采样点的矿楼重达，乃

至补充少量采样点，再进行i羊计算。如有方案性改变、应尽快通知设计单位，采取湾效
的解决办法。

（6）采出矿样应按设计要求分点、分类堆放，不许锚混，并要妥善保谐，防止风吹懂



232 第一篇 旷山说计地质工作

常及其它杂物污染。
（7）成品矿样配制完毕，还应进一步按一定规格采取化学分析样品，以便检查配矿均

勾程度和成品矿样的质值。

（8）对副样应妥善保管，直至试验结束，再不髓要时，方可处理。

8.3.5.2 矿详包装及运输要求

（1）半工业及工业试验矿样，因量较大，故可按试验要求，分类散装，但要将运输的
车（船）箱（仓）请理干净。运出每批矿样时，应按车插牌标志，并注明供方名称、需方
名称、矿石名称及品级、批号、每批重量、化学分析结果、发货日期及车号等。要严防混
带编号、外来杂物污染和矿样漏失。

（2）重量不大的矿样，可按设计要求，分类包装。一般可用木箱。每箱 重30kg左右，
最大不超过50kg。箱内应有说明卡片，详细注明矿样的种类、矿石类型、品级、采 样 地
点、样品总重量、总箱数及本箱重量、编号。箱外应注明矿样编号及箱号。

（3）岩矿鉴定用矿石标本应单独装箱，每块标本均应有详细说明卡片，并用厚纸包装
好，防业磨损、融碎。

6.3.6 采样工程概算

采样设计中，应编制整个采样工程的概算。一般要求逐项计算并列表说明采 样 准 备
费、采样作业费、才样运输费，以及采样设计费等各项内容。

6.3.6.1 采样准备费
（1）购地赔青费。
（2）修路费。
（3）新开凿的采样工程费（包括专门的采样浅井、沟槽、坑道及大口径钻孔）。
（4）利用原有探矿和采矿工程的工程清理费，一般接新开凿同类工程表用的10～40%

计算。
（5）配矿场地平整和清理费等等。

6，3.6.2 采糕作业囊
（1>样点测量费，按工程测量取费标准计算。
（2）矿样采取费，包括刻槽、剥层、童岩、爆破、劈心的各项材料消耗费。人工费等

项费用。
（3 ）样品加工及化验费，按样品个数及分析定额指标计算。
（4）矿样破碎、缔分等项费用。
6，3.6.3· 矿样包装、运输费
（1）包装材料费，包括包装用木箱、塑料袋等项费用。
<2）矿样搬运费，即从采样点将采下矿样运至配矿场地的费用，按吨公里计。
（3）矿样运输费，即经配矿和检验合格的成品矿样运交试验单位的运输费用。
8.3.6.4 真它费用
（1）采样施工管理费。
（2）来样设计费。
（3）不可预见费，一般按采样工程总费用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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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殊情况下（如采工业性试验矿样），必要时可列入设备费。
以上各项费用之和，即为该项采样工程的总费用。

6.3.7 采样设计及采样旋工说明书编写

6.3.7，1 采样设计说明书的缠制
采样设计说明书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采样设计的目的任务t

（2）采样设计的资料依据;

（3）矿床地质及勘探工作简况;
《4》采样施工条件，
（5）矿样种类和件数的确定，
（6）矿样质量和代表性确定
（7）采样点选择和配样计算;
（8）采样方法选择和样品制备要求;
（9）采样施工进度计划;

（20）采样施工、样品包装和运输要求;
（11）采样工程撕算，

（12）采样设计附图。
6.3.7.2 果挥酸工说明书的纳制
采样竣工说明书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1）采样的目的和要求;

（2>矿床地质特征，
（3）采样设计实施情况;
（4）采样方法及采样点的确定;
（5）配样步骤及计算结果;
〈6）施工质量及样品代表性评述;
（7）采样费用结算;
（8>样品包装的有关说明;
（9）矿样运输要求;
（10）附图。

6.4 某铝土矿工业试验采样设计实例

6.4.1 采科敏计的任务和票求
（1）采铝土矿样10000t，为引进的管邀溶出技术与设备进行T业试验。
<2）矿样质量∶A12O3/SiO∶=6，SiO∶=12??
<3 ）矿样教度<70mm。
（4）矿样采用散装方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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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买求丁某年，8月底送到指定港口。

6.4.2 梁样设计的资科侬据

（1）地质资料
曲于采样时同要求紧追，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本设计只能以该矿区的详查报告为主 要依据。对液

质报告的分析认为，矿床勘探程度还存在若干问题，部分蝉品化验质量差，矿体圈定与储散计算亦有不

合理之处，特别是全矿品位人为升高，原报告计算 Al2Os/SiO∶=8.45，经核实后改为6.18。
（2>开果条件
该矿区为霉夫开采，婴求采样时的围岩混入率按5??算。

（3）试验对矿样的种类和重量要求
根据上级下达的采样设计任务和试验要求，需采集一个代表各矿石自然类型的混合矿样10000t。

9.4.3 矿区地质及缴露工作简况

该矿床为一大型铝土矿床，矿体赋存于中石发统本溪组下部、中奥陶统石灰岩不整合便蚀面之上，综

称"G层"铝土矿。矿层大部分为第四系黄土复盖，矿体和基岩露头很少。
全矿区分为四个自然矿段，面积约6km2。矿体走向 NNE—SSW，长约3000m，NW-SW 问 宽

1500~2000m，倾向SE，颜常10°～20°。

可体内部结构简单，仅局部见无矿天窗，矿体大部分为单一矿层，少数工塞见有夹层，矿厚一般1.8～
4.2m，最大10.46出，乎均3m。

矿层顶板为碾质粘土，底板为铁铝岩、粘土矿及铁矿。

在钼矿石总储量中，有7??高铝低铁铝土矿石，含AIOs75.14??Fa2OA1.26??可作优质高
铝耐火粘土原料。

矿石主要矿物为一水硬铝石，含量55～95??高岭石含量为10～45??其次为少量的氢氧化铝石、胶
铝石及微量赤轶矿、含钛矿物。

矿石多呈块状、泥状构造，结构为致密状，缅状、豆第状，粗糙状和半粗糙状。
矿石化学成分见表Ⅰ-6-7

表1-6-7其铝土矿矿石化学成分表

TiO:图” FclO: 。Al2O2份组

0.00～0-471.8~394.45～24.8545.25～即.53 0.6～2.8含散（??

P子它 内占 NaOCaO份◆
0.0～0.1S夕客了夕 9.02～0.84夕迄人宁岩0～0.78含量（??

矿石自然类型可分为以下三种∶粗模状，占矿石总量40??有，豆颠状，占矿石总量40??衣∶致御
状，占矿石总量15～20??右。

矿体埋藏浅，论大部分可用露天开来，平均删采比7.08。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矿床详查工作已经结束，1981年12月提交了详查报告。详查过程中，将矿床划为第Ⅰ勘探类型，采用

以钻探为主、浅井和槽探为辅的勒探手段，以200×200m工程间距求C级储量，400×400m求D级储 量。
在深获铝土矿石量中C级占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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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采样篮工条件

（1）由于本次采取的工业试验矿样数量很大，因此需要在矿体出露部分开凿专门的采样场，并配备维
应的采、装、运设备。

（2）为争取时间，并减少开支，拟将矿山已采出存放的1500t锅土矿石纳入矿样之中。
（3）考虑矿山现有情况，拟用矿山的停车场作配矿场使用，无须另辟新的配矿场地。

6.4.5 矿样种类和件数的确定

根据下达的采样任务和工业试验要求，本次采样只采一个大型的混合有样。为使有样具有充分的代表
性，混合矿样中，按各矿石自然类型所占的储量比例，进行组合配矿。

.4.6矿样量量和代表性确定

6.4.6.1 扩祥道量确定
按照试验要求，需采矿样总重量为10000t。为确保配矿时有足够的矿样参加，并考虑采、搬和配矿等

工序的损耗，需在以上总量的基础上∶增加10??为机动，加上矿山已准备的1500t矿石，因此实际应采矿

样总重量为12500t。
6.4.6.2矿样代表性确定
（1）采样点在全矿区平面分布上不宜太集中，考虑首期开采地段和全矿区兼顾的原则，采样点分布于

矿区北段和中段，见图1-6-4.

（2）为尽可能与未来矿山采出矿石品位一致，确定的各样点均包括了有代表性的矿层和顶底板围
岩。

（3）各样点中包括全矿区高、中、低品位矿石。根据品位分布直方图选取品位。
（4）各样点的矿石自然类型与全矿区各自然类型所占储量比例基本对应。
（5）根据并体厚度（或矿石量）按5??算各采样点围岩渴入率，与生产时的混入率基本相当。
（6）各样点确定取样品位时，由于矿石组份合量变化大，因此参照了工程的不同品位区间累积频率曲

线选取。
（7）矿样的有用组份品位稍低于顺矿石平均品位；有害杂质含量稍高于原矿中的杂质含量。

6.4.7 采样点选择和配样计算

6.4.7.1  采样点选择
（1）矿石品位区间统计

为使矿样在品位高低、矿石类型多少及销量比例等方面都具有充分代表性，据已有的147个参与储量
计算工程的地质品位和铝硅比值，提到的各品位区间的样品分布频数及频率格线图见图1-6-3。

从图1-8-5可见，如将矿石的Al∶0g/SiO2划为2.8~4.3??4.3～7.3?>7.3??三个区
同；各区间样品累计个数比例分别为28??38?34??

（2）矿石类型及应采矿量比例

如前历述，矿石自然类型可分为粗糙状、豆眄状和致密状倨土矿三种，其各占全区催量比例分别为
40??40?20??因此，应采矿样的重量亦分别为4000t、4006t和2000t。

（3）采样点数及位置确定

在确定采样点聚量时，对样品代表性而言，应以尽可能多些为好。但举点多，又会给配矿工作造成困
唯，并使采样费用增加。因此，只能在充分考虑矿床特征、采样要求和采样条件的情况下，二者兼顺。裸
据这个原则，确定本次采样点为2或4两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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莒图

（??转富创五鸡曾辞工
3480

“乌、垫凶当蚀尚” 窝8 阶学等

钢20

+20oy
中纠6.75.6 5. 耍2,6 3.1 8.7

AL,D,/SIO,

图Ⅰ-6-3 某铝土矿铝硅比分布格线图

根据矿区内各探矿工聚见矿情况的分析，并进一步经过现场观察，从矿石品位分布区间、矿石自然类
型多少，并考虑矿山生产前期和中后期应采矿量的地段分布等情况，考虑以第Ⅰ方案选择丁c?5、Tc47、
Te43、TcO2四个糟探位置为拟采矿样点。经试算，某矿体厚度和品位情况见表E-8-8。

嵩叭门加！却某样点矿体原度及矿石化学成分袭
甸 (%)布 取学矿体厚度

采操点工程编号 FwO:SiOr Al:0,/SiO2A1:02“自”
2-97掌窒70.88 8-032.20Te75
3.084·1915.04的3021.50Tes?
245卸驾10.5268.794.00Ted3
2·158.7010.2368.594.50Te02
1-9?11,33 b.06少62.87(15t观存矿待
2.51a.50索卷 10.523.05平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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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采样点的平面位置，见刚1-6-4。

20

c47

0

O 1

S

图18258040550
图1-6-4  某帮土矿采样点乎面分布图

1一铝土矿胆露头，2一石灰岩13——探带，4——探井；5——钻孔；6——剪体修量计算边界s
1一采样点及编号

第1方案兵采Tc43和Tc02两个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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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2 配样计算

根据以上各采样点的地质品位和矿体厚度等数据，并考虑废石混入串5??矿样平均的AI∶O3/SiO∶
为6±0.4和SiO2为10～12??具体要求，应用公式1-6-2计算，1、直采样方案的配样计算结果详
见表1-6-9和表1-6-10。

某铭土矿Ⅰ方案配样计算表 表1-6-9

尊 (%)采样面般（t） 成化 ?
采样工程棉号 FerO)AlaO3/SIO:SiO:Al:O)实采重量应果重景

3.1069,84 7.699.084400Te75 4000
3.0515.59 4.0162.462200Tc47 2000
2.4111.10 6.1568-3122002000Tc43
2.075.8467.44 11.5422002000T c02
2.755.9911.2867.581100010000小 水
1.9268 78 6.0611.331500鹿 参
2.5567.72 6.0011.2913 1250010000计

8±0.410~1210200虚拟重样

表1-6-10某铝土矿Ⅰ方案配样计算表
(%)成化 份著实采矿样重量应采矿样量量

采样点工程编号 AlsOs/SiO:SiOAl:Q:(t)(t)

6.1611.1068.3155000009Tcal
11.54 5.8467.4455006000Tc02

6.011.3267.881100010000小    计 6.0511.3868.781500现得矿石
6.0111.3267.991250010000布   计

6.4.8  采样方法及样品制备
6.4.8.1 采样方法选择
1.采样方法
由于采样工作量大，两个采样方案的采样点数不多，因此宜采用露天赐部爆破法采样。
2.采样点规格
按各采样点应采矿样量。很据矿体厚度、体重，计算出采样点矿层的采物规格、采照样数量、剥离量

等。其中丁方案的采样点规格见赛1-6-11。
第Ⅰ方案的采样规格，由于只有Tc43和Tc02两个采样点，放应比第I方案Te43和Tc02两点相应增

加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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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11某据土矿I方案琪样点规格表

益TcaTe75 Teo2 合 井采样点工程编号

15?1“写522 6969圆积（m*）

业义 13×1352.2×10623×18,2采样场尺寸（m）

：自二162189芯丝张单样数意（个）

2601257t 71251741978堂控崇。目”
夕品1,18岂0-4. 067嚣端苷引？

第】方案采样点横剖面详见图1-6~5至1-6-6。

(mD 起点塞标
X=×××

践土“ Y=××x
教质页岩a Z.=X×× 采样跑围

钻土岩及硬质粘土e艺
卤
wa

铁钢眼合体

5 20 25(m)1520

圈1-6-5 某锅土矿Tc43采样点横制面图

起点毫标
m) X=×××

与的时六
—140° Y=X××

Z=×KW
一采样范细

硬质粘土夹展

二45°
铁鞘岩及山西式使矿

易乌’ (m》咎一EO 站5

翻1~6-β 某铝土矿Tc）2采样点糊制面图

经过I、I两个采样方案的对比。两者均能保证矿样代表性的婴求，但因为【方案四点取样所著被备
多、配矿场地面积有限，操作和管理复杂，而且进度也赶不上禀求，故推荐第】方案两点取样。

G.4.8.2样品制音赢求

1.矿样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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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两台400x600mm须式破碎机，将采出矿样（块皮<300m四）破碎至<70mm即可。其腰 碎 能

力为364t/d。
2.掉匀
每个样点已经破碎的合格矿样，采用装载机和移动式胶带运输机进行二次倒堆拌匀。
3.矿堆取样
为检查矿样堆拌匀程度，并计算采出矿样点的实际品位，必须按规定程序进行矿维取祥和化验检查工

作。
经过网整点取法和倒堆点取法网种方法对比，阿格点取法所需面积为17477m2（按矿样平堆厚度0.3

m计算），在已有配矿场地（面积为11000mz）难以实施，故定为例堆点取法。即经初步拌匀的矿样，
用胶带运输机再次倒堆。按每小时堆5t、在胶带上取l0kg样品和每4小时合并为一个单 样（ACkg>计

算，共需取化验样625个。其中Te43、Tc02两矿样堆各为275个样、矿山备有矿样75个样。

对每个单样都必须按顺序编号并进行化验分析，然后求算术平均晶位值即为该采样点的采 样实 际 忌
位。

各采样点的矿样是否拌匀，可用以下公式进行验算，

食“”乌1-1 (I*6-9)-±0.4≤a)。了” 菖

式中ap;——-个采样点采出矿样平均品位，
ai;——-第个采样点第i个单样品位，

为—-第个采样点的单样个数，个;
ai——第个采样点的设计采样品位。

（此处用AL2O3/SiO2允许绝对误差±0，4作标准）
4.配矿
配矿是采取试验大样的关键环节，因此，务必严格按规定释序操作。
在上述已经酸碎、拌匀和化验检查合格的各采样点矿样膳成后，须按其平均品位及设计质置要求配制

成10200t的混合矿样。其品位要求是AlO。/SiO.=6±0.4、SiO;=10~12??各采样点参与配矿 的质
量和品位，可按（1~6~2）式计算。即

>Q;αiA1
(AL=

.05

20a15*
联Si、20.
。了讼已学

（其中 包A、a9α√s分别代表配成矿样的Al2O3、SiOz的晶位及Al2O3/SiO∶的比值;αiA1、
aiSi分别代表第i个采丁点矿祥的实际品位;

Q;为第个采样点参与配矿的矿祥重量。>
配矿场地选定在矿山现有的汽车停车场。据在1/500总孚面图上测定，其面积为100m'。配矿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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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9750血2。其中第一配矿场2500m2、第二配矿场3250m2、堆矿场4000四2。其平重布置详见图1~6

-7。
2号咳碎执
机 修 2

南

6318

当判学，第一嘉矿名第二混矿场
(4D0 i2)(250m(2500m

仓声车队办公室 汽率库

图1-6-7 某铝土矿配样场地平面布置图

由于采出原矿样总质量达12500t。其松方体积达6945m3，即堆成1如高度，亦需占 用 近7000m2场
弛，显然，要在短时何作一次混匀是很困难的。故将其分为6批小样（即矿也备有矿样1500t为第一批，
其余分五批各重2200t）分别混匀至达到设计品位，再分别题入堆矿场堆存。

混矿的操作程序为∶矿石经被碎后，用两条（成一条>宽500mm，提升高度6.8m的移动式皮带，卸
入第一配矿场，形成堆高5 四，直径β四左右的碎矿堆惟。这时熊续从皮带运来的碎矿，就会沿堆维均匀
向四周撒开，达到第一次混匀。然后再用3m8袭载机沿矿堆四周顺序铲袭，均匀撒到第一混矿场各处，
达到第二次撰匀。待本批样达到2200t时，再用装载机在矿堆各处交结截重狭誉，再用人工装给两台薯动
式皮带机，输送到第二配矿杨，进行第三次倒谁混匀。最后用铲运机还到第二配矿场嚏数成堆高0.6m厚
的碎矿层，经取样化验确认矿样已经拌匀，则可将其运到堆矿畅单独堆放。如经化验检查没能混匀，则还
需增加一次倒堆混匀。

待六批样混匀均进入堆矿场后，可根据各批样的化验检查结果，确定是否还需要增加一次总的倒混或
在汽车外运时。采取均匀搭配外运，以保证矿样均匀。

5.配矿场取样与化验
在两台破碎机排矿口，每班每隔一小时各取一次碎矿样，组合成每班的班样，经堆惟缩 分 为20kg送

化验，估计共取样702个;
在第一配矿场向第二配矿场运输皮带机上，按每40t碎矿敢一个祥，共需取310个
在第二配矿畅0.6m高度的碎矿堆上。按网格法，每4Dt取一个样，进一步检查拌匀程度，共取310个

禅。
以上总计配矿场取样1322个。如需对6个分样进行总泡合，还需增加400个化验样。
鉴于化瞳样品教量大，每天化验应以连镶作业，必须在送样24小时之内出化验结果。据此要求。每天

应出30~45个化验样结果。

6.4.9 采样施工与送输要求

6，4.9.1采样施工要求
（1）当采样点确定后，应根据各采样点的规格要求，在点位上清理好采样场地，采场沿走向布置，按

45°边坡角选行剥离。推进方向由下而上浩倾斜方商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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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作业面上，每隔3α垂直矿层布置地质采祥点（用争光10型取样机或人工刻槽 取样），其规

格为10×5 x50cm一个样。根据化验结果在作业面上圈出矿体、夹层和国岩界线，并以红油漆划出 标
记，以上工作每3m重复一次。

、（3）在作业面上应绘制作业而规质意捕图。其比例尺为1 350～天 ·100，分别标出有岩界线、取指

位置反化验结果。并划出矿石自然类型界线。

（4>采矿样时要尽可能用松动场破，严防矿料混食。块度大于300mm者应在采场处理。使其达到<

3800mm的要求。
鼋岩在两采样点各配一台9m*移动式空压机，带动2～9 台01-30型凿岩机进行作业。为操持作业

均衡，矿石爆破应超前于出矿3～5天，以便推土机集堆。
（5）采场内主要用推土机推运集堆，局都辅以人工运搬。然后用人工装上T—20自卸汽车 运 至配矿

场。按每台车3.5小时一个运输循环计，共需T—20自卸车5台。

《6）各样点采下矿石应编号并单独堆放。在装运过程中要防止矿样丢失和外来杂物混入。

（7）每个采样点采样结束时，应编写采样点的验收报告，说明采出矿量、品位，各矿石自然类型所占
比例，并附上原始编录及化验分析结果。

〈8）按采出矿样数量及取样间距计算，共需采取地质样品905个;化验项目为Al2O3和SiO.。另外，
还应按规定进行内检化验，并装5 ??样品（包括地质样、各采样点矿堆祥及配矿后的矿样）送铝厂进行

外检。在配矿后的样品副样中。接每3个酬样取1个，共计84个，组成3个全分折样。
在地质取样过程中，应接各矿有自然类型各取2块岩矿<矿相）鉴定样，规格为10×10×7cm。
（9）采样进度总的要求为4月1日开工，至5月15日完成。另留出I5天为总混样时闻。所以本方案总

进度为2个月。

（10）采样所需设备详见表1-6-12。

某铝土矿采样设备囊
表1-6~12

多 备台 数报 斛序 号 设 鲁 名 称 ”' 红旗—100 要扇作刺离阳维矿推 土 机 “r 空 压机 YV一9/?架油移动武

2e 争光10一1取 释 机
自Y-30(01-30》雷 普 机“ uu T-20 果场运矿和外运自卸汽年
乙、由 PE400x600儡对钨喜掌

n 2P一60《15m） 。移动式胶带运验机

“广中 倒疮和配矿用‘一 ZL一50（液医）轮式熟载机

6.4.9.2矿辉适输要求
（1）成品矿样采用散装，用 T—20自卸汽车运至距矿区最近的火车站。在火车站准 备3000m2的继

场，等待装年;
（2>由火车站运至离岸港口时，在灌口应设8000m2堆场。该扬地最好有水泥地坪。如没有则应铺转

州地或铺垫苇席，确保矿样在装卸时干嵩失和被污染，
（3>在矿样的几次装运过程中，特别要防止高锦研土和煤屑 混入。

6.4.10 采样工须概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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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建探矿设计

7.1，1 基建探矿的目的和任务

7。11.1 薄建赛矿的目的
基建探矿是对那些首期开采地段勘探程度不足的矿床，在其矿山基建过程中对基建开

拓范围内进行的探矿工作。其目的是要提高基建开拓范围内矿床的地质研究程度和勘探控
制程度，满足矿山建成投产所雷开采贮备矿量对地质储量的升级要求，为实施基建采掘进
度计划、保证矿山投产后生产即能正常持续地进行而创造必要的地质资料条件。

基建探矿是基建地质工作的一部分，又与一般的基建地质工作有所不同，其实质是在
某些特殊情况下，把生产探矿提前到基建探矿进行。按国家规定，基建探矿由基本建设投
资，由建设单位列入其基建计划。

7。1。】。2 蕊建操矿的主要任务
基建探矿的主要任务，是在基建范围内解决以下问题;
（1）由于地质条件极复杂，地质勘探阶段用较密的勘探工程间距仍未探获到 高 级 储

量，而应探获一定数燃的高级储量;
（2）地质勘探阶段虽已探获高级储量，但数量不足或未分布在首期开采地段，而应补

充探姿需要的高级储量;
（3）地质勘探阶段虽然探获了符合要求的高级储量，但因矿山设计方案改变，致使其

不能为基建采准所利用，应在重新确定的首期开采地段内探获高级储量;
（4）位于基建开拓范围内主矿体上、下盘的小矿体，地质勘探阶段一般只探求C+D

级假丘，须进行基建探矿使其升级;
（5）存在不同矿石类型或矿石品级的矿床，需要进行分采、分选或分级利用时，地质

勘探阶段未查明其空间分布，为满足投产需要，基建期间需在基建开拓范围内进一步研究
和查明矿石类型;品级;

（6）在地质凝探汾段，对首期开采地毁的控制程度遗留某些局部问题的矿床，如矿体
端部边界或直矿体上部边界工程控制不尼、氧化带圈定缺乏依据，以及老窿分布不硝等，



24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引

须进行基建探矿予以查明。
基建探矿结束，应提交基建探矿二次国定矿体的总结报告。

但是，由于矿床地质勘探程度达不到地质勘探规范要求，或经基建工程揭露，矿体规
模、形态、产状、储量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基建开拓、采准工程无法施工，而必须补做的
地质期探工作，都属于补充地质勘探范畴，不是基建探矿的任务。

7.1.2 基遗探矿设计的内容和基本要求

基建探矿设计是初步设计的一部分，初步设计经上级批灌后，再编制萎 建探矿施工
图。

7.1.2.1 基建探矿设计的主要内客
基建探矿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基建探矿任务和范围的确定;基建操矿手段和工程间

距的确定;基建探矿工程布置原则与方法的确定;基建探矿工程量计算及投资概算和基建
探矿说明书编写。

7.1.2.2荔建探矿设计的基本要求

基建探矿设计必须满足编制基建探矿施工图的需要，其基本要求是;
（1）在确定基建探矿任务和范围时，对基建探矿的必要性进行论证， 明 确 目 的和任

务，以保证基建探矿迭到预期效果;
（2）基建探矿手段和工程间距的确定，应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和探矿目的。与采矿工程

布置紧密配合;
（3）基建探矿设计应保证基建探矿工程先于基建采准工程施工，并为其提供可靠的地

质资料;
（4）基建探矿概算一般不列设备购置费，如情况特殊，确露购置设备或工程量较大，

则应列为专项报上级审批;
（5）为确定合理的基建探矿方案，基建探矿设计应进行两个以上的方案比较，择优选

定。

7.1.3 基建骤矿设计的帧制

7。1.3，1 蒸建探矿任务和范围的确定
1.基建探矿任务的确定
基建探矿是由于矿床基建范医内，勘探程度存在的问题不能满足某建工程所需地质资

料而进行的探矿工作。首先应根据存在问题的性质及影响大小，划分补充地质勘探和基建
探矿的界线，确定进行基建探矿的必要牲，并具体确定基建探矿的任务。

2。基建探矿范围的确定
基建探矿仅限于矿山基建开拓范围内，按照矿床不同开采方式而进行。
（1）露天开采矿山的基建探矿范围，应以探获基建贮备矿量所要求的储量级别（一般

为B级。个别矿种为A级）为准。但为发挥钻探设备效率，并考虑与生产探矿的接替，其
探矿深度可适当加大，一般为3一4个露天开采阶段的深度。为追索矿体延深情况、查明
构遗破坏程度或进一步确定露天边坡的稳定性。有时在露天开采范围外，也适当布置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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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工程。
（Z）地下开采矿山的基建探矿范围，应满足基建贮备矿量所要求B缓储量的数量，探

矿深度一般为1～2个地下开采阶段，以基建采准矿块数计算。考虑基建探矿效果的不均
衡性，应升级的矿块数，一般为采准需要的矿块数的1.3～1.5倍。基建探矿工程布置范
围，还应考虑基建开拓范围内应查明的其它地质问题，和生产探矿接替的需要。

7.1.3.2  基建探矿手段和工程间距确定
1.基建探矿手段的确定
基建勘探手段的确定，取决于矿体产出特征和埋藏条件、矿床开采方式和应获得的探

矿效果，并应考虑采矿工程布置方式和原地质勘探采用的手段。
1）露天开采基建探矿手段
露天开采矿山的基建探矿，根据矿体出露情况和埋藏条件，一般采用槽、井探和钻探

手段。--- 槽、并探主要用于矿体厚度不大、产状平缓、矿体出露地表或埋藏浅的矿床，如铝土
矿、风化壳型矿床及某些砂矿床等。

钻探是露天开采矿山主要探矿手段，适于矿体厚度较大、产状平缓和倾斜、埋戴深度
较大的矿床，一般多为钻进深度小于100m的浅钻。

2 ）地下开采基建探矿手段
地下开采矿山的基建探矿手段，主要为坑探和钻探，一般采用坑探与坑内钻探或地表

钻探相结合的形式，尽量以钻探代替坑探。
地表钻探在地下开采矿山的基建探矿中，多用于探明矿体支、叉、边、角或矿体延伸

部位，当坑探或其它手段不易取得良好效果时，也以地表钻探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与坑探
配合使用。

坑探是地下开采矿山的重要基建探矿手段，因其探矿效果好，并可与采矿坑道布置结
合或为采矿所利用，因而得到广泛的性用。但由于投资大、成本高，应与坑内钻探配合。

坑内钻探也是地下开采矿山常用的基建探矿手段，这种钻探手段机动灵活、效率高、
成本低，适应性强，当其与坑探结合或代替坑探时，可节省坑探工程量。

2.基建探矿工程间距的确定
基建探矿的工程间距应根据矿床勘探类型、地质勘探采用的工程间距及其控制效果，

结合基建采场的规格具体确定。通常情况下，基建探矿所要求的B级储量工程间距，应加
密到地质勘探C级储量工程间距的1～2倍。也可参照类似生产矿山的生产探矿工程间
距。

各矿种不同勒探类型的地质勘探工程间距详见本篇第十二章。国内部分生产矿山的地
羰勘探和生产探矿工程间距见表1-7-1、表1-7-2。

7.1.3.3  基建探矿工程布置方法
1.等距加密法

等距加密法是在基建探矿范围内，按照基建探矿的工程间距要求，将基建探矿工程规
则池布置在原勘探线或原探矿工程之间的中点上，使所有的勘探工程在平面上（平缓矿
体）攻垂直纵投影图上（倾斜矿体）呈规则状，如方格网、菱形网或长方形调等，达到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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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1-7-1我菌部分盒周矿床勤探工程周距来

矿床名称开采方式 粉探类型 生产操矿工程间题（温》输质益振工鳖间距（m）

乞 ·” 售 3
A级100×100 平台增振，国能20~40，代=大西山铁矿 表二个阶散B展200x200
C级400×200

A级 75×75 A级 50～6×4I-r号长岭铁矿 B级150×75 B级100～120×C级800×150

A假殿50×50 A联25~35×25~5” B暴100×50、海商铁矿 B级50～80×50~10C级20× 100
人最80×25B级60×50

■矿山衬领矿 C缀120×50 B敏60× 50务
B级50×501-8 B鳜25×26护铁矿 C般100~150×50

A额25×10～15
买 鱼良山铁矿 C级60×20～25 B级平台横探，间距25

50×50指导开拓，25×25指B爱100x 100；小关幅土矿 省旋融C级200 xz00 .
开 B康70～100×70～100

B级100×150
C银140~200×140～200

C级200×200，自家庄船土旷 采矿利育前加密至50×60，
同采筒加密至25×25

C般50×50◆ B绿54x 50 60×弱推等剩高，2×25

底阳懈矿2号驴体 指导圆来，变化大者可加费C颜100×50～106方
刻12.5x12，5

A假30×15～20B级120～150×90～150
海械距喷矿 B要6鲁×30C缴240～300×120一150

A级100×50 A假25×12
B最10n×100，需山怀涨模矿 B级40～80×40～a0C服20D×100
B级50～25×25

B娠25x25田套球概矿 C破10～50×56
A级80×80～15A级100～120×100～Y20- B级在C最工程阅距基础上

逾下开采 较蔓形加责龙烟铁矿
C级300～4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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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床名称 生产探矿工器陶瓷（m）静操类型 地质聊摊工程间距（四）开采方式

581 49
A舰100×50 AC100×100

美汇铁矿 1-[ B级200×100～200
C领200~400×200

B顺52×50 1"
C级100x100 A聚25×30
B级60x50 B赣50×30~50I-V符山铁矿 C纸100×50
B缴30×50

和 C级59×100
A版50×50 AC25×25

金岭镇矿 - B级100×5D
09×的减低地 C版100×100

A级80×40~50B级100×50-- C版（坑道）90～120×40~50C版100x100糯江智有 （钻孔）76～100×30～50

B*75~37.5×75~30A级76×37.5
k 潮潭经旷 - 日期75~150×75

C级150×75

B级70~100×70~100B级70～100×70～100
王村帮士矿 " C锻100x180C.氯140×180

05×09 89B最100×100
开 "柔弱北鲁笨镇土等 C缓100x100C康200×200 1

B缓20×20B级40×40P甘常黄黄骠丁 C最40～80×60～80
B缴60（修顷高）×10～20B级60（阶段高）×40<宽脉>

H因提钢矿 （穿脉）果 C缓60～120×40

狮山狮山
B级80（附号段高）×25（努脉）B版50（阶段高）×504宽脉）
风山1-1 C绿140（阶段高）×100（穿豚）高门售有 B级12、5（赏教高）×12.5凤山
（穿脾）C既100（阶段高）×26～50穿脉
B版30（阶段高）×50（穿脉）日餐30（阶段高）×50~~100

（穿第）"凤凰出智鑫 C最50~100×60~80
B缀60（上山）×30~40（天井）B缓70×70-彭家河博著 C缆190~200×7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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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助部类型并录方武 矿床名称 地质敬探工程阔距（m） 生产谋矿工程闻距（m），e~ ”4
C级50× 50 B级25～12（阶段高）×50~100L-y亦马山惯矿 《无井）x25～30{穿脉>”铂纺钢矿 级26<龄段离）×25<穿阶>C级50x50

D级100×100 C假80～40（除段高〕×20～30
八糖律”
在C缓蓦础上用城道、浅钻、大”华帽钢矿 眼组合期探升为B级，其工思问
距为阶段高30～40。第脉间距20
～30，视帖播距10～20

维 B级扣（阶段高）×25～50穿脉）B级29（阶段离）×25<穿脉）~推林铝诗矿 C鳜+00× 50
A般30～5（阶段高）×25<懈脉）B级50x30～40、下 缀山铅锌矿 B级30～55（阶段高）×60（穿称）C级10 ×50
A级12～25（阶段高）×12.5B级50×30～50
一盟（穿脉）C级100x35～50

[-y 在醚面上用蜻孔塑制矿体边凡日铅钟矿
开 界。笫孔郎矩为15～25

C级40～230（阶胶商）×40C级40<阶段高）×20~40
（关典）×20（穿脉）小毫裨”

司 并在阶段的 1/2处，加水平来 柬得始傍矿 物
B联20~25<阶段高）x12.5C躯S0（阶段高）×25（穿脉>H港园金g ～15（穿脉）》

90〔阶段高）×25～50（穿脉）B般10×50~75菜硫化镰旷（第
背 C级100×10～150上却”

B饭4（阶段高>×54天井）C级10× 100I一拓客杖于银矿 ×25（穿脉>

襄1-7-2秘瞳督分幕金员矿床约探工程偏愿表

生产探矿工程侧距（m）邮煮湍催 地贵粉探工程期距（m>矿名称开果方式
A级3×60B级209×200-汁井于石灰有矿

籍K东账
C级400×407

B策10×100B嵌100× 100”。廊乡自云石矿 C额200×x 2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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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

矿床名称 生产探矿工程间削（m）地质副战工程间距（血）勘探类型开采方式∶

A级50×50 12～85（阶段高）
地下开采  饰屏确掌握 " 日级100×50 ×14～25（穿脉）

C级100m~200×100～100
A级坑探40×20A设75~100×100

半整店#上矿 BA  200×200" B版80~120×200
地 CC160~200×400

B版10D×100 BESO（阶段高）×50（穿脉）F
广元粘土矿 C最100（阶段高）×100（穿胶）C级200×200"

开
B级坑探30×25B级75×50。田师付粘土矿采 C银100—200×100
A级30×50B级100×50武义贵石矿（扬 - C级100×100家桥矿区）
·8级50×50DSx S289武义童石矿《棋 T

C级50×100里有区）

建探矿储量升级要求。其工程布置形式见图1-7-1、图1-7-2。
2.不等距加密法
不等距加密法是在基建范围内追索和控制矿体的边界或尖灭部位、控制破坏矿体的构

造，或用坑内钻探代替天井工程等。工程布置方式、间距或具体位置，须视应达到的地质
娶求而定。参见图1-7-3。

8.441.641.4 41.0IN

O
A

O +.2? ea-O

8.4 3.
⑧- 费10 O

(O
0

8.2 DING 25 21 EN
20100107689910

图1-7-1  平缓矿体基建探矿工程平面布置图
1一片质量探针孔p 2一地质勘探索探索3一地质勘探测并，4---基建辉有法并5--引高区高建投广告孔
6-一备采区基建探守钻孔；7一定日本号∶4———————————等弹年定界结。10——纵横带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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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ZK2ZK3
215m粉段平面本置因

soogf22zcatz2222 500
ikst222

墨直纵投影思 兰长一基建开拓水平410-c0o-、垄B sv, 40
乎。B

，、 e
2s片 方215eu75k 中17530ol  30ooy“台工 150十。 勺
“多工 号-D

200z001

EI 2 O;a∶ Q0s 区6 E7

图1-7-3 不等距加密基建探矿圈1-7- 2 急倾斜矿体落建擦矿
工程部面布置图工程布置图

1一地质蔚探探横;2一地质前操钻孔;3一基酪
摸矿的孔4一满瘤振矿老道;5一基瘤探矿天
井，6一省量旨剂及界戴∶;7一基噜开拓水平

7。1.3.4 基建探矿工程量及纹资概算

1.基建探矿工程量计算
1）探矿工程量
基建探矿工程量是指在基建开拓范围内，进行储量升级和查明有关地质问题的各类探

时工程的总钻进进尺和坑道挖掘工作的总量，在初步设计中，须接各类基建探矿工程布置
图进行统计计算。

2）取样与化验工作量
在基建探矿过程中，须对基建探矿工程和可用于探矿的采矿工程进行系统取 样 和 化

验。取样的方法、间距和规格，一般与地质勘探阶段相同，有时则根据矿床具体情况，参
照类似生产矿山的实际资料确定。样品化验分析项目及有关要求，原见上与地质数探阶段
相同。

取样工作量是根据基建操矿工程布置图、按基建探矿工程截取矿体的总长度、除以样
品长度所得样届个数进行计算。由于探矿工程揭露矿体时可能的变化，以及采取矿体项底
板控制样的带要，上述样品个数应乘以1。1～1.9不均匀系敷，从而得出基建探矿取样工作
总量。

化验分析项目一般分为基本分析、组合分析两类，在某些情况下还需婴 进 行 物相分
析和全分析。各类矿床的基本分析和组合分析项目，鑫见衰1-7-3。

化验分析工作量应以基本分析、组合分析（一般以5～10个基本分析样合并为一个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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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7-其本分析、组合分板项目参考衰

注%组 合蓄本分断矿 种 分 析

3- 2 ，唯
TFa,SFe,S.P.SiO: 含痰铁矿或褐饮矿的 矿石，Fe0;,FeD.CO. CrO, Cu

基本分析中应增加烧失量。破Pb.Zh。As,Co.MgO.Ca0。
酸盐铁、硅噬盐铁矿石，全部AlO3,TiC:。V:0s。Ni,Mo,

铁 S2，Ge。G8，Mn。U，角族元素 组合粹均应作物相分析。必要

时基本分析样也作物相分析

S,As. CaO.MgO.Al:O3.M丝.Fe.SiO2，P
部物玉南 Co,Ni.Cu.Pb。Zn。 Ag镇 Cn,Ni,Co.AMnO2。Fe放电时面（分）干电追用蛋

Co.Ni.Mn.Zn,MgO.CeOCr:O.FeO.TFe.
骼 SiO. S, P Al.0;TYO2 V∶Os帕颜元素

TFo,S.U.P:03 TiO:V;0 单渡钱矿床很少，多在截铁矿、
Mo 操潢页岩、但土矿、多金属敬、氛

幢扩和霸矿中

Mo。 Pb 全少矿中。应分析鉴定金红有、TIO1。V:O3,TFe
被 玻唇石、搬英石等

Ca Pb,Zn,Co.Sb。Au,Ag。
As.S.Mo,WOx.Ga,Bi。得
In, Cd。50.Te.Re,Ga,Ti
Cu,A4。Ag、Ce,Ci.S.Pb。Zn
B1, Sb。In。Ga,Ca,Mo。者画 AA, Se.TL

基本分析著督磁比合楼时，座M0. Ca0,CO:.TiO;P;OsAl10O.SiO 分析TiO;.Fa，O3。CaO.集S. FeOy。Go,V0s.Ca卤 失量
组合分析中，碰碳憾矿床加建Ni. Ca Ct:0;,Co,Mn,Au.Ag.Sa,
温组份;SiOa，Fe∶O3。MgOTe，S.及帕族元素
CaO. Al2O;

Can,Pb.2n.Co.Ni wO,MoBi ；
南 Sa,A

Ni、As。Ma。Cu。Zm脑 co
Cw.Pb,Zn.Au,Ag.Nb0WO2MoBi。Sa： Ta:Or。As. B.
Cu.Pb,2n。WO.Bi。Mo,So

盖 Ag。Sb。S.A3及料散元紫
WO.Sb.Ca.Pb.Zn、Au。Mo

畜 Ag,Bi.BeO.Li:O.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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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分析 备 酶耀 会 分 析种” e 售一 ，

泵 Hg.Sb As.Bi,Au,Cu.U.Mo.N
哪 Sb。Hg A山。A。Pb.Zn.Bi，Ag.Cu.N

As.(A.Pb,Zn、Ag.Mo.BiAt金 Y.Pd. Te
Cu.Pt,Zx,Au.NiAg 单独幅矿床校少，常与侧船筛

煮 多金属矿床神生

P1t.Pd销族元素 Cu.Ni,Co。Rh,Ir,Ru.O.
LeO NbJ0s.Ta;O.Li:0.wO, 伟晶将类型的辉有金属矿床，

被.-.
往往含有Ta。Nb，Be、L。Sa。Pb。Zn Zr.Rb。Cz等组份

Nb:Oz TaO3 Be0,Sn,Zr01.H[O4.ThO;象 铌钮 及稀有金牌
梁 ZrOa.Nb:0;.T:Os

饰 过艺维
盐潮矿床妥研究肴有金属Lu;D. C8:0.Rb:O. Ta:O. Nb,O;BeO. CaF,

胃 镦铬物 LiOx Pb。Zu,WO;.SA
SrO馄
轿族元素（轻稀尘）包括La.Ce.Pr.Nd，Fa（人透元素）Sm，Eu七种

杨土元素
配族元索（重将土）包括Y、Gd.Tb.Dy、Ho.Er.Ta，Yb.Lu九种
Go、Ga。In，T1、Hf，Re。Cd.Se。Se。Te、峰，主要赋存于
别的矿做中，澳立矿物比较少见。一般不形观单融开采矿床，在评分霞元常
价其它矿床时，应对分散元素进行媒合评价

Cu.P:O;S.V:Os.Taz0;.U. THO:
物、钍 多号”

PAOr 1，P2O3.酸不准物（50?析P;Os.CO.F。壁不增物Al∶O，
SiO2）占组合释100%Fe∶0;.MgO.CAO，SiO1，烧类

2.R∶0;（50?析Al2O，及量枸溶性PaO;，根晶综合评价需
Fe∶O;）占组合分新60%要增加V∶Os，TiO;。S.ThO∶磷 矿

3.MgO.COa占组合释50%TFe,SFe。U.Mn Cd TR:O;
4，CaO。下占组合擀H%I.C（石盛）等，
S.构滚性PxOs分析用于少量

具代表性样品。如矿石用作
朝矿粉，则每个组合样均作

内生碗缺矿要分析一定激量碱P6。Za,As,F.An,Ag。Cu.
明 化物的瘫和赢浪盐的亮以了解Se，Te。Co.Tl。Ni。煤颈碗都率中电 后一种含量粮帽者比例铁矿 增加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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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甫矿 种 基本分标 胡 合 分 析 备

才- 的 小

多项分祈∶施、断青、砷，硒，石膏

（为了作出整个矿床平均脏量的评白然囊
价，需要对一定败量的单拌成鲍合平

样进行上述有害案质的多重分哲）

CA0，SiOFe;O;S（磷化物Ka0.SO;,Al:0。
中的硫》明 矾 Na∶O（用火焰光度法

真颐子敷收决）

Aa,Ag.Ni Sb.Hg.Bi.Co.A店
着 T等有鲨据份

如含有放射性元意时作组合分B:0; Mg0. CaO SiO:. Fe:0,Al:O1
■<内生> 材CO: H:0

满定SiO∶或酸不再伸按工业CaO,MgO.CO: Fe∶0Al∶0，影失量，SiO
创碱用 指标

CaO MgO.SiO:. Ai:0,S.P.
电石用 Fe∶0，热失量晶

P.S。Al∶0Fa∶O3旗火量CaO。Mg0,SiO盗董础
当CAO+Mg0<5??，则基CaO, MgO Ai∶O.Fo∶0SO2能尖量* 本分析皮增加SiO2。AlzO，K:O Na;0

水泥用 FeaO3脚失量

石 对Na∶O、K∶O应分层分品级

T解
Al;O2。SiO1抛尖量CaO.MgO,Fe:03,SO陶 毫电竞用

MgO，SiO，AJ∶O∶凝夹量CuO. Fa:O;独璃用
酸不常物包括Al;O。Fe∶O，P，S。抛失量Mg0.CaO。SiOr
普占。纪乙”硝火材斜用

酸不高物

证 N F42OyA1x0、S.P，Mn.勤失画MgO. CaO.SiO,海剂用
Fe∶03.A1∶O.TiO∶.MxO.烧突量MgO,GaO.SiO:喷璃用奇

番渐圈’ CO.MgO.Fe;0 SiO，Al∶01燕快量经原算 K.0.Na:0.Cr:O,TiO?.Ca0.SiOn、FeaO1,A1:0
玻璃用原料 MgO染失量

晶“ MgO.CaO.TiOK:0、N,O.SiO4.Fe,O:.A1:O.
微{电壁、席瓷用 说失假
砂 一定要做好含混量满炮SiO Fe:0,A1O:CaO.MrO.SO:.

特型用砂 Na;O.K∶0。TiOy，能失量
S.CAO.MgO.K:0.NarOSiO:、 FeaO,Al:O;需英

光学猿璃用Cr:OTiO:瓣心



254．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续表
备 醉 分 新嵬 食蒸本分折种

力“ ， ：es
TiO7.MgO,S. P.K:O.SiOr。Fe:03,Al:O。

石冀小龄岩” 硅续 Nat0CAO耐火度
CaO.MgO，P。S.<用作有色鱼SiO1。Al:03,Fe:0O:

薯撞。 黑魂化矿靡荆两不分析S>

皱格加零彩和
Al2O，，FexO，SO，挑失量耐火材料 SiO3.MgO，CaO耐火度

M:0 SiOz.FaO3AI:O.Ti0制钙锁磷 有些蛇纹料含Cr，Ni。Pt等，

CAO烧失量肥及化工 制钙供确息可能将其闻收。操探

创锁盐 时应进行综合评价

Fe∶O;，AlOSiOa可痛盖BAO,SO:。0O:重晶石、毒重石

C.S.H∶O灰龄、挥发物 SiOFe20,Al:O,Ca0. 舞片状石■，基本分新可只作
MgO.K:0。Na:0 C。其它项凤可作组合分析。有石 虽

聘值金红石、要注意解合评价

CAO.NgO.K0.Na:O.SO3 基本分断中的TiO;，如食量低A1:Os,FezO。SiO:.激璃、电

苜约北 睹岩TiO: 时，可作组合分析，基本分析嗽。当帮
应视工业要求增知SO.Na∶O原料
K∶O等

SiO:,CaO.MO.K:O.Nar0治金用耐 A1:0.TiO4.Fe;03.
SOy.P.路失量耐火痰火驱土都架 Ca0.MgO.K0.Ne:0.SO;陶 瓷用粘 A1:O.SiOx.Fe:O:.

H TiO∶燃夹量偏
当基本分析都组合分析六项不SiO,AlaO,FerO; CaO。MgO党矢量硅酸盆水
足9邪时，组合分析度增加SO;配用粘土
K1O.Na20或K，0+Na;O驶
助在4??。则改作基本分析

SiO1.CaO,CO:. Pb,Zx、S.CaP.
墙刻用 Sb.BAO章

SiOCHO、Mg.CO, Pb.C。F,FsrO,波第、购石 Za。 Al.0党用

管伴岩至
视工业要求坦合分析增加Aa。CaO.MgO,Na:0.SiO:.A1:0K:0
红查着同 Fe∶O2魏失量

SiO7.AL:O1. Fe:O;,NazOK40
研腰材料长 co

AIaO,SiOn.Fe:O, CaO.MgO。TiOx、统失量玻璃电能功 K:0.Nan,o询能原料 、差像矿
A1∶O1，FerOs。MxO.S，P.燃失量MgO. Ca0.SiO:

制金鼻缺



第七章 基建深矿与生产探旷设计255
续表
注基本分新 痛 合 分 析种 组献： 一3乙-

茎嵌矿 MgO.CaO.SiO: AlO3.FegO;S.P。
喜涵 烧失量

MgO.SiO; FeO: CaO.Al∶O2.烧失量。融不游费
拳 石

CaO,sO,.H:0* 有其它业奖伴生时，眼合分新MgD,Fe2O3、Al:O;H;O-、
石青

增加K∶0。N3∶0，CLSrO，眼不溶物烧失量
Na,B:0.Br。SO.Rb:OK,Mg,Ca,CI.5O4-HI0

萄篇龄湍 CoO.LiO.1既不坍于水的残左物

益 K.Ca.BF.I.B:O3。Fe:O3,No.CI.Mg-SO.H;O
石盐矿

卷 不携于水的杂质 Kb10,Cs:0.Li;O.Ga.Ge,

Na50,·HO CA。Mg，Cl.CO∶（减HCO
芒 硝 Fe:0,警 不懈于水的残余物

利 Ca.CI,SO4.Na.50.
消嘴 HCO1，H4O不静于水

的残京物
著本分斩主要指督查盐矿时的K,Na。Ca.Cl, SO: Rb，C，I，Br.Sr.Bo、利用多

分析真目CO: Mg.B:O,Li.糊水及闷本 项外析及地修分析兵体瞻定

HCO3。PH值矿化理

B:0 N,Ca. Mg。 K,H:O,COx。
福 蒙盐

CI.SO4.烧失量 Li。Rb.C
小龄莆” I. Br.

SiO: 产占。问。今勺勺，之薯消
破藻土 J 量

主要利用其物理性质，对其化SiO:.A1;0y.F:O:.FO,CaO,MrO.K:O,N:O,
确石 学成份可以很善需要作少量释H;O。 Cr∶0s.TiO1.篮失量 品分析了解即可

SiO:A1:O.Fe:O:.F.O.K:0,Na:0.Mg0.CaO.
珍骤岩 H:0. MnO.TiO2

SiO:,A1,O3.Fe;O,. CO.MgO,Na:0.K:O.MnO
辗石 H0。聚失量

SiO:. Al;O3。Na;O,K:0. CaO.MgO, HO.Po,O;
沸石 Sr。Ba,Zn,Li。PaO3

SiO:MgO.CaO.Fe,0;. Fe0.TiO:.AlO:.H:O。
时发石 绕失量，K∶O.Na;0 AE

SiO.A103,FnO3。FeO.CA0.MgO,K,O,Ha0.
聊间士漂白土

TiO烧失量
注，上聚摘自围家德质注局1977年?月《金属单鱼属矿产地教警查断探采样规定及方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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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析样）、内检样（一般为分析样品总数10??，外检样（ 一般为分析样品总数5）

的样品总数乘以分析项目数，再加上合理分析及全分析的样品个数。

2.基建择矿投资概算
基建探矿投资概算，一般包括以下两项内容;

（1）探矿工程费;取样、样品加工、化验费。

（2）地质、测量技术工作费。即在基建探矿过程中的地质编录、工程测量、地质综合

研究、储量计算、资料整理、探矿报告编写、检审以及地质资料描晒、加工等费用。一般
可按基建探矿投资20~25??算。

7.1.3.5'蒸建舞矿设计说明书编写票求

初步设计阶段一般不单独编写基建探矿说明书，仅为地质说明书的一部份，但应附探
矿工程平面或剖面布置示意图。

7.2基建探矿施工图设计

7.2.1 基建探矿施工图设计的内容和深度要求

基建择矿施工图设计是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所确定的原则和方案进行的，其设计深度
应满足基建探矿施工的要求。主要内容如下;

（1>具体确定基建探矿工程的位量和数量，编制基建探矿工程布置图，
（2）进行基建探矿工程单体设计，编制主要基建探矿工程单体结构图;
（3）计算基建探矿工程量和地质编录、取祥、化验工作量，
（4）编制基建探矿施工进度计划∶

（5）预计基莲探矿和储量升级效果;
（6 ）编制基建探矿工程预算。

7，2.2基建操矿工程布置图的编制

该图应根据初步设计的基建探矿工程布置（示意）图，具体确定每个探矿工程的位置

和工程量。
7.2.2.1 箸建操矿工程平面布置B
露天和地下开采矿山的基建探矿工程平面图，应分别在包括基建开拓范围在内的矿区·

地形地质图和开果阶段乎面图上编制。主要内容包括，
（1）地形等高线或地形线及地理座标线;
<2）地质界线;
（3）矿体及其编号;
（4）原地质邀探的探矿工程及其编号，勘探续及其编号，
（5）采矿开拓工程（包括需天基建范围）的位置及编号（或露天阶段标高）;
（6）基建探矿工程（包括利用原地质勘探工程）位置及编号;
（7>基建探矿施工参数裘（包括每个探矿工程的工程量等）。
曩天和地下开采的基建探矿工程平面布置图参见图1-7-4和图1-7-5，施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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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基建探矿钻探工程施工参数表。

2.0

为06n.

OZK:76)

A11.6

，品

2928.5

Ad287

人218.5-2
984,40.0

82.2眼2.，

图1-7-4 某铁矿露天基建探矿工程平面图

7.2，2，2 基建探矿工程制面分布图
原则上在有新探矿工程分布的剖面位置，都应编制基建探矿工程的剖面分布图。如基

建探矿工程分布在原地质勤探线上。可利用原地质勘探解面图编制，否则，应在新制的辅
助剖面上进行。其图面内容主要包括，

（1）剖面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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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剖面所切地形线及剖面方位;基建课矿粘探工程蓝工参数
（3>地质界缓;

ZK17.5-1|2K17.5-22K18.5-22K18,5-2钻孔编号 （4）矿体位置及编号;

× （5）基建开拓范围（界线或标高）;

芽孔夜置
4D028.040121。0B4D119.874216,03)

置 （6>开拓、（采准）工程位置、名称及82056.,8a 82156.082210.1981989,15
编号，乙 2911.0 2977,02962,52918,5

（7）基建探矿工程位置、编号、座标;35的35'5帖进方向
（8）探矿工程的方位，长度（深度），、626" 87°65倾角 歧度等;120 6515080孔深（m） 露天和地下开采的基建探矿工程削面分

开花直径 110110110 210 布图，参见图2-7-6和图1-7-7。(mm)

终孔直径 91 919181小莨当”

110*3"的*
6C0

]1,73“。。
2D.卫16o0 20*25'40"

硼哑硼？ 14501450

图1-"-86 某矿基建探矿工程剖面布置图
1一墙质肠探浇护!2一地质釉探站孔;2一豹高区基遮辣矿贴孔;4一备采区基建振矿钻孔

5一第四系我坡积屈|6一帆土矿压;?一恢矿展

“资客茎

ZK502
ZK50t

200-

TKi3 TKia。TKar100
10o0- am

络到’，。TRx,'Tpr F。
勤歇郸下晶185.42t

16m.20m
晓泳怀学靥严泻一予参岂冒

图I-7-7 某矿第五号基癫球矿工程削颤分布图
上一钦矿体;2一焰质制撑筋孔∶5一薪赠探矿紫孔;4一画建揉矿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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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基建探矿工程单体设计

根据设计所选定的基建探矿工程种类、各探矿工程所在位置及应达到的探矿要求，并
考虑探矿工作特点及其与采矿工程相结合等因素，其体确定每个探矿工程的规格、进尺。

支护形式等，绘制各类型主要探矿工程的单体结构图，供计算探矿工程量，探矿投资费用
和指导操矿施工使用。

7，2.3.1 需天开采基建探矿工程单体设汁

1.槽探工程`
槽探工程必须截穿至矿体顶板和底板，其单体设计，应确定起始点和端点座标、铜进方

位、规格和长度。探着的断面一般为倒梯形，最大深度不超过3m，底 宽为0.6m，两壁
倾角按土质选取∶橄密土层70°～80°、松软土层60°～70"、松散土层≤55*，并需预计见矿
位置。捕探工程单体结构图可参考图1-7-8植探素描图进行编制。

Pedw

-50·高

v了单 s工
-40°

”中，

中瞬中渗叶”
6)

钩

80R7

④⑤ 320⑤340'
24v鸣’*

叫， 职 11 I2 13 13，7（m回" 510 6、?82：
或→省性蜡述

品位】样长样号

当控崔溢
ICao.. <m)

图.
画！
干

图】-7-8 槽探素描阴
①一表土，②一沙系土;⑧一火成岩;④一岩脉;③一矿体）⑤一石灰者

2。浅井工程
浅井工程单体设计，应确定浅井中心线座标、断面规格、深度等。浅井断面舰格视浸

井深度、提升设备及涌水量大小而定。根据规范规定，探矿浅井断面规格可参照表1-7
一4选取。浅井结构图上，亦需画出预计的见矿位 置，一般可 参考图1-7-9进 行编
制。 :·

3。地表钻探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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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4道瑞锑身昌着善烤

伸井深（m） 备净断面（长×宽>（m">

手摇铰车提升、不需 排水设备0~10 1,2×0,8=0.96

手播散车或机惯绳升，吊椭提水1,2×L,0*1.200～20

人工或零摇软车提升不需排水设香直径0。8～1.00~5
砂苜沈并、吊棵戚水系排水13×1,1=1.43 F

0～10 润水量大，水要据水17×1.3·3.21·
岁才
Y,.Ba.小量

南东 角菌 北四 北东
牙

岩性描述品位典长）样号 (oo; ①<mD)tC0)

售

anta

●

A

图1-7-9 浅并素描图
①一-表土;②一驴画土;⑧一矿体;④-大惠擀;

地表钻探单体设计，应确定开孔座标、钻进方位、假角、深度等，说明其质量要求，
必要时、需绘制钻孔见矿预测柱状图，其编制格式可参见图1-7-10。

比两尺
开孔日聘 扎口盛振 X

终式日确 Y;me
“皇言你孔燕度（四） 开孔锁危开孔方位角

制叫配泮静还

趣细×训
分2

果 鲜馈钻孔胞构 2
柱状图 企(m) 厚 《%)一围叶

】客帮 ! 令及 L他 下

叶桶“减国的誉 性 描 (m>新 O.

蝎孔方 今 s褐 桩成。 以人’ 雪1:100晋 测痛 二赏自）“菌愿 资善一号号

寸“岩人

110

圈1-7*10 钻孔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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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工程单体设计完成后，应编制基建探矿工程一览表，其内容包括操矿工程编号、

痤标、工程量、钻孔开孔直径、终孔直径、钻进方位、倾角、孔深等。

7.2.3.2 地下开聚蓄囊探矿工程单体设计

l。坑探工程单体设计

基建探矿穿脉、沿脉、天井等工程，能为采矿利用时，其单体工程设计参见本手册井
巷工程卷。着不能为采矿利用而纯属探矿工程时，其巷道规格以达到探矿目的为限，以节
约投资。

水平探矿巷道应根据围岩稳固性，确定断面规格（见表1-7-5）及支 护 范 围，确
定巷道方位、交叉点座标，穿脉工程应截穿矿体至顶底板，必要时应编制 穿 脉 巷道预测
图。

豪7-7-5水平景矿参衡面舰格美

使 甩 祭 牲冲断面（高×觉》（m2）填道长度（m）
手揭治脉或好淋、单轨矿车遗输18×1,2=2.160~50
机握铅脉或穿膜。单魏扩车运物1,8×1.5=2.700～190
机9分源，矿本、电窥车泄0一500 2.4×Z,8=3.60
机掘沿脉，电机车退物0~100 2.2×2,2=5.06

垂直探矿工程如天井、盲井等，应充分考虚为采矿利用。能为采矿利用时。其单体工
程设计参见本手册井巷工程卷，不能为采矿利用时，一般均应以坑内钻代替。

2。坑内钻探工程单体设计

坑内钻探工程单体设计。应确定钻探确塞（钻窝）规格（见表1~7-6）;确 定钻

秦1-7-8杭内钻探硝盖参考拖格∶
硐家舰格（长×宽×高）

钻选方肉 钻 机 型
培窝（m-'） 折合坑道卷尺《m）硐室《四"

号画钻石~160 8.5×3X×2.6
9.6KD-10 4×3×3。2@直商下扎
15,52×2×8XL-100 4×3×2,6

37.4基A一M-800 2×2×B13.5×2.5RA一M一600（膜角0°～30*） ‘。2×2×18XB-16 16Xdx3
5.3x2.5×2,5YQ-100（取岩粉）勇直向上孔 5,63×2.5×2,5X一90<取岩粉）
5.8<顶角90*> 3.5×急×2，2荣石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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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韩室规格（长×宽×高）

皆  扰  罗创作照料
塔寓（四） 折合坑道进尺（如）解室（m3）

YQ-100 4.73×2.5×2.5
仰 角 6.3钻石一100 3×3×2,8

* KD-100.XJ-100 7.35×2.6×2.5
11.2KA-M-300（改装） 5×3×3(0*~~30*)￥
11.2KA-M-500（改装） EXEXS

孔 0.3KD--100 5×2.8×2.5
常知 A

6.3帖石一100 3×3×2，但
9.3XJ-100 5×2,8×2,5 1

(0*~45*) 11.2KA——M——300（政策） 5×3×3

孔座标、方位、倾角、深度等，必要时，应绘制钻孔预测柱状图，其编制内容参见图1-
7-10。
7.2.4 基建探矿工程最计算

基建探矿工程布置和单体设计完成后，应在分类计算和统计的基础上，汇总基建探矿
工程量，其格式参见表1-7-7至表1-7-9。其中坑探工程量不应包括可用作采准和开
拓的井巷工程，如采矿进路、天井、溜井、副穿、腓外运输平卷、石门及竖井、斜井等。

表1-7-7基础探听姑探工程量统计表
地表帖探 北内钻探 计糖

消解使用回申请H图申登 钻窝规带亚尺（m）进尺（m）牌 书
钻窝工费量蝴选米*净断圆直长度孔孔师 清石考百OF 小计W小计 （m3）团新面 (m)舟 (my)拉

嘉1-7-8基建探矿坑探工程量统计表
材料调料铜进黄（m2）黑沙长度新 西（m*） 峰

支护器式工程项目黑汁图中
果福世
厨办

(m)有量结果小计(m)揭进晰面B 圆峰快 西号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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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订图号 填内 钻 坑 操地表 钻序 疗 盖

工程量工裂最号 工程量 工程号工程号工疆号 找操（如0）彝漱引尝卓 (m3)(m)(m)

注∶如有精、井探工程，表中应增加其工霍量统计橙。

基建深矿的地质编录工作量，应按各项探矿工程的总拥进或钻进进尺（长度>统计。

7.2.5 基建绿矿工程取样和化验工作量计算

各类操矿工程的取样工作量，应按操矿工程在矿体中钻（掘）进进尺（长度）计算。

其计算公式如下，
(1-7-1)钻探工程取样工作量（件）=矿体中结进进尺数（m）单样长度（m）

(1-7-2)精、井、坑探取样工作量（件）= 矿体中进尺数（m）单样长度（m）

考虑到矿体顶、底板取样及矿体变化，应乘以1。1～1.3不均匀系数。
化验工作量应根据各类探矿工程的取样数量和初步设计确定的化验项目 个 数 进行计

算。一般作法是逐项统计各类化验项目的工作量，然后汇总求得总的化验工作量，其计算
公式如下，

卜游游子 (1-7-3)

式中 M—--总化验工作量;
ri化验项目数，
pj-分类样品数。

7，2.8 制定基遭探矿施工进皮要求

按照先探后采的原则和由上而下、由浅到深的施工顺序要求，基建擦矿工程的施工应
超前于基建开拓和采准工作，以利指导采矿基建工作的顺利进行。超前时间需根据矿床地
质条件和开采方式的不同情况具体确定，并应与采矿的总体设计和施工进度要求相结合。

（1）露天开采基建探矿施工进度，应能满足指导基建剥离施工的要求。如矿体厚大且
理藏较浅时，在基建开拓范围内的探矿施工，可以一次完毕;如矿体薄、产状缓，分布范
围大时，基建探矿 的施工可考虚分搅进行，但不应妨碍基建剥高的施工。

（2）地下开采的基建探矿施工，如系采用坑探或坑内钻探（包括水平钻）时，应与主
要开拓工程（如竖并、斜井、运输平巷）施工相结合，并超前于采准工程的施工;如系采
用地表钻探，则应尽量超前于开拓巷道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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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建探矿工程的施工顺序，应同时考虑储量开级和查明成矿地质条件的露要。如

矿体变化不大，地质条件较简单，应以满足储量升级要求为主，然后再进一步查明矿体延
伸等情况;如矿体变化大，则应以查明成矿地质条件、控制矿体变化为主。

〈4）应根据矿山基建施工的总进度要求，按照基建探矿工程量及探矿效率指标，编制
探矿进度计划，并列入矿山基建进度计划之中。

7.2。7 预计基建操矿髓量升级效果

按照基建探矿施工图阶段的深矿工程加密情况，及其对矿体可能的揭露和控制情况，
预计可能获得的储量开级效展。如其能够满足初步设计所规定的B级储量比例要 求时，应
分别在基建探矿工程平面或剖面布置图上标明各级储量的级别和界线，必要时应编制基建
探矿的储量升级效果预计图;如达不到要求，应进一步对基建探矿工程的数量或位置进行
相应地调整。

7。2。8基蕴探矿工程预算及施工悦明

（1）基建探矿施工图设计主要项目完成后，应汇总各类基建探矿的费用，编制基建探
矿工程预算<有时为修王概算）s

（2）基建探矿施工图阶段，一般将施工的有关要求和注意事项，标注在各有关的施工
图纸上，必要时，可附商单的说明书，与施工图纸一并发送施工单位。

7。2.9基建探矿施工围设计卖例
某大型地下开采矿山，由主井、副并、涵风井、措施井等八条竖井及潮应的阶段平巷构成了全矿完整

的开拓系挑。根据矿体复杂程度和首翔开采地段制探程度不足等问题。在初步设计时，已确定进行基建探
矿，并编制了基建深矿设计。现拟在施工图阶段，开展基建探矿施工图设计。

7.2.8.1 初步设计所确定的扩增振矿原购
<I）基建探矿范围定于基建开拓的1150m阶段进行，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控制矿体边界 和扩石品级

（贫、富矿）的变化，使储量升为日级，达到生产前期6年的矿景贮备要求。
（2）该阶段的开拓工程主要有东则井、西副井、描施井及一条直达矿体东端的石门，其它采矿工橙须

持基建探矿之后再行具体工。
（3）基建探矿的手段采用探矿沿脉、穿脉和坑内钻探;寒脉问距200m，其间用坑内钻加密至50m。

穿脉和坑内钻严格按勘探驽方向平行、等距布置。
（4）探矿卷道断画规格，根据采旷工作需要和旅工单位现有施工设备情况，并按不同用逾分别考

虑。
（5）摸矿工程中要求全部进行散渍铺录;
（6）通质取样要求，穿脉工程中在一壁连续刻槽，分别至矿体和矿化围岩（超基性岩）顶底 板以外

1～2血为止，样槽规格10×5cm，单样长im;每隔5血在扩化变化大的脉内涨脉巷遵顶瘙布置一条
刻槽线，样槽规格网上。坎内钻探用劈心法取矿心样，单样长为 1m。

（7）基本分析项局为Ni、Cu，S，组合分析（以每10个基本分析副祥为一组合样）项目为帕族金属
及钴等;内、外检样品数分别按总拌数的10??5??算。

7，2.9.2建建钱矿施工酯设计
1.基建探矿工程平国和剂面图销制
根据初步设计确定的基建探矿原则和要求，在1150m阶段平面图（1∶2000.）上和 勘探 钱部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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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上确定探矿工程的位置，见图1~7-5和图1-7-1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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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 基建探矿工程制阀布置图（16制探线）
1一寓前，2一贯矿;8一照基性者，4一闪辆连题岩;5一大理岩;6一混合着;7一地质勒损

帖孔8一基难狮矿穿脉、沿脉;g一基逾舞矿水平钻孔

2.探矿工程座标计算
计算各探矿工程的交岔点和拐点的座标，并表示在基建探扩工程平圜本量图土，见图1-7-5。
3.水平探矿卷道断面形状及规格确定
探矿卷道的坡度定为3??卷道长度从探矿工程平面布置图上量得。
（1）振矿沿脉巷道断面规格为。衡矿（S一A∶）沿脉探矿 石门 断面8，2×2.85m'，富矿（SN一

A1）沿脉断面2.8×2.55m2。
〈2）探矿穿脉巷遗断旗规格为;贫矿（S一A∶）探矿穿脉断面2.6×2.55m2，富 矿（ SN一A;）操

矿穿脉断面3.2×2，85m2。
4。坑内钻葡室规格琥定
坑内皓机选用站石一100型和美围"长年"深孔坑内钻机，前考用于钻选深度小于100m，钻 孔 直径

为φ46mm或如86m血，后者用于钻进深度大于100m，钻孔直径为 φ46四m。钻机碍室采用寓矿中探矿沿
脉掺道断面规格，即2，6×2.55m'，制室长度为5 m。

5.基意操矿工程量统计
基萬探矿工程量统计，见表1-7-10。
6，1150m阶段地质馈量获测
根据1150m阶度矿体情况，计算了1150m阶段地质储量，可以调庭开拓矿量·6年的要求。
7，探矿工程取操和化验工作量计算
2）摊矿工程取样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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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绿矿工独量统计舞
裹1-7-10” 长推深战 汗 菌 量您道斯面（m2） 身

工 程 名 称
《m》 小自”的面号 净 患 面 进断面响 ”叶“ ”“ 6

坑内钻葬，
4382城内被探Ir一28

5,,958.85 2041,25迳 35X5韩机硐室（富掌）;参 8.115.95 413200占焦邮钻机离室（贫矿）上、， 句
探矿沿脉

5.96 4789.25605。景投脉（寓罪）6一22 282,503605.95 8.11沿脉<贫矿>22一28么3. 6778.02 8052.008.79一6 哪苗蜱八园端”
量 13814,26小 计

探矿穿脉矽 客“人 8.79 447,D08,02o 擦矿任脉《国岩）
9.187,73 Y48售 1358.B6探矿穿脉（资矿、醒糌）

19 1805,B4小 计

10 95 776.158,02 8.8023. 报矿穿脉<富矿）
1839.110 7.73 ]78.25。 探矿穿脉（贫矿）
27e 2550.40小 计 178.02 1388,908,02。 1 探矿咖脉（富矿>

9.187.7 193.6008都矿穿脉<微矿）14、。
2441.90278小 针 120。篇 98D.40乌 6.02“ 报矿穿脉（富矿>
854.7秒 7.73 104宁1 探矿穿脉《黄矿）

慢 1935.12小 计 5.0s 565,25。 5.08622 燥矿穿融（窗矿）） 膏226 1032,505.9面 纱”22 摸矿穿脉（贤矿》
220 )397,75小 计

画 交念点怨道 250.17、。 6行变密点1. 382,31副井石门交岔点282. 832,48小 计
432中 城内钻探合 1464.25225钻机调享
1842 1381.25探矿治脉

10340,811182探矿穿脉
832,48交岔点卷道

43丑总 斗 钻 探 3285 2824i.79合建参

彩准工程五 测奔石准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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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钻探岩心取样，取样长度1m，共计4300个样品。

（2）探矿穿脉取样为连续刻槽。刻糯规格为10×5cm、取样长度1m，共计1000个样品。
（3）洽脉一般不取样，当矿体有显著变化时，每隔5m采用刻槽法取样，取样长度1 m。

<4）取样数量计算，钻探为4300件;穿脉为1000件;机动工作量按20??为1000件， 合计为6800

件。
2）样品化验项目及数量

<1）基本分析样为6300件，分析项目为Ni。Cu、S。
（2>组合分析样为基本分析样总量的10??共630件，分析项目为Ni、Cu、Co、Pt、Rh、Pd、

In、Ru、Os、A1、Ag、Se、Te。
3）全分析样晶为富矿石（S—A∶）2件、贫矿石（S一A;）2性。
（4>内部检查分析样为基本分析样总量的10??共630件。
（5>外郁控查分析样为基本分析样总量的5??共320件。
8.基建探矿施工图说明书

根据各项施工图设计工作和施工中应注意的将项，写成腐要说明书，与施工图件一并 发 送施工 单
位。

7.3 生产探矿和开采取样设计

7.3。1 生产 聚 矿 设 计
7.3.1。1 生产裸矿目的和任务

1.生产探矿目的
生产探矿是矿山生产过程中，根据开采需要，在地履勘探基础上所进行的探矿工作。

其目的是提高生产开拓、采准范围内矿床的控制程度和研究程度，满足采矿贮备矿量对地
质储量开级的要求，为编制采桐进度计划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以保证矿山正常，持续生

产。
2.生产探矿的任务
生产探矿的主要任务是∶
（1）进一步操明近期开采范围内的地质构造;确定矿体和夹层的形态、产状，空间位

置及不同矿石类型、品级的储量、质量和分布。
（2）提高近期开采范围内的储量级别，一般应经常保有B级以上饶量1～3年。
（3>进一步探明边部、深部的小矿体。
（4）进一步查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查明矿石加工技术性能;查明矿

床各种伴生组份和共生矿产，为矿床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地质依据。
为保证矿山正常生产。生产探矿应与开采保持一定的超前关系，一般要超前于开采一

年左右。
生产探矿和基建探矿的主要区别，在于费用来源和工作范围不同。生产擦矿费用排入

生产成本，基建探矿费用则来源于基建投赞;生产探矿是矿山生产过程中连续班行的探矿
工作，是在生产开拓、采推范围内，满足采矿贮备矿量对地质储量的升级要求。为编制近
期采掘进度计划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基建操矿是矿山基建过程中的
探矿工作，是在基建开拓范围内，满足投产需要的采矿贮备矿量对地质储量的升级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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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基建采拥进度计划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
7.3.1.2 生产瘵矿手段和工程问距确定
1.探矿手段确定
生产探矿手段主要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和开采方式确定，同时应尽量利用采矿工程进行

探矿，力求做到以较少的资金获得较大的探矿效果。
1）露天开采探矿手段
露天开采的生产探矿手段，主要为平台槽探、井探、岩心销探以及采矿 爆破 孔取样

等。
（1）平台槽探∶平台槽操是露天开采常用的探矿手段，其布置形式见图1-7-12。

T

。
[C1 [G]?  B4。

图1-7-12 乎台榆探平、剖面布置图
1一锅扩体;2一夹层，8一和探刻檀取举位量∶4一勤振满瘤量

（2）岩心钻探;岩心钻探也是露天开果常用的探矿手段，一般选用小型、灵适、便于
撞运的钻机。根据矿床地质特征、生产要求和设备能力，钻探钻进深度一般为2～5个开
采阶段，下部的探矿随生产推进逐步进行，见图1-7-13。对埋藏不深、产状平缓的中小
型矿床，当其钻探工程量不大时，也可一次完成，见图1-7-14。

20020o0 强导
下邮

幽酬 080
1 E2【】3区4

图1~7-13 钻探工程布置制面测. 1一首体∶2一地质摘探钻孔;3一生产振矿钻孔!4一需天开果境界



270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q

惰端”啊铠叫尚砷秒
详例构”、”

图1-7~14 钻探工程（一次完眠>布置平、创面图
1—地质勒挥染孔;2～生产振矿钻孔）3一拗保载;4一疗体;5～石灰发;8一矽卡岩，?一阳长岩

（3）采矿爆破孔取样∶采矿爆破孔取样是采取采矿爆破孔的矿粉进行化验分析，以查

朗矿石质量和围定矿体边界。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每个炮孔都应取样，地质条件简单的矿
床可隔孔取样。

（4）井探∶井探主要用于砂矿和风化壳矿床，以围定矿体或采取畅理力学性质试验样

品，并用以检查砂钻质量。
2）触下开采探矿手段
地下开采生产探矿手段，主要为坑探和坑内钻探。由于坑内钻探施工方便、灵活、可沿

0°~360°方向钻进，而被广泛应用，除用于代替坑道进行探矿外，并可用于指导坑道据进。

〈1）坑探;控制矿体走向变化多采用穿脉坑道，薄矿体（脉）多 用沿脉（脉内）坑
道。控制矿体沿倾向变化，多采用天井、上山或副穿，死图1~-7-15、图1-7-18。

棕率有伸地库
广体

安知保计巷温

穿脉极首继道

吉

阶援平春阶段平售
(-

图1-7-15 控制矿体走向变化坑探工程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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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早装博岩祥

除外舞营天井些，

T体

酚院平者阶置平鲁
营

图1-7-16 控制矿体镁向变化坑探工裙布置图

0-厚矿弊、形态复杂熏品位炎化大的探矿工震布置图

b一薄矿体、形态筒单取品位变化不大的聚矿工程布置阻 

<2）坑内钻探∶在脉外阶段平巷中，向上、向下威水平钻孔布置，见图1-7-17、图
1-7~18。

赠脉
k矿体水平钻报 矿体 水平粘孔

迅弧F

临外阶段平喜 絮雾孩锑喘槲
串 物

掺岁矿体 一钻孔 ，人临孔 致你

C脉外阶霞平着
◆u‘

图1-7-17 在脉外阶段平巷中钻孔布置困
只、6-—平谓本置函;c、d、e—鹤面布置困

200Aa 钻孔

150
就体

-200

b,

图1-7-18 复杂矿体钻孔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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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穿脉平巷中布置钻孔，见图1-7-19。

在探矿天井中布置钻孔见图1-7-20。
（3）使用采矿告孔设备打孔敢粉探矿、当矿体距离工作面不远时，可利用采矿爆破孔

进行探矿（取矿粉），其布置形式见图1-7-21、图1-7-22。

b德矿体&厚矿体

内探矿天井 敢外操矿天并?.

郭”
站桃硝盒

w6-06- 钻犯-IE08~09、人站孔
穿脉一

脉外阶段平巷
B-B'峰！峰

图1-7-20 在擦矿天井中钻孔布置图图1-7-19 在穿脉平卷中钻孔布量图

炮孔∶
新层

炮孔

地成袖原感定矿饰 主地孔爱展矿体

F鑫测矿停 干端雾偏

坑道

图I-7-22 用塌破孔寻找断失矿体示盘图图1-7-21 用爆被孔对采杨璧探矿图

2。探矿工程间距
生产探矿工程间距，根据矿床地质特征、开采方式、采矿方法以及地质勘探采用的工.

程间距等因素确定。需天开采矿床，矿体揭露较好，可根据矿床的地质条件，在地质勘探
工程间距基础上进行加密。地下开采矿床除应考患地质勘探工程间距外，应尽量使生产工
程与开采巷道间距成倍数关系，以便于开采利用，其工程间距一般比露天开采矿床密。

我国部分生产矿山的生产探矿工程间距见表l-7-1、表1-7-2。
7.3.1.3 生产探矿工程量计算
1、探矿工程量
生产探矿工程量一般有以下几种计算方法，
1 ）按矿山开采量或开采面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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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年产量（t） (1-7-4)T=每个工程序控制的矿量（
矿山年开来总面积（m2） (1-7-5)T= 个工程所控制的面积（m2）

式中 T-每年探矿工程数。
将每年探矿工程数桑以工程平均进尺，即为年探矿工程量。计算公式中的工程控制矿

量和工程控制面积，可根据工程间距计算确定。

2）按开采矿房数计算
(1-7-6)T=A×E

式中 A——每个矿房布置的探矿工程量，m;
E年开采矿房数。

每个矿房所布置的探矿工程量，按不同采矿方法的标准矿房进行绕计，并应按能为开
采科用和不能为开采利用的工程量、坑挪和钻探工程量分别统计。

3）按探矿比计算
(1-7-7)T=Q×K

氵哚乙 (1-7-8)或

式中 Q-矿石年产量，10*ty
K---探矿比，m/10°1;
A——-每个矿房布置的探矿工程量，m;
Q.——每个矿房的矿石量，10"t。

搡矿比为采编千吨矿石的探矿工程量，可参考类似生产矿山确定。一般大中型简单矿
床探矿比为0.2~0，3、大中型复浆矿床为0.4～0.5、小型矿床为0.5~0.6。

以上各种方法所计算的操矿工程量，均为每年正常条件下的工程量，由于矿床地质因
素变化的影响，尚应考虑1.1～1。3不均匀系数。用于"探边"、"摸底"及探找盲矿体的
工程量，应另行计算，一般为正常探矿工程量的20～30??

2，取样、化验工作量
1）取样工作量
取样工作量一般按下列公式计算∶

7r*等 (1-7-9)
式中 H——探矿工程切穿矿体总长度，m;

h ——单样取样长度，m。

取样长度可鑫考地质勘探的取样长度确定。计算坑道取样工作量时，上式计算结渠为
坑道单壁取样的样品数量，如为双壁取样则样品数量应加倍计算。

2）化验工作量
化验工作量根据样品数量、化验种类和化验分析项目等因豪确定。一般矿山的化验种

类为基本分析和组合分析。矿石中有用、有害组分复杂或某些组分尚未查明，则应进行全
分析。生产探矿全部样品均需进行基本分析，全部基本分析样品应按工程、矿体、矿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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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品级分别组合进行组合分析，组合分析样品的数量一般为基本分样品总数的I9～20??

全分析样每年约5～10件。基本分析应进行10??内部舱查分析和5??外部检查分析。

各类化验分析项目，根据矿石中有用、有害组分的赋存特征、工业价值及选冶工艺要
求，蠢照有关规范规定，详见表1-7*3。

3.岩矿鉴定工作量
当矿石物质组分算杂。为进一步查明矿物嗽存状态、共生组合 关 系、查明矿化规律

等，需进行岩矿鉴定。其工作量一般为每年100～200件。

7，3.2 开采取样设计

矿山开采取样的目的，是进一步查明矿体边界、夹石分布、矿石质量和储量，为矿山
生产编制月、旬采掘计划，为计算开采贫化率和损失率提供可掌地质资料，以保证矿山正

常、均衡生产，并为选厂和用户提供成品矿石品位等数据。开采取样一般分为采场取样和

采下矿石取祥。
7.3.2.1 采场取样
采场取样主要是为了进一步确定矿体边界和掌握矿石质量变化，以指导采掘工作和有

效地进行开采矿石的质量和储量管理。采杨取样方法决定手于开采方式和采矿方法。
1，露天采场取样
露天采场取样一般在开采平台上利用采矿顺破孔进行，矿体形态、产状和矿石质量复

杂时，尚警在生产工作面进行拣块或剥层、刻槽或刻线取样。取样的间距根据矿、岩界级
规则程度以及矿石质量稳定程度确定。

嫌破孔取样即采取穿孔时排出的矿粉（浆）。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需在爆破孔中分
段取样，分段长度一般为2～4m，取样间距一般为5～7×7～8m。地质 条件简单的
矿床，可间隔1～2个燥孔取样，且可不分段，取样间距一般为10～20×15～25m。爆
破孔取样见图1-723。

O:E·“

图1-7-28 燥被孔取样示缴图
1一爆砖孔;2一粉堆集常寓;8一采样构;4一矿体

生产工作面擦块、刻槽、刻线取样的线距，一般为10～20m，代表1～2个开 采阶
段，刻槽规格一般为10× 5 cm或6 ×3.em。

2。地下开采采场取样
地下开采采场取祥，一般在回采巷道和回采工作面进行或利用采矿燥破孔取矿粉。
1）国采卷道取样
遗常在坑道一壁用刻槽法、刻线法或网格打块法采取样品，当坑道未截穿矿体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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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凿岩机打眼采用矿粉样。取样间距视矿体复杂程度而定，一般为5～20m。

2）采场工作面取样

因采矿方法不同，采场工作面的取样方法和取样位置也不同。采用浅孔留矿法、充填
法私金面法开采时，在采场工作面用梨槽法、刻线法或网格打块法取样，取样网度一般为
5～10×5～10m。采用深孔留矿法时，利用儡被孔取矿粉样，取样网度视爆破孔布置而
定。采用分层崩孤法和分段崩落法时，多在分层或分段巷道的进路中，用翔槽法、刻线法
或打块法取祥，取祥间距一般为5～10m。

我国部分生产矿山的开采取拌方法和间距见表1-7-11。
3.采场取样工作量和化验工作量计算
（1）采场取样工作量一般按下列公式计算

(1-7-10)心孙
式中 T---年取样工作量。件y

Q-一矿石年产量，ty
g——每个样品代表的矿石量，t。

每个样品代表的矿石量取决于矿体复杂程度、采矿方法、取样间距和取样 长 度 等因
素，一般为100～500t，详见表1-7-11。

（2>采场取样化验工作量计算，与生产探矿工程取样的化验工作量计算相同。
7。3，2.2采聚下矿石取撑
为了掌握采下矿石质量，满足选冶工艺对矿石质量的要求，并为贫化、损失计算提供

依据，需对采下矿石进行取样。一般有燥破堆矿石取样、放矿漏斗取样、运矿汽车或小矿
车取祥，有时尚进行外运汽车或火车取样。

1.取样方法
（1）爆破堆矿石取祥是在采场爆碳后的矿右堆上，用方格网拣块法取样。方格网的大

小视滕破堆体积大小和矿石质量均匀程度而定。一般为1×1 m或2× 2m。矿石 质景均
匀时，可在装矿前取样，否则需在装矿过程中每隔一定时间取样一次，然后三班或每班合
为一个样。

<2）放矿漏斗取样是在放矿漏斗处，当放矿至一定车数时或一定时间以后进行拣块取
样。按规定车数或规定时间内所取样品合并成一个样，以掌握每班或每猛夜从采场或贮矿
仓放出矿石的质量。

（3）矿车取样分为运矿汽车、小矿车以及外运火车取样。前者是为了鉴定各采区、矿
段、阶段采出矿石的质量、后者是为了鉴定矿山外运成品矿石的质量。上述取样是在车厢
内均匀布置一定数量的取样点进行拣块。矿石质量变化不大时，可隔一个车厢或几个车厢
取样;矿石质量较大时，则每个车厢均应取样，将一定车敷或一定时间内所取试样合并为
一个样品，每个样品约20～30kg。

2.取样数量计算
彩下矿石年取样工作量，按每个工班取样工作量酸每个样品代表的矿石量进行计算，

其公式于下∶



276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囊1-7-11骏围都分矿山开采取样实例表

开界方式 浩 采下矿石取禅矿山名称 漱 钢

？一- 5

（1）平台椒探用期线独取样，群长4m，样重2kg
<2）慢破孔矿粉取样，在每个孔的矿粉堆上进行，

每港取6～8个点。样重0.5～0.6g。采样网隔为;大孤山纸矿
誉铁矿隔孔取拌，阈隔12m，赤快矿等孔取样，网

隔6m

乙熵激孔矿粉取样，样重1kg，燥破孔糊隔6m，每孔
东数山快矿 均取样，一个样代表原矿石200～2500t '

塌脏孔矿粉取样，离孔取样，脯1～2个孔取样一个， "v南芬快矿 样重2kg
路 碱碎前在火率厢用 8点法取种，一塌破扎矿粉取搏，隔孔取样一个，同距为20×12m

攀枝花快矿 列车合为一个样品
成品矿在火车则内用 5~7 点法取燥破孔矿粉取祥。每孔均取种
擀，样重2～3kg·一列率合为一个大冶铁矿
神品，代表矿石309～400t

买 威晶矿在火本阔内用 6点法取养，铁扩在探楠和工作威上避行点病法取祥，点彪10～
一列车含为一个样品，样重10kg，20cm，楼长2m。第、结矿则用刻法取样海南铁矿
代表矿石量710t

（1 ）爆被堆矿石用方能法歌释。（1）平台精探中用连续刻槽法取样;洋长3～《m，
方格同为1× 1m料置2～2.Skg-

开 膏山怀菱锁矿 <2）戴品矿在火车心内用9点法（2）烯破孔矿粉改样。鲜孔均取，阐隔6～8血
取样，每列车合为一个惮

用5点按建行爆蜜孔矿泥取样，一个料代表1500～
金堆城钼矿 z20ot

（1）播破堆矿石用方格德焕法填（1）工作剪用刻档法取样，擀稽规将10×Sem，果 样，一个样代豪矿量1500t一个祥代表矿量20Dt
盐钝剑的矿 （2）矿车内用$点缺擦块。一个《2）是碱孔多点取样后，合并成一个样，代表矿

神代表矿量10t量1000～200t
爆孩毕弯石取样，一个样代表矿量工作面用拣块法取样，一个释代表矿量250～30t

：岛单保插物 2st
<1>燥破堆扩石上用3x5m的两在工作面上用2×2m的同整摔块取样，一个斑二个
释进行葱狭取样样，每个样代表矿量500~700t沙坝土舞矿 （2>商品扩在火车解内用5嵩锉
拣狭取样，每列牢合为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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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开采方式  取 样矿山名称 采下矿石取样梨 署

2→ 43
（1>熵篌堆石用挑块法取祥。在平台坡画上，分上，中、下三层取料。每来4～

每斑聚取20个点。每点约0.1年区合5点，每点取样0.Skg，整个工作面合为一个样，代
为一个样。代袭题剪量500～1000t表颗矿量500~10001

削盈石激矿 （2）卸矿点按不辆出矿地点分到
隔2率职 样一次。每 次 采2～3

点，每点约0。kT。一个群代表版

矿500t

（1》焊藏堆影石分区断行拆扶法在工作面盗行鹅播取群，美精规格为5×3cm，样

长2~{迎 取样。甸区即样一个

《2）就品扩在火车瓢内定点掉块明城石家石矿
取样，每列率合为一个件。代表矿

石量I20t
煅品矿在火车雨果取，储狗本合为源破孔矿粉取样，每个孔取样一件，代袭矿石量

东山石亥右矿 -一个降SD9t
（1》燥孩堆矿石用同粮拣块法取在同一次场孩的所有炮孔中，各取矿触0。25k合
样。网染规格为5～10×6m，一个并为一个样，代矿石量1000~1700t

买 样代表390～600t
（2）在矿车上用同筋法章样，每

东安石灰石于 亮车合为一个群，代表矿量30~的欧

（》）成品矿在题鲁皮带上均匀擦

换职举，一个蜜组合为一个算，代

表系矿量150~S00t

开 在堂遭起点站矿华内取养，每年取译蔽孔矿物取样，每孔均取棒10～15×4～4.5m*
一点，重0，3kg。10个斗的矿样合范围内的傲孔矿粉组舍戒一个种，样重3～Skg。代歌乐 山石灰石矿
顺一个华。代表矿量550t表看量6000～1000t

愈品首在火半胞内用S 点法取桦在聚锅内布量36条，勘探线，问距20～T（m，凡候
邮点取二护。每隔三个车顺取等~上取蛾附近的馨截孔均进行掌粉取样、每个孔肉范把关河石灰石矿

来 锌口青下在2m、制四、34向处革样
（1>黛破堆前石用拉缺法取群渠蔽孔矿粉取样，每10m为一个样，代表矿董1200t。
《2）言事中莓车取一感，一班合如地质条件变化，用滤换法再取一定试样小南膏白云石矿
为一个群
（1》在粗裤后皮带上定时定点取烯酸孔矿粉取举，备孔均取。网度为10×10
样，调班合并为一个样。样重20kgφ
代表矿量300t

测少自云石矿 （2）在属品境上按1×1m同度排

块取样，每个样取80～30个点。摧

重20kg，代表矿誉20Dt

属晶矿在火车阳内取拌，一列车合

篇下开某
刻戴法取养，富矿样长加m。盘弯择长台m，取样阅

为一个样。样重10～S0kg，代衰矿能10～S ×10-36m号长晚长矿 量5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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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升采为式 媒刊钩出博善碧尊矿山名称  取 样

32一 4
爆被堆矿石用拣块法取祥，每斑一刻常法取样，样长2m，刻著缆格3×2cm
个样寓品样在火车屏内用S感法来大庙饮矿
取，样重25～30kg，拌品加工后网一

列车的试样合并为一个神送化验室

（1）蜀碳堆矿发用焦块法取样坑道中用刻粮取费，取样阀距为∶铅走润30～6C量;
<2）凳石出喹后在车厢内甩 5点沿倾向50～6Cm。刻赣规将为3×2cm
法取祥，五个车期的详品合并为一

个排
龙颁快矿 （3）成品矿取样在降列火车前、

中、后三个车顺内用8点法采取。

三个试样分别化验计算其平均值。

代表矿量600~800t

（1）操破谁矿石用拣块法取样，打抉法取样，每0，2m打一扶。每块重D，5g。2m
隔日联一次，每次取一个壁合为一个样，打块网度为20×10m
（2）在欤内小矿车内用一点法取
科，辱班样品合井为一个

行山快矿 《3>.商品著在火车厢内用B点法” 采取，每点取样1kg;隔车取种一
个，10个车厢<包括朱取样车耀）

合并为一个样

<1）袈矿时在能矿机上取样∶每连滨打块法取样，一般为一条线连族打块，矿体变
主亚一个梯，50军合并为一个。立化大时，2～3条钱打块，样长2～3m 即在井下用激光位分析
（2>矿石破哮后在运物皮带上球开 梅山铁矿 样，每个样代表矿量27t
（3》咸品矿在火军厢内用5点法
戴样，10个车用合为一个样代表矿
量60一800t

（1》出宣矿车三车中一车取样，数植法取样。取样阀距8～I6m，伴长?m。刻精规
用3点采取，每班合为一个样。用弟10×名c四m
紫龙仪分析金铁含量者 风虱山铁凳 .2>此品扩在火率厢丙用8点法
康挡，每列车合并为一个祥。代裹
矿量500

禁江铁矿 刻糟祛取祥，取样闻距10~20m。测槽规裕5×3cm
（1》坑内在矿车刑中用3点法氯悲道用刻精法或点貌法取样，样长2m。工作固用
取，每一工作面所取样品合井为一打快取样，每月一次
个撑八街钱矿
《2〕威品矿在火车丽内取样，每
个样代表矿量20O～500t

<1>爆破堆矿石用拣块法取禅，碧道用想精法取样，取祥何距为26血，取锌长度1m。 取样陶度为1×1m成2×2m，等点
工作面为刻楼取样，取样周准为25×25m，取拌长 取科重量0.25kK，等班 合为一个凯顶山锰矿 样，代表矿量6度1m，刻槽浇格为10×5cm （2 ）威品驴取样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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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我

时账迟依 采下矿石取样矿山名称 取样采 场

43置自
用小中及崩感法采矿，采场取棒为逼威孔采矿粉，取样

单额师矿
网度为4～6×10m（取祥闻距×层高>，每孔取样一个

留矿法架矿。在工作面用超槽法取科，承样间距18～12
中条山戚和沟粥矿

m，样长2m，刻棚规格10×3cm

密矿法采矿时，在工作画用打块祛取样，取样阔吧4～6
地 N北绸矿 m。小中段崩落秩采矿时，利用爆破孔取矿粉，取样网

皮为《～6x 】0m，爆破孔中2m一个样

留矿法及圈矿房柱法梨矿，在工作面用购横法取样!分
狮子出铜矿 层法及阶段矿房法采矿则利用爆被孔取矿粉。取样网发

为A×6血，减祥长度2a

下 留矿法梨矿封。在工作西用刻神齿取样。分段期落法采

平水销矿 矿时则在分没卷道穿脉中用刻横法取持。取样网度为5
×8×10m，样长1～2世。财攒规格5x3cm

誉道中用知澜法取样，取梯网度为10×12.5m，取样长
火厂锡矿

度】m，耐槽规格5～19×3c血

开 刻槽怯取排，用留矿法浆矿时，在工作面上嗽样，取拌
杨家杖子解矿 陶距4～8n，取样长度1m，则植舰格10×5cm。用小中

段崩藩怯采矿时，在分段野脉中敕样
成品矿在火车剧内取样，S个洲横法取样，取样间配20m，样长0.5a，刻精测格4x

复州障粘上矿 车厚合规一个样代表矿量800tScm
界 刘推绘取样，取样同距5m，祥长0.5～0.7血，刻憎舰

争 上燕作贴土矿 格10>5cm。另外用打眼法霜小浅并查明矿体边界

取品矿在火车丽内取样。每费坑通用点蛾读打块取伴，取样词距40m，桥长1～1.5m。
古冶窗土矿 律置S～8kg工作面好隔40～50m用打块法取样一次

(1-?-11)T=D×N×W
式中 T——年取样工作量，件;

D-—年工作日，天;
N——每日工班数，班;
W—--每班取样工作量，件

(1-7-12)或 7。Qq
式中 T—年取样工作量。件;

Q——矿石年产量，t;
q——每个样品代表的矿石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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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算式计算结果为正常情况的取样工作量，考虑到有关条件变化，尚需乘 以1.1～
1.3不均匀系数、每个样品代表的矿石量与采场取样相同。

3.样品化验项目
采下矿石一般只进行基本分析，分析项目根据矿石质量要求的主要组份确定。

7，3.3 矿山地质、测置的设备、仪量和人风脱置

7.3.3.1 地质设备、测量仗器配置

1。钻探和取样设备

1）钻机
生产矿山配置的钻机以浅孔钻为主，所需钻机数量可技下式计算∶

心 (1-7-18)X=-DMPF-K
式中 X--钻机数量，合

T—-年钻探工作撒，m

D-—年钻探工作日，天;
M—日工作班制，班，
P——台班效率，m）
A—不均匀系数;
K—-备用系数。

年钻探工作日一般为200~250天，不均匀系数需天开采一般为0.6~0.7、地下开采一
般为0.5~0.6，备用系数当钻振工程量小时为1.2～2、钻探工程量大时为1.2～1.5。

钻机配置也可参考类似生产矿山经验，按表1-7-12选取。

表1-7-12帖机数量配置参考表

钻 机 （台）量数

山 类 别 200～500t销机“客闰妇刊畜掌

“广砷

单K东咪
了编大、中曼矿山

；小型矿山

1~22~4

模下芽犁
大。中型矿山

1~2小型矿山

2 ）到刻擅取样机
根据刻槽工作量大小，一般可配置 2～4合风动刻横取样机。
2，测量仅器
在矿山生产过程中，测量工作主要任务是;
<1）接国家三，四等三角网和三、四等水准网的要求，建立或补充矿区地面控制网，

作为矿区范内各项测量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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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区大比例测量和地面建筑工程测量。

（3>在地面基本控制网基础上进一步加密测量，建立符合精度要求的露天采场工推控

制网，作为日常测量工作的依据。
（4）为了正确指导地下采掘工程施工和测制各种平、剖面图，必须根据采据工程的进

展建立起一定精度的井下平面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
（5）生产过程中应进行日常测量工作，一般包括生产探矿工程和采矿燥破孔的定位测

量，剖面测绘;各项掘进工程的位置、方向、玻度测量;回采工作面的边界测量;岩石移

动或露天边坡稳定性的定期监控观测，以及其它抬导生产的测景工作等。
矿山各种测量仪器配置应根据矿山生产规模、开采方式、采区分散程度以及矿山机械

化程度等确定，一般可参考表1-7-13。

表1-7~13测量仪团配置会节表

争 （台量数器
水 准 仪 大平般仪经 纬仪矿 山 类 殖

单丝湍资遇型 普通变精密限精密型 一e 2个测量组6个工作商配2~3复杂火型整K缺泌 直； 配一食一台1-2一般 -ed申小盈 810个工作复杂 1~2 其上 ”男形！命”一般 ”2~3复杂 5个工作面配啦；大型 盈叶

触下升来 一台 1~:1~2一般 ，。，中小固 8个工作面配1~2 ；涵复杂 同上 直一一白一般 。 ，，

精密仪器中的经纬仪，是指精度0，7"、2"、6"级，水准仪是一级水准仪（S1。普
通型仪器中的经纬仪是指精度15°、202、30"、60"级。水淮仪是指精度低于一级 的 水 准
仪。各种测量仪器规格型号详见本卷常用资料附录 Ⅰ。

3.其它仪器
为进行地质素描;绘制地形图、地质图;分析、统计矿石质量和计算储量，尚需配备

一定数量的罗盘仪、直角座标仪、编放仪、求积仪、照像机、复印机、微型计算机等，其
数量根据矿山具体情况确定。此外，根据矿山具体条件和实际需要，集些矿山尚需配置包
括主机、打印机、绘图机和数字化仪在内的全套矿山地质微机工作站。

7.3.3.2 地质测量人风■霞
矿山地质、测猛人员配置，主要根振矿业规模、地测工作量、采区分散程度、工作制

度等确定。一般可参考表1-7-14。
冶金工业部于1980年12月颁布的《冶金企业劳动定员定额标准》（试行）中，关于测

量、取样和钻探工人起额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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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4地测人员配置参考表

测量挂途质节 钻探工人 含 计猫愿黄测费工人 取群工人地成工人矿山类别 采人员茶人员
41~-510～1557大型 2～s5-g8～a 、

健K床账 “ 。 27～371~a~103心6 S-5 4~6型 ” 13～a1” 2-4 3~5小型 2～42~s2～3
2~3S-4 47～的610～14 10～156～8大型 s～18B～12

砜仁肤咪 51~a71~2。 5～86～10中型 8～104～64～8
1” I~254~6 响3~4小墅 4~63~4

注∶表内不包据行致人员。

（1）测量工人∶露天开采年采剥量>1000万t为9人，年采剥量<1000万t为6人;地
下开采按年采矿量每5万t1人计算，中深孔采矿法按年产量15万t1人计算。

（2）取样工人;露天开采爆破孔取样工人，按穿孔设备台数计算，每二台为1人;刻
槽取样工人按每人每天2m计算，地下开采按每人每天1 m计算。

（3）钻探工人∶露天开采汽车钻机每班5人，地下开果境内钻机每班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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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单位 化工矿山设讨研究院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

镇写人 李新文 陈遇漂 王思孕

8.1 矿山 化 验 室 设 计

8.1.1 矿山化验室的任务

建有选矿厂的矿山，均相应建有综合化验室，矿山生产地质所取的矿样，均送往综合
化验室进行分析。但在采出矿石即为商品矿石（如铝土矿、某些化工和非金属矿）的矿山
或采场、坑口远离选矿厂的矿山，应单独建立矿山化验室。

矿山化验室的基本任务是素担生产探矿取样、开采取样、商品矿石取样及内部检查样

的分析化验工作，有时还承担环境保护监测样、生活用水样的分析化验。
矿山化验室的分析项目以基本分析为主，必要时筛进行组合分析、全分析和水质分析

等。

8.7.2 矿山化验蓝设计的蕃本要求

8.7.2，1矿山化验蜜设计的资料依据
进行矿山化验室设计时，必须有下列资料作为依据∶
（1）矿石性质、产品质量要求、矿山规模等资料;
（2）生产探矿取样，开采取样、商品矿石取样，内部检查样及其它项目等的取样工作量;
<3）分析项目资料，如基本分析、组合分析、物相分析。全分析、水质分析及其它分

析项目等;
（4）矿山生产对化验的时间要求
（5）化学分析允许偶然误差的规定。
8.1.2.2矿山化验室设计的主驱内容
矿山化验室设计的主要内容是∶

（1）确定化验室的工作任务和工作量;
（2>确定化验室的化验方法，

（3 ）确定化验室的工艺配置
（4）确定化验室的仪器设备，
（5）确定对化验室辅助设施的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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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定化验室工作制度及人员编制;
（7））编制概算;
（8）编写化验室设计说明书。

8.1.3 矿山化验童设计的确制

8.'.3、1化验任务和工作量的确定

矿山化验室的任条和工作量，与矿山种类、生产规模、矿床复杂程度、矿石类型、质
量变化及矿物成分等因素密切相关，其直接因素是取样的种类和数量以及样品分析的种类
和项目。一般矿山生产取祥的种类及要求见表1-8-1。

生产矿山化学定量分析主要种类及分析要求见表1-8-2。
表1-8-1取裤类及宴求表

隧 要莓 隶取祥种类

见本篇第七章生产操矿取样
开来取伸 包括果场取禅、爆破堆取样、放矿溜斗取伴、言车取养，详见本工第七产

按每日送出的商品矿石的批数取样商品检查样
一般韵项基本分新副样10%内细检宣梓

注∶表中未列的其它脊品，由于婚气的数量少。一般在计算工作最时，不予少虑。

表1-8-2化学定量分析主票种樊及票求

串等困 消分 析 项 目 类替节

叫- 43
每个弹品德要求做基本分析（亦名普主要有盗、有害组分 是圈起矿体、暂分矿石类型和晶
理分折）基本分新 毅、计算、饰置与因量指导矿山

生产的主要像器 -
一般由几个或十几个基*分所的融洋丁解可综合利用组分及主要有害具练合利用的有盗组分，

组合分析 按长度比例组合刑威组份的营量及分布情况并计算编影响矿石选、冶性蟹的有
各姐分

可我用短合分析胸祥或单独果集，每全部元素政组分 金面了解各类型、品级矿石化等

全 分 背 种矿石粪型徽1～2个成按伞触10～成分，对矿石和围咨作源入的研

9 15个牌

一部分非金属矿产如石棉、白云母等系以物理性能确定其工业价值，只需很少量的化

学全分析了解其化学成份。
各种化学分析的元素数量与其相应的年取样工作量之乘积累加值即为全年的化验工作

量。
8.1.3.2 矿山化验宣的分析方法的选择
根据分析孤瑾和操作方法，矿山化验室的分析方法可分为化学分析法和仪器分析法雨

类。
1.化学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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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任务不同可分为定性和定量分析。生产矿山大量的分析工作是定量分析。定量
分新是莉用化学反应生成物的难溶性、难离解性和挥发性等特点。以及消耗试剂的置来确
定被测组份的含量。定量分析法的种类和适用范围，见表1-8-3。

表1~8~定量分析法种粪和遗用范围表

透 用 范 图潍鼻
21 3

主婴用于亮含量元素的测定和粉有先素的分析（如Si、Ni、W、以沉淀法为主，次之有气化
Co等元素的测定），还用于作热分析和标样分析。由于操作紫琐，置量法 法、电解选、萃取法（气化
披不适于快速分析。徽散成分粮天批量试样的调定法赤名椰发法）
操作测便，测定较迅速，准确莨较离（相对误差0.1~0.2??应中1 郭滴定法定量法〈亦名 用很广。通常用于需定高含量灾中。低含量（1??上）期份。

气化还原演定法 适用大批样分析
络合潮定达

涧定法） 况淀测定法
注;1.氧化还陈满定法包指高锰酸例佳、重倍酸赞法、碘验法，澳煎盐法、铈量法等

2.络合滴定法主要包括EDTA法<EDTA为乙二博二乙醚二胺因乙酸的简承）;
3.沉淀滴炮祛主要包畴生成银盆状淀的佩撒法∶
4.重量（法）御质量的习惯称。

各种组份及元素的常用化学分析方法及定额的确定，可参见表1-8～4。
2.仪器分折法
仪器分析法是以物质的物理和物理化学性质为基础，使用特殊仪器进行测量的分析方

法，又称物理和物理化学分析法。
1）仪器分析法的分类
仪器分析法的分类见表1-8-5。
矿山化验室常用仪器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和适用性见表1-8～6。
2 ）仪器分析法与化学分析法的关系
仪器分析法在岩矿分析中所占的比重，国外为60～70??国内为40～50??并且还在

不断上升。
仪器分析法速度快，灵敏度高，适用子微量组分的分析，能完成许多化学分析不能解

决的分析任务，在坐产和科研中已被广泛应用，其中X射缎荧光光满法、中 子活 化 分析
法、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等，国内外都在逐步推广健用。

当前我国一些有色金属采、选、冶联合企业的矿山，如白银厂多金属矿、德兴钢矿、
水口由铅锌矿、金川镍（钻>矿等已经使用X射线荧光光谱仪和原子吸收光谱仪。不少大
型矿山已经使用原子吸收光谱仪。

由于仪器分析法一般需要以化学分析为鉴础，如处理样品、制作标样、核对结果等，
加之仪器分析需要使用精密、昂贵的仪器，特别是大型化、复杂化的精密仪器（如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仪、中子活化分析仪）尚难普班使用，因此仪器分析法还不能完全取代化学
分析法。目前，二者多联合使用，互相配合、互相补充，以达到灵触、准确、快速、简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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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1-8-4常用组份及元素化学分析方法及定额裹
备人工脏分析定额

八”跟分及元素 分 析 方 法 斌用的矿石类型及品散（第）要求

蒂祥化盈实际指际， 台3 。2
>0.2，铅、锌精矿及饮剪石中懈的测碘化法;硫代疏酸钠容量法《演标准 21 20心25定辞心

“台25>0.5，锅整带中啊的测定碘氟达;氟组化温容量法

6070铁矿石中锅的测定快建酿氟法
叙性底液极谱次 <0.s，铅、作、锅、烟等精扩及铁、锰 30-~4岂C 矿中炯的测定

30～400，01~1，钩、锡物矿中铜的测定明试剂比色法
50~80饮矿石中蚂的翻定

6~比 色 法 议钛铁矿中例的别定

20~25三锰矿石中例的测定

EDTA容量法 >1、钢、铅、锌、栩、继每箱矿及缺 25 20~80矿中的船的测定

3 40～50Pb <1，铜、锌、铝盛矿及恢矿中铅的测定
盐腔襄液极習法 20~30蜂矿石中销的测定

40~3<5，锅精矿中铅的测定盐酸一柠藜酸应液 极债祛

26~30>1，锌、锅、佃精矿中榨的测定 PEDTA容量法 15~25铁矿石中锌的混定
Zn S3 40～50<1，销、作精矿及铁弯石中铈的测定

氮性底液 极谦浓 0～40三活矿石中转的测定

“亩？13>4，钨糖矿中鸭领三的测定8一羟基哇啉重量
15-12例、锡矿钨算三的测定橡晶冯当当律

受WO; 40一0.02～4，第、帐特扩中鸭城三的测定瑞看腋盐比色法
15~30雨取氢容量陆

出 15～20阅酸好重量法 >2.5，佣特矿中焊的测定

艺！20EDTA容最缺AMo
2025<2.5，钨箱矿中锥的测定碗氰散盐比色接
25～3028碘据法 镉、停精矿中锅的测定

15～2014观量法图 38 40～~5>0.1停种还愿容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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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每人工魔分新定额

小才”方 法组分及元素 析 适用的旷石类塑及品位（??要求分

蛇荐定额实际指标 。， ·3e
25~300,1~5丁二后比色法 矿’
25～8925EDTA容霞法 5~98扭扩石、惧桶矿等染的测定 。 10~>40分离君润定EDTA法
15～P)铁矿石中镍的测定权仿萃比色法Ni 5-钒饮铁矿有中貌的测定

兽了当鲨矿石中镍的测定氧仿比色法
15～25铁矿石中镍的测定惶试剂法
50~f)快矿石中镍的测宠极谱 岂锰矿石中集的测定
20一23200.的01~1，佩糟矿、三锰旷石中站的谢盟酸箱——R盐比色法

命 10~帆钛铁矿石中钻的测定（用
C 龄琳锅

30~i铁矿石中帖的测定

10~10S～40,电位滴定法
10~10>005卑磷酸丝容批法
30300,01～0.5卑碘戴盐比色法A4 0~23蒸馈社 25~25氢氧化钠报谓法
50~雪单一系等硫摆化钾统化密业达
50-5二乙按垩家代甲酸钠容亚法

引 10~10>99燕馏法
一色、 56~朱砂中汞的测定桐试剂容景法

80～4280.001~0.5孔企绿比色然S 25~3A0“”溴腔钾、铈量、碘量法
>1EDTA容量法皆 00B5～0.5随踩比色法

20“当>0.08s/t孔雀绿比色法
15-12>sg/tAa 火法试金（重量法）
20-3019混法试业-活性资缓附碘盈法

3 响！<0.00x火祛试金分离——重盐性
6 6~夕客详上Ag 双减眼比色法
言一 50商含量蟹法分离后KCNS抗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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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每人T.班分斩定额
（个）"分 析 方 法组分及元素 适用的矿石爱型及品位（??要求

推荐定额实际指标 e，e- 3
5050重烙酸钾容量法 >0.5、全铁可溶性娩，氟化亚骶的测定

尊编游 含种镜高的矿样中铁的测定石灰石。

粘土、蔑锁矿、硅酸盐中铁的测定 10~EDTA容盘些 83
20~20窝适酸钾法 全铁易癌铁、机世长、馅候矿、不溶

60~70于取的慈憩盐盐脓氟化物重骼酸钾容量法

60~70含黄铁矿较高，含铜小于1??难焙快意法—稿磷混殿净样
矿全铁的测定

50~全铁、含有硅酸盐或德粮盐黄铁矿含拳镓诉！鼻莓
Fe 申肃咨啬墙响

30-0Cu>3 ??全铁测定分离法
70~部80铁矿中流铁的测定盐酸氟化物重筛酸饼容盈读
20～30铁矿石中锰良的测起置络酸钾容量法
40-560三幢矿石中铁的调定重络酸钾精量法
20~30帆试铁矿中全铁的测定过氧化钠熔样重筛股钾容量法
30帆钛铁矿石中碗铁的测定盐酸氟化钠重焙酸舞容量法
20200.005～I，白宵矿、氟色鱼属及其它矿高智酿舞（或过碘酸钾）比色法

石中锰的测定

业！20鼎的矿中储的测定硫膜亚快被比色楼
20~20Mn 软矿石中锰的测定过硫酸亚貌容量法
30~40锰矿中锰的鹦定比色脓
30～40硝酸被法
20-201~2以上照供矿中锰的调定真浆乳淡装容量按
20~18容量法
20~20戴统一武量法 0.01～5端的测定溢障着 25一800。1~50磁的测定燃统中和法
89~90铁、锰、石灰石矿中盛的测定或易陪燃贷法<S或SO;）。 整主SO3的圆定
50~80帆钻快矿中疏沟测定硫膜惧觉量法
10~5换矿中碗的测定
5心10性硫中硫的测定半焙重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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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每人工庭分析定额

C个）造用的矿石类型及品位（??买求分 析 方 法粗分及元素
蕲蒿仍堂际指标

售1 3e 签 人
25-23确馆帆酸比色法” 4面～50确钼酸按容量法 铁矿石中确的测定

40-50碑相蜜比色法 饮及锰矿石中磷的侧定

F 20~30蒸馏法
25～23有色金属矿石中吸的测定燃贷法。 70～80铁矿石中碳的测定

30～403oCa+Fe 映量法同杯连测
30～40极璃法Pb+Zn
10～<10容量法

25个杯59| 50~销集矿中纲镍的测定（准测）丁二肟筛试剂比色法测
40~20个杯40Cu+Ni 缺、BCO比色测佩 佩拂矿中键的渊定（连调）容量函∶物等均用容 量法
岭了3Sb+As 容量法
20~20>0.2，但，佩扩<可单侧和建测）纸色餐食量法
20~20饱、馄矿<可毕属和连测>焦温膜例重量法

Tb+Nb 20~20<0.2铝、银者（即单测和连测）丁基罗丹明B比畅法
20-20钮、张扩<可苹得和连测）驾化满股C比饱法
20~217‘’EDTA容量法Pb+Zn “ 20～1zCu 较确法
20～3e站、闸。橡闻猝连孤极横法联合操定Co*Ca*Nil

16 16～20物相分析CaO
15~12P6O 物稻分断
15出ZnO 唐插哈常
5~B铁矿石中铜物超分析物椎分领Cu ~6铁矿石中铁物相分析的相分析F。
80～90Fe0 饮矿 石中气化铁的测定章络酸钾容量快 30一40望矿石中氧化铁的测定
10~207e+P+ 储矿石中铁、确，二氧化磕的测定比色法连途侧定SiO: “！1fSi*AI 重量法、容量法网杯连鹏
26~20客量法、容量法同杯连测Ca+Mg
15~“建量族、容重怯、客量法阀杯连测Si·Fe+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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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谱
母人工程分析定额

<个）分 析 方 法暗冷户岩建 适用的普石类担及晶位<男）要求
 推荐定额蛋际指标 →e 3

20>1，铁矿石中二氧化硅的测定 20~30动钓胶脱水重量法

！述应矿石中二氧化硅的测定

15～2D符灰石中二物化鹿的测定

10~15易熔粘土矿中二氯化硅的测定

30~重量法 25>1，鹅、镉，签糖矿中二氧化硅的测定

雪！45硅哺蓝比色法 <30，铁扩石中二氧化醚的测定（用帕

拼南。 80～40到？
20～80烃矿石中二复化硅的测定
4帆钛性矿石中二氧化硅的测定过氯酸脱水重上法

50～80<10，惧饮候矿中二氯化硅的测定<用铁过名化钠铂鳖比色法
坩幅）

20~30石灰石矿中二氧化硅的测定比色法
40~50易烙粘土矿中（要用520型比色计>二

氧化硅的测定
40~35>0.2,EDTA容堂讼CaP:
客！45<0.2,比色法

30钼酸钕容量法P:0s 13砖相脓浊带煎量法
12~15厚子吸收法
20~50磷酸趣重量法
30~40
6cBEDTA容量法 钒钛换矿中氧化误的燕定

MgO “广尊钮矿省中制化模的测定

40-50有家石，昌熔粘土中氧化餐的测定
10～15难熔粘土中氧化顿韵测定
30-一40快矿石中氧化钙的测定容量法或EDTA容造烧

EDTA读 6～8机钛铁矿石中氧化钙的测定

20～20锰扩有中载化钙的讽定
0~50石灰石中氧化雾的测定Cno
10～15雕熔粘土中氯化钙的测定
10～16高锰破钾茜 石灰石中较化钙的测定
60~70易熔构土中域化鸿的飘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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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每人工整分析定额

【个>粗分及元素 方 法 适用的矿石类型及晶位〈??要求析分

探穷定辆实际背标， 占。”？’
20~30帆钛铁矿中及铁矿中二氯化伙的鹉定硫酸高铁故容量法（碱溶）

2c～30铁矿石中二气化就的测定过氧化氢比色达
15~20尊寻穴吞雪详 钒饮恢矿中二氧化饮的测定

TiO: 40-~E0品熔粘上矿比色法
10~15难熔粘土旷
1529帆饮铁矿石中二氧化钛的测定三氯化饮容量法（磷酸溶样）

20~30铁矿中三氧化二铝的测定犁围结端轴详
25~3铁、锰扩石中三氧化铝的测定EDTA宣量法
6一8帆钛铁矿中三氧化铝的测定重量法Al10: 10～15有灰石中三氧化二钼的测定
智了召易溶粘土中三氧死二帽的侧定EDTA容量法
10～15：雉熔粘土中三氧化二铝的测定
30～J0铁矿石中三氧化二铬的测定CI:O, 莱代黄脏基来拥酸客量法
40~50铁矿石中五氧化二锅的测定Y.0s 硫酸亚铁密容量法
I5~25权出铁矿有中五氧化二帆的测定
10~锰矿石中氧化领的商定BaO 碳酸创重量法
40~50铅铁矿石中氧化钾（够）的测定火焰光度论K.0或

Na2O 50～60品熔粘土矿中氧化钾（销）的醋定
20~30帆钛铁矿中氧化纽的测定MnO: 草酸的高领蒙神客量法
20~30铁矿石中、锰矿吞中氧化畅（缺）的EDTA联合测定

测定Cao
一！畸钒钛铁矿中氧化钙（铁>的测定

MgO 35～4石次石矿中氧化钙<镜）的调定
15~20石灰石中二氯化硅与氧化奶的商定SiO:+ EDTA法与动物胶法联合测定

CaO
10~15难熔粘土警中三氧化二性的测定比色法
80~0>51晶熔粘土矿中三氯化二恢的测定重铬腰钾容量法Fm;O I 60-70<5,比色法

Fe0;
占艺 6一3CaO 联合测定（帕增埚招料）
MO
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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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法类型表 袭1-8-5

有叶 设 辞具二 分 方 法 方 法分
号 。 :。差且 ，。

环子发射光语法 商奔光满分析法，代号AES
光学分折法； 原子光谱法 亦名原子吸收分先光度法，代号AAS原子吸收光谱法

代号AFS原于荧光光谱法

亦名红外分光光度法红外啦收光谱法

亦名比色法筒见吸收光谱法普 .分子光谱糖
孝 亦名紫外分光光度法蒙外股收光调法

纤‘“1 奖光光请法

拉量光谱甚青
法 代习XRFX射线荚光光请法

X射规光语法
雨称电于滚针电子掉针X射线显微分析法

代号NMR核避我振分折法波谱分析澳
代号EPR顺蕴共级分析法

代号ICP-AES等高子体一发射光调法
电导分析法

电导法
电导渭定法

直接电位法管 电位法布 电位制定法2 * 控制电位库伦法库伦分新法（亦名电

分新 亦名降伦高定法恒电滤库伦法量分新法）
伏安法和极濮读腿
电重量分析法及电解分高法

同位素稀释法

尔断灯黄射仓学， 放射性绸定法
代场NAA中子活化分析祛

注∶1.除爱中所两三大类以外，还者质谱诰、包播齿、热量分析法气。
2.某密学者将分于光谱生中的分光光度读肉入比色法内。即比色分析法包括目握比包垫、光电比色缺痫分光凭 po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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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1-8-常用仪器分析方法的善本原理表

响 称 适 用 性计弗 理本名 基

烤
命 。~； 3

日视比色达 用要睛观察，比核格泄颤色深浊程 操作迅试，灵教度渐，仪
度以确定被测组份含量 群简单，价格低康。适于

比 分析抵含量组份，准确度
光比色祛 利用光电效应测纸光战湿过有色落

稍任，相对课去酒常1～

向 液的强度，求得被测组份含量拳 5??但对渊禅量组份已
利用单色（被帧或光懈）获得单 摆满足婴求

法 色光，用以测定有色海液对光吸收分光光度粘
的能力，从而求得被测组份合量

燥常用于分析Cr、Mn、Fe、一种特淼的电解分新法，利用病汞
Co、Ni,Cu,Zr,Cd,In,TI,极电解祥品、酒过测量电解过程中根谱法（分为始奥、示裁、2 Sn、Sb、Pb.AE、Bi等元素。的电饰一电【压特性曲线的率液电位方波、眛冲四种方法）
脉神额销法还可指瘦量分析及扩散电流进行定牲、定量外析

操作迅速。灵敏麦滴，举根据元素在高温下产生的特征端级
品用量少。主要用于分析及其醌度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光谱分折法（代号AES>自 颂土元素及鞭量多元肃泌

续或问时洲定

离效率。主要用于徽盘单基于从光源氧射出神调元素的特征
元素分祈。可测定60多种轴射线，通过样品的蒸气时，敏囊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代号AAS）
元素气中赞测元素的基态子所吸收;

报据辐射强度减弱的程度，求出将
则元素营量

快建、准确、操作简单。利用X射战激发试样中元意的特征

主要用于常量多元素，同X射续（X荧光），再经分光检衡X射级荧光光谢法（代号XRF>
附测定，也宪飞定微量元出各元素的特征X射战的能和强

矿 素，并可成功地外析化学度，从而确定觉索的种类和含量
性质级为湘制的帮土，能、

组，始、给筹五素

灵域皮很高，可测含量低用热（快）中子将待测元素数击成
至10~13克的元素，高舍量为放射性同位素。在同位素衰变过
不受限制。对Au、IrPd等程中再散射出γ射眠，检诞读y射
现敏度更高。对形土元素找的能量和强度，即可测出渡无素

中子活化分析苦（代号NAA> 费别消效，世界各国巴警及其含量e 淘用于分析稀士元素，已

施测定70多种元靠。可进
行多元意网时测定。导品

为矿粥、矿粉、矿块郁商

设备先进、准确，快速，主电感漏合等离子体一发射光谱读是
等离子体一霍射光濮法（代号ICP 要分折低含量（pm-ppb， 近代的先班分析技术之一
一AES） 级），高☆量也能微，组先

要端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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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目的。
8.1.3.3 矿山化验篮的工艺芝配置

矿山化验室一般包括天平间、化学分析间、极谱间、比色间、蒸酸间、标准液间、蒸
馏水间、高温间、办公室、贮藏室及通风机房等，各作业间的总体配置和作业间内部配置

应有利于仪器设备的保护，有利于保证分析质量。

1，作业间的配置原则
（1）各作业间应尽量集中布置在同一标高，并设单独的出入口;工作联系比较密切的

作业问应靠在一起或就近布置。例如天平间、分析间、干燥——马弗炉间;
（2）应考虑工艺过程的连续性、灵活性、工作方便和互不干扰;
（3）相同性质的设备或仪器应配置在同一房间内;

（4）天平间要求防振、防尘、防潮、防风、防阳光宜射、防腐蚀性气体、防强化磁于

扰，应布置在朝北方向，窗户朝北开;当具体位置难以满足要求时，应设双层玻璃窗和双
层蜜帘;

（5）天平间应与化学分析间靠近布置，或着将天平等精密仪器置于化学分析 间 的端
部，但应在中间加隔墙，并需对隔墙的门采取密封措施，以防酸、碱的蒸气和其它有害气
体对天平等精密仪器的侵蚀;

（6）天平间不宜与高温间和有强电磁干扰的房间相邻，并需远离振源;
（?）天平间、比色间、极谱间应避免与化学分析间、蒸酸间相对，以免酸气 影 响 仪

器;
（8）需要分析多种元素的化学分析间，一般应按元素性质划分开，以梗于操作，避免

元素化验时相互干扰，凡有硫的分析，最好单独配置一个房间;
（9）极谱间、比色间要求防翔、防尘、防振、防暴晒，应布置在阴凉位置，并应特别

注意防潮。
<10）高温间（烘样间、干燥—马弗炉间）应布置在最边位置，以利通风排气并减少

对其它作业间的影响;
（11）药品贮意与仪器，器皿保管要分别设置房间，以免酸气影响仪器。药品贮藏间最

好布置于北侧，以免阳光直射引起室温过高，影响药品质量。有霉药品应放在贮藏间专门
的位置。贮藏间应干燥、通风。

（12）有时除了在分析间设置蒸酸柜以外，还另单设蒸酸间;
（13）危险品贮藏间应单独设置在不掌建筑物的地方。
矿山化验室各作业间的具体配置，可参见图1-8~1，图1-8-2。
2.作业间的配置要求
1）天平间的配置要求
〈1>天平台一般布置在靠近不开窗的墙20~50mm处。以防焙瞭振动造成 影啦。天平

台宽约800mm，高约750mm，台面应水平，合板与台座（支座）之间放置隔振 材 料（如
50mm厚的硬榛皮、毛毡等），台面面层通常采用水磨石;

（2）天平间的窗户宜用双层玻璃。并设置窗帘箱，以利防尘和光电天平称量;
（3）天平间应备吸尘器吸尘。天气潮湿时，在其四角需放干燥剂（无水笃化钙、硅胶

或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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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平闻内不得设置水盆或有任何管道穿过，以免潮湿和管道渗漏、结露或因管道

自

二樱

· ？。n←参 w
道一楼

—3600×7*25200·

图1-8-1 矿山化验室平面布置示欢图之一
一轮默阀;2一办公室，3—叛缩水阔;4一极谱间;5～天平、比色陶;6一分析闻;

7一高沮酬样问;8一逢凤机房

d。10

“著

售9 a， 。n 。。 、
3
-0008-一模、 ：

-3600 ×9=32400-

图1-8-2 矿山化验室平面布置示意图之二
1一分衍间;2一贮藏室;3一极谢何∶4一比色间;5一办公塞;6一天平间，7一燕

墙水间;8一高瀛间;9一燕殿间）10~一意风机房

检修影响天平的使用和维护。
2>化学分析间的配置要求
（1）分析台有两种布置形式∶一种是布置在分析间的中心位置，称为双面分析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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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岛式和半岛式两类。另一种是靠墙布置，称为单面分析合（亦名靠墙分析台）。一般
采用半岛式双面分祈合，分析台的长度方向应垂直开窗墙;

（2）分析台的规格要求∶双面分析台宽度约1500mm，单面分析台宽度650～850mm。
分析台高度800～850mm;分析台单个长度一般为2800mm。

（3）分析台面通常为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台面宽度宜稍宽于台下的器皿柜。台
板通常采用32mm厚的优质实心木材，忌用水磨石台面。若优质木材来源困难，可 在钢筋
混凝土板上铺 以用环氧树脂等压制的薄板;

<4）分析台下通常设置器皿柜和伸膝凹口，每个分析台可设1～2个伸膝凹口，凹口
宽度600～1100mm，高度800mm（合高为850mm）。器皿框的隔踏部分需往 里缩进40mm
左右，踏脚高度100～200mm。配用高625mm实验凳;

（5）分析台通常包括洗涤盆、台面滴水盆和台面排水槽。上、下水管 紧 靠 分析台端
部。洗涤盆设置于分析台的端部，盆的上边缘高瘦通常比台面低50m血或再稍低点。一般
设1～2个滴水盆，

（6）分析间的走道应直通走廊、以便发生危险时，人员易于疏傲;
（7）在不设滴定间的化验室，滴定台最好靠窗设置在分析间内，应尽量惹近水池，同

时设置蒸馏水器;
（8）通风柜在分析间内通常靠墙（承重墙>布置，非常年空调的分析间，通风柜应布

置在室内气流的"死角"。分析间不大时，不宜面对面地布置两个通风柜。两相邻分析间
的通风柜可分别嵌在隔墙内，排风管也可布置在墙内;

（9）分析间的地面坡度，一般为3～10??并设地漏，以及时排除污水。
8）高温间的配置要求

（1）高温间的工作合一般靠两面墙成平行布置，台板应有足够的强度，通常用水蘑石
或水泥砂浆面层;

《2）高温炉与恨温箱一般宜分开设置，其中高湿炉工作台高850mm，宽600～700mm，
逗温箱工作台高700αm，宽800～1000mm。

〈3）高温炉和恒温箱需放置在铺有耐火材料（如石棉层）的水泥工作台上，外壳应接
地线，附近不允许堆放易燃、易燥物品3

（4）高温间内要求防尘，应设置排气罩。沿工作台的墙上应有相应的电源插座。
4）仪器分析间的配置要求
（1>工作台常用水磨石或水泥砂浆面层的水泥台板。放置精密仪器的工作合 必 须 稳

固。工作合宽度800～850mm，宽度650～800mm，长度根据需要而定;
（2）极谱间要求防振、防潮、室内需放干燥剂。比色间需配备格架，规 格 为 长1500

mm，宽500mm，高1800m m;
（3）当配置有照相式极谱仪和光谱仪时，作业闻需备有暗室。神片小暗室面 积4，5～

6m'，印相小暗室面积不少于6m'。
（4）光潜间要求防潮，应通风良好，窗户上需挂窗帘，以调节室内明嗜。仪器意发部

分的上部需设置局部排气罩。
5）贮藏间的配置要求
贮藏间是存散化验所需药品、仪表、器皿和副样。一般分为两小间，一间存放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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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间存放玻璃仪器和婴皿。当副样量大时，可设单间存放。一般与玻璃仪器一起存放。

药剂贮藏间应能存放一星期的耗药量，一般设置 2～4个药品存放架，规格为长1500

mm，宽300～500mm，少高1800mm，另设1～2个危险药品柜，柜的规格为 长】200mm，
宽300～600mm，高1800mm。存放架（柜>之间需留有800～1000mm宽的人 行通道。仪
表和器皿贮藏间内可设置2～3个物品柜和适虽的格架，物品柜的规格与药品柜相同，将
架规格长1500mm，宽500mm，高1800mm。副样存放可酌请设置贮存柜和 格 架。贮存艳
的规格为长1200mm，宽500mm，高2000mm，格架的规格与仪器贮藏间格架相同。

6）仪器分拆间的配置要求
采用仪器分析法配置的仪器分析间较化学分析的配置简单，真体配置可参见图1-8一

3。
造◆

狐率挑气 属2009 "低 代护一
指玉4，

寓取×其绿银口 -098-热实换式【031- 象自动竞觉X时规多湖 于

竿物朱刻 过多元素均时分析繁管 、趋， 330型。
-14都0-*43p·

点交被重口

样品南盈

步气着传耦一 知牟宁体

工作 台

图I-8-3 仪器分析间平面配置示意图

8.1.3.4 矿山化验室仪器、设备配备
采用化学分析法的矿山化验室，其主要仪器、设备有分析仪器、天平、加热设备、蒸

馏水制取器及其它器皿和器具。
设备的种类和型号选择及其数量确定，主要取决于需要化验的元素种类、化验方法及

化验室的任务、规模和工作量等因素。如分析Cu、Pb、Zn需要配置极谱仪或原子吸 收光游
仪;分析P、As、Mn需要配置比色计;分析K、Na需要配置火焰光度计;分析 稀土元素
需要配置光谱分析仪器;而当矿石中含有Au、Ag等资金属元素时，还需配置试金 分析仪
器。

1.分析仪器
1）分光光度计
一台分光光度计一个班可完成80～120个样的分析工作，每班可供2～3人使用。分光



29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光度计的型号可参见本卷附录Ⅰ。

2>核渭仪
一台极谱仪一个班可完成120～160个元素的测定〈包括试样准备），每班可供2～3

人使用。极谱仪的型号可参见本卷附录Ⅰ。

2.天平
常用天平见装1-8-7。

囊1-8-7平 表常 用杨
级葡（g）名 一般用及特点恐量（g）称你 号

最大500” 宁了吨托盘天平 用于称量要求不银渣确的工作一 用于工业分析中的一般性称量工业天平 │0.91～0.001一般小于200

最常用的特密仪器之一1092600.001课尼分析天平
一般1000,0001 分为自助光电犬平（部分机孩加码）、全自电光分析天平（光电天平）

动光电天平（全部机械加两）及电迷加码光
电天平霉。 为不等臂天平各种规格单盘天源

6 最大100 携带方度0.02托丝式扭力天平

一般对含量大于千分之一的高含量元素，进行常量分析时，可选用感量1～0，1mg的
天平;对含量为千分之一至万分之一的低含量元素，进行半微量分析时，可选用感量0.1~～
D，01mg的天平;对含量低于万分之一的微量元素，进行微量分析时，可选用感量为0.01～
0.001mg的天平。各类天平的型号，参见本卷附录Ⅰ。

一台分析天平每班可供2人使用。
除配备分析天平外，尚应配备托盘天平，以便称质量较大样品及检定祛码。一般可配

备1～2台。
3.加热设餐
1）高温电炉
指炉温在1000℃～1300℃的箱式电阻炉。高温炉的选型，可根据分析工作所需要的炉

温及炉膛面积来确定∶用于灼烧坩锅及沉淀用的，选用1000℃电炉;用于熔融试样的，可
选用1300℃电炉。高温炉的数量和炉膛面积是由每班最大处理样品量决定的，炉尴面积 S
可用如下公式计算;

(1-8-1)S=K·n·a·（号）

式中 K——使用炉膛面积系数（取1、2）;
n—每班侠用的坩埚或皿的最大数量，个;
φ-—使用的坩埚或皿的直径，cm;
π---圆周率。

根据计算结果，查本卷附录1，确定炉的规格、型号。若每班处理一批同种试样，应
尽惯选炉膛面积较大的电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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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分析磷、硫、碳等易烧失元素时，应配备管式燃烧炉，该电炉用于做全硫分析时，
台班效率为80～120个元素。

2）低温电炉
包括普通电炉、电热板、电砂浴及水浴等。一般使用温度为500～800℃。可根据用途

选用∶电热板用于熔样及加湿，电砂浴用于煮沸溶液；水浴用于恒温加热；普通电炉用于
灰化滤纸等。低温电炉的数量可根据最大工作量进行估算。一般矿山化验室，可配电砂浴
1～3块，电热板4～6块，电水浴1～2块。

3）烘箱
分为普通干燥箱、恒温干燥箱、鼓风干燥箱等，温度为100～300℃，一般可配备1～

2台。
4.蒸馏水制取器

通常采用电热式，规格有5kg/h、10kg/h、10kg/h三种。离子交换式尚无标准设
备。蒸馏水制取器的选用，根据每班最大用水量确定。采用容量法时，每分析-个元素
（包括洗涤用蒸馏水）一般为100～150ml，再乘以最大班生产总任务量，即得最大班署
用蒸馏水量，恢此选择制取器、一般矿山化验室配一台5～10kg/h制取器即可。

5.器皿及器具

一般包括各类坩埚、玻璃器皿及常用器具。坩锅可分瓷、铁、镍、银及铂等，其中锑
坩锅最贵重，可根据特殊需要选取。其它可按低值易耗品设计1～2套。常用玻璃器皿包
括烧杯、量筒、表面图、玻璃管、玻璃棒、三角瓶、滴定管、移液管、容量瓶、灌斗、试
剂瓶、烧瓶、比色管及配合使用的管架和橡皮管等。均属低值易耗品，由生产部门根据需
要选购。

分析台可按最大班生产人数配备。
采用仪器分析法的化验室，主要仪器为X射线荧光光谱仪。这种仪器能够分析ppm位

微量到近100??含量，分析的元素范围为元素周期表原子序数6、B-92，具有速度快、
精度高和自动化程度高的特点。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型号见本卷附录I。

8.1.3.5 矿山化验室对有关设施的设计要求
在设计矿山化验室时，应提出对有关设施的设计要求，其基本内容如下。
1.总回布置
（1）矿山化验室尽量靠近取样地点及生产车间。
（2）矿山化验室应布置在生产、生活区的下风向。为避免粉尘和烟雾的影响，应设在

散发烟尘车间非采暖季节主导风向的上风向。
（3）矿山化验室的建筑方位，应尽量为坐北朝南向。
（4）为保持安静，若矿山化验室设置在多层建筑中时，则应选择最上层，并集中于一

端。

（5）为防止震动影响，矿山化验室必须与铁路、公路、锻锤、冲床等震源保持适当距
离，距离大小可参见表1-8-8。

2.建筑
（1）为保持良好的通风换气条件，排除室内有害气体，化验室应采用单面外廓或单画

内涵的单层或双层的“——”字形或“一一”字形建筑。一般为砖木结构，跨度6～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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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1-8-2矿山化验室防震矩离表

序座
防震 距离（m）防舞距离（m）震 源 名 称 是 谭 名 称号号

<1 60~100国家换路 700~～1000
长栅- 离100～150矿区铁路 1～2t 100～169

串 命函祥陀谱 3～5t 150~25080～100炭设合
矿山公路 20～50 ≥10t 400~600

列送家 ” 10~15功率<100kW B0～100 万能能床。 ~ 15～~30牛头创150~200150～250kW
8～129 储 床30～40<60t

神求。 6-12砂轮机1060~100S0～2E0t
5 己 30～50高原电线品率 30-40（1～51）车间

注∶表内高压战的防黑距离，是为防电磁干扰。

间距为3.6～4.0m，室内净高以4m左右为宜，标准间面积以?，8×3.6m为适用。
（2）室内要进行防潮处理，天棚可采用蜂窝胶合刨花板，喷涂白灰砂浆，防止凝结水

滴下落。地面不能反潮、渗水。室内四壁不能用油漆粉饰，可用能吸水的白色砂浆。
（3>各生产间可设置带有拉门的壁橱，以代臀试剂架。

3.采暖与通风
（1）对各作业间的温度、湿度和全面换气的要求，见表1-8-9。

表1-8-9作业间通风采暖要求表

堇内混度（?? 小时换气次数（≥，次）作业间名称 室内温疫（℃）序 号
CO~7020～25~ ”礼己

1565～80e 14～20化学分析间
2565～803 草善窗 油14

”占65～80≥I4一 暗 室
1515～25 60~70v 光谓间（摄诺） w8 65一0l 羁飞看石

（2）局部通风时，采用通风柜，其单元尺寸一般宽800～850mm，长1200～1800mm，
合面高度850～900mm，柜内净高1500mm，操作口高度800mm左右，可单柜或双 柜，多
柜并列，但一个排风系统所带排风柜不宜超过3～4个。排风管内风速不 应 超 过7～8
m/s，管长不超过40m。要尽量采用塑料凤机和塑料管道。整体通风的一种方法 是装设轴
流风机，以强力排除室内有害气体，另一种方法是在相应的墙壁上下分别设置百叶窗式风
孔，以空气对流的方式排有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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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于冬季采暖标准地区的化验室，可采用暖气或燃烧室在室外的壁炉，以达到规
定的室温。非采暖标准区的化验室，为使冬季室温保持在4～20℃，可采取临时性采暖措

篇，如电炉或燃烧室在室外的壁炉，不可在室内以明火采暖。
4.供电与照明
（1）化验室用电量包括设备及照明两部分。
（2）各作业间最低照度标准如表1-8-10所示。

表1-8-10化验室最低平均照底绿准表
最低平均腹度（LX）

注作 间 荧  光  灯白  炽  灯
60~8030~40宫来

金 10009新分
8040室办 R 20~4010~20角 号→

（3）照明灯具离实验合面的高度一般不宜超过1.8～2.0m。遥风柜操作口上方应设置
一个100～200W的照明灯具。

（4）实验台或用电设备附近要设置电源插座，用电设备应设接地线。
5.供水与排水
（1）水源直接取自矿区生活用水系统。
（2）室内供水管网，应尽量设暗管，必须出露地面时，管线不得紧靠没备、墙壁等，+

要留有5cm以上的距离。同时要采用防酸、防碱等耐腐蚀的材料。
（3）室内各用水点，都应设置水盆或洗涤池。
（4）化验室的污水，都是含有酸、碱的废水，必须经过处理后方能排放。一般应 建

4m3的酸碱自然中和池。
6.环境保护
化验室空气中有害气体浓度要符合卫生标准，见表1-8-11。

表1-8-11化建室空气中有害气体允许浓度表
最大允许被度（mg/m3）有害制质名称最大允许该度（mg/m3）有害物质名称

60曹10*化复 如 200的30 ?一氧化碳 200脱1矿物馆，煤油、汽油 350 100醇戊（英算成碳） 100

0.5300 硫化铅松节旗 300脂肪类、不饱和酶类苯    驶 5
Q.03100 铅及其无机化合物（除有化铅外）甲苯、二甲苯 0.225 锰及其无机化合物（褥算咸MnO）四氯化徽 0.5W 奇性碱（换其成NaOH）>最 30N 氮确职及孤新

氰化氢及影学胶盐
0.3（换算成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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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6 矿山化验宣工作制度及入员编制
矿山化验室工作天数，一般与矿山生产工作制度一致，工作班制则视分析工作景及分

析工作的复杂程度，采用一班制（白班）或两班制（白班和中班）。每 班 纯 工作时间为
6.5～7小时。

矿山化验室工作人数取决于分析元素的种类、数量及分析工作的难易程度。一般矿山
化验室的工作人员包括化验分析人员、技术行政、统计人员、蒸瘤水制备《兼勤杂）工等，
其中化验分析人员应占化验室全员的70～80??技术人员与化验工人的比例约为1 ;3。

确定矿山化验室人员数应先计算每班所需化验的样品数，计算公式如下∶

 9+9N=S (1-8-2)R·B
式中 N——每班所需化验的样品数量，个;

Q—-每年化验样品的总数量，个;
Q1—每年化验样品的内检数量，个

K—工作班制，班，
B——年工作天数，天

计算每班所需化验的样品数量后，按以下公式计算每班所需化验人员数

(1"8-3)S-·A可

式中 S——每班所需化验人员，人;
E-—完成一个样品分析所需的时间，时;
N——-每班需化验的样品数量，个;
T——每班纯工作时间，时。

然后以S乘以K即得所需化验人员数。如虽期天不休息，应考虑20??休人员，再 【2
备必要的非生产人员、即可确定全部定员。

各元素分析定额参见表1-8～4。

8.7.4 矿山化验室实例
8.1.4，1河南其呢土矿山化验重
河南某铝土矿为露天开采矿山，生产规模为年产矿石20万t。全年生产探矿取样，生产取样、商品取

样及内检样，共1993个。分析项目为AlzOa、SiO2，Fe∶O。、TiO2，以基本分析为主。
该矿山化验室为一班工作制，每星期工作6天，有技术员1人，化验人员3 人。
该室主要仪器、设备见表1~g-12。
河南某铝土矿化验室平面布置见图1-8-4。
8.1.4.2 黄州挑调矿化验宣
贵州某确矿马路坪矿段生产规模每年近100万t，采出矿石直接入矿仓后，再由火车或汽车外运。
化验室主要为马路坪矿段生产服务，经常性的分析任务有外销商品样、生产样、矿仓检查样，经常性

的化验任务有地质刻撞样。组合样、内检样、小体重样和矿石水份样，此外每年为锅炉和空压机配翻1～
2次府洗液（主要用以清洗MgCO3和CaCOa）。分析工作量详见表1-8-13。

该化验室实行两班工作制，每星期工作7天，全员15人。其中技术人员?名，一名兼主 任，主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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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8-12主翼仪器设备表

、费 。 量材 数称
乙分析天平1 ，工业天平2
2箱形商起电炉3

光电比色计 14

?茂 福 炉6

唯 热 板 26

2普划电炉

恒 祖 箱 √
5白金坩慨9
20镍 坩 锅0
心11 玛琐乳林

“听新2T2T0 C3

节寻这

分析间-也干十长 一 办公事y.
天平刺 y

8

10 一 1500--3000--9N-名！
-18000

图1-8-4 河南某铝土矿化验室平面布置图
1一分析台;2～电热板3一篇形高洞电护，4一茂隔式加煞电团炉;5一离
子交换柱;6一水泌台;7一通风柜;8一水禧;9一电折销;10一水泥台;

11一办公察咆话;12一电热伍温干燥箱

表1~8~18化验工作量泰
备 选每年样品个败序 号 分析项目榔品种类

用户260多个P∶Os或多项分析1421， 外谓商品样
P:O;” 1348采矿生产样
P:O,75s793 矿仓检套样

P∶O;成多项分析1898“ 地质刻像样
多项分析 了解采区矿石质量变化。声 45Ⅱ合 样
P:O80~40公鸢草多
测湿度”？ 约10矿石水份种
P:0; 主要测重量10左右功 小体度样

注∶1.前五项样晶分析数量为正常生产年份之一的1984年实际资料。其中生产取样的数量大，主腰原图是由子矿盛
产状平续、白云特顶板不够租定，因面来育时贫化损庆率大，加强取择工作是为稳定采出矿石圆量的措座之
一。另一原因是包新用沙渊矿段的基建出矿和沙填土矿段小震天开采共20多万t可石的取样数量

2.多项分析的项目为∶P，O3、FerO∶，Ai;O，，Ca、MgO，CO∶，SiOμF、Cl.SO;、水分、烧疾量，酸不籍嗽等;
3。多项分析样品批绩每年约1a个，包括塑含样、一部分请督岸（樱据用户要求觅定）、一部分刻帽锌（雷要了

解采区品位和杂质影响有否变化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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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也管业务，另一名兼副主任，主要管理业务和日常工作化验员13名，每斑6名，轮休1名。由于工

作量大，现有人数不笔，准备增加8名化验员，总人数将达23名，并实行三班工作制。
该化验室工艺配置及仪器没备见图1-8-5及表1-8-14。
该化验室平面布置见图I→8~5。

s、谱 4

体留论本装度 哑券公重
o]

商即遇预仔种件散测重 娥磁天辞喇码窗“ 试刺周
N，：时料宁

彝自制琳炎 冯上  5L3I-004 酉者县

团 A春
“显、 产存碎叶命一色一人觉 一图一色色合0002 喻

Q

菊品律站；币’莓品弹 临减称宣 ?步"少光崎 叶分帮侃
000 乃师中
y

十 引伟

-350--360- 言予
器豆了 -3600- -M600-:900-860个- 3600-

-38000

图1-8-5 贵州某磷矿化验室平面布置图
，图中数学与下表中代号严应，隋参测表1-8~14

表1-8-74仪 器 设 备 表

数 壁
名 生产厂或说明称图中作号 型 号 或规 格 入秀。净”·

2且 电热阻温干燥箱 300×300×360mx
z0 上海实验电炉广e 马龚护 SRJX-3-1 ⋯ 上峰医疗器城二厂70型。 离子交换湖
“色 上海天平仪器厂TG32&B分折天平4

1③ 上海分析仪器厂72型分光光设计雪 e 螺北爽山无线电元件厂6 电热板 480 ×35mm ·2kWe 嫌酷部侈
乞 北京宣需区天平厂易 HC,TP:1B、10第盘天平 。 上海玻璃仪器厂QF一101自 奥民气体分析器

八嵩君”~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话10
（持购）巳 ？离子电学测定仪

自化验台 2500×750×850mm12
目z000×5a0×80mm普温工作台13
6上 1500×60O×剖COmm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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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溃

数 所
型号喷斑稻 生产厂城说明即4代号 称名 （台、个）

5131 34 "2000×600×2000mm柜糖15---
水磨石天平台 3000×600×200mm16 2--
水陷不2500×600×800mm工作台 "17

1
趣水2B004800×600mm工作台 11%
惠水工作台 3875×800×800mm 119

1200×600×800mm办公果20 马

莎 御   池21
1500×600×400mm "水架台22

3*1  通 风 枢29
M

洗①、③各满要增加一台， ②五需增加2台。

8.2  样品加工室设计
8.2.1  样品加工室的任务

样品加工室直接为矿山化验室服务，承担生产探矿样、生产取样及商品矿石取样等各种
矿样的加工。样品加工室一般作为矿山化验室的一个组成 4

部分，因而与矿山化验室同时进行设计。但当取 样 地 点 5
（采场、坑口、破碎厂等）距化验室较远时，也可在取样地 -

祥点附近单独建立样品加工室，将矿样进行加工后再送往化 -0009-品知工室验室。送往化验室的试样重量通常为200～500g，细度应
便于熔样。

样品加工分为破碎、过筛、拌匀和缩分四道工序，加 格

工后的成品样，其化学组成应与原始样品相符，加工过程
应尽可能简单、迅速。 509

4500
8.2.2样品加工室工艺配置 图1-8-6  样品加工室工

艺况咒示意图根据样品加工工序进行工艺配置，破碎可分为粗、 1--雪式破碎机；2一舰试
中、细三段，没备应布置紧凑。除主要加工设备外，尚需 联码机∶3--粉碎机统新彩机；

4一风机；6一水泥台；配置供样干燥箱及存放副样的样品架。远离化验室的加工
6-一电热恒渴干燥箱、7一办公

室，尚需增设一间休息室。样品加工室工艺配置可参见图 桌，B一箭分机
1-8-6。
8.2.3 样品加工室设备选择及人员肯精

样品加工室主要设备为破碎机及研磨机。破碎机的选择主要根据最大进料粒度、排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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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和生产效率来进行。样品加工室通常需要配备的设备见表1-8~15。

表1-8-15样品加工座常用设备

数量设 备 名 称

1台XPC型颗式驻再机

1台XPZ型双混被碎机

XPF型粉辞机 1台

】台XPW型研摩机
L台缩 分 器

1套或1台标准 膨或标准赞景动机
1自电热恒温干嫌箔

样品加工室一般为白班工作制，每星期六天工作，加工量大时，为每星崩七天工作。
通常配备2～3名工人。

8.2.4 样忌加工蜜对精助有关设筛的设计要求

样品加工室可设在离化验室100m左右处，也可以与矿山化验室设于同一楼 内，但应
将其布置在一楼的端部。当远离化验室时，应尽量布置在坑口、露天采场、破碎车间等、
取样量大的地点。

用电设备附近应配有保险装置及开关，应留
A--一原始鲜品 有接地线、室内照明应达到30LX。
2 室内粉尘浓度不得超过0.2mg/m*，破碎 机炊沙‘！‘茅申 应有排风设施或装小型抽风罩。

图用一-~一顿式破序机（值弈》 室内应配有供水设施。温度保持在12～20℃。
密！！’ 国盘破碎机〔能锌）

8，2.5 样品联幼加工流程用嘴

样品联动加工流程是自动化样品加工 作业善平嗽缩分察
线，是在封闭罩内将颞式被碎机、圆盘被碎机和

同 由甩嘴、绪分碗、三通组成的缩分器，作立式串
联。样品通过流程缩分出正样和副样，其颗粒直
径均小于2mm，其中80??于1mm，按化验弃锌 -副料正样十 室要求的样品质量<习称重量），将正样装入棒

点取化隆分析重量 磨机进行细磨后，过筛检查、如合格即送交化验
室。样品联动加工流程见图1-8-7。

-一精度20.
样品联动加工流程具有十分明显的优点，

一～一送交化幢宣样品 （1）样品直接破碎至2mm 以下，粒度 均
匀，一次缩分，保证了样品代表性。图1-8~7 样品联动加工流程示意图

（2）样品损失率小，单个样品损失率 为0.3

～2 ??平均为1。1??低于3??部颁标准。
（3）加工的工效高，5～7kg的祥品加工至1mm粒径。只需4.5～6min，单机 加

工需要25～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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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室内粉尘量大大降低，经测定，矽尘含量每立方米空气中小于0.15mg。
（5）噪音小、工作安全、操作方便，减轻了劳动强度。

样品联动加工流程所用设备及其性能见表1-8-16、1-8-17。

样品联动加工流程设备表 表18-16

设备名称展序号 型号、规格或说明

； 3e
工 艺融单律 ■式破碎机“ 4200mn（详见丧1-8-17）圆盘破碎机 ____..

式橡餐机 场格100×200mm（支径×长度>·
绵 分 器 1m血焊铁板制成，表面涂盘配4

B-03/8型，立式双缸单动风冷机，排（抽）风量0.3m3/min空压 机。 电动机Uo2-32一4型，功率3W
3T51塑，轴流式，排（抽）风量145~225m'/min。 药耳当
电动机功率5.5W

了 自动称量拍示灯 矿样装入细斗后。指示灯根据样量显示所需棉分碗规将

功 安全揭示灯 联动装置任间部件发生散障时。立即显示红灯

表1-8-17盈盘破碎机规格表

钟、 机剖’矿样最终生产平 矿样原始
每分钟转速分 号 型号 功率（kW）“毫号 直格（mm）直径（血m）

心U-34-4300- 10~1960～90号
日Va-3-4乙 <5 3000~2.520

8.3 岩矿鉴定室设计

岩矿鉴定主要是了解岩石、矿石的类型、结构构造、矿物成份及其共生组合 变 化规
律;了解矿物物理化学性质、元素赋存状态及成岩、成矿的地球化学环境，为综合找矿、
综合评价、综合利用。解决岩石、矿床成因、矿床分布规律以及选冶原矿性质等问题。提

供鉴定成果。
岩矿鉴定室应远离产生震动和噪音的车间，也不宜靠近高压线，通常与化验室同处一

座楼房内，一般均布置在二楼东南角，以利于采光。样品制备间可布置在一楼。房屋一般
采用砖木结构，本泥或水磨石地面，南北向布置，窗户朝南开。

岩体鉴定室要求采光度好、干燥、防震、防尘、防潮、不能西晒。一般要求室内温度
20～25℃、湿度60～70??最低照度（荧光灯）100LX。

岩矿鉴定室内部一般包括测试间（亦名显微镜工作间）、仪器间（（其内包括差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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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显微硬度计、显微光度计等）、样品制备间（亦名磨片间）、暗室。除暗室外，其余

工作间内部设置两个工作台，工作台规格为长1400mm左右、宽700mm左右、高600～700
mm。其中仪器工作台需为水泥制造，以起到稳固和防震作用（仪器间和测试间不 宣设水

池，以利防潮）。暗室一般为10m2左右，供冲洗、印像、放大之用，其内需设工 作 台和
水池。样品制备间供切片、磨片和抛光用，其内配置有电炉和烘箱。

岩矿鉴定室设计的主要任务是确定建筑面积、没备、人员、投资概算及辅助设施等。

岩矿鉴定室的建筑面积，大、中型鉴定室一般为30～50m2，小型鉴定室 一般为20～

30m'。
岩矿鉴定室常用的仪器和设备，见表1-8-18。

囊7-8-18常用仪鑫和设备表

用菖 郑饕称序 号 号
6” 偏光处微惧 燕 主要鉴定进明前物

e 主要鉴定不是明旷的日反光显散镜 毫’ -P-

单 刀切片 机3 切割洛<矿）片、 ：：。，，

4 单盘或双盘磨片 机 岩（W>片畴平和康降 .__
网 上占 觉八龟丫习潜鹏 光 机

烘均薄片用可 控福存 丰单着
7 看粒度、结构。不用麝片双筒放大镜 。，
售 岸幸当 电木粉光电樱样600kg/emt

岩矿鉴定室一般配备2～3人。其中岩矿鉴定人员1～2人，制片工1人。
岩矿鉴定室应配置供水，供电设施，在需要采暖的地区，尚衡配置采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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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概述

砂矿床与原生矿床同是矿物原料的重要来源，但由于砂矿的成矿地质条件、矿化富集特
征等均有别于原生列床，因此在其勘探和开发利用等方面，除具有与原生矿相同方面外，
还具有它自身的特点。

由于本篇各章对矿山设计地质工作的原则、程序、方法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均作了
系统的阐述，这些原则、程序、方法和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同样适用子 砂 矿设计地质工
作，因而本章只阐述抄矿设计地质工作中与原生矿设计有所区别的一些问题，或同一问题
的不同侧重方面，而不再对砂矿设计地质工作进行全面、系统地阐述。

9.。1。1 砂矿床勘探和开发利用的特点

9.3.1.】 砂矿物探工作的特点
（1）砂矿勘探手段以冲击回转式砂钻为主。也常使用探矿浅井。
〈2）根据砂矿赋存特点，面型砂矿一般采用方格或矩形勘探网控制矿体;条带型砂矿

以勘探线控制矿体。一般勘探砂矿体沿俱向（横向）的变化远大于沿走向的变化，因此勘
探线距较稀，而工程点距则较密，控制工业储量的墩探线距一般为200～800m，工程点距
一般为10～40m。

（3）砂矿床有用矿物品位测定，除化学分析法外，还有重砂淘洗法（砂金矿则全用湾
洗法）。

（4）砂矿床储量计算一般采用简单的直线法或地质块段法计算。
（5）砂矿的取样方法和规格与原生矿有较大区别。
9.1.1.2 砂矿开发利用的特点
（1）矿体产出受地形地貌的严格控制，并且与第四系沉积物关系密切，矿体上面第四

系地层多有农田、村镇、树林以及各种构建筑物覆盖。由于砂矿理藏浅、多直 接 出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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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塑于地下者一般深度亦不大〈如平桂地区砂锡矿理深大于30m的即算为超深矿床，见
表1-9-1），因此砂矿以露天开采为主，一般不需凿岩爆破，开采方法较为简单。

（2）砂矿选矿工艺以重选为主，原矿一般不需碎矿、磨矿工序，选矿方法亦较简单。

表1-8-1平柱地区砂物矿坦微深度划分表

超 识中 深狭 埋分 粪 深 埋

≤30 >30≤t0理深（m） ≤20

（3）砂矿床尽管有时有用矿物含量低，然而，其勘探和开发利用的工艺简单，速设条
件良好，较原生矿的投资少，成本低，现效快，易于开发利用。

（4）砂矿开采设计对砂矿勘探工作和地质资料均有特殊的要求。对地质资料的分析评
价、工业指标制定的内容和应用、可采储量的计算、地质图件编制等方面都与原生矿的开
采设计有所不同。

9.1.2 砂矿床类超

9.1.2。】 砂矿床类烈划分依据
砂矿床类型划分，一般按以下标准进行∶
<1）按砂矿的成矿时代划分，可分为现代（第四纪）砂矿和古代（第三纪及其以前）

砂矿;
（2）按砂矿的有用矿物种类划分，可分为砂金矿床、砂儒矿床、锆英石独居石钛铁矿

砂矿床、银钽铁矿砂矿床、金刚石砂矿床、砂铁砂锰矿床等等;
（3）按砂矿的成因和形成的地貌条件及矿体产出形态特征等，可分为若干成因和形态

类型。
（4）按勘探难易程度又可分为若于勘探类型。
9.1.2.2 我瞬约矿床成因和形态类塑
我国现代（第四纪）砂矿床的成因和形态类型尚无统一划分标准。按 现 行砂 金、砂

锡、稀有金属砂矿地质勘探规范和已开采的砂矿床资料，归纳出我国砂矿床的成因和形态
类类型如表1-9-2、表1-9-3。

表中质列我国各类现代（第四纪）砂矿床中，砂金矿主要产自河流冲积砂矿床，此类
矿床分布广，以黑龙江流域、金沙江流域、湖南玩水流城和吉林等地为主要产区，如某河
讹冲积砂金矿床（见图1-9-1）;砂锡主要产自残坡积和冲积砂矿床，此类矿床主要为
个旧和平桂地区的砂铺矿，如个旧牛屎坡砂锡矿床（见图1-9-2）;锆英石金红石独居
石钛铁矿主要产于海滨砂矿床，此类矿床主要分布于南海、东海以及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
滨海地带，如南港钛铁矿独居石砂矿（见图I-9-3）;稀土砂矿主要产于残坡积和冲积
砂矿床，此类矿床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南地区，如某残坡积稀土矿（见图1-9-4）;金刚
石主要产于河流冲积和海滨砂矿，此类砂床主要分布于沂水流域。沅水流钠，如头道沟金
刚石砂矿（图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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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1-9-2表国现代（第四纪）砂矿床生基威因类型信衰

畅质来源 工业矿产 矿 宋 实 例矿床工业价值形线产出条件型类

才 的。 序，
地表岩石或矿床经 惕、金、鸽、. 牛屎坡、痛塑砂悯砂福、砂鲜矿岩石中期矿钟、

重要类型，大、选岩矿的、原生 矿，思莞、湘东桥挂风化破碎，可溶物质 接、铁、你、截、
金刚石、水赢，和轻微醇迁移、有用 矿，内观古砂金矿，中、小矿床均有。矿床中的稳定旷疲积-—坡 产西水晶前，阿斯咯物和矿石碎块 砂鱼、??金属石基、稀土等的定摩物聚集于原岩

积砂旷张 东符镀矿砂矿一般规提护或原生矿床之上（残
小，砂铁矿也较积），威其源地原近

小（坡积》

矿床规撕一般畅、金、鸿、 个旧、平桂部分。矿颗区矿物碎消经
铅、水晶、石椎 南山仔、白沙砂铝不大，砂金矿常间隙性急液 振 运 沉

学 矿，津赠砂金矿，M见离矿透镜体和额，形成手山糖，山

夹层 类谬叠他。晶嵩出韵洪积砂雪床 沟、盆地、署裕盲谷、 。溶润、湿斗中

黑龙江流域、金抄为矿种多、分金、幅、稀有营罩区矿物碎属经
江随域、玩江流城砂布广、价篮大的金照、铂、钨、河永搬运、分选、沉
金矿，大义山、供塘，重要砂矿类型。全用石、铁、铅、杂形成子河 流 的 河商淀冲想砂

有工业价位的 田心等砂怪矿，板薄砂金、砂箭、金刚玉、石神石等宋、河漫澳、三角洲，

电录 两婚馄担砂章、恢罗脉软矿床、无工 刚石等的殖疑额翰继中、矿床多产于

探开采对象 轿有鱼焊砂矿沉积智底部立价值附矿敖、

呈分散遵染的矿
石矿制、逢岩矿

粒和早先形成的 毒喘出，粪飘 南隐钛铁旷熟尽石海浪及岸流作用使 金、岳石蒸、
砂矿床 石、金红石、钦砂矿，石岛触英有砂独居石、金红石、重矿物聚缴形成于告

铁矿砂矿的重要 矿，万宁鸟痴，奔半铁饮矿、金刚石海阶地、观代海洋毕

等 八一稀有金同敬矿类型，一 般为临滨验矿床 脑据没带和砂溯中

标线的的蛋
大、中型矿体

大章周回、益阳、河流缘运碎属物入

金 一般混模不大岳阳毒地砂金湖沉积分异形成于湖
勒潮滨砂矿床

提模 多为 小 老厂督锌护渣，个铅、锌、企、采，选、冶度郭物堆古代和避代度
银 型，亦有大盈 旧侧尾砂，新挂.水积于过去采，馋、冶人工堆积砂 弃的低品位矿右

岩坝备尾砂场地周图及选矿屠砂，冶矿床
蕲弯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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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3我国现代（第四纪）砂矿床主要形态粪型简袅

型 矿床工业价值工业矿产 扩 宋 实 例碎 屑钧费 征产出 条 件染’ ”各” 。 售
金、蠕、 一般为中小型声于现代河床、没 襁南砂金沿，平桂立以粗降属为主、砂

规模 头砂幅矿韵。图和粘土较少、常见巨难、炒洲、岛屿上。

苏，砂扩物颗粒一般产于河床的砂矿富集

被小道需悖物 于茹岩附近，产于沙
洲洗滩的沙矿富第于

其上部，秒矿常呈求

层状产出

金、锅、 五庆疆期填、黔用款砂鱼、砂镉、产子现代河谷谷道 上邮为不含矿的粘
稀有金属、 隔测、罕达气每砂 金稀有金属砂矿置土和少量粗碎丽，下附适的河澄滩上。在
曲、金刚石 矿、平桂下马岭砂督矿。要类型，矿床棋部矿砂层由 含等的近于对称的渭谷中矿

河酪口褥钇能砂矿，欢槟大。中、小均砂、砾石、角愿、碎床离现代河谷不远、 等

”材河设滩砂矿 蓬为金刚石珍矿、酸刺常与河床沙矿相连。 石和少量粘土组成，
沟砂帕矿琢石康圈度和分选性在不对称河容中，矿

较肝，成分复杂床他于冲表物构成的

轻解破内
砂幅、释有金铃，兽。 平锤新生、潮功移课与河酸瘫砂矿沉积产于可谷斜坡原生岩

视、组 矿，板潭银组砂调矿，膈砂矿有大型矿物相近，砾石、巨磁阶地上，由子早期河
影硝瘤淳？床，砂金规模一成分较少、黏土感分漫谍砂矿始升取漫蚀

阶地砂矿 般较小明显升商基准圆下降而使以砂
矿高于河床面达 109
m以上

召一定工业价 模同小北沟、谜商察金、伸、分矿层中粗粒土、产于超谷、细渊和
向 虫沟、网玛兴隆后询等全刚石等大泥块驶多、矿神分间歇性水流的钩谷及

支谷砂矿 砂余矿，常誉丁家谁支布不均句、常鬼大粒月洲的沟坡、沟顶上
矿物 谷免刚石动矿

砂镉矿床大、 隆回岩口、浇针，开金、铺、洪积物分透不好、产于岩痧瀚斗和落

向 封等砂业矿，平桂水辨中、小规摸均有，圆度进洞中及基扇为岩溶的
岩骼充续砂矿 固、万宝能等砂惕矿，砂金扩麻一般坡砂矿，砂矿位于洪飘

骥不大 澜浸老厂、妈 姑 砂 经啊底部基府岩解上
可
前港饮锐矿独居石砂稀有金属、 帷英石、独居碎谓物服胶、分谐产于古海胁越。现

矿，石岛诰英石砂矿性好 金、孜居石、 石、金红石、铁代海祥伴的纯没帮、
愤英石、金胺片砂矿 乃宁乌场，海羊八一阶快矿砂矿多为大修薯。醋满

中型矿床 有砂矿，大章周凹砂金红石、钛铁
百专

身测诊德矿，牛尿坡砂幅 食 要 类憬、盆、有用矿物 塞 四度声于斜痘、山盖地
砂场弯，内藏古砂 象巫、大中小矿R醉。参，出差、多吴明望棱角、形地貌有鸭部位
矿，阿斯噶尔 特铁砂均有，沙金、稀有金属、金可迭性差儿健料坡砂{ 算，恩荣、东湘桥锰矿刚 石、水有金属砂矿多为

中小塑品、石量、
稀士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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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面图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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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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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应付宝交通时间∶42

图1-9-1  某河流冲积砂金矿床地质图
口事区地质平阳图    55号助探线制面图

1一第四系冲积物；2一第三系玄武岩组；3一第三系乌吉密组砂台砾岩；
4一株罗系鸡西组砂页岩夹薄漆层；5一太古界孟家兴组片岩大理岩石英
岩；6一斜长花岗岩；7一花岗片麻岩；8一水系）9一种金言体；10一陶
振缓，11——胸膛土12——粘土12——台砂砾粘土；14——地层缝；15——台砂形

石16————————休17——钻孔编号及采样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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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图1~9~2 牛屎坡残一坡积砂矿
501块段地质图

50 a 平及跑 b 78号韵银制面图
快 1一基岩（大理岩白云岩））2一花岗肾;-一&

3一砂体界贱;4一贪懦品位>0.1??体
界线;5一岩层界裁）6一胸探螂及编号

22oh

5-100
P、

112
112:

看2

、平保

-02

大 份 →
图1-9-3 南港海滨伙铁矿独居

石砂矿地质图
。矿区平面分布图 b 矿区5号剂画图任

1一内湖12一平膜泻胡，3一海康古沙
炎∶4一海威沙施;5一海履古沙胞海

6一海成沙地∶7一膏潮区-十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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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义 [Te八 w【O号】

配 出亚Z1改 Z,
5Jl/N]式

al}
叫

jz.m] Z,i 输Z18e
9公 a，碎

K10Qs3

Q}·
图1-9-5 头道沟金刚石砂矿床

o 第园纪墙质因 b V号幽探翔创西愿
1一洪积冲概层，由砂质孤石组扇）2一钟洪

积屋∶3一坡洪积屈1一震且秀下统桥头组
石焚石砂岩;5一熊且系下统南芬组砂质页

32a0 粘;6一辉绿岩，?一金怕利岩箭;B一勒探成
发浅井（8一小抓∶10一矿体可采边弄;

+自云母、附云母花岗将· 2】一浅井及编号20-

240L
6

图1-9-4 某花岗岩残一坡积、风化壳Ⅳ号 
稀土金属矿体示意图

α 平面困; b 削遍图（晚一坡飘砂矿平均厚3血）

除表中各类型砂矿外，我国已发现有一定工业价值的第四纪冰川作用形成的冰破砂矿
床，如大场砂金矿、天花砂铁矿等。

9，1.2.3 我国砂矿床勘舞类型
1，金、惕、稀有金属砂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现行的砂金、砂锡和稀有金属砂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其糊探类型详 见表1-9

-4。
2.其它砂矿韵探类型
根据一些砂矿床的勘探生产资料归纳出的勘探类型，如表1-9-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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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砂矿设计所需地质资料及其分析评价

9.2.1 砂矿设计所需地质责料

砂矿设计所雷地质勘探报告，其要求原愿则上与原生矿地质勘探报告一致，必须经矿产
储量委员会批准。砂矿床地质勘探报告包括地质勘探报告书、附图、附表及附件。

9.2，1.1 地质勘探报告书

地质勘探报告书应包括下残问题的叙述∶

（1）矿区位置、交通、隶属行政区划、自 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2）区域地质地貌;

（3）矿区第四纪地质地貌;

（4）砂矿床成因类型、形态类型;
（5）砂矿床地质特征，矿体地质特征，
{6>砂矿矿石性质特征;
（7）砂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水文地质条件t
（8>砂矿床地质勘探程度及勘探工作质二∶
（9）砂矿床工业指标、矿体墨定科储量计算;
（10）秒矿床技术经济评价。
9.2.1.2∶附表
主要附表包括∶
（1）元素（或矿物）单样化学分析或重砂淘洗绪果表;
（2>矿体（分块段）面积、厚度、品位、矿石（或矿物>量计算结果表;
（3）伴生元素（或矿物>铺量计算结果表，
（4）砂矿体重、松散系微、粘结性、含冰率等测定表。用淘洗法测定品位的矿区还霞

有淘洗系数，砾石系数、工程检查系数测定表;
（5）矿区水质分析。抽水试验和涌水量计算表;
〈6）气象、地震资料表，

<7）工程座标测量成果表。
9.2.1.3 喇围
主要附图包括∶
（I）矿区交通位置图;
（2））矿床（矿区）区域地质图;
（3>矿床（矿区》第四纪地质地貌图;
（4）矿床〈矿区）地形基岩地质图或地形地质图;
（5）矿床（矿区>勘擦线横剖面图;
（6）矿体纵剖面图;
{7）矿体纵没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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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矿体顶底板等高线图;

（9）矿体厚度等值线图;

（10）矿体品位等值线图;

（11）矿区覆盖层等厚线图;
（12）矿区含水层等厚线图;
<13）矿区水文地质图∶

（14）矿区农田、经济作物、永久性构、建筑物分布图。

（45）矿区耕植土分布图（在工程处标明厚度）;

（16）矿区耕植土层氮、磷、钾取样及化验成果分布图。
（17）矿区冻土背分布图

以上图件比例尺必须符合勘探规范要求。

9.2，1、4 附件
一般应有下列附件∶
（1）砂矿地质勘探报告审批决议书;
（2）矿石选矿试验样采样说明书（包括采样点分布图）;
3>矿石选矿试验报告书;

《4>工业部门正式下达的储量计算工业指标。

有的矿区还要以附件形式提供下列图件∶

9.2.2 砂矿地质资料的分析评价
砂矿设计前期和原生矿设计前期一样，必须根据地质勘探规范、国家有关规定和矿山

企业设计需要，对地质勘探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住作出全面的分析评价，并提出能否作为
设计依据的结论及解决存在问题的途径;也必须对矿床地质研究程度和勘探控制程度的一
系列问题一一进行研究。但在分析评价中应着重对矿床地质研究程度。热顿粹制程度、矿
石性质研究程度、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查明程度、地质徽擦工作质量和储量计算的准确程度
等内容中反应砂矿成矿利勘探特点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9.2.2.1 动矿床地质研究程度
（1）对矿区第四纪地质地貌的研究，是砂矿床地质研究的主要课题，要特别注 意 矿

区第四纪地貌及其堆积物的成因和形态。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形态（地形）测 量。第 四 纪
堆积物对砂矿的控制等方面问题所作结论的正确性和依据的可靠性是否作出了确 切 的 评
价。

（2）不同矿种的砂矿种可能有相同的成因和形态类型，如表1-9-6所示我国富川、
贺县、钟山砂锡成矿区的不同矿床类型;而同一砂矿种（或同一成矿区城>又常存在不同
成因和形态类型的砂矿床，如表1-9-7所示不同矿区砂金矿的类型。因此砂矿床成因和
形态类型划分的正确性是砂矿床地质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关系到地质资料的 准 确 程
度。分析评价时应充分注意勘探所确定的矿床成因和形态类型的地质依据是否充分、所划
分的类型是否恰当。

（3 ）矿体赋存层位和特征是确定开采方案的重要依据。分析评价时必须注意各种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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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6高加、贺县、钟山砂栅矿床类型表

矿跟类型 品 位
岩地映待证形成时代 SnO:性 矿毕实例采速条件矿跟规棋

类 类e (g/may
自四？售喜~ 5生区

多产于花岗着中的山区腾低面海
拔80m 以下 含倘云英岩纽脉带，

夕广它 小型 软难达 蒙 冲50～300玻| 风化 光 风化亮仍保蟹花岗着

结构
产于影卡岩、砂岩敬心伏的丘胶 烂头山

地形 被碎带中，矿石为夹

职∶残 Q:Q, 小～中型采易、选露50～500 顶，可法积 故卡岩鸽数矿结筷的

砂质粘土或粘土

为夹矽卡岩、花岗山肾、平原的

海小空凸 100～500 咖木碑好Q:坡 岩碎块或花岗岩巨砾过渡带、氯颅斜身 的砂质鞘土的绩积袖 、
为夹铁盆结假或础山按坡解为平

都 桂乡 中型100~20Doj 较 虾Q: 石的粘土及砂质粘土原的转折处，语蒿即
山靓呈常状分布

为料洪积的 混合 菌 北河流上游政支

由 就酸构沾夹谷， 物，多为哪石粘土
陶、弊民难来、难选小验1000～50g镊谷Q:~Q, 谷按常呈V或U
乌--型
自 石为砾石或巨哪砂沿断层彬或禁

高、帆木小型 简 上到 1006~50o]部 连地八凸广勾。 土（上部为巨藩层）触带发育，成盆
到型或漏斗型

铁 屎多为晰湾出口;为夹涨石或巨砾砂
坪、川岩中型择泳，善净500~～2400Q~Q,坡立谷 的谷地，吴新晒∶土（上璐为巨涨层>
到形

军
为矢卵石、砾石的与山间捣流描

木耕面较 好中业500~200Q~Q: 砂质粘土让堵 走的匀形注地，积 多星串珠状出现

蒿”博 多为夹铁锰质结裤致长岩熔 谷
较 好小~中型 道斗读I00～400 干谷 Q 精土地，地表无常流

本崩
为石荚、花岗岩、海拔0.5～60居 常心 砂尝、海线矿组成的m同，大体分为

夹砾石管土屡三级，水平静洞 小型 万宝窟和采、易选s00~2000Q:~Q.薯岗。 平行戚料交现代
河流，长数十至

建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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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位矿床类型

岩形成时代 SnO:地酿特证 矿床规模 矿实例采选条件
岗 枣制 (g/m>专
3 多 ？刮？65e1:

在现代河流中 为含砾石、郭石的 立头、
砂土及砂砾层，分造闻或两侧，呈岛

下马龄良好均状高出现代河Q:~Q:沟床，河 中～大型300～600 良 好兽
水面1m 以内。

爱津 常有迂回扇

高出现代河床 红褐色砂土、砾石 抵生、
平 （卵石）层IC～60m，有的积 醋哮截她区为敏耕层掩Q,阶地 型 良 好小～中型100~50
运 盖，有时各阶地

民有明显的陡坎

帮配 完全脱离观代 深红色粘 土磷石 大桥、a 层，夹卯石砂质粘土洞谷的古洞谷景 小中数 良 好古河床 100～500 大游塘备 而观，为碰起伏的
波状丘酸地段

与坡飘相伤，唯下花岗岩及其接

基 都逐渐过渡为残积层 小型Q~Q: 触带鲜坡，山这 岛鸭猪良 好100～3Dol山搜 结构低剩蚀面和高致

保 地之钩。 以残积为业，与猿山区或山区与

参声 小型 良Q:Q, 烂岭阴“宝广艺中山顶 积的配合型与残积相丘股之间的离浑
山顶 仿。基岩为砂卡岩等

位于断装破碎 为夹涨石的砂质些
土带山盟，有时呈

岗 良 好 弹 观Qa 300～300中～大型山熄 封闭的 H 薏 洼血 坩，成酮舞状的
墙纬善酶坡

以红色夹铁睡质同由含营灰岩风
心圆结核粘土为主。化后在原地堆积

参’ 1500~2000中～大型采易、选准 龄薯苄不 明尝溶凹造 有时夹岩脉的碎块的产物，地段星
封闲的圆盘形

前砂岩与灰岩 扩石为夹禅铁矿砂

高 尖、灰岩、胥石的砂的断层接触带分 白面山Qi 800～50d中～大型来难、选易岩 都，需为靠背梅 土鸟砂质粘土（矿层

肿断裂谷 上都覆土 为 20～50状幽线的坡思据
目”

大墙、为夹卵石砂质粘土与陪河、干谷
离 相遇的 岩 缔 苍 小塞

地，常有露水调

声 500~200o小型采易、选难Q:~Q;岩准地 分布于低处，四

当 网为陡壁，西积

仅0.0Tk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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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品 位矿床类型

矿床实例SnO:地貌特征形域时代 性岩 喘弹滞津矿床规模
消 (g/ma考柳。 。 9”5 。“3售

与冲坡积断层 冲秩物分遍较 明
显，常与城积物呈大想访，唯谷地明

驻中 螺 种妹
可 达岩溶 良 好大 型500～2oc牙交愉。矿石为夹页显，只有局部，Q～Q:断裂谷 岩、灰岩、砂卡岩、地段为掩埋地形

花岗岩碎块的砂土层

金子龄积 砂岩，花岗 含卵石砂土或含铁积 a 北、黄田国 较 好小～大型100～500山 观 岩、灰岩组成的 的结核亚鞘土，常具
寨瑞田归羞 坡冲积炎错层

水进线矿石为 碎石、砂为开采后尾砂
Q 100～80小～大型采品、选理人工堆积 礴砾、泥油堆积丽成

注，Q;—第四亲下更新第白秽组及下马岭组;
Q;、Q3——中上更厥统望高组，
Q。——第四累全新统现代组。

表1-8-7砂 金矿矿床类 型 表

床 实 例出 条 仲形 成矿 床 类 型 矿产

el 31
含金旷床成脉岩经凤化潮解使金矿物 相 对宫

观积砂金 集。原地堆积成矿
大坊"奥土状"砂金矿、老金山、

坡善砂金 含金岩石风化产物沿山坡堆积形成
封开金庄砂金矿

河水冲积使含金称屑中金粒富集于河床底部砂
母南金矿"河床砂鱼 孤层中成矿河功 河水携带细分数砂金院积子沙洲或河漫险上部
重庆疆 现烦、黔阳放船洲两 河催沙金语

当 * 严玛罚砂金矿、中坝秽金矿河谷砂金 河水冲积使金粒高集于柯漫障底德砂砾凤成矿

民 冲积砂金矿层，经新构造运动使含金展离出河
砂 水败金江街砂盈前阶地砂金命 水四形成

河水流经碳酸盐岩石，使金粒高舞于发落底部
金 肇圆岩口、院针砂金矿岩落砂金 观矿秒

洪水搬运含金那眉，使金窗架于峡谷冲沟及其
金盘大沟、章脚砂金芳浙积酸金 出口处的洪积期等地成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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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制课湍“喘 麻 实 例出 条 件形 成 产“

直 se
庄河黑岛、海测英那河口至向子石

释狭砂金

蒿脚粉全
含金陆源碎屑经患冰拍岸液富集电矿

⋯常海供沙矿
益阳、岳阳、大章周凹、阿沟、盐轻潮水拍岸浪冲积、分逸，使制边金沙聚集于

董弹停怜
源洼膜等砂金矿滨岸地带形或

大镉金矿学薯博龄 冰川扶革金碎鹏于冰川沉积物中堆积成矿

矿的成矿条件和矿化富集规律的研究，砂矿矿体数量、规模、形态、空间位置的研究，覆
盖层和基岩特征的研究，以及主要矿体和小矿体关系等方面是否已研究清楚。

9.2.2.2 矿床物裸控制覆度

1，砂矿床勘探工程间距及各级储量比例
根据现行的砂金、砂锡和稀有金属砂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其勘探工程间距和各级储

量比例，详见表1二9-8、表1-9-9。

除砂金、砂锡、稀有金属砂矿外的其它砂矿勘探工程间距，根据一些砂矿床勘探、生
产资料归纳整理于表1-g-5（见本章9。1。2。3）。

在分析评价矿床勘探控制的工程间距和储量级别比例，能否满足矿床的控制和提供的
储量要求方面。应根据地质勘探规范的规定，结合砂矿床的地质特征，誉重分析以下几方

面.

表1-38砂金、砂镉、稀有金黑砂矿粉深工程问绳疫

控制脑杰 1类 玻 峰 型 型I 类 型 司襟 类

秒矿 勘探线距 勘探工婴勒探线距物深线距 勘探工程 附探工程勘探线距勤额工程
<m)间距（m） 问距（m）间距<m）简距（m）（m了" (m))[<m)

团 20～40 200400 -20~40
仍 20~40 10~20100～200少名890砂 金 20～40
D 10~20200～400 ，20～4060020～401600

P 100 10～2020040：含j冲 积河句
制 ” 10~20200告型 400号 20-40谷

B 20~4040男坡积 告了宫10o 40～50100 -
C 50～80 40～5080～100200 1oo山舞型 -80~～100

岩糖注地c 49隔 4D，--- n "
人工维积

司 -20～40 10～20 ，100～200200～400
稀有金屏砂矿 c 10~20100-~2092～30 -400～30o 200～4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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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金、砂隔、则有金属动时各级健量比例衰 囊1~9-9一 CB+C要求探明锻别
当B+C+DB+C+D C+D *种

中型 小配小型 中型大型大塑大、中型
复杂小型可少求CC?DB+C+D 0～5>7550～eo 50砂 占金

帮静江治讨筒
开来临运地度一般B+C+DC+D! 10～2070～90 50砂 辐

只京C+D级

复杂小理经用貌密
C*D 6～10>70B+C+D 工湿求不高C级可求骑有业属砂矿

D极，可蝶采南合

（1）首先应对砂矿床拗探类型<见表1-9-4、表1-9-5）划分的正确与否作出
判断。砂矿床勘探类型是确定砂矿床勤操工程控制间距稀密的依据，也是评价砂矿床拗探

工程控制程度的重要因素。类型划分不当，会造成工程间距过稀或过密面达不到各级别储

最量的控制要求或造成勘探投资压。矿区的勘探类型一般是按矿区的主要矿体成主要矿段

的地质因素划定的。因此必须注意所划分勘探类型的地质依据是否充分，划定的类型是否
符合主要矿体或主要矿段的地质特征。

（ 2）是所确定的勘探工程间距是杏能正确控制矿体形森、产状和空间位置的变化;
矿体变化较大部位是否有相应的加密工程控制∶首采地段内小对体的挖制程度是否能满足

开采需要。
（ 3 ）是各级储量精度是否达到规定的标准，各级储量比侧是否清足要求，高级储量

分布与首采地段是否吻合。

2.新探手段选择和工程布置
砂矿床拗探手段有槽探、浅井和砂钻等，一般常用手段为砂钻和浅井。当砂钻控制深

度达不到矿床控制深度要求时，才使用机械岩心钻探。

砂钻是砂矿床撕探的主要手段。适用于厚度大、涌水量大，含砾石（尤其是巨硬）少
的砂矿床，其控制深度可达30～40m。

浅井适用于厚度小于3～10m含水少或钻探达不到地质目的的砂矿床。在砂矿勘探中

浅并主要有三种作用;用作控制矿体的主要手段;用作砂钻勘探的检查验证手段，用作采

取测定各种矿岩物理性质参数和选，冶试验样品的手段。
槽探用于矿体出需地表，厚度小于'3 m的砂矿床勘探。
勘探工程的布置方式必须考虑矿床成因类型和砂矿物质来源方向。一般冲积砂矿床和

物质来源方向明显的条形矿床宜用勘探线方式布置工程，勘探线方向应垂直于主要物质来

源方向。残一坡积、洪积砂矿等物质来源方向不明显或无一定方向的面型砂矿床。一般宜

用方格网或矩形网布置工程。
在分析评价时，要根据矿床地质条件和矿体产出特征，研究勘探手段选择的正确性和

工程布置方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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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床撕探控制程度
矿床的分布范围、矿体形态、产状、空间位置控制的准确程度，是决定矿床储量可整

程度的关键因紫，也是矿山生产规模、眼务年限、开采方式、开拓方案、采矿方法确定和
总图布置的基本依据。

在分析评价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 1 ）矿床总的分布范围与矿体沿走向和颅向的边界控制程度。

（2）矿体厚度变化、矿体中夹层（尤其是粘土层），夹石、无矿 地 段 的控制 程

度。
（3 ）矿体顶板盖层和底板界线，特别是下伏基岩表面及矿体底板起伏的控制程度。
（4 ）共生矿体和主要矿体上、下盘和周围小矿体的控制程度。

（ 5 ）"过采区"（老腐>的查明程度。"过采区"（老度）的查明程度，关系到砂
矿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开采的安全，勘探时必须予以评价和控制。砂矿床中 的"过 采 区".
（老窿）是指勘探前曾被开采过并留下开采遗迹而又重新成矿的地段。河流冲积 砂矿 床
<尤其是砂金）和滨海砂矿床中常存在这种"过采区"。它不仅残留有原采余的矿柱，更
主要是采后尾砂和后期冲积物再次富集成为砂矿，这就使"过采区"或其中一部分又具有
开采利用价值。因此，在勘探时对于存在"过采区》的砂矿床（特别是贵金属矿床》、必
须查明"过采区"所处的地貌单元和分布范围、开采年代、开采方法及井采次数、现有的
砂矿矿量及品位、开采技术条件。

（6）对于河流冲积砂矿床，如相邻勘探线和探矿工程之间出现下列变化时，必须有
加密勘探线或探矿工程进一步控制矿体;两勘探线矿体宽度相差在两倍以上;探矿工程见
矿厚度、基岩顶面标高、沉积物成因类型或地貌单元突变部位（即可能出现不同形态类型
的砂矿体交替部位）;主谷与支谷交汇处<即矿体形态可能变化的部位），河谷转 弯处
（即矿体走向可能出现摆动和品位变化较大的部位>矿体分故频繁和需控制夹石 边 界 部

位。
9.2.2.3 矿石性质研究程度
1。砂矿物质组成研究程度
砂矿物质组成的研究程度，直接影响选矿工艺和回收指标及矿床经济价值的确定。例

如贵州赫章砂铅矿，铅、锌、锗储品位均高，但矿石系难选氧化物，一般选矿方法处理效果
很差，只能用烟化法进行处理;又如广西某砂锡矿，含酸溶锡达38??选矿效果差，因生
产亏本，建成生产几年后只有停产、再如有些铌银铁矿砂矿，其重砂矿物的种类区别虽不
大，但因矿物中的Nb∶O。和Ta2O，的含量比例不同，造成了价值的很大区别，等等。

矿物组成、单体分离度和矿石性质不同，其选矿工艺也不同。一般砂矿选矿以重选为
主，也常用浮选一重、磁联合江艺。砂矿选矿工艺与矿石物质组成特征关系 见表1-9-
10。

由于砂矿的矿石性质与原生矿有明显区别，因此在评价其物质组成的研究程度时，应
着重注意勘探时对以下问题的查明程度。

（1 ）有用重砂矿物的种类、含量、晶体将征、矿物单体解离程度、粒度，及其在不
同层位、不同粒级中的含量比例和分布规律。

（2 ）对某些虽属同一种矿物但其化学成份多变的稀有金属重砂矿物，如能但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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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10选矿工艺与砂矿矿石物质组成他征类系表

伊。补矿 径选 矿 工 艺

一般为河施冲权和滨伴沉积砂矿石。矿物呈单体分寓、比重大、粒不能过绸。
重选工艺 沙矿碎属物和含况量不能过大

多为残坡群、洪思砂矿物，冒物连生体较多，比重蓦异不匪著，粒度较幅，得敦
厚透一重、破联合工艺

碎分商矿物和脉石，破矿石民菌性

钽铌铁矿、锆英石、富铃储石等;对某些酸溶锡较高的砂锅矿，以及因氧化程度不同可能
给选矿国收遣成影响的矿石和矿物，均应进行化学分析，确定其有用成分的种类、含量，
以便正确评价其回收利用价值。

（ 3>对某些有用矿物含量低微，及矿物晶形有特殊要求，而用一般的重砂分析和化
学分析难以查明或无法定量的砂矿（如金刚石砂矿等），还应在地质勘探取样时，采取数
量和体积足够的（如金刚石砂矿床采8～10m2）的全巷法大样，进行淘洗和选 矿，获 得
具有代表性的完整重矿物（金刚石）晶体，并以其代替一般的地质取祥。

（4>查明共生和伴生矿物的种类、含量、分布规律，及其综合回收的可能性。一般
在砂金矿中常伴生的有用矿物为柘榴石、独居石、锆石和慢石等;砂锡矿中常伴生的有用
矿物为黑钨矿、白钨矿、独居石、金红石、金、白铅矿、但铌铁矿等;钽铌铁矿砂矿中常
伴生的有用矿物为锡石、独居石、皓石、钛铁矿等;砂销矿中常共、伴生的有用矿物为磁
铁矿、铬铁矿、金等;金刚石砂矿常伴生的有用矿物为金、锆荚石、钛铁矿等;滨海砂矿
中砂铁矿、锆英石、独居石、金红石、辨钇矿等常共生或伴生产出，并多具综合 回 收 价

值。
（5》查明脉石矿物的种类、含量、粒度及在各粒级中的含量比例。
2。砂矿石粒度组成研究
砂矿的矿石粒度组成，对砂矿选矿和开采有重大意义。有的砂金矿由于矿物粒度测定

时其试样代表性不足，导致设计计算的圆筒筛上、筛下量不准确，造成生产中覆槽物料结
板、丢矿、排尾困难和采掘船搁浅等事故。

在分析评价时应注意，
（1）粒度测定样品应能代表不同地貌单元、不同含矿层位沿走向、倾向的变化;应

能代表同一开拓系统范围内矿物粒度组成的比例及变化幅度，测定的样品一般自浅井中采
取，样品重量一般为10～15kg。含有用矿物量少的稀贵金属等矿种的样品重量应大一些;

（.2）首采地段必须有粒级分祈资料1
（3）测定资料要反映有用矿物粒度大小及各粒级的百分含量和有用矿物外观的物理

特征。
现行的《砂金矿地质勘探规范》对松散碎眉物粒度的分级见表1-9-1l，南港滨炼砂

钛矿碎屑物粒度分级见表1-9-12。
（ 4 ）对风化残余矿床，还应查明矿石的风化程度和有用矿物的单体解离度。
3。砂矿石加工技术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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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9-71砂金矿碎调物粒度分级表

网 目粒 径（mm）级 别

>2,8飞

2 2202.0~1
20～401～0.5喹、

区 40～660.5～0.3
80～80,3～0.2五
a~10002～015六

古 100～120o.15~0.125
120～1400.126～0.105八

计 140~1600.105-0.0

> i>160<0.09

表1-8-12南混海演砂然矿碎膜物粒度分级表

分 级
名 称 尊粒 (mm)

>100网稍
10～60券粗
.50～20尊中张 石
20～10中郎新
10～2部蛮

.2.00～0.50设粗
利 费 0.50～0,25

砂 0.25一0。10砂益
6.10~0.01单 砂
0-01-0.005

粘 土泥 质 <0.005

在查明砂矿的矿石物质组成的基础上，还应进行与矿石性震复杂襁度相当的 选 矿 试
验。

在以往砂矿地质勘探各阶段中，除砂金矿进行实验室扩大流程试验外，一般均只进行
可选性试验。试验成果以查明矿石加工技术性质，满足矿床工业利用价值的评价为自的。
因此，地质勘探阶段只进行可选性试验，豫矿石性质简单的小型矿床外，一般难于满足选
矿设计确定流程和选取指标的要求。在矿山建设前期还必须进行更高程度的试验，以为选
矿设计提供资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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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4 矿床开采披术条件查明摄度
砂矿开采技术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详见本卷矿山防治水等）是砂矿设计中确定开果

规模、选择开拓方案、开采方式和采矿方法的主要依据。
不同的开采方法，尤其是采掘船开采的砂矿床，由于开采方法和使用的设备不同，而

对开采技术条件有不同的要求，其主要要求见表1-9-13。

囊1-9-13备种升采方法对砂矿开莱披术条件要求囊

水力开 采 法 要求 掌溢一港奠繁！葛毕卷整人增小指”采镉局开采方法要求- “ ·
（1）查明墙表摩碍啊分都范民;（（1）瓷明矿体底板坡度和起伏奎化 （1）套明砂矿含提情况。厕定脏混厚
《?）变明覆盖度焊度、含矿情况、畜器。 的分布范面（龙其是不能为水 棺破 坏

矿层与篮层界规∶，奢），测定食泥量;（2 ）在明旷体能板岩性、强度和含
（3 >查期石蟾层和矿体中箱土（或（2）空明矿体的自然放度，矿性，擅层及矿体官泥率

触土层）厚度、空间分布落酬、含（3）查明矿物组成、矿物剧粒置量百、（3）查明巨碱的分布特征、食量和
量、粘箭性，砾石含量及量比，巨分比、单矿物粒级百分比，各级别食砾率;
砾都转石分布∶（4）查明矿石粘结力、可螯性、型裂（4）查明矿体范图内地表及地下各
（4》蜜明矿石的换散程窝，砂及性，密度荐置∶类障得钧的分布位置与数置;

石承赖售力，（5）查明矿石孔疏率、含水事、水容（5）查明多年冻土带类型、范圈、
（5 ）查易鹿板起代管况含冰率答） 。

（8）查明孤石滋圆度，安息角t（8）提供矿砂层水上，水下稳定边
（7>空明巨孤含最和各级跳的含诞率煎角和尾砂各教段（<10，10～50

250mm）的水上、水下安总常资孵

从表1~9-13可看出，砂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应套明覆盖层、矿体的岩性、厚度、结构
及分布情况;矿体底板的岩性、坡度及起伏变化，地表农田、构建筑物及地表和地下各类
障碍物情况;并提供矿石、土岩、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的资料和数据。在评价砂矿床的开
采技术条件时应注意以下方面的查明情况。

1.矿体覆盖层
砂矿床覆盖层随矿床成因类型而异，不同的矿床其覆盖层的岩性、厚度、含矿性等均

有差别。因此，必须注意，
（1 ）覆盖层岩性、厚度、含矿性及其分布情况;
（2）耕植土层的厚度、分布范围;
（ 3 ）硬盖层的底部界线控制程霞。
2.矿体（层）内部结构

特别要注意矿体（晨）中含泥特征和矿石含泥率;矿体（层）中砾石和巨砾含量及其
特征。

1）矿石含泥率
矿石含泥率为矿石中所含粘土量的百分比。含泥率的大小对不同的开果和选矿方法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来掏船开采和机采时，如矿石含泥率高于10～15??特别是存在粘土层
或粘土透镜体（泥带）时，会增加挖掘困难，造成斗轮机粘斗、粘胶带、使卸矿困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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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演槽和跳汰机作业效果、降低选矿回收率。水枪开采时，当矿石含泥量达20??由于

能保证矿浆辣度在15～18??右，而使重砂矿物及中、细粒砾石达最佳运送能力，对生产

有利。
含泥率一般在浅井中取样测定，其计算公式为;

之学豪 ( 1-9-1)

(1:9 2)N =m-×100%嘉 言”
式中 N—含泥率。%;

T1沉淀后干泥重量，第g;
T。—--原矿重量，kg9
m1--泥的松散体积，m3;
m?-原矿样松散体，mn3。

对含泥率测定资料分析评价时必须注意，
（ 1 ）含泥率测定试验是否能代表矿石含泥特征;
（ 2>测定方法是否符合要求，计算数据是否准确。
2）砾石特征和含量
（ 1 ）砾石特征和含量对开采的影响
冲积层中砾石滚圆度。含矿性、砾径大小、空阀分布等特征和含量高低，不仅影响断

探手段的选择、勘探效率的高低、品位测定的准确性，而且对采选工艺、设备均有重大影
响。

对采掘船开采影响最大的是砾石中的巨砾。在采据船挖掘过程中必须对巨砾和岩块迹
行处理而不允许进入选矿系统。巨砾的允许最大砾径是根据采围船挖斗容积大小和对大砾
径砾石的处理能力别分的，不同型号的采蠢船有各自的巨砾划分标准，见麦1-9-14。

袭1-8-14采狐幅生产对巨霉烈分要求表

280 ：它3020150100图采揭服型号<1）

60050045400350250 300巨形标准（≥mm> ：。s。 言 。允许巨曝率（≤%>

采掘船开采时，砾径大于200mm即会对采选设备带来不良影响。船在挖掘巨砾时不仅
效率极低，而且常损坏挖揭系统机械部件，造成滚筒断轴、烧坏电机等事板;船上选矿系
统则因船体摇晃，造成溜槽、跳汰、播床工作条件改变，使选矿指标下降。如果巨砾进入
选矿系统，则会砸坏受矿滑斗、圆简筛及皮带机等设备。巨砾含量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使
经济效益降低，如兴隆构矿区Ⅵ号矿体、金厂金矿等正是由于巨砾量大、生产效益和经济
效果均不理想。巨源数量过大，则不宣使用采播船开采，目前对采揭船开采地段规定的允
许巨砾率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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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采工艺时，矿层中的巨砾不仅冲采困难，而且砂泵无法扬送，要增加人工处理

璧。
当矿体中砾石本身含矿，且含矿量多少不一，采用重选工艺处理时，如含矿的砾石数

量少，需用条筛将砾石隔除∶如含矿的强石数量多。则需增加破碎设备，对砥石进行破碎。

矿体中砾石滚圆度好，对矿浆输送有利，采用水运工艺时，输送效果较好。
（2 ）砾石率
砾石含量以砾石率表示。砾石率测定是在海选浅井祥品中，将砾石直径大于10mm以

上的样品筛分为10mm、50m m、100mm三个等级进行，其计算公式为∶

穴”沁乙宫试 (1-9-3)

式中 Ked—--砾石率，%;
V-砾石体积，m·;
V1—-样品总体积，m*。

（3）巨砾量
巨砾量用巨砾率<巨砾系数》表示。巨砾率为矿体内巨砾体积占矿体矿砂量体积的百

分数。勘探期间应根据生产实际髓要，按剥离和不剥离两种情况分别计算矿砂层巨砾率和
混合砂层巨砾率。

（4>对砾石资料分析评价应注意的问题
对砾石资料分析评价应注意矿体中各级砾石组成、砾径大小、含矿性、滚加度、空间

分布等特征是否研究清楚;巨砾在平、剖面上是集中分布，还是均匀分布是否已查明，如
巨砾在剖面上呈集中有规律地分布时，则需指出巨砾的分布范围（矿体的上部、中部或底
部）。巨砾集中分布或均匀分布于矿体底部时，开采时较难处理;砾石率和巨砾率的测定
样是否有代表性，测定方法是否正确，测定数值是否可靠。由于撕探期间敢样点数有限，
取祥规格又小，巨砾率测定往往根据有限的样品资料进行，常缺乏代袭性。因此在判断巨
砾率的准确性时、必须在全面破究矿体的砾石分布状况的基建上。进行统计对比。才能正
确的确定所提供巨砾率数据的置信度。

3.矿体底板情况
矿体底板情况在砂矿开采技术条件中是极重要的，尤其是采掘船开采婴求底板条性更

严格。一般矿体底板愈平组、坡度愈小愈利于采掘船开采;底板凸凹不平影响采 掘 船 挖
掘，甚至造成有用矿物的大量损失;底板坡度增大会增加供水和采掘船行走的困难。甚至
酿成尾矿溜槽拖阻等事故及资源损失。底板起伏变化频繁或坡度过大的矿床，难以使用采
掘船开采，因此以岩溶为基底的砂金矿、细谷砂金矿、残坡积砂金矿等矿床通常用其它的
开采方法。

不同型号的采掘船对矿体底板玻度大小有着不同的适应能力，因此对矿体底板纵、檬
向坡度有—定驱求。一般船型愈大，要求底板坡度食小。采据船对矿体底板纵向坡度要求
见表1-9-15;对矿体底板横向坡度尚无统一规定，一些矿山使用的50升采据船可以开采
坡度为40??右的砂金矿体。

矿体底板岩石的岩性、强度和含矿情况，决定了采掘船开采时超挖席板的可能性、合
理的超挖深度、超挖的经济效益等。一般采掘船只适于超挖风化基岩和硬度小的松软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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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15采氩船开采对矿体康镀纵闯敏度要求表

图 100 25150 300200采漏船显号（19

言 1 出202530允许最大纵向驶度（??

或土岩，而不能挖掘未风化的坚硬基岩。对已风化、节理裂隙发育的基岩虽可挖掘，但挖

掘效率甚低，且挖搁过程中易出现丢矿和设备损坏等事故。
底板岩石的岩性不同，强度也不同，可挖掘程度有明显的差别。如底板基岩 由 花 岗

岩、混合岩、大理岩类等块状岩石构成，则常形成硬底，难以挖掘且易损失有用矿物。当
底板基岩由页岩、板岩、片岩等泥质岩石或风化灰岩构成时，形成软底，则容易 造 成 超
挖。此外同是泥质岩石，其风化强弱程度、节理裂隙发育情况等都对采据船挖掘的难易和
采矿回采率的高低有直接影响。

在分析评价勘探提供的矿体底板条件时，必须充分注意∶
（1>矿体底板风化基岩或基岩顶面的起伏变化程度，纵、横向坡度大小及其变化规

律的查明程度;
（2）矿体底板的岩性、硬度、风化程度、节理裂隙发育情况等的查明情况和测定结

果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4。矿体范围内障碍伤
矿体范圈内地表及地下各类障碍物是表内矿石与表外矿石划分，矿区开发利用方案确

定，农矿业协调发展等的重要考虑因素，当障碍物的数量及其复杂程度达到一定限度时，
甚至导致资源难以开发利用

对地质勘探资料分析评价时必须注意∶
（1）障碍物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的查明情况。勘探期间需查明的脉碍物通常包-

括∶树木、果园、农田、民用与工业建筑、铁路、桥涵、输电线路、水库、堤坝、地下管
网及其它设施。还必须注意已查明障碍物分布范围是否如实反应在大比例尺图件上。

（ 2）各类障碍物分布范围和教量须反映拗探工作结束时的实际情况，对于时间较久
的资料，在使用时必须核实。

5.多年冻土分布范隘
多年冻土（永久冻土）是我国北方地区采掘船开采的重要障碍，在挖掘冻结矿石时，

容易造成采揭船某些设备、部件的损坏，严重影响采、选技术经济指标。多年冻土需要经
过解冻处理后才能为采橱船开采。由于冻土区砂金矿石呈冻结状态，开采前一般需超前2
～3年进行解冻处理，才能保证正常生产。拗探期间研究冻土的目的就是为解冻处理提供
基础资料。

对有多年冻土存在的矿区地质资料进行分析评价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的查明程度，
（1）多年冻土分布范围须有勘探工程或其它行之有效的方法进行查明;
（2）冻土类蟹及其分布位置与深度，;
（3）冻结矿石所占比例;
（4）冻土尴定方法及其可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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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冻绪矿石解冻方法建议的可行性。
6.矿石、土岩、岩石物理力学性质
勘操所提供的矿石、土岩、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数据和资料代表性必须充分，项回必须

齐全，数据必须准确。
9.2.2.5 矿体园定和臂量计算

1.矿体圈建
分析评价矿体圈定资料时，必须注意砂矿围定的特殊性
（1）砂矿床矿体圈定依据和使用工业指标除与原生矿床有相同的方面外，还存在其

侍殊性。在冲积砂矿床、尤其是河流冲积砂金矿床中，常使用混合砂或矿砂层指标。用混
合砂指标圈定的矿体包括了含矿层上部的覆盖层（腐植土、粘土等），砂、砂砾 层 及 风
化的基岩（含金层底板的可挖掘基岩，多为风化基岩，一般圈入矿 体20～30cm），见 图
1-9-6。用矿砂层指标卜定的矿体包括了砂、砂砾和风化的基岩，见图1-9-7、及图
1-9-8。 习识 区匀

·8“中，°e
”怀囗门。门引。订业”市刨”

图1-9-6 某砂金矿混合砂圈定剖面图
1一房植土;2一粘土;3一含砂粘土;4-砂;5一暮百;8一幅合砂金矿你边界;

7一钻孔内悉样位置及编号

M0

C1∶回。C】s
图1-9-? 某金矿矿沙层围定制面图

.1一寓植土∶2一残坡积秒砾粘土;3一砂验矿体（矿砂差>边界、
4一没井中取梓位置及编号;5一雌客层界蚁

肼树脊针
习菁邯节=书熟 ，

 陶·团-E<匪∶I·⑥l·【⑥·③·O三n【n

图1-β-8 某河流冲积砂金矿103线矿砂层圆定剂面图
2一D层、含涨砂层;2一钓砾层;3一含鱼层（晶位>0.04g/m*）

4一餐泥∶5一砂质粘土1《—褐色粘土;7一澡代河麻砂矿
1一两谷砂矿，9一阶德砂湾∶10—测操港秒歌∶

11一河水面，12一暂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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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砂矿床矿体圈定中，矿体的边界线一般用直线连接。但很多砂矿床;尤其是

河流冲积砂矿床，其分布范围常受地形地貌控制而呈各种曲线变化，如隧河床弯曲呈弧形

变化等。单纯采用直线连接矿体界线，会造成矿体范围扩大或缩小，不仅影响矿体平面位
置的准确性，还会降低储量的可靠性。如石头河子"V"号矿体400线～408线块段，经生
产验证，由于矿体边界发生很大移动（见图1-9-9），使原来用直线圈定的矿体平面面
积减少40??.矿砂量减少64??因此圈定矿体时必须充分考虑地形地貌特征，不能简单地
一概采用直线连接。

（3 》在用采洞船开采的砂金河床中，同一形态
类型的砂金矿体或可用同一条船开采的砂金矿体才能-40
圈为一个连续矿体。40Q

2.储量计算
（ 1）砂矿床需计算矿体的矿砂量、品位、金属

量或矿物量。
（ 2）砂矿床用淘洗品位或化学分析品位计算金

A00- 属或氧化物含量。砂金矿一般用淘洗品位计算，其它
砂矿用化学分析品位或淘洗品位计算。

（3）砂矿储景计算一般采用大体重和松散体才畜
积。468 （4>河流冲积砂矿和海滨砂矿，矿体一般沿走
向呈条带状展布，常用勘探线剖面法进行勘探，勘探
线间距远大于勘探线上的工程间距。当两勘探线间距
较大时，储量计算以两勘探线间划为一个块段较为适图1-9-9 石头河子砂金矿

V号矿体做探围定线与采空矿体线 宜。如某砂金矿1号矿体的块段 划分，见图1-9-
对比图 10:1一勘探颇及编号;2一蔚探国定矿

（5 ）砂矿床中出现特高品位时，需按有关矿种体界锁;S—采空矿你界线

规范要求核实勘探阶段处理的情况及其正确性。要注
意砂矿特高品位的衡量标准和处理办法的特殊性。如砂金矿床的特高品位是以单工程品位

29灼
Z 么

H

'四。
售

图1-9-10 某砂金矿1号矿体储量计算块段划分图
】一崩探线及编号;2一脑深工程j8一块段范国及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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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衡量单位，而不考虑单样品位的高低;特高品位值按组份均匀程度确定，其倍限为平均

品位的2～15恼（品位变化系数<20??矿床取下限，变化系数>150??矿床取上限）;
衡量某一工程是否属于恃高品位是以包括该工程在内的块段平均品位为基础，处理时也是

在该工程所在块段范图内进行。处理方法有两种情况∶
当特高品位分布存规律。可能成为独立富矿段时。应加密工程控制。如确系独立的窗

矿段，则单独圈定计算富矿段储量;

当特高品位分布无规律时，一般多用包括特高品位在内的勘探线（或块段）平均品位
来代替特高工程的品位，再计算块段平均品位。

3.砂矿床品位校正系数
1 ）校正系数的测定和应用

在以淘洗品位计算储量时，必须进行各种品位校正系数的测定和储量校正，使计算的
矿床储量接近实际。各种校正系数的测定和应用条件见表1-9-16。

表1-9-16各种系微测定和应用条件表

计算公式校正系数 测 定 方 该 应 用 条 种

（1）凡需将实方品位算成松方品位的珍（1）不注水鹏定∶在浅井中挖空一定 体
矿，均需测定。松散系数 积、用景斗高量讼慰体积、计算Ks

(1-9-4)（2）注水侧定∶用（1）法，测松散体积 （2）一般用以校正块段储量。一需” （ 3）神金矿不需枚正前先注水致其馆教。再测定，计算K。
此法在有用矿物含量高、颗粒粗时效果（1>用尾诊和度砂中所获持的有用矿物损

（1-9号》好，反之差，求出的Kt篮一般偏低失量来计算 K!。在检蹇井就钻孔中取样，
进行基本询洗和检查淘洗副定

有用矿物分布较均匀时使用此法。测得（2）用取样宝内楞淘结果险蜜野外铜懈结
(1-96 》的K檀略低于实际值果，计算K1。

在浅井中取样进行一般淘洗和室内精构： 此法要求重砂矿物有较高含量、且矿的（3）用愿矿化验结果计算 Kt。取择方法同
(1-9-7)淘洗系数 较单一。有用矿前合量畅、矿聘 想 合 复（2），一份祥作一般海洗，另一份祥作化学

杂、有用元素分散时、美导至Kt值偏高分析后换算(K1)
试样代表性不腿，原犷分析霄果很低时，（4）用可选性试验培聚侧 Kt馍，在勘探 (1-0-8

测得的Kr值不可靠工程中取可选性试验样进行制定
结解接近实际。生产矿山常用。（5）用生产取样结果测定Kt。家出生产品 <1-8-9>
（1》～（3）法均用于校正储量位与蜀姆品位再计算

1）校正碱石层晶位。在浅并中取样，求出直径大于砂贴系筒内石校正紧数 <1-9-10>（2）一般格各层 Ke镇加权平均。束出·径（或采金船胞处理的藏大放径）的砸石体
(Ke) 块段成全区Kg植，校正块段减全区储量积和样品单体积，计算Ke

（1）用以按正倘孔品位。在视井（或钻孔）中职样。圃定计算所控工程（浅井） 《2）需同时测定躲石校正聚数。创矿层平均品位、厚度，求出爽化系激后， (1-9-11)检查系数 （8）些孔品位已用Ks、K!校正过，即计算Kg
(Kg) 不褐用Kg校正

（1）遗用于采用重砂淘泥品位的矿床，
总较正系载 (1-g12)<2）一般只对砂矿饰量计算结果选行一由K3、K!、Ko、Kg计算求得
(K) 次总的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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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种校正系数的计算公式

（1）松散系数
一般砂矿床下达的工业指标均为实方品位指标，固在测定品位时却用松方品位（除砂

金矿外>，因此须将实方品位换算成松方晶位。待最后提交块段和矿区精量时，再将楼方

品位换算成实方品位。·其松散系数计算公式为;

K-" (1-9-4)
式中 K———松散系数;

V∶—浅井中挖出的松方体积（可用0。1m3容积量斗测量），m2;
Vsh-—浅井中挖空的实方体积，一般0，1～1，0m2。

（2）淘洗系数

:G+g±1K",= (1-9-5)：
G

式中·K1-一淘洗系数;
G——原样基本淘洗有用矿物量，g或kg;
g1——废砂中检查淘洗有用矿物量，g或kg;
g2——尾砂中检查淘洗有用矿物量，g或kg。

尊
Kn-12 (1·9-6)、豹G

式中 K12———淘洗系数;
G;——一般淘洗获得的有用矿物量，g或kg，
Gz—-精矿淘得的有用矿物量，区或kg。

或∶
(1-9-7)K,·CCTC2仓”’

式中 K;。—— 淘洗系数;
C——用化学分析结果换算的重砂吊位，kg/m';
C——一般淘洗的重砂晶位，kg/m3;
C∶——原矿化学分析品位，%
C∶——矿物中金属平均百分含量，%;
T——原样重量，kg;
 ———原样体积，m2。

率。

K小2 (I-9-8)

式中 K.-——淘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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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1.——淘洗系数;.
C。-—试样平均品位，kg/m3;
C.——-用选矿试验结果中原矿和精矿化学分析结果换算的重砂品位，kg/m2。

暑。 K品 (1-9-9)

式中 K1。———淘洗系缴;
C。——生产品位，kg/m2;
Ck—-尚探品位，kg/m3。

（3）砾石校正系数

之字岂 (1-9-10)

式中 K。——砾石枝正系数，%;
V。——大于泵篱内径的砾石体积，m3;
V1———测定样品总体积，m3。

（4》工程检查系数

隐融 一一；勺“”它“

Ke-8;
它蠕

式中 Kg——工程检查系数;
K。——品位误差系数，
Cg——浅井矿层平均品位，g/m';
C。——钻孔矿层平均品位，g/m2;
Kh——厚度误差系数;
H一一浅井矿层平均厚度、m;
H。——钻孔矿层平均厚度，m。

（5）总校正系数
(1-9-12)K=Ks×K!×（1-Ke）只K

式中 K-总校正系数
(1-9-13)Q=Q:×K

式中 Q--校正后矿咖量;
Q--校正前矿物量。

3 ）分析评价校正系数资料应注意的间题
（1 ）测定各种校正系数的祥品要有充分的代表性。根据围家地质总局1977年颁发的

《金属非金属矿产地质普查斯探采样规定及方法》的规定和砂矿床生产资料，归纳出的各
种枝正系数样品采样要求，见表1-9-17。

（ 2））注意研究地质和勤探因素对校正系数的影响，以带助判断各种校正系数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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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17备种枝正系数标品采样孤求表

样品（工段）敷（个）样 品
采 标 要 傅考虑的可变因素中 小型矿床大型矿疼!中型矿床（工程）

心 6百- 置 做

用浅井渤师并用实方让算品《1）在浇井施工网时采取。
（z）必须在不同地貌单元、 位的矿束不进行校正，可少最

2030 10～15松散系数测定样品不同裂位，不同岩性段中分别

采取
当海洗质管不玖定底对其有（1）可在勒操工程成境道、

儒头中果取，一般在浅并中采 怀艇时，皮增加样晶，直至结!
梁接近常数为止取。 5~1010～2020～30阀洗系数测定样品; （2）必领考营有用矿物物理

性服，含蛋、岩性等因素，在
平网上均匀布点聚取

对钻振手段能取出砾石或含在淘流浅井样品时教不同的 ，含母层位测定 原少的矿床，如海滨砂矿可不
口；冰10~2020~30砾石校正系数样局 测取少测，一般全区取2心3，。

（1）用临孔验蛋钻孔俱差不（1）用专门施工的检查浅并

大附，可用钻孔检蜜，粗仍要进行检亮。要求检蜜与被检查

工程检膏瀑 施工2～3个视井。>15工程中心线重合，雷移动时加 ~15 3~5
数检查工程 <2>大水咳探埋砂矿床可用0.5~1.Qm。

大口经钻孔（400m ）或4个（2）校查没井来样层位。科

钻孔化签检查浅井长与被检查帖孔必须对应

的准确程度。
松散系数的大小与砂矿层粒度、含泥量、矿砂胶结程度的关系密切，颗粒愈细、含泥

量愈大、胶结性强且含水时，松散系数越小，反之则大。

淘洗系数与沉积物性质、矿畅颗粒大小、富集程度和淘洗技术水平关系密切，矿物颗
粒愈细、淘洗技术愈差、淘洗回收 率愈低，淘洗系徼就信大。

砾石校正系数随砂矿成因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别，在河流冲积炒矿床中调定该系曼十分

重要;海滨砂矿因砾石少、含砾量低而使该系数不具多少意义，
工程检查系数则与勘探技术因素有密切关系，如检查工程布置的位置、对比范围的可

比性、淘洗方法等。
（3）认真分析淘洗系数测定的可靠程度。根据生产矿山经验，勤探阶段求得的淘洗

品位，一般低于生产品位10～70???洗品位与化验分析品位相比一般低1.5～2.0倍。如
淘洗系数偏大，则难于用以校正储量。更为严重的是如淘洗品位过低，易造成矿区评价错
误。例如某砂锡矿，勘探时先采用淘洗品位进行评价。由于淘洗品位与化验分析结果相差
8倍，而且未进行淘洗系数校正，计算的矿区平均品位仅224g/m3、金属 储 量 也只 有
182.8t，使得矿床被认为不具工业价值。若干年后，根据锡矿物分布特征，用化学分析方
法测定品位重新评价矿床。其含锡品位由原万分之几变为千分之儿，金属量达4918.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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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矿床具有了工业利用价值，而且开采后成为所在矿务局主要盈利矿山。据此在分析评

价淘洗系数测定资料时。必须充分研究制约系数测定值高低的各种因素和测定的 可靠 程

度，必要时还应采用化学分析手覆进行对比验正，以检查对矿区评价的正确性。
（4）淘洗品位接近表内边界指标时，要特别注意松散系数校正。某砂矿工业指标规

定的工业品位为100g/m3，未经校正的松方品位为72g/n°达不到矿石要求。经松 散 系
数（1，4>校正后，实方平均品位为101g/m2，证明不仅是矿石而且达 到表 内 矿 的要

求。
<5）工程检查系数一般应大于1，如果小于1则应进行检查，按出原因并且采取相应

处理办法。在实践中，各矿区的处理方法不完全雷同。如个旧砂偶矿区的经验说明;工程
检查系数在0.8～1.4时，对储量影响不大，可不进行校正;工程检查系数超出上 述 范围
时，应按不同情况考虑处理。如超出上述范围而有一定规律可循时，可用工程检查系数校
正储量;如超出上述范围面又无规律可循时，说明钻探手段不能控制矿体的变化，必须对
矿区勘探手段进行研究，改用适于挖制矿体的手段。

9.2，2.6 地质摘探工作质量
地质勘探工作质量是保证地质勘探资料可靠程度的基础，也是评价拗探程度的重要依

据。有关规范对砂矿的各项拗探工作质量作了明确规定。在分析评价时对其是否满足规范
要求必须深入对照研究。

1，地貌及第四纪地质测量的要求
进行地貌及第四纪地质测量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地貌形态、成因类型及其爱育程度，套

滴地形的形态特征，确定第四纪堆积物的成因类型，划分地层、鉴定时代，查清第四系地
层岩性与砂矿成矿的关系，研究地貌及第四纪地质的发展历史，确定砂矿的成因类型和分
布规律等。通过地貌及第四纪地质测量，应编制同比例尺的地貌图和第四纪地质图。

2.地形测量的要求
砂矿地形测量范围必须满足砂矿地质测量要求，其测量精度视矿床规模及开采需婴而

定。规模大、形态简单的河床、海滨等带状大中型砂矿床地形图的比例尺一般为1.t2000
～ 1 1 500，小型砂矿床一般为1 t2000。

凡属露天开果的砂矿，须在剥采范围外，设测量水久标志;在矿体两侧紧邻剥采边界
上，需建立勘探线标记，便于生产操矿和开采中使用。

3.勘探工程质量
1）探槽
暖求清楚地揭露矿体顶底板界线、切穿矿体的厚度。一般底板揭露厚度不得小于0.5m，

规律清楚的底板也要大于0.2m.。
槽帮及槽底要平整满洁，清楚显露出矿体的组织结构，不得有上下左右的岩粉、矿泥

污染。保证素播观察和取祥分桥精度。
2）检查浅井
被查浅井深度一般要求揭露矿体全厚，并深入底板0，5~1.0m。
3）砂钻
（1 ）砂钻孔位偏离勘探线一般应小于5m。
（ 2'）岩矿心采取率按钻头内径的实测体积与理论体积之比计算，一般松方采取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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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3。砂金、砂镉、稀有金属砂矿地质勘探规范要求的岩矿心采 取率，见 表1-9-

18。

囊1-9-18砂鱼、砂如、带有金属砂首岩矿心玻取率衰

种 矿 心梁 取率（??岩心 采 取率（粥）矿

不大于楼做岩有在不注水饿况下的松徽素
鱼。 敷（一般80~130）

单工程悬方80～130赣方平均<90或实方475挚着
松为<80～139，因其它原固增大的，应不

释有金具沙矿 太于相腔玻尺的30%

（3）钻探工程要深入基岩面以下0.1~0.3m，并取出鉴定岩性需要的足够数量的岩
粉。若松散层特别厚时，一般控制到矿层以下2m，但应有部分有代表性的钻 孔 揭 雾基
岩，以防漏矿。

（4）防止将砾石当成基岩而停钻。如遇到不能穿过的大砾石，可移动钻孔位置重新

常进。
4。地质取样质量
（1>砂钻取样应在不同岩层内分段连续进行，祥长一般0.5m，矿化比较均匀.时为

1m。换层或进入基岩时，样长小于0.3m的样品可并入前样，大于0，3m的划为单独 样。
各矿床其体祥长确定需视矿床情况按矿种规范要求确定。如砂金矿规范规定钻孔在泥砂层
中钻进时样长加1m;接近矿砂层和在矿砂层中钻进样长为0，2～0.5m。砂锡矿 规范 摄
定，样长一般0，5~1.0m;稀有金属砂矿规范规定样长一般1～2m，初期施工的钻孔要
.求0.31，0m。

（2）全卷法取样，一般适用于金刚石、贵金属、宝石等砂矿，要求连续或按一定间
距将井、卷内全部砂矿采出作为样品。

（8）铁筒法取样，主要在流沙层中使用。该法使用的续箴可用汽油筒 自 制，.筒 长
0.5m。取样时，每次将筒打入砂层0.2～0，3m，取出筒内砂并立即挖出德外流沙，然后再
将筒往下打0.2~0.3m，又取出筒内砂、挖去摘外沙，如此反复直至达到采样深度为止。
在采样中防止流沙涌入简内甚为重要，以免使样品缺乏代表性。

5.董种砂样品加工要求
（1>野外重砂淘洗地点必须清洁，不允许在混浊的水中淘洗，水流速度要求缓慢。
（2 ）含泥样品脱泥时，要防止细粒有用矿物流失。
（3）淘洗时，沟砂斗下必须垫上油布，以回收尾砂再淘。
（ 4 >经常检查淘洗质量，并应建立检查制度。
（5）同一矿区的淘洗方法及流程必须统一，不允许一个矿区内用两种方法。淘洗流

程要有试验资料说明其可靠程度。
6。重砂样品分析鉴定要求
（1重砂样品应按规范要求及时在野外现场进行粗淘。如砂金要求淘至肉眼观察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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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中无金才能停止，砂锡要求淘至灰砂为止。对野外粗淘结果亦应按规范要求进行淘洗质

量殓查。如砂金，需对矿床含金基本分析祥品的10??行尾砂淘洗检查，求得淘洗系数，
经检站的治洪系数一般不大于1;02。矿做按10??饭位于光房秘。同时抽筑原

矿样品壁化学分析检查对比，当湾洗回收率很低，而又无法提高时，不能采用淘洗品位计

算储咎。稀有金膳砂矿按5～10??例检查淘洗尾砂，尾砂淘洗获得的量矿物量不得大于
原样相应重矿物量的 5??样品合格率应≥90??

.（ 22对温选获得的样品应进行主要矿物的单项（基本）分析、伴生重矿物的多项分
析病组合分析，还要做少量全分析。有的矿种还要做物相分析，如砂锡，以说明有用元素
赋存状态、评价其工业利用价值。各种分析的数量应符合各矿种规范的规定。

在作砂金的单项分析时，金的分离和鉴定（挑金〕不得漏搏相当于0.1m m的金 粒 两
粒以上，金的称重须在精度为十万分之一以上的天料上进行。

重砂分祈鉴定资料中，-班有有用矿物特点的推述，如晶形、圆度、粒度大小、颜色、
硬震等内容。

·（3 ）应按规范要求对重砂分析鉴定进行质量检查。单项（基本>分析样品应分期分
批进行内检和外检，其它分析也应进行相应内、外检。砂锡、稀有金周砂矿规范对其内，
外检合格率的规定，见表1-9-19。

∶我1-8-19动盒、砂编、稠有盒■砂矿内验和外险金格率寝（'%>

外 翰内 啉’
指 望种霉

畸尊骨样品 数拌品数 食.格率冯
3-s15分离和鉴定 喜 80金砂 :5~1020称煎

809~5.5~10 兽雪砂精沟座②
. 3-~ ≥80≥905~10需布金展砂矿 、

注;1.表中样隔撒栏内数率，谗砂金内独粒为每批样品百分比外，余均为将晶总意雷分比;
2，砂金内、外控。渺誉内橡合格率框中，合楷率为50～00??;应补检翘差看分敷的来拉查样品，合格率<6%

时全择返工，
3。沙墙外舱合精举栏中，合播率<别0??，与徽撞单位研究处理。

9.3 砂矿床工业指标

9.3。1 鸡矿床工业指标内容及应用范围
砂矿床工业指标内容及应用范围见表1-9-20。
表1~9-20断训指标系砂矿床工业指标基本内容，制定工业掏标时，损据砂矿床各自

构特点。常孺槽加内容。砂金矿工业指标常誉加下刻内容，
（ 1》通道要求，在指病中规定采握船通道算议、深宽和位量;一（ 2.）采幅高度《施下开采的砂金矿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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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8-20砂矿皮工业衔标内容及应用范菌表

其 它 西 矿 工 业 指 你指 标工金D 才 要
乡 猪 标 内 喜 度∶脱 范 寓鲜∶应指 帮 内，容

31 2

第分矿石靠底石养战输称。站分矿石和度石算瞬的期标。用于
有化学分折晶控和淘洗晶位W圆定矿边界，乎菌上用于单工理，

《1）边界品控（?? 曾表示方试，均剧学制高之单制画上用子单样。有温合砂痛矿砂蓬（1）边界品拉Eg/m3） 禅最位要求明笛号网聘，.测含砂煮养用子峰天开采的矿

金矿床，矿砂感措标围于地下开来的
砂金矿床

越分表内矿石和表外矿石遣划分表内事石和表外矿石翅标。有
栎、有化学分析品位霍淘饶品混合砂容矿沙层两种。混合砂猜标用

2）工业品使（??（2）块段激低工业。 位同种表乐方式，聚低工业品于雪天开采，听爹差辅参用于增下开
g/m') 位有用于单工置、染股，矿体、采品位（g/m'）

"区之分
可以分采的单矿层首体激小砂金矿易位法换段最低工业品位前

厚拨，用于单工燕嘉管量计算（3）最小可采释度提下，懒足开来正常作业霄娶的最小（3）最小可采宽度
换敷我标，用于以分豪内，外矿石。良 《m)和最小霉果加

滑标罔于露天开来、厚医指保用于稳
度（m> 下开来

划分矿石和度石推标，用平不陶开采方法开采过程中施分梁保
■窄突石智的无矿地段量小额准，是财分袭内

（4）夹石制脉愿定（d）夹石则隐长座， 矿石和表外矿石的量韬。夹石高肠长
(m》>宽度轴票度 度、宽度用于繁天块胶平、别菌上围

烷夹石。夹石刷胜厚度用于增下开采小目”
冒帕溃北

用于事天矿，有工霍摘旗赢 ，（3）测离系驶在开张仓渠聚务年展内，能编足聚（5）矿体最酝调梁 戴布决澄测高系数。前着思于遗触力要求的最少矿砂量，用于采艳
巢兼哥”，矿砂量（万m'） 单工程，届者用子块段船金圆开采法

（3）最小可采宽度来克值。博天全面开采时，矿体中的现小于最小可采宽度而品位
较高地段时，用米克值（g/m'）衡量其应划为表内矿石、或是划为表外矿石。达到来克
值指标则划为裘内矿，反之划为表外矿。

米克值（g/m2）=块段最低工业品位（g/m*）×矿体最小可采宽度（m）
（4）最小可采厚度米克值或米百分率。矿砂层单工程厚度小于可采厚度而品位较高

时，采用米克值或米百分率指标确定矿秒层和废石界线。
米克值（米百分率）=最低工业品位（g/m3戚??×最小可采厚度（m）

（ 6）额金矿床中主要矿体以外需要单独提出小矿体指标时，可规定小矿体的边界晶
位和最低工业品位，并与矿床工业指标同时下达。此种情况多发生于带支谷砂矿的河流神
积砂矿区。如石头河子砂金矿区，主要矿体按混合砂制定指标，边界棉位为0.09g/m2，
最低工业品位为0。21g/m3。对各支谷矿体品位指标规定为;边界 品位0，1g/m"、最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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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位0.24g/m*。

9.3，2 制定砂矿床工业着标所解资料

制定砂矿工业指标所需的资料包括矿床地质勘探资料和地质队推荐的工业指标意见。
对于黄金矿床（岩金，砂盒）国家计委计土〔1987630号文《关于改进鱼矿佛量计算
工业指标的蟹行规定》中，针对目前情况还作了一些暂行规定，制定砂金矿床工业指标时
应遵照该文要求执行。

9，3.2.1.矿床（区）维质坳舞资料
1。文字资料
（1）矿区自然与经济地理概况。重点说围矿区地理气候将征，有无多年谛土发育，

水源、交通、供电条件等。
（ 2）砂矿床成联地质特征。重点说明矿床类型，矿床地质，地形、地轨特征，矿体

规模、储量和品位及其可靠程度。
（3 ）砂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拟用的开采方法。
（4）砂矿床选、冶试验资料，包括采样设计、送样说明书及相应附图（如采样点分

布图）、试验报告书。
2。测完数据及图纸资料
（1）重淤淘洗或化验分析资料
<2）各种校正系数的测定资料;
（·'3>区域交遇位置图;
（ 4 ）大比例尺矿康《矿区）越形地质图;
（5）矿区地貌及第四纪地质图;
（ 6）有代表性的勒探续德哪愿;
（7 ）·矿体顶、底板等高赣留9
（8）矿体等厚线图;
（ 9）含水层等厚线图;
（10）覆盖层等厚线图及剥离系数资料∶
（11）储量试算资料及勒探单位对工业指标的意见。
.3.2。2 指标方案试算及推荐指绿
内容包括建议的工业指标，不同指标方案的储量、晶位、按来经济指标等械算对比资

料，不同推标方案平、剖面图，以及推荐的依据和说明等。

9.7.3.定砂矿床工业着标成注重的问题
《1 为目能砂矿工业品位指标中，有的为块毁最低王业品位;有的还增加了矿体（区）

最低工业品位。砂矿床工业品位指标是否仅适用于块段，或是块段、矿体（扩区）两项指
标是否均需下达，尚无统一结论。因此在制定砂矿床工业指标时应根据矿的地质特征和
经济利用情况具体确定。∶

（ 2 》在同一矿区的砂金矿床中，常存在不同类型矿体，各个矿体往柱尔髓使用同一
'种开采方法开采，其工业要求也不相同，因此有时就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种体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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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制定工业指标。
（ 3）要注意混合砂和矿砂层两种品位指标的区别。湛合砂品位指标适用于露天开采

的砂金矿体;矿砂层品位指标一般适用于地下开采的砂金矿体。混合砂指标在我国北方应
用较普遍。

（4）最低可采矿砂量要求问题，露天开采法中的采掘船开采、要求指标中制定量低

可采矿砂量。采掘船对最低可聚矿砂量的要求由采损船能力大小和合理服务年限 计 算 确

定。不同型号采撼船要求的最低可采矿砂量如表1-9-21所示。矿床地质条件、开采技术
条件和自然条件对采掘船生产能力有较大影响，同一型号采搠船的生产能力我国南方明显
大于北方。在制定最低可采矿砂量要求时，必须充分考虑上述影响因素。

对于品位高的砂矿床;因开果经济效益显著，应通过计算回收果掘船基建 费用 的 期

限，适当减少对最低可采矿砂量的要求。

（.5 ）最低可采宽度和夹层剔除宽度要求;采掘船开采法对最低可采宽度和夹层剔除
宽壳的耍求随采掘船型号增大而增大，详见表1-9-22。

表1-9-21展握当对量低可采矿砂数要泉表

经2501655 “号兴掘船至号<1）

109 12005210140费低可黑矿秒量（万m>） -
衰1-9-22采绸船开采可采宽旋和夹层制徐宽度要求表

25010050 309150采据蟹型号（1）

50 603530 4小可采宽度 和尖层副除宽度（m）

生产实践表明，采掘船在开采过程中，不能全部剔除矿体内的夹层，尤其是宽度较小
或单勘探线控制的夹层。由于单勘探线对夹层长轴方向的边界不能 准 确 控 制，品 位 也
会出现波动，致使开采中夹层难以剔除。在制定工业指标时，应根据采握船测除夹层的实
际能力和勘探工程布置情况，规定爽层的最小别除宽度和长度。一般要求夹层剔除宽度应
不小于相应型号采掘船所要求的矿体最小可采宽度，夹层期除长度应大于或 等于 控 制B
<或C）级储量两勘探线的间距。

'<6>采掘船通道规格的确定问题，采掘船通道宽度、深度决定于船的技术性能。通
道宽度取决于船的最小采幅宽度;通道深度取决于船的吃水深度、安全深度等因素。采掘
船通道参考规格见表1-9-23。

通道长涯盒短愈好。一些分散的矿体，尽管具备将通道作为连续矿体开采的条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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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1-9-23采 漏 船 遇 道 参 带 规 格 表

时 号塑勤果 “”
遵 澄 规 格

岂15010 250200客

605632～35 504025～30谐谨产日”

3.0 .52.7深度（m） 2、22.0 A.0

如果通道过长。以将增加挖掘工作量。延绿挖掘时间而浩成经济损失。因此对源道长烹需

作必要的限制。为使采掘船开采保持稳定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一般要求采掘船

开凿通道的时间不超过一个生产周期的1/4～1/3。采掘船量大允许通道长度十算公

式为∶
OAnrL< ( I-9-14)35

式中 L最大允许通道长度，m;
Qa-—-采掘船小时挖方量，m°/h;
T—采掘船年实际生产时间，h;

S—通道断面面积，m2。
（7）夹层剔除厚度的确定问题，砂矿采用水枪分别开采时，矿晨中不连续的小厚度

（0.5～1。0m）夹层不易剔除，制定指标时剔除厚度可适当放宽。用斗轮机和电铲开采砂
矿时，夹层易于剔除，当矿层中夹层能用肉眼鉴别时，夹层的剔除可妥求严一些。总体上
说，在砂矿开采中，夹层期除厚度不宜定得太低，一般以2a为宜。

（ 8 ）水采水运工艺的品位确定问题，水采水运的砂矿床，应以矿石中有用矿物能回

收的粒级为基础，正确地确定其边舞品位和最低工业品位。当矿物粒度较细、连生体较多
时，要塔加磨矿和浮选工序。虽然其选矿回收率一般会高于单一重选，但增加了工序，又
会提高成本。因政∶制定指标时应进行经济效益的综合对比，才能使指标制定惠切合实际。

（9）剥离系数的确定问题。对埋藏较深的砂矿烈离系数的确定，要通过技术经济核

算，避免将剩离系数过大的矿体划入露天开采范围中。对于埋深不大的砂矿，当覆盖层含
有一定的有用矿物，而又达不到工业指标要求时，也要经过技术经济对比，确定是否需要
进行剥离，从而确定矿体圈定的方法，如白水河砂金矿，原按混合砂工业指标圈定矿体，
设计时经过技术经济比较，按混合砂开采不合理，又将混合砂圈定的矿体改圈为上覆层和
含金砂层，进行剥离分别开来。又如东洞铌铁砂矿、初期认为盖层需要剥离才合理，生产
实践证明按孤合砂矿体开采经济效益更高，从而改按混合砂指标圈定矿体。

确定砂矿剥离系数时，除计算覆盖层剥离费用外。还必须计算剥离范围内土地征购与
复田，森林、经济作畅、民房、道路等的拆迁赔偿及环境保护等支付的费用。

（10>注意经济因素对工业指标的影响，不同类型砂矿的开采和加工难易程度不同，
开采利用的经济效益有较大的差别。如某锡矿不同矿床类型的矿石，采，选《粗选》加工
成本的有差别，见表1-9-24。从表中可看出成本高低对工业指标有直接影响。

市场价格波动，也直接影响最低工业品位指标的高低，某砂锡矿不同锡价相应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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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棚矿不問矿虑觉酸矿石生产虑本比例表 骁1-9-24

食要得铁矿为主尾矿为主冲积换型 确坡飘为主矿 肃 类 型

“少省157、97 8010/L00 321.04/L0采选（粗造）成本

25.<2,5018.-s223.17其中∶采矿费
54.2417.的粗患要 33、4“户霸

“学占25,24 12.82折阳费。 3限9

其 它 23.t0 岁告2分-6移 20.39：

∶100/100中分平为各类费聚进城本增神积觉型的属孝比例，分母为核类型中各溪虚率断占比例。

工业品位，见表1-9-25。

表7-9-25禁砂精矿量任工业品位考编价类系城

勒 位 小徽”物工最 乌
每吨慢价（元） 尾砂为主类婴 言督褐铁矿为主类型冲 积 樊 整 贱坡积为主类婴.

0-18 宁0-1700.057吕
夕富 0,2000052 0-12912o0
9.07 0.1410-9980.031728
0.-057 0.1050-9732528 0-ba7

看？中

表1-9-25表明，市场价格与最低工业品位成反消长关系。由于市场价 格 是一个可
变因素，尤其在价格变动频繁时期，用某一价格制定的最低工业品位，在生产中其经济意
义可能发生变化，因而制定工指标时要做好经济动态分折，预测市场价格的变化，使所
制定的工业品位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适应性。

8.3.4 皮用砂矿床工业衡探需注重的问题
8.3.4. 晶位被正翼数的健用
对采用淘洗品位计算髓量的砂矿床;其淘洗晶位和储量，都必须经过各种校正系数的

校正。一般情况下，校正后的品位比海洗品位高，校正后的储量也相应比原计算储量大。
如果各项校正系数的测定方法、数量及代表性均符合要求，则应以校正后的品位和情量为
准;如果校正后的品位提高或储量增大许多，或者出现反常现象，则应仔细检查各项校正
系数测定的代裳性问题，在未得出确切的纳论之前，·不宜轻易采用校正后的品位和储景作
为设计依据。

98.5.4.2.品位换算
重砂淘洗品位测定的可靠性，与有用矿物的单体解离程度、粒度、以及淘洗的操作方

法和技术熟练程度有密切关系，往往与原矿化验品位有较大差别。在砂矿生产过程中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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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验品位而不用重砂淘洗品位。由于重砂淘洗品位可靠性差，校正困难，往往纺矿山生产

的产量、涉矿回收率以及成本等技术经济指标的正确计算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在断探时需

用化验原矿品位的方法对淘洗品位进行检查，或置接采用化验品位。在淘洗品位换算成化
验品位时，应具备有用矿物不同粒级的有用元素（或金属氧化物>含量比例、非工业矿物

（如砂锡矿中的黄娜矿、木端、含锡硅酸盐等）和脉石矿物含有用元素（或金属氧化物）
比例的测定和计算资料，以梗为矿山设计中合理地确定淘洗品位与化验品位的差别和有用

重砂矿物的选矿回牧率等提供依据。
9.3.4.3 砂盒砂矿体边界的属定
砂金矿围定混合砂的矿体边界时，其顶板为地表线。矿砂层顶板用 矿砂层边界品位

（单样）圜定。
混合砂底板以工程中最末一个达到边界品位的样品进行圈定。矿砂层底板用矿砂层边

界品位围定。混合砂矿体底板的围定常用以下方法;当砂金矿体赋存于松散的砂砾层中，矿
体底板的围定，应考虑在保持底板平坦和满足开采要求的前提下，以抛探工程中最末一个
大于或等于边界品位指标的样品进行围定;当砂矿层以下砾石层中存在原始沉积砂矿雨且
砾石层可挖掘时，可按某一规定的单样品位围定底板，所圃定的底板可在砾石层中某一标
高上或是基岩顶面上;当底板风化基岩裂隙中见砂金时，翻定底板界线首先要判定裂隙中
砂金是原始沉积物还是钻探过程中上部含金砂蕊层的沉落物，如系后者，则底板只能酬至
基岩顶面;如系前者，则底板可围入风化基岩面以下0.2～0.3m。

9.3.4.4 案内矿和囊外矿的划分
除按工亚指标要求划分表内和表外矿石外，对处于村镇、农田下的砂矿，如其开采价

值不足抵偿搬迁费用，即使品位、厚度达到工业指标要求，也应划为表外矿。如白水河砂
金矿处于村庄下的砂矿储景约占表内总储量30??经 技术经 济比较后，划作表外储
撒。

高产田和经济作物区下面的砂矿，进行经济补偿效益计算后，即使得失相当的地段。
亦不宜列为表内储量。如派谭、板潭砂矿中的此类债量，虽酬为表 内储量，但也难以开
采。

在目前工艺条件下不能采出的矿量，如水枪开采的低凹溶蚀漏斗中的砂矿，沿河两岸
采掘船或其它方法无法开采的砂矿，超深水下砂矿等，均不宜列为表内储量。

9.，3.4.5 采绸船道道使用问复
为了满足采漏船对最低可采矿砂量的要求，充分利用零厘资源。常用通道连接可供顺

便开采的小矿体。被通道连接的矿体，必须能同主砂体用同一只采握船开采。通道使用有
两种情况，被通道连接、矿砂量较少而品位较高的小矿体，加入通道废石量所计算出的每全
小矿体的平均品位大于或等于块段量低工业品位时，这些小矿体可视为表内连续矿体;被
通道连接的主要矿体端部或两侧可能顺便采的小矿体。当加入通道废石量后，小矿体平均
品位大于或等于矿段最低工业品位，或开采小矿体经济效益大于挖掘通 道所 耗经济损失
时，小矿体列为表内矿与主要矿体岗时开采。以上两种情况，每个小矿体均挪为一个块段
处理，必须以块段最低工业品位指标衡量后，确定对小矿体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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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 砂矿床工业省标制定誉例

某砂金驴床的了号矿体属冲积河漫灌砂金矿，长18000m，平均宽110m，质等5～7.5m、平均4.5m。.
C+D级矿砂量1700万中2，其中C级矿砂量524万姓*，砂金储鹰Pkg。混合砂平均最位 Xg/m*，平均砂.
成色940??选矿回收率98.52??矿体虑板平坦，矿石含泥率和巨膏率均在5??下。区内水 源 充 足，

但供电和交通条件较差，气候寒冷、冰冻期长，矿体上有多年冻土分布。矿区野外拗探工作已基本结束，
并进行了实验室流程试验和工业指标的试算对比，现拟制定其工业指桥。

8.3.5.1 矿区开操可能方离的拟定
（1）根据矿床 2号矿体的地质特征和产出情况，爱与类纠矿区对此。该扩体造于1501采铜船开采。
（2）按同规模采损船扩大撤标计算，可能的年生产能力为42，万m2。计算参敷和计算鳍果详见表1

-9-26.

表1-9-28150升梁金细生产能力计算案

临 ·4果：亨’中善喘学

小时挖方量0.15m)《1）挖斗客积
Q。0.15×3x都×0.55，32个（2）每分特细斗数 1,25
12?m'/h0,55（3）平均端斗系数

叫生产德力1.254）首石松散系量
Q=1阳×24x175×0.80175d（5）年工作天姬

80%（6》时闻利用率 ，= 曲2-7×10*m，

（3）按以上生产能力，估计Ⅰ号矿体C级以上储量的生产服务年限为12.27年左右。

9.8.5.2 临费品位计算

1，计算公式
C (1-9-15)DA1-XI-S。eT7

式中 α。—临界品位，g/m》
D2—每克黄金价临，元;
C-—每m·采选单位生产成本，·元
p---6石贫化率，（??;
S∶-—涌矿损失率，%r
e1——选矿回收率，??
T--砂金成色（纯度）;%;
8±-治炼回收率，??

2.计算金敷确定
（1）采、选单位生产威本C。一般按不同型号采翻船年生产能力和年生产总威本计 算，亦可参凰不

同地区的实际生产成本。对采掘插而首，严寒地区的成本较其它地区高、帮型大的比船变小的皮本断。以
京北璁区为例不同地区、不同型号采据船单位生产成本的比值关系，盘见变1-9-招。本例矿石单位果
选成本仍设为C。

（2）矿石贫化率（p）。矿石贫化主要是混入超挖底板废石造成，边带土岩塌落，开采爽层戚矿体外
废石、漏金等也是造戚贫化的原因，制定工业指标时贫化率一般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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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27采蠹船生产威本比较套
域它，黄、采

自然培理区城 2501601050 ；：等“
171.5 128,5 12423-189.6北据严寒区

81,2576.3810东裁大部

注;表内列数操系以东北大部份缘区50L采金船的戴本为100作基微换算端果。

（8）循矿损失率<S∶>。实际应为砂金漏（损）失率，但因其前尚无实际测定资料，现阶段计算中以

漏矿损尖事代替。实际测定的滞矿损失率最大可达20～80??指标制定时一般取值为5～12??按采掘船
鬃矿回收较量的回收效果选择。本例取8 ??

（4）选矿回收率（e1），其高低受矿石性质、砂金粒度、形状、选矿设备及作业条件影响。制定指标

时应在试激结果的基础上，考虑生产经验数值逸取。一般经验参考值见表1-9-28。本侧根据选矿试验结
果意1取值为?5??

表1-9~28灶矿圆收率参考指标我

800250100 15050采金瓣暨号（1》

75～8065~7565-~7060造矿凹收率%

（5）砂金成色（T），本例由地质勘探队提供资料定为B40??
〈6）冶炼回收率（老∶），一般取值98.1～99.5??本例取循99.5??
（7）国家规定黄金价格，其值为一变数，应按计算期间墨家所规定的价格为渲;本例假设为D。
8，计算结果
将以上参数代入1-9-15式，得∶

C
a-D×[1-5?(i~8%×75? 940??99.5%

=0.10（g/m3）
8.3.5.3 边界品位制定
1.边界品位方案斜定
根掘矿区样品统计资料。选择04交g/m3、0.07g/m等和D.05双/m平分别作为】。I、直方寨 边界品位

试算方案，经试圆矿体和试算储量后，得出表1-9~2的储量对比结果（表列数字均以1方案的假设数
据为基础换算）。 ：件”

2.边界品位方案对比
由表1-9-2A所列数据表明，第直方案平均品位<0.19g/m.（临界品拉），故可合去。对I、Ⅱ疗

案进一步作经济分析，其技术经济指标对比绪果如表1-9-30。
从表Ⅰ-9-30可见，1、【方案的单拉生产成本一致，而Ⅱ方案的总茂偏;、户利狼及筑利润率均较

】方案高，故以满定Ⅱ方案。即边界品位为0.07g/m'为宜。
9.3.5.4 是低工业品位及最低可采矿砂量确定
1.悬低工业品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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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29健量试算结果液

方 第铺算战
试算边界品位取值《g/m'）

锣金饰撒<kn）矿种量《万m》>束 缺段平均晶位（g/mi）一 10000,200-10 100” “当1026.20o.07号-

12宁 1059夕品Ⅱ

豪 1-9-50Ⅰ、I方察经济效果对比表

刻 计 算 方 能
注误计 算 项 目 ”号 丶

*.学名· 。？，、’
心 “728矿砂量<万m3） （1）表列数翻为按比例假设数字∶

P 10移金置（kg） 971.8 <2)EC=CQ1-S,
DD. （）A=D2P（1-S1X（1-S生21T每克黄金价格（元> o
喜。S (4)R=x-2cn采矿损失率（??

一矿5S: （5）什算中来考您度石视入对总虑量矿损失率〈??
本的步响。 7575速矿同收率<??

940T 94砂金成色（?? ”仍C每立方米采鸡单位成本（元>

102.92c “艺名果选总成本（万元>

2914282产品总产做【万元） ，’” 185182总箱润（万元） ， 100.697.1资源刺用率（??

根据以上参数按1~9-15式计算的结果，以临界品位（a。）0.19g/m3作为块墩的最低工业品位。
2.最低可采矿砂量确定
根据不同型号采掘船的合理服务年限和生产篮力大小确定最低可采砂矿量。如1501采掘船，按 最低

经选效益考康的合理服务年限为10～12年。根据谈矿区实际境况波表1-9-26针算出年生产能力为42.7万
m*。一般情况下要求矿体量低可采矿砂量为500万m'。而该矿区1号矿体C级矿砂量为524万m·.亦符
合要求。各种型号采揭船最低可采矿砂量计算见表1-9-31。

9，3.5.5 开采筑术泰件指标的确定
根据该矿区Ⅰ号等体产出特征，参顺类似矿区150】采掘船的生产情况，将其最小可采定度和 夹层剔

除宽度分别定为40m。
9.8，5.8工业者标推荐功鼻
根据以上一系列计算和分析结果，将以下工业指标作为推荐方案，经晟搬主管机关批准后，即可作

为该矿区1号矿体绩量计算的依据。
<）边界品位∶Au 0.07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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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1-8-371最派可买矿砂量计算表

1》计 算 缘 票消“ 晶单，
针 300250150“尊60

8。s” ：2
12~158～10 12～1510～128~10眼务年限（字）
宁台D.160.05 0,250.1一自义蛇斗四积小附挖方

量计算参 30st一寸 兽3D每分钟朗扩斗教
孝 兽’

电、859.650.650-服 0.66前斗系数
1.3 I.31.3“1,3矿石松散数

谬召”251359045(my小时挖方量年生产能
'

力计算多 200“富20o200200(d)年作业天败
败 ，

8D一壤” 8080’艺时间作业率 40
103,68景人告“互345817,,28一谱串”年生产能力
200号：客27014一湍国最低可采矿沙量

（2）最骶工业（块段）品位∶Au 0.20g/m2
（3）最小可采宽度，40m
（4）夹层剔除宽度、40m

（5）矿体最低可采矿砂量∶500万m=

'9.3.6砂矿床一般工业措标

根据现行的《砂金矿地质勘探规范》，砂金矿床普查评价的泰考工业指标译 见表1~
9-32。

袭19~32砂金矿一般工业犹螈

只酬 果.开
地 下开象 痛睁 分 别

开 果当解 水来项目 磨、
方矿方 开 果龟’ 开 梁 开 恶150～30b150～100!150～106l 150～300l

j0,3～0.50.10.05～0.07o 0～0 080.04～0,06g/m2) 0.05～0,87混合砂边界最位
食.8l.6～1.0j馄合砂块脉泉低工 0.1～0,180.18～0,26令“ 0.1d~0.用6.16～4,18

晶位 2030~356, 40～66Q~35 d0～60入自”最小可采宽度
40～60303540～8D30～35一自”类石别除宽度

100~300 ep0～14001:900～20D150～450矿体兼低可架矿砂量〈万吧）
1

矿沙层边界品位 。苜“
耳矿沙层英纹晟低立亚g/m3品佗 1.31.5

“串”矿沙层采幅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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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砂矿的一般工业指标，详见表1-9-33。

表1-g一33.其它砂矿一般参考工业捕标

最纸工业品位 夹石刷最低可边 异 品 位
偷厚度录厚度 善：命花险分折品位 化避分析品夜 湾洗品位调洗品位
值”(m>(%) (? <g/ay(g/m3)

离洗时仁石埔v100～150 0.0 0.5夕副 200～300哮 度∶Sn>80%

j位为手选嫌2~2.5 .1.o.CLg/m2残状积沙偿矿 往石品位《k/my喇一

”苕畸芽
(TaNb1zO3 (Ta:05)(TarOs)CTa,Nb):O;、剥骆褐党卤芽勺奠 曾0.5* 2500.01～0,0120.00;～0.08钇望砂旷

(ZrO2)(ZrO2) 岂│0o.8~1，日票瑞渗拿消出挚哦 四e
置0.5~1

架H输加
50~7030雪包沙矿及风化亮 ：： ” 1~2独居石砂矿及风化 1&0~200 300～506树 ，

金红五。航铁矿砂矿
o5~≥2kg/m*2.5~1≥1(hg/m2)金灯石 ,

≥15(kg/m2≥16(kg/mp)钕铁矿

且0.5~1≥0.10.03松散沉积物中铂砂矿

2(mg/mpyo.2～0.6l.5(mg/m2金制石砂矿

9.3.7砂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砂金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9-34。

表1-8-34砂鱼符床工业癫标实例绕. ‘。
最小可菜 潜出萎季前祥扩体最小可城教象艇工业漏位界、品 使边 (m)(g/my 采矿砂最宽一目“” g度”？ 长 度<万m3）自” 宽 度矿砂层温合砂混 合砂 矿砂层

≥0.14 2400≥0,18再誉河变 ≥40≥300≥40≥0.03≥6.07 ～0,20 ～0.16金首
曾名≥21600700.21石头舞于 0.09移金矿区
4D～452600.24 25罕达气沙 0.1黔秒网

表1-9-34中各矿区工业指标尚有以下规定;
珲套河砂金矿;
（1）连续矿体边部、端部以及夹层附近的块段品位<0.14kg/m3时，列为裘外储量。连续矿体 内部

和中同≥0.1g/m*低品位块段列为表内储量。<0.1g/m3者按通道或无矿地段处理。
（2》通道矿体（块段>用40m宽，3m深通道连通后符合指标要求者可视为班续矿体。遇道量加入

被连矿体中计算平均品位，腺拉通后的下部矿层品位达0，14g/m*以主廿入表内储量外，其它均单列为表
外矿或康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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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与最低可采宽度<4m品位高者按米克值计算∶连续矿体≥7.2g/m2块段矿体≥5.6g/mz。

<4）混合砂包括塞岩蕾以下20c血之内的岩石。
《5）混合砂品位0，07~0;18g/m2之间，快段品位<0.14/m*时或其它条件不符合工业指标之一时，

均列为表外储量。
石头河子砂金等区∶

《1）小于霞采戴度矿体灿米克值送14.78/m2时可圈为麦内矿榨。
（2）21缨两德所控400m作通道处理 遇道宽B0m，深4m废石量（通道的）可单激计算。
（3）各支谷矿体，边界品位按0.ig/m*、工业晶位按0.24/m*要求墨定矿体。

罕达气砂金矿区

（1）品位0.1～6.24g/m"间列为表外矿
（2）小于可采宽度，品位较高渚按米克值计算，>6g/m*者列为表内矿，否则列为表外矿。
<3）基岩含金时，允许将其上20cm部分雷入矿体计算储量。

（4）相邻矿体可用宽25m，深3.5m，通道相连。通道度石量参加品位计赏，平均品位达最 低工业品
位者，可视为连续矿体，但最后通道帘石量不列入储量。

其它砂矿床工业报标实例见表1-9-35。

其它砂矿麻工业推禄实例 表1-9-35

边 界品 位 娘低工业晶控 夹石别业小可
莱摩度除解度测离 泵敏 定其 它 煨矿区矿驶 <%)入算。食旷 (g/ms) 《al)入目

四e的 B6.日，e，
"边界届位为单样，敞饭≥2，9。05 0.1个旧沙幅矿 工业晶位为单工程

:：图工程200 - ≤柏萄山深观. 室 ，”矿段400砂懈实
狭段30 利高晨败>3时，每增

表内 20o嗽硝 ‘业 常特审 0.矿区456 加覆益去1π，要求增加

品位100g/中2
“富，设外 ：，

圆定矿体计算饺量时，
对掌体中雌工程科胃系数”
过当煎宽处意，当工卷制

疗 80东码、派得 ≥0. 1.022 离系数1.0。平 均品 位

（混偿）入兼算。 ：美拿略气 >80??按满陶系数增加

0.1，工襄界均品位增加.
。盲”‘

（1）紫矿不包括内陆章矿20 30~45 :": 生的协四，残积砂矿宁首”(kg/m' {2）以矿区为举位划分n.15(kg/mu+).验 黄矿10做快矿 “：常 矿石类狼。《表外）(kg/m')
（8》牌生组分按含量划5《kg/m2)二

海井我、甘声都 学表内560 500药 独殿石 表外10有
‘工？表内600 1bco临英石 端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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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边。界画位 |夹石明最小可郸南片身参形
：物刚博 来厚度 其 它 规 定除厚医制高菜赖

(%)(g/m')食旷之 (%) (m)本算孕 。g。占乙 ‘目 T
事锁中ZrOa占80%20kg/m2y表内1 、《k/m2）南藩情英石

美外0，6物秒
(kg/m'

（1）盆红石、快铁矿为v 饰生- >1石岛情莫石 0.086064a 之官“ 2(kg/m) （2）下矿原剥育比大苑砂矿
为表外

（1，）厚度<0.5m，按表内15
自谦平日河骼口褐纪 狭段35 1±拱废0，5 （2>独居石，常爽石为表外10硫冲积砂看
停生

袭内2-9
(ag/m3算金刚石砂 0.21.5(kg/m) 表外1.5一2警
(mg/m+)
>2.0

(my/m3) 0.2.5<mg/m→ 厚度<2
三倍帕加金或为金都相9.2馆 0.850.1 0.8触制沟砂 0.03

号 达左描标亦围为事Q-具自 1.59.50.08畜物邮

块覆6 喘函业表内1表内 矿体7老厂砂船矿 表外2潜号 妻外0.5表外>0.5

9.4 砂矿可采矿量计算
由于条件限制，砂矿地质勘探称段提供的储量不可能全都为开采利用，而采矿设计需

要圈定开采范围，以确定有关参数和指标，设计时必须对地质勘探提交的储量重新进行围
定和计算。按设甘圃定的开采范围计算的傣量称为可采矿量。
9.4。1∶可采矿量属定的要求

9.4.1。1 采量船开碾砂矿可采矿量屋定的要求
开采技术条件相同的矿体才能圈为同一采摘船的可采矿量，在同一采掘船开采的范围

内按后列因素翻定可采矿量和非可采矿量。
1.可采矿量
下列情况能围为可采矿量，
.（1.）能用采细船开采的B±.C级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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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采范麝内无法测除的夹层，
（3）船采工艺要求围入的少量D级储量或衰外矿;
（4）采据船通道量;
<5）超挖底板的土岩量一般列入可采矿量;
（6>拗探阶段围为剥高层，但开采剥高后无墙放场所的表土量。
2.非可采矿量
下列情况不能橱为可采矿量，∶

（1））在无供水水撼时，含水层厚度小于采据船膜得谈度要求诚无法趋定含水层厚度的
地段;

（2）经机刹后，于额离度钙大于4m的地段; :·

（3）地表有不易搬迁的房属或其它设施的地段;

（4）采砂船最大挖深界线以下前矿量∶
（5）已标注的地虾降碍物处，视开采赔线适当扣除部分地质储量;
（6）底板坡度大于开采要求，聚敢技术措施后仍无法开采的地段
3.待估矿量
下列情况需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其为可采矿量或是非可采矿量;
（1>剃离量大、供水条件差，精量不大的矿段;
（2）有部分胶结性矿砂的地段，视其易挖性和可洗选性决定，
（3>受洪水危胁的矿段、需根据防洪要求确定
9∶4。1.2 水采及机聚种矿审聚矿量■定的要求
1.单工程围定
灌入覆盖层或夹层后，含矿砂层工程平均品位≥舰定的开来平均品位时，混入部分可

园为可来层。
2.剖面上圈定
（1）剖面上的矿体上、下界线应以开采矿段上下边界线为界。出厂地表的矿体，其上

界线为地形线。
.（2）在同→开采方法可采范雷内，不考虑第四纪地貌单元、含矿层不同等因素，只按

可采品位、厚度为依据进行鹰定。
〈3）远离主矿体的单工程（或少数工程）揭露的矿体，应单独圜出。
（4）矿层尖灭点，宜按开采块段边界矩形闭食于两工程中点。工程间距超过相座储量

级别树探网密度时，可依据相应储量级别所规定的勘操网度有陂虾推，外推部分应降级。
（5）品位较富、见矿长度小于可采厚度的工程，采用米克值计算围定。
3.平面上围定
（1）将每条剖面上围定的可采矿量边界点垂直投影于平面上，次连接各点所得封闲

图形，;即为可采矿∶量的平面慈樱。
〈2）根据采矿工艺重新姻分矿体或块段时，应将削面和平面结合，在隙块段基础上按

书搭篇着嫌端凰础。？：一谔这尝土“宁
斗轮机开采要求划分矿带，矿带宽一般为15m、长出0em龙。
水枪砂泵开采要根据水枪能力和开采技术条件划分矿块。矿块尺寸一般为1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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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200m。
（3）矿体边界根据开采块段外缘界线圈定。圈入的夹层、夹石参加可采矿量计算，未

圈入的边角表内储量作为矿盈损失计算。

9.4.2 可采矿量计算

9.4.2.1 可采矿量计算要求
（1）在圈定的可采矿量范围内，按不同的开采方法分矿体、块段（一般相邻勤探线之

间的连线矿体划为一个块段）、储量类别、级别，计算可采矿砂量、乎均品位和金属量（或
矿物量>。计算方法尽可能简化。

（2）在首期开采地段范围内，应分染段计算能满足初期开采3～5年（移动式选厂>
或8~10年（固定式选厂）的可采矿量。

（3）计算主要组分储量的同时应计算伴生组份储量。
（4））要注意重砂淘洗品位与化验分析品位的区别，注意有关校正系数应用的合理性。

（5）各种参数与储量计算方法的采用应尽可能与地质激探阶段一致。
9.4.2.2 可采矿量计算参数的确定

.1.品位
《1）单工程平均品位，当样长相等时，用算术平均法计算工程平均品位，当样长不等

而品位变化幅度又大时，用样品长度加权乎均计算。

（2）线<剖面）平均品位，线上工程间距相等，品位与厚度变化无此例关系时，用算

术平均法计算;品位与厚度成正比或反比关系时，用厚度加权平均法计算;工程间距不等
时，用影响面积加权计算。

<3）块段平均品位计算，用剖面法计算储量时，块段平均品位用面积加权计算、或用
矿体在剖面上的长度乘平均厚度之积加权计算。用地质块段法计算 储 量 时，块 段 平均

品位用工程品位算术平均计算或用工程影响面积（厚度乘工程影响距离）加权平均计算。
（4）矿区平均品位计算，用矿区总金属量除以矿砂体积求得平均品位。

2.厚度
（1）毕工程厚度，混合砂层单工程厚度为矿体底板至地表的全部厚度，中间不划出夹

层。矿砂层单工程厚度为矿体顶、底板内所有样品长度之和。

（2）剖面、块段平均厚度，当工程间距一致时，平均厚度以算术平均法计算;当工程

间距相差较大时，则用工程影响长度加权计算。

9，4.2，3 常用可买矿量计算方法

1。直线法（又称剖面法）

适合于用平行垂直剖面法勘探的较稳定的砂矿床。此法计算简便，计算时可用两种方

式求得块段储愚，
（1）用两相邻剖面的线储量平均值，乘两剖面间距得出块段储量。各块段储量之和即

为矿区（体）总储量。
（2>各勘探剖面的线储量乘勘探剖面影响距离（两剖面距离1/2），得块段储量。各块

段储质之和即为矿区（体）总储量。

2。地质块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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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按规则勘探线布置勘探工程的矿体，一般采用地质块段法计算储量。矿体品位、厚
度变化不大、产状平缓的矿床也可用此法。

9.5 砂矿设计地质图件编制

9.5.】 地 质 图 件种 类

砂矿设计所需的地质图件种类，按用途分为两类，即提供果矿设计使用的地质图件，

和本专业初步设计需要编制的附图。还可分为自编图件和复用图件。上述冬类地质图件均
以地质勘探提供的资料为基础，进行编制成直接引用。

9.5.2 各种地质图件的内容

9.5.2.1 自编的主要图件内容
专业自编的地质图件主要供采矿设计使用，其中部分图件亦常选作初步设计附图。
（1）开采设计综合地形地质图∶在地质勘探提供的地形 地 质 图<见图1-9-11上

增加可采储量范围界线、设计计算的可采储量成果（分块段、分级别的品位，厚度、矿石
量、金属量或矿物量>、纵部面或纵投影位置。采掘船开采还要求反映摩碍物的范围、含
水层厚度小于果掘船默浮深度的地段和无水地段、巨砾集中分布区段、冻土带类型及分布
范围等。

（2>开采阶段地质平面图，砂层较厚或沿山坡地形分布的顿角较陡、高 差 较大的矿
体，用机采机运时需编制阶段地质平面图。开采阶段地质平面图以综合平面图，纵、横剖
面图为依据编制。

圈的主要内容包括∶矿体界线、矿石类型、储量级别和勒探工程位置、编号，纵、横
剖面位置及编号，可采储景范围等。

（3）横剖面图。在原地质横剖面图（见图I-9-12》基础上增加可采矿量范围及有关
储量计算参数。

采掘船开采尚须标明洪水、正常、枯水三种水位线和冻土范僵等。
机聚、机运需标明含水层和非含水层的界线，静止水位鳞。岩藩地区尚须标明蕃洞范

围、基岩起伏界线、溶洞、溶沟中的不可采矿量。
（4）纵剖面图。为研究砂矿长轴方向的变化、确定采损船逆流而上的纵向坡度角需编

制本图。冲积型砂矿按水流方向沿砂矿床的中心部位切制。根据需要还可在中心两侧按50
～100m或更适宜的距离，编制著干个平行纵剂面。其它成因类型砂矿，则 沿矿床长轴方
向编制纵制面。纵剖面上应标阴的内容与编制的横剖面基本相同。

（5）纵投影图，设计中用作储量块段结构划分依据。在原地质额探纵投影图上增加阶
段标高划分线、开采范围等。地下开采尚须标明开拓工程的投影位置等。

8.5.2.2 复用图件内容
地质专业复用图件主要作为初步设计附困使用。作初步设计附图用的复用图一般有
（1）区域地质图，
（2）矿区地形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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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区地稳图;

（1）矿区繁四纪地质图;

（5）矿区典型地质剖面图;

（6>矿体纵投影图;

（7）储量计算平面图;

（8）矿体顶、底板等高线图;

（9）矿区援盖层等厚线图;

（10）矿区含水层等厚线图

9.6 砂矿基建探矿和生产探矿设计

9.6.1 基 建录 矿 设 计

9.6.1.1 目的和任务

为满足矿山步建投产初期贮备矿量的需要，砂矿开采设计时一般均需进行基建探矿设

讨。
其主要任务是在首采地段内，通过加密探矿工程，使C级和个别D级储量升级为B级，

进一步控制矿体边界，查明矿体底板的岩性、产状、形态及其变化情况，查明矿体内部结

构和品位变化，在明矿体上部现盖层和矿体内夹层的岩性、厚度和含矿性，黑新 富 定 矿

体、计算储量。
9.6。1.2 基瞻振矿乎欺、工程间眼和工程布置原同
1.基建探矿手段
主要有钻探和井振两种。一般采用钻探密殊矿种（如金胸石等）和特殊地质条件下，

来用井探。
2.基建探矿工程间距
一般探求 B级储量的工程间距为地质勘探 C级工程间距的2～4倍。如某海滨砂矿，

原地质勘探C级工程间距为400～800×40～80项，基建探矿 B级工程离距为100～200×10
～20ms采掘船基建探矿工程间距见表1一9-36。

3.基建探矿工程布置原则
勘探线方向应尽可能与地质勘探阶段的勘操线方向一致;要续合开采方法划分的开果

块段布置探矿工程。
衰7~日-30采编韶警源振矿工程间電表

Ⅱ的 聚 费 显Ⅰ、Ⅰ篇钾类湿

小型采揭船、水果、机系等大、中型来渊帽开采适 用 条 指

注来区 试采孤聿 过 系区事 过聚区
50~100×20E0×20109～200×2电1200×30革建探矿B假工程香距〈m）

40～26×20-40 100～200×30～20地飞粉操C级工是肌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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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3 等建探矿工程量的确定

（1>依据基建探矿工程布置图统计工程量。

（2）依据下列公式计算基建探矿工程量。计算公式1

QyY.”之之目心 <1-9-16)"5
Y· (1-9-17)N-S6响

(1-9-18)M=H N
式中 N——基建探矿工程数（钻、井），个;

M——基建探矿工程量，m;

Qy—-采选设备能力，m3/;， Y--开拓矿景保有年限，年;

S一—基建探矿工程密度，m';

H-—开拓矿量范围内矿体平均挖掘厚度，m;
NA——开拓矿量范围内原勘探工程数，个;
*——基建探矿工程系数，n值大小既受地质勒深工程密度影响，也 要碧建勤探工

程密度的影响。n值可参照表1.~9-37选取。

表1-8-37砂金矿基建探矿工程系载身

蓄 遭 都 矿地 质 描 振
基建摄矿工程系效组愚撕类显 别拳 工程密度<2）别嵩 工程密度（m3>

叶a 160×20 0.8～0.8一 400×z0～40

B 0,33~0.67100x20、、200×20~40) B 5×20 0.33~0,60， C 10～200×20

9.6.1.4 取样化验工作量的确定
(1-9-19)取样教量=棵矿工程穿过矿层（体）总长度单样长度

上式计算得的取样个数，再考虑10～30??不均匀系数，即得取样总个数。再按每个
单样重量、长度乘以总样数即可得样品总重量和总长度。

根据取样总教和每个样的分析项目，再考虑 10??6?外检， 即 可确定化验工作
岸。

9.6.1.5 基建操矿施工图设计
砂矿基建探矿施工图设计的原则、内容、编制的图件种类等基本与原生矿一致，可参

见本篇第七章7。2节。
砂矿一般为露天开果，其探矿手段主要为砂钻、探井和探槽。砂矿基建探矿设计需编

制的图件一般有综合图件和单体图件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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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综合图件
（1）甚建探矿工程平面布置图。
（2）基建探矿工程系统部面和置附。
2，探矿工程单体设计图件

（I）砂钻单体设计图。

（2）操井单体设计图。
（3）探槽单体设计图。

9.6.2 生产 银矿设 计

9.6.2.1 目的和任务
为满足砂矿生产贮备矿量相应级别的勘探程度要求，提供编制 采 拥 计 划所需地质资

料，以保证矿山生产正常持续进行，矿山在生产期间必须进行生产探矿工作。生产探矿应
超前进行储量升级，以满足生产贮备矿量要求;进行开采矿体的探边摸底，寻找勘探遗涌
矿体，增加矿山保有储量，延长矿山服务年限。

为了濡足生产需要，监产操矿应超前开采2～3年。在我国北方寒冷地区，为使多年
冻土能够改冻，生产探矿需超前3年左右。

9.6.2，2 生产舞矿手骏和工程间距
生产探矿手段和工程间距原则上与地质勘探和基建探矿相同。经生产实践验证和操来

对比总结，如确认原手段、工程间距不能满足开采要求，应采取适合开采要求的手段和工
程闻距。部分生产矿山的生产探矿工程闻距见表1-9-38。

9.6.2.3 生产绿矿工程量的确定
生产探矿工程量一般按矿山年生产规模确定，其计算方法为∶

(1-9-20)N 年生产规模即开采消耗的矿砂量Y或m'每个工程所控制的矿砂量（t成m*>

(1-9-21)N樊山年开采消耗总面积（m2）或 每个工程所控制的面积（m*

式中 N——生产操矿工程个数。
N乘以单个工程的长度即为年生产探矿工程总进尺数。
生产探矿工程量常在生产探矿布置图上统计工程量而求得。

泰1-8-38、
砂矿生得工得闽醇实侧表

生产壳矿工粗间地费消深C每茶* 矿体宽度害泻灌 当“借盾很

浓联形态类型 级D矿由 名 称 A 额(t)源方构 “皂”
自~。 司e 51

5×2050×40>i20明 显出洞碎飘新赔右灰中砂箭矿 ,50～60 × 100～120×18一28明 显 100～30100～180×20~40j 10~20l沟谷种职新路养民种砂督矿
120×40 40×20 80×40>300不明显法地冲液积 eo×680新降金帽正秒诱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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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幽球类独
生产絮矿工程同地费动聚C矿体宽度物成来形蒸类型 级工程脚题矿 山 名 称。 嗪。(m) A B源方向 八当” 告

四' 。 ，声“：- ”
200×20 180×z~10网沟谷种积 >185显明系水高属坪砂锅矿 400×10

180×20明 监沟各申积 >300 100×I6~200×2d大厂洪塘砂篇矿

30×40页 堆 积凤化 亮 60×4020～40p票术老院头砂幅矿

调 60× 30乱 >30p 60×60残胺 积求岩坝烂岭北沙锡矿

50×10断 裂 谷 I60～249不明显？唑 50～100×20～40自面山深埋砂督矿 ” 100~ga0×io~20ta0～800×40～8o疗槟降冲积惠摧街些珍矿

50×50” 25×251 ×190坡 残积 城 积·1000～2000节亩籽和岗制瘤彰

50×20～40140~950.[河湖外机 20D×20～40东洞锯获矿砂矿
25×25120一190I~ 50×50识积渐斗消沧老厂诊铅矿 25×6100～380

:100×20圈 200～400×40400×8080～250”闽滨海种积石高错英石砂旷 ，丶’
501船 56×20明= 、 z96有头河予矿区虎力河 4qO×20河燕冲积 150船100×20主流影金矿

60×30“嵩 130×30～20： 密义图大籍炖矿 碍响蒿剪

9.6。2.4 开乘取样
分为剥离阶段的取样和生产阶段的取样两类。
1.剥离阶段取样，砂矿剥离时一般都要在矿砂层之上保留 20～30cm 的保护层，以避

免资源损失，为防止覆盖层残留过厚造成矿砂层的贫化，及时指导剥离工作的正常进行应
在剥工作面上进行取样、特别是在矿砂层与覆盖层无明显标志时，取样特别重要。

剩离工作面上取样的闻距大小，一般根据矿体顶板水平方向起伏变化大小决定。起快
变化不大时取样间距可大些，起伏变化大时则应适当加密。一般取一个祥代表 50~100m2
范围。

2。开采工作面取样
（1）水枪秘泵开采取样。一般在水检冲采工作面上垂直矿层厚度方向从上至下进行刻

槽成挖块取样。刻槽法取样规格一般为3～5cx×3～5cm×样长。挖块法取样，主要
用于决定矿砂层有用矿物含量的变化一般每米矿砂层中挖取1.～3个点，每个点挖取的重
量应尽可能相同，其重量约0.25～0.5kg。将整个工作面上矿砂层中所挖取的各点中的试
料组成为一个样或按段分为2～3个样。工作面上取样后，应立即进行淘洗。

<2）斗轮机开采取样。有工作面取样和寻轮机中敢样两种。当斗轮机沿矿带每向前推
进15～20m，在工作面上用刻槽取样法取样一次。祥横应垂直矿体厚度，从上到下一次取
到底。



364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矿带长度每个矿带样品数∶ (1-9-22》取样间距

此外，每隔一定时间还要在斗轮机中进行一次取样。

（8）采掘船开采取样。一般在挖斗中进行，每隔--定时间取样一次。为了防止丢矿。

采揭般的挖掘深度一般都要超挖到矿砂层以下 20～30cm。对超挖部分要及时取样，以便

检查是否巳达到超挖深度，避免超挖太深造成砂矿贫化。

上述各项开采取样，一般都在现场随采随淘，及时指导生产。

另外，在生产过程中还有各种不同目的取样。这类样要根据其不同要求谁行采取和加

工，并据需要送淘洗或化验。

9.8.2.5 矿山地质、测量仪翻设备和人员配备

矿山设计时应根据生产裸矿和取样工程量大小、开采工作面数量及分布情况等确定矿
山地质、测量仪器设备的数量和人员配备。

以45～60万t/a的生产规模（相当于一条砂沟）为例，其矿山地质、测量仪器设 备、

和人员配备如下。
1.钴探设备
配备SH一30型钻机一台，主机包括26型汽油机一合。如在矿区内部使用可另购1OF1

一2型电动机一台。
2.重砂分析鉴定设备仪器

（1）单辊式磁选机（φ80×100）1台。
1台。（2）双目显微镜

3.测量仪器
1台。（1）经纬仪
1台。（2）水准仪
1台。（3）平板仪

4.人员配备
（1>地质技术人员2人。
（2>测量技术人员2人。

（3）测量工人 4人。
（4）地质工人;
取样淘洗工人1人。

5人。钻探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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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以地质统计学为重点，结合其它方法，誉重介绍它们在地质断探和矿山设计工作
中的应用，如主要和伴生有益组份的矿石储量计算、回归分析确定体重、合理边界品位确
定、勘操工程间距的研究、特高品位确定等。

10.1 多边形法、剖面法、平面输入法储量计算

10-1"1 多边形法及其道用黛件

多边形法是利用最近点法则或等影响法则来建立矿体的多边形矿化摸型的一种方法。
即从某一钻孔出发，计算它周围邻近钻孔间的距离，并作每二孔连线的垂直平分线，各垂
直平分线相交形成一凸多边形。此多边形范围内的品位信即为该钻孔的阶段组合平均品位
值。图1-10-1-a即为运用该方法作出的平面图，图中的数字即为该多边形的品位。

多边形法也可以建立方块模型，方块品位的估值采用以下方法∶从该方块中心的座标
出发，找出距离最近的钻孔，该钻孔的阶段组合乎均品位值就是方块的品 位 值，图1-10
"1-6即为该方法原理，图中的数字即为该方块的品位值×100。.

3|8 [4zlazlazl=]a4p 0]。宁氧0.40 0.46 ● 售420o6
0401596的

140A0S8

0.50.670.3G 初
nlotel7ylT IPO691。告 0◎ 8082l32 Iyzl22l

十等还专啦彩整还福马一针上日呈肯

05610.66 LR4672l才古卢一零柠薯些0,38. 四 ●0.46 2o。
25

宁杰’ 8Bale

凸习篆0.51 ;46盟牛知一些oo
0.330.37 b9223ls3L10.43 0项 ea.4 力仓 pa23]23 ]23 2:

鲁” 图1-101  多边形法原理圈
a一不规则多边形;b一规则害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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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形法适用于品位、厚度变化均匀，构造简单，勘探工程分布较均匀的矿床。此法
未考虑矿化异向性的影响范围，只用最近的单孔品位作为块段品位，精度较差，应用不
广

10.1.2  剖面法和平面输入法及适用条件

剖而法、平面输入法与多边形法原理相似，都是按照最近点或等影响法赠把一钻孔
（或一剖面）的影响范围外推至相邻另一钻孔（另一部面）间距之一半。

剖面法在输入钻孔和坑道工程的有关数据以后，采用合适的公式计算剖面的面积和加
权平均品位，再按等影响法则向两侧外推至相邻剖面间距之一半。100

剖面法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矿床，尤其是矿化分散，矿体形态、产状、构造复杂，工程
不多的矿床。

平面轴入法采用平面图作为输入信息。即将O
人工绘制的阶段平面图上的矿体界线，用合适的
数学方程式来表示，以反映矿体的平面形态变化17

R

规律及空间位置，从而建立三维方块模型，计算*3.0(10)

体的平面面积及储量。如图1-10-2所示，将矿体O11
轮廓线分成6条（①~⑥）单值接触线，然后将每

美将中蜗 条接触线上的特征点（大多数是和勘探线的交
图1-10-2  矿体特征点示密图 点、端点和拐点）的数目及座标值输入计算机。

I-I-一勘探线爆号∶①~~⑥一矿体上、下盘
计算机则按座标信息转换，三次样条插值，自动与围岩接触线号，1～19（20）一线触线上
划块及储量计算等子程序形成每列网格（沿矿体的特征点号（1～4表示①14～6表示②）

6.～9表示③10～1.3表示③15～17毫示 走向以方块长度尺寸为单位的若干矩形块）的座⑦18～20袋示⑥）
标、面积、矿量信息。

10.1.3  安徽集玢岩铁矿平面输入法储最计算实例，
（1）矿床地质概况，该矿为一大型铁矿床，由三个大有体和数十个小矿体组成，南北长4km，面积

7上m*。有层赋存于两个向斜和一个背斜之中，地质构造复杂，大小断层共有43条，纵横交错，最大斯
层长达3000m，最大垂直斯距200m，严重玻坏矿体，形态变化极大。

矿体产状基本上呈假层状或送催状，每个矿体均由上、下两个主矿层组成，每层厚度20～200m不
等，平均为100m。两矿层间距平均为80～100m。矿层中夹层甚多，夹石率为2.67??

矿石为凿铁矿与赤铁矿雨种，地质晶位为SFe26.71??有石平均体重3.24t/m3，岩石平均体室为
2.7tfm3。开采时矿石不分采。

矿床助探工程间距为100～150×100m求B缓，200×200m水C级。共打钻孔404个。分布在26条主线
及19条辖助勘探线上。勘探最低标高为-400m。

（2）块段尺寸确定∶根据采矿设计所确定的阶段高度，矿体标高100m水平以上为12m，以下为15m。
块段尺寸为。100m水平以上30×20×24m，100m水平以下为30×30×30m。矿化区范围（计算散国）长
×宽×高为4200×1800×735m，块段总数为140×60×27=226800块。 

（3）计算编果；从172m至-295m共计算20个阶段，总矿量6.28亿t。第上一305m以下，172m以上露201

采场外的T量，全矿区总有量为6.6亿t和地质报告计算的储量6.7亿t比较相对误差为1.58??计算机打印
的阶段平面图见图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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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1-10-3 禁玲岩型候矿阶段平面图
一岩石，- 1一矿石;1～9一方终中食矿百分戴×10

平面输入法适于旷体形状较复杂、分校复合、夹层多、产状变化大的矿床。

10.7.4 地 形 的 处 理

地形的处理是各种储量计算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靖储量崩体估计的精确程度。
地形处理主要有--元线性插值、二元拟线性插值、距离反比捕值、克立格法插值、人

工网格法、图数转换仪法等方法，可依计算机配置情况、程序功能和储量计算的精度要求
分别选用。下面主要介绍一元线性插值和二元拟线性损值法。

（1）一元线性插值∶.如图1-10-4"a，在地形蟹上找出待作块每列 中镊 剖面Pi与
地形首曲线交点y的高程Zi。依P;的顺序把各交点的yi、Z;输入计算机，依据公式1-10-
1求块段中心标高。该法手工准备数据的工作量较大。块段中心标高Z可按公 式1-10-1

针算∶
(1-10-1 )2=Zi-1+-2二yi-1（Zi~Zi-1）i= 1，2，3⋯⋯，

传”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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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自，

b。二元烟性额算∶，一元载性输值
图1-10~4 一元缆性和二元拟线性插值原理图

g一一元姓扩值b一二元拟阀性熟散

（2）二元拟线性插值;把地形图上一定正方形网格（如100×100m）交点的高程顺序

携入，计算机按1-10-2式计算网格内任一块段的高程。如图1-10-4-6所示，有两格点
A（*，yi1）、B（xi31）、C（xi1，yi1）、D（xit1，yi），当中任一块段
高程Zr、y的计掌式为。

(Zzuny=(1-a)<1-8)Zinj+β(1-a)Zij1+a(1-β)Z:+13j+aβZr,1si1
X-X;la=· Xi+1-X;产

下”’y二y_ (1-10-2 )
97+1-Jj

10。1。5 工糨组合样计算和老发樊型的硫定

钻孔组合祥品位由阶段顶底面相截岩心段内的样品接长度讯权平均组合 而得，其计

算式如下;
p二1∶Ai

合）
(1-10-3)G=

当

式中 C-——组合样晋均品位，%;
1;一——-阶段顶底面相截岩心段内第i个样品长度，m;
A;～—阶段内第$个祥品的品位值，??

n——阶段内样品个数。

组合样塞标是台阶内岩心段中点痤标，由钻孔孔口座标、测斜资料（测斜段深、天顶
角、方位角）求得。计算中，设方位角和天顶角偏从测斜段中点开始。把这个中点定为
钻孔弯曲转换点。钻孔孔口测斜段深度L。为0，天顶角a8、方位角β。为在开孔处 测得的
值;第一转换点长度为L1/2，第二转换点长度为L，/2+LA/2，第三转换点长度为Ls/
2＋L√/2，天顶角顺序为a1、a2、a3，方位角顺序为β1、β3、β。，依此类推各转换 点
瘙标增量按下列获得∶



第十章 数学地质方法与电予计算机应用 769

△X=△L×sina×sinβ
(1-10-4)AY = AL× sina× cosβ

AH=AL×cosa
式中  a——天顶角，为测斜段钻孔中心轴与铅垂线间夹角∶'

β——方位角，为测斜段钻孔中心轴水平投影线与正北方向夹角；
△L——某转换点长度，m。

利用孔口座标和逐段座标增量可获得各转换点实际座标，通过阶段岩心段中点高程与
转换点座标得到组合样岩心段中点座标。

组合样岩心类型是阶段顶底面相截岩心段内占优势的岩性。岩石类型是研究矿化地质
特征和估计品位的地质依据。

组合样品位、座标、岩石类型是多边形法、平面输入法、距离反比加权法、地质统计
法储量计算使用的基本数据，计算机程序框图如图1-10-5。

 以上是确定矿床三维块段模型组合样的品位、座标、岩石类型的计算方法。对 于 脉
（层）状矿床，可在矿层投影面（或垂直纵投影面，或水平投影面）的二维空间上研究其
变化规律，把穿过矿体顶底板的钻孔或坑道的全部样品长度换算成垂直于矿层投影面的厚
度，对样品进行组合，计算组合样段中点在二维平面上的座标，供制定二维块段矿床模型
使用。

10.2 距离反比加权法储量计算

10.2.1 距离反比极权法及其适用条件
距离反比加权法是运用距离指数函数与品位的反比关系，来表达空间两点的矿化相关

性，并在无偏条件下，把变异函数模型中随方向变化的变程作为矿化影响范围，将矿化影
响范围内的样品Gi（i=1～m），依其与待估块段中心的距离远近，分配不同权 系数×i
（i=1～n），据以估计块段矿石品位和储量的方法。

距离反比加权法的块段平均品位可由公式1-10-5 维出∶

ZGi/Di"
#NAME? (1-10-5)G*=
叫1/D."
中国

式中 G#————待估块段平均品位估值，??
Gi————待估块段周围参与估值的第i个样品点的品位值，%g
D；———样品G，与特估块段中心距离，m
n—参与估值样品点的个数； 100

m————距离的幂指数。
当幂指数m=2时，叫距离平方反比加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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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反比加权法适用于形态和产状变化不大、工程间距不同的矿床。此法计算快，应

用较为膏遍。

10.2，2 计算参氟的选择

距离反比加权法的估值精度除了受待估块段周围数据点的密度和数量控制外，还取决
于影响半径、屏蔽角、距离幂指数等因素。

0.2，2 。 矿化影唯半径

应遵过变异函载的研究，定量地确定矿化影响半径。各向同性的矿化影略范需是以待
枯块中心为圆心，以影响半径为半径的球。各向异性的矿化，由于冬个方向的影响半径不
同，其影响范围是一个椭球。也可以通过对矿化特性的研究，依经验类比法确定矿化影海
范围。勘探时，勘探工程密度与矿化复杂程度和连续性是基本适应的。可以用激操工程间
原的1.5倍作影响半径。影响范围以外的样品不参加该待估块的估值。

10.2。2。2 屏董角和样品筛途方式的确定

为防止某一方向样品过多对估值影响过大，应引入屏蔽角。以待估块为中心，把影喘
范圈划分成等角度的扁形区，廉形区的扁形网屏蔽角，屏蔽角一般取 30"。在待估块 段
别围的每一个扇形区内，只保留距特估块最近的2～3个样点。对这些保馨样 点 再 进一
步筛选出实除鑫与估计的样点。这种筛选有三种方式;品位变化复杂、矿化相关程度小。
即块金值大，选用全部保留样点∶品位变化不复杂、矿化相关程度大，即块金值小，用靠
近被估块中心三点均值加减一定标准整为上、下限，选取上、下限内的样点.矿化与岩性
有关，选用与矿化有关岩性的样点。当样品十分靠近块段中心时，一般应将该中心样品人
为她移设到大致相当于块段中心与顶角间距离的1/4位置上，以防止该样品权数 过大对
估值产生不良影响。

10.2。2，3 幂猪敷的璃定
一般来说，m取值2符合大多数矿床的矿化特征，所以距离平分反比加权法得到广泛

的应用。事实上，对于一个具体矿床，应该有符合这个矿床矿化特征的最佳那指霉。合理
延指数应在研究变量的变异函数的基础上，采用工程交叉验证法或开果资料对比法进行确
定。工程交叉验证法实质上就是把全矿区各探矿工程位置上的样品数据点（或组合样品>
作为已知值。然后逐个地依次移去每个教据点上的已知值，把它作为待估点来对待，再根
据该待估点周围影响半径范围内的已知散据点，以不两暴次的距离，用反比加权法对该待
估点进行估值，再比较各数据点的估值与已知值误差分布的均值和方差，寻求均值无偏、
方差较小的m值作为最佳磊指数。

10.2。3 使高反比加权法计算步鞭和框图

正确选择上述参数后，可按以下步骤进行储量计算
（1）估计变量的选择∶块状（或厚大层状）矿床选有用元素的品位作估计变量;脉状

（毒层）矿床选厚度以及厚度与品位乘积为估计变散。
（2）计算估计变量的组合祥品位、座标。组合样的计算详见10。1，5节。
（3）确定块段规格尺寸。块段规格取决于勘探工程间距，矿体形态、规模、矿化连续

性，开采设备和一次爆破量的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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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表地形输入和矿体边界附近块段估计。地形的处理见10.1。4.节。，很多浸染型
矿床的矿"体边界往往很不明显，当勘探工程化验资料尚不能圈定矿体边界时，.应在矿体外
侧母岩中，增加若干个虚设的假想工程，并以当地的矿化背景值作为该假想工程 的 品 位

值，同边界内侧的其它实际工程一起参与块段估值。

（5）依公式1-10-5计算待估块段的变量值。
《6）全矿区储量计算和报告、图表的编制。

当不同品位矿石体重差别很大时，不宜用平均体重计算储量，此时可采用回归分析法
确定体重与品位的回归方程，据此确定体重的回归值，参加储量计算。回归分析法见本章
10.5节。

距离反比加权法主要步骤见框图1-10-6。

310.2。4 距离反比加权法计算实例

10.2.4.1山东熟金矿床距离反比加权法臂量计算
谈矿床为一账（展）状金矿床，用二维康离反比加权法计算饶量。选择矿体真愿度和真厚度与品位泵

积作为估计变量，并将组合样的中点座标转换为矿悬纵投影参履面上的二维座标。
根据变异函数研究成集。资料显示的矿化异向性伟固范围满定厚度与品位乘积做值的影响 半径。沿

走向侧伏的长轴方向影响半径分别为380m和200m;与其垂直的短勃方何的影响半轻分别为180m和100m∶
利用已知钻孔资料，采用交叉验证祛确定矿层厚度和摩皮与品位乘积的距离事指数分别为1.21和1.62。
屏蔽角为30°，每个嘲形区选二个样点鑫与估计。

将工程系统控制的范隘确定为计算莅围。概据勘探工雇间距和采场大小确定 块 段尺寸为60×60m。
隐伏矿体的部界缓为量高开采除段矿块的顶部界镜。依公式 i-10-5计算厚度及厚度与 品 位骤额∶的
块段估值，由计算机输出块段估位图和各块段矿石量、金属量、品位及全矿的矿石储量计算绩果。与地质
统计学法对比，距高反比加权法矿量减少7.9??金属量减少4.6??品位高3.7??

10.2.4.2华东燕现当铁矿距离平方反比加权法储量计算实例
矿体形态属囊状，用三维距离反比加权法，选取铁品位为估计变量。棵据实际勘操工 释 间 距，选取

1.5倍间距150m为影响范围。在30°屏蔽角内，按样点距块段中心距离的远近。含远取近。
幕指数依据经验确定为2。块段尺寸采用15×15x15m。地形处理是将109x100m 网格点上高程箱

入，用二元报线性捆值方法求出缺段网格高程的地形近似值。利用地质界载的关节点。在地 质剖面和指
定平面上采用多项式独值法，拟合各种地质界线。用降维逼近法，确定密项式的方次为5。用全矿94个
样品，建立了品位与体重的回归方程式，D=1.1627+0.04×TFe??用公式1-10-5计算块 段 的 晶
位。按各块段的不同品位值赋以相应的体重值计算块段矿石量。矿量计算结果见表1-10~1。通过与人
工作图法对比，全矿总体积误差+8.8??总钠量惧差+3.4??计算的矿休形态见图1-10-7。电算颤
定的矿体形态与手工作图圆定的十分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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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克立格法储量计算

10.3。】 克立禧法及其适应条件

克立格法（Kriging）储量计算方法，又称为地质统计学的储量估计法，是一种利用

电子计算机来进行储量的局部估计和总体估计的最优化储景估计方法。它是以近代概率论
的随机过程原理为依据。以区域变量理论为基础。以半变异函数为工具来描绘区域化变量

（即地质变量）的空间相关性和随机性，并在估计方差为最小和无偏的条件下，建立起一

组寻求持估块段周围样品最佳权系数的方程组，即克立格方程组，藉以精确求解待估块段
内矿石品位与储量的最佳线性无偏估计组的方法。因此它又被称为矿床储量的最佳线性无
偏估计法。

克立格法与其它传统的储量计算方法相比较，除了具有计算精度高这一突出优点外，
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同时纷出所估储量的估计方差，也就是说它能给出衡量储量计算结果精
确度的定量指标，而这是包括多边形法和距离反比加权法在内的所有各种传统方法都无法
做到的。因而，自克立格法问世以后，就受到各国矿业界的极大重视，目前它已被许多国
家作为标准的储隆计算方法推广应用。

最早应用的克立格法是普通线性克立格法。这种方法在祥品信息较齐全、数据构形较
规则、区域化变量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当变量为非正态分
布时，将会增大计算误差。为了克服这一缺点，出现了对数克立格法和三参数对数克立格
法，通过对数转换将非正态分布转变为正态分布，解决了偏误过大问题。

普通线性克立格法，包括对数和三参数对数克立格法，它们的计算工作量都很大，尤
其是当数据构形不规则和不完整时，计算更为费时。因为它们在计算过程中，对每一个持
估块段都要根据不同的数据构形建立和解算一组克立格方程组。为了减少计算工作量，就
出现了随机克立格法，它极大地简化了计算，节省了计算机内存，使除了特大型矿山以外
的大多数矿山的储最计算，都可以在普通微型计算机上实施克立格法运算，从而有力地促
进了克立格法在矿业工程中的推广应用。



376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对于多元素共生或伴生的许多有色和稀有金属矿床，有时其主元素 的禅品 数鹅较完
整，而伴生元素的数据则有所缺失，此时如果各元素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则可采用
协同克立格法来进行储量估算。这种方法可以从主元素的样品数据中提 取 更 多 的有用信
泡，来提高伴生元素的估值精度。

以上几种克立格法都是以平稳性假设条件作为其计算基础的，当矿区内区城化变量存
在着明显的漂移现象时，平稳性条件受到破坏，上述方法的估值 结 果 就会产生很大的偏
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泛克里格法，它成功地解决了在源移条件下实现储蜓精确估
值的问题。但是，泛克里格法所涉及的数学理论更为深奥，计算过程也更为繁琐冗长，因
而它的推广应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近年来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更为简捉精确的方法。如指
标克立格法、概率克立格法、多元高斯克立格法等等。这些方法都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完
善和发展了原有的克立格法，扩大了这一方法的应用范圈。

自前，这种以地质统计学为总称的储量精确传算法已形成了一·渣套比较完善的系列方
法，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矿种、不同成矿类型和不同矿化特征的矿床储量计算 的 露要。但
是，地质统计学方法在实际应用中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要求在所研究的矿区内，
或者至少在矿区的某一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地段内，应具有比较密集的勘探工程，且勘探工
程的分布和构形也应尽量规师化，以便进行区域化变量的变异函数研究和建立合适的矿化
数学漠型。但在矿床勘逐阶段，勘探工程的密度往往达不到这一姜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
腹制了这一方法在矿床糊探和矿山设计工作中的普遍应用。在矿山生产阶段，由于有大最
的生产勘探加密工程和采矿爆破孔取样资料可供莉用，因而在矿山生产储经计算中应用克
立格法可以取得最佳的估值效果。对于生产矿山的改建、扩建设计，由于可以利用生产中
的大量信息，设计中应用这一方法同样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对于新建矿山设计，由于勒
探工程问距较稀、样品信息不足，对估值精度将产生一定影响。但由于克立格法可以按来
矿设计确定的量小开采单元进行块段品位与储量的局部估计;并可给出估值结果的估计方
差和离散方差，有助于设计中预测矿山不同生产周期内采出品位的波动范围，以便于采矿
设计中采取有效的均衡配矿措施∶它还有助于确定矿山生产勘擦的最佳工程间距和工程布
置形式，因此，在许多新建矿山的设计工作中，这种方法同样也有很大的实用价值。

在上述几种克立格法中，目前在国内矿山设计中应用最广的仍然是普通线性克立格法。
在一些多金属矿床中也已开始应用协同克立格法和泛克立格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本章
以下各节重点介绍普通线性克立格法和协同克立恪法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方法。

克立格法的储量计算过程包括地质数据的统计分析、变异函数研究与矿床数学模型的
建立、矿石品位与储量的局部估计等内容。

10，3.2 计算所需颐始地质资料
克立格法储量计算需要有如下原始地质资料;全部钻孔柱状图、探槽及巷道地质素描

图、钻孔孔口座标及钻孔系统测斜资料、探槽及巷道端点和拐点座标、钻孔岩心取样化验
资料、操槽及巷道取样化验资料、矿区地形地质图、勘探工程平面布置图、勘探线地质剂
面图、开采阶段地质平面图、矿体垂直纵投影图或水平投影图以及有关矿床地质特征的文
字描述资料。

对全部原始地质资料均应进行详细的审查与鉴定，这是正确使用原始资料、选挥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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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质数学模型和地质统让分析方法、以及对地质统计分析成果作出合理地质孵释将必要

前提。对原始地质资料的审淼重点为以下几个方面∶

（ 1）勘探工程座标测量和矿区地形测量成果的精度，包括全部钻孔孔口座标测量、
探槽及巷道座标测量、矿区导线测量、地形测禄等。

（ 2》钻孔系统测斜成果的精度及数据的完整性，包括钻孔测量方法、测量点的间隔
划分、各测段天顶角及方位角测量的精度、测斜数据的系统性及完整性等。

（3 >取样化验成果的精度和数据分布的代表性，包括样品的采集与制备方法、样品
的尺寸规格与原始重量、化验分析的项目及精度、取样的时期、批次及其对化验精度的影
响、对采样化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总误差估计、样品数据点在空间分布上的均匀性及代发

亚等等。

10.3.3 地质数据的统计分析

地质数据的统计分析是克立格法储量计算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任何一项地质统
计分析研究必不可少的工作。通过数据的常规统计分析，可以揭示出矿化的统计分布特征
和地质变量间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研究矿化的空间分布规律，平稳性条件的存在及其分
区、比例效应的存在及类型，以及为开展变异函数的研究和矿床数学模型的建立提供必要
的依据。地质数据的常规统计分析还可以检测和处理原始数据中可能存在的人为差错、特
离数据以及来自不同矿化母体的数据混合等异常现象，为随后开展的地质统计分析和储澄
计算提供完整可靠的数据资料。

统计分析的主要内容有∶地质数据的频率分布直方图的绘制和统计特征值的计算、地
质变量概率分布型式的确定以及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其具体内容和计算方法详见本箱
第五章5。 2节和本章10.5节。直方图的绘制和样品的均值、方差等统计量的计算均可通
过计算机来完成，其电算程序框图见图1~10-8。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可以对下列一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这些问题对于流后进行的
变异函数研究和克立格法储量计算等各项地质统计分析工作，都是十分重要的。

<1 ）根据直方图所表现的频率分布曲线形状来研究矿化分布的均匀性。一般来说，
当分布曲线表现为一种对称或不对称的光清单峰曲线时，表明样品数据 来 自 同一矿化母
体，在整个计算范围内矿化均服从于同一概率分布型式。如果分布曲线表现为某 种 多 峰
或不规则锯齿状曲线，甚至表现为某种似均匀分布（即从低值端到高值端的整个品位分布
范围内，各品位区间的样品频率都近似相等>，则表明数据有可能来自不同的矿化母体，
即存在着由来自不同类型矿石或不同贫寓矿段的样品数据的混合而引起的不 均 匀 矿化现
象。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出于样品数据是来自不园时期、不同勘探工程种类、不同样品支
撑和不同化验误差而导致的工程质量差异和化验质吹差异的反映。因此。 当出现这种名峰
状直方图时，必须在详细研究矿床地质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矿化的绕计分布特征，必
要时可按不同的矿石类型、矿化区段、勘探工程种类和样品批次分别制作直方图，以便查
明产生多峰状分布的主要原因。

（ 2）根据真方图分布嘚征判定比例效应的存在及其类型。所谓比例效应，就是指实
验半变异曲缓的形状在整个矿化范遥内的不同区段都保持不变，但半变异函数的特征化常
数却随着不同区段的局部品位均值的变化而成比例地变化。例如，对于具有基台值的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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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函数模型来说。当存在比例效应时，其基台值可随着局部均值的乎方值而成比例地增大
或减小。 一般来说。 当祥品值的分布呈某种对数正态或近似对激正态分布时，就表阻煮社

例效应存在。若直方图为具有众数M小于期望值m的对数正态分布时，就表明存在着正比例

效应，如图1-10-9（a）所示。若M大于m时，则表明存在着反比例效应，如图1-10-g（6）
所示。比例效应的存在意味着平稳性条件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作法是利用原始

明 M
博 Y( 4,)(N,z)

州"13）>0*（26）
王）>m*（z

艾子“九.
笔）1n o

●a
图 1-10-9 比例效应图

样品值的对数正态变量或三参数对数正态度量来计算包括半变异函数在内的各项统计特征
值。但有时这种对数正态变量的统计特征仍可能表现出某种比例效应，此时就应该考虑将
整个矿化区域依其地质特征和矿化统计特征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区段，分别计算其实验半变
异函数，以保持每个区段的局部平稳性。然后再将各个区段的局部实验半变异函数除以各
自区段的样品局部均值的平方值，得出各区段的相对实验半变异函数，它们将具有大致相
同的特征化常数，从而就有可能把它们组合成一个总体实验半变异函数，拟合一个统一的
理论模型。

（3）根据直方图的分布特征判断是否存在空穴效应。所谓空穴效应是指实验半变异
曲线呈现某种非单调递增趋势。即曲线在总体上升过程中出现某种有规律的升降变化。空
穴效应的出现，意味着矿化带内存在着某种规律性分布的无矿夹石透镜体，或者是贫富矿
段在矿化带内呈韵律性交誉出现。有时由于样品数量不足或局部缺失，也可能出现这种情
况。这些现象从直方图的左端〈低品位端）出现所谓"零值高峰"值时，往往就表明矿化
带内可能存在着无矿透镜体。在许多品位分布极不均匀的贵金属和稀有金属矿床中就可以
看到这种现象。因此，当直方图表现出零值高峰分布时，应结合矿床地质特征深入分析其
产生的原因，判明其是否为空穴效应的反映，以便为随后的变异函数研究和模型拟合，摄
供可掌的地质依据。

（4）通过相关分析查明矿床不同地段内矿石类型的差异。相关分析不但能够揭示不
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而且通过绘制变量关系图判明矿床不同区段内矿石类型的差异。如
图1-10-10为某铁矿床的Fe—SiO.相关图，图中的α区为赋存于矿床浅部含 铁 较高的α型
赤铁矿石类型，β区则为分布于矿床深部和边部的含铁较低的β混合型贫 铁矿石类型。

10.3.4 区域化变量的选择

区域化变量是一种空间数值函数，它在一定区域空间内的每一点上都有一个确定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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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但是它的空间分布都具有复杂的结构性和随机性双重特性，因而不能用通常的数学分

析方法对它进行精确的刻画并求其确定解。
而只能借助于概率论的随机过程原理，用随0)

机函数来刻画其特有的维构性和随机性。并
30- 通过半变异函数来定量地描述它的空间变化

(?O1S 特征。矿化现象就是一种区域化变量。表征夕利20- 矿化特征的地质变量，如矿石品位、矿物组
合、矿体厚度、矿石体霞等等，都可以看成o 是某种区域化变量，看成是在某一特定的成占
矿地质域（矿体）内具有一定结构性和随机

Fe(%) 性双重特性的空间随机函数，因而就可以用
半变异函数来描述其空间变化特征。图 1~10~10 某铁矿床的Fe-SiO2相关平面图

在矿床储量计算中，大多数情况下都可

以选择矿石品位作为区域化变量。对于某些厚度变化很大的脉状矿体或似层状矿体，也可
以选择品位与厚度的乘积作为区域化变量。在品位十分稳定而厚度很不均匀的情况下、还
可以同时选择厚度作区域化变量。矿体内夹石较多而分布又不均匀时，可将夹石率作为区
域化变量来研究。

10.3.5 举变异画数及其理论模型

10.3.5.1 半变异函戴定义
当矿化带中任意两点区城化变量间存在的相关仅依赖相对距离，不依赖于具体位置时

被矢量h分隔的两点x和x+h上的区城化变撒Z（x）和Z（x+h）间的变异性，可用变异爵
数2（x，h）表征。变异函数2y（x，A）定义为区域化变量增量平方的期望，即;

(1-10-6)2γ（x，h）E={CZ（x>-Z（x+h）*}
利用样品观测值来估计2γ（h）时，其计算式如下，

理《5）. -二〔Z（x;）-Z（xi+h））∶ (1-10-7 巴写”岂’i=1
种代五》

(1-10-8)Z〔(Z(xi)-Z(xi+h)?"“乏”武 -1当飞
上式中的y*（h）就是实验半变异函数、它可定义为;被矢量h分隔的两点xi 和xi+h上

的观测值Z（xi）与Z（x;+）之间差值平方的算术平均值之半。
以γ"（h）为纵轴，矢量为横轴绘制的关系曲线称为实验半变异曲线。在此曲级图上可

以观察到，靠近原点附近，了（h）值一般随距离品的加大而增大，曲线呈上升状态。它表 明
两个观测点间的品位差异随距离而增大。但当距离h加大到某一数值α以后，γ（h）值就 达
到了某一极限范围，曲线趋近于水平不再上升，而是在某一水平线上下跳 动。它表明当h
增大到某一距离α以后，两点间的彼此相关就消失而变为互相独立，而此时的了（h）值也趋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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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某一常数。使样品观测值之间的关系变为相互独立时的距离a，称为样品的影响范围。
简称变程，当曲线趋近于水平状态时的Y（h）值称为半变异函数的基合值，用符号C来表
示。a和C都是半变异函数的重要特征化参数。

此外，从半变异曲线图上还经常可以看到，当两点间的距离h为零时，其γ（h）值并
不等于零，而是具有某一般小的数值，这种现象就称为块金效应，它是由微型结构的矿化
变异和取样化验中的人为误差而引起的。h为零时的y（h）值就叫做块金值，用符号C。表
示，它也是半变异函数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化参数。

γ《h）的值还与样品的支撑（样品的体积和形状）有关，不同的支撑有不同的y（h）值。
定义于某一支撑o的半变异函数，记为Y.（h）。从Y0（h）去支撑v，转换为点半变异函数
Y（h），称为去"卷集"。把点半变异函数Y（h）转换成具有某一支撑v的yr（h），称为"正
则化”。定义于任何支撑□上的半变异函数γ，（h）都可以从基本的点半变异函数γ（h）推导
出来。

两点间的品位变化除了可用半变异函数来表征外，还可用两点间品位的协方差来表
征。若两点xf、x∶有随机变量Z（x）、Z（x）和期望值m（x）和m（x），则协方差就是
两点的随机变量与期望值之差的乘积的数学期望，如下式∶

(1-10-9)C(x),x:)=E{[Z(x:)-m(x1))[Z(x2)-m(xa)〕}
若二阶平稳性条件得到满足，即两点髓机变量间的相关性仅取决于相对距离而不依赖

于具体位置，且随机变量的期望值不依赖于点xi的值Z（xi），对于任何Z（xi）值恒有
ECZ（xi）】=m，则被距离及隔开的两点x、x＋h上随机变量Z（x）与Z（x＋h）阅的协方差
为∶

(1-10-10)C(h)=E{Z(x)-m)〔Z(x＋h)-m〕}
=E{Z（x），Z（x+h）}-m2

协方差和半变异函数都表示相隔距离为h的两点间随机变量的相关特征，它们之 闻有
如下关系∶

(1-10-11)p(h)=C(o)-C(h)
10.3.5.2  半变异函数的理论模型
根据实验半变异曲线的性状而拟合的理论数学模型是研究矿化变异特征和实施克立格

法储量计算的重要基础。半变异函数的理论模型可根据其所处矿化环境的二阶平稳性条件
是否得到满足，而划分为有基台值的模型和无基台值的模型两大类别。

1. 有基台值的模型
若有二阶平稳性条件存在，则平稳随机函数Z（x）将具有先验方差σ2，且为有限的。

此时，当Z（x）与Z（x＋h）之间距离h增大到二者互不相关时，其半变异函数y（h）的值将达
到一个大致与σ"相等的极限值，此极限值就是半变异函数的基台值C。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半变异函数的理论模型就将是一种具有基合值的模型。常见的具有基台值的理论模
型有球状模型、指数模型和高斯模型，它们的曲线图形示于图2-10-11中。此外，还有一
种较少见的随机模型，即纯块金效应模型。对应于这些模型中的每一种模型，都有一个等
价的协方差函数模型，即∶

(1-10-12)a(h)=C-y(h)
1）球状模型（Spher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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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10-11 具有基台值的半变异函数模型

这是一种应用最广泛的模型，实践证明，对于许多不同类型矿床的半变异函数，都可
以用这种模型来表达，它可用C和α两个特征化参数来表征，其表达式如下。

法 上· 当≤a之飞口工 (1-10-13 )20
当。>0 (1-10-14)P(A)=C

式中C为基台值，a为变程。从图1-10-11中可以看到，球状模型曲线在原点（h=0）处正
切线的斜率等于3C/2a。

2）指数模型（expone维tial mode1）
指数模型也可用两个特征化参数C和a来表征，C是指数曲线的渐近线，其值可等价于

基台值，a是原点处曲线的切线延长达到C值时的距离。这种模型的曲线从原点开始上升，
但比球状模型上升得更加缓慢，并且永远也不会完全达到它的基台值。指数模型的表达式
如下∶

vb=c【1- er（-告）】 (1-10-15)

3）高斯模型（Gaussian mode1）
高斯模型同样可用C和a两个特征化参数来表征。这种模型曲线在原点附近 呈抛 物线

形，而且在原点处的切线呈水平状，其表达式如下∶
(1-10-16) <A）=c【1-exr（-告）】

4）随机模型或纯块金效应模型（pure nugget effect mode1）
随机模型适用于区域化变量为随机分布的情况，即对于任何距离h来说，变量 间的协

方差恒为零，其相应的半变异函数就等于其些合值C。但从理论上讲，即使是完 全的随机
现象，当距离为零时，其半变异函数也应为零。故随机模型半变异函数表达式如下;

(1-10-17)当>0时p(h》=C (1-10-18)当h=0v(h)= 0
2. 无基台值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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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二阶平稳性条件不能满足，只有内蕴假没得到满足，则随机函数Z（x）的方差 就
不能限定为先验方差，而是它所计算的诀段面积或体积尺寸的递增函数，协方差 函数σ（b）
也是所考察区域面积或体积尺寸的递增函数。其半变异函数y（h）可先验地限 定，但无论距
离h多大，它永远也达不到某一基台值，而是距离h的连续递增函数。在这种情 况下，半变
异函数的模型就将是一种无基台值的模型。常见的无基台值的理论模型有线性模型、对数
模型、抛物线模型和空穴效应模型。

Ⅰ）线性模型（liear mode1>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无基 台值的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v()= ph (1-10-19 )
式中P是线段的解率。这种模型的扩展形式就是所谓"广义 的 线 性"模 型，其表达式如
下，

(1-10-20)P(H)= ph4
式中A的值介于0与2之间，但必须小于2。图1-10-12表示了不同λ值时的模型特征。

2）对数模型（Logarithmtc mode1）
对数模型又称为德·威依斯模型（dewijsian mode1），这是一种许多金矿山较普遍

应用的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1-10-21)p(A)= 3aloh

式中的a为一常数。称为绝对离差。如果用距离的对数值来绘制模型的关系围 线，则 图中
的半变异曲线就将是线性的，而上式中的3a就是线段的斜率，如图1-10-13所示。

>1巳支 Pb>
级作撕型步（（）>=PI4

术叶

3a)

c。
IDA距离（A）

图 1-10-13 对放模型（德·威依斯模型）倒 1-10-12 线性模型和广义的线性模型

3）抛物线型<parabolic mode1>
如果区域化变量Z（x）具有某种线性漂移特征，其半变异函数模型就是抛物线 型的，

其表达式如下∶
(1-10-22)2o*文

式中a'为一常数，它反映了区域化变量中的线性漂移成分，即Z（x+h）=Z（x）+ah。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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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曲线图形见图1-10-14。
4）空穴效应模型（ hole effect madel>

空穴效应模型可用于表征具有某种周期性变化性质的半变异函数，它可 以 在某 些具
有富矿带与贫矿带呈交替序列赋存的矿床中见到。这种模型的半变异曲线呈一非单调递增
曲线，如图1-10-15所示。这种模型可以是具有基台值的，也可以是不具有基台 值的，而
且曲线在原点处的切线是水平的。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纱）
{动）

不”
属

图 1-10-15 空穴效应模班图 1-10-4 抛物线型半变异函数模型

(1-10-23 )p（h）=1- sin（ah） 无基台值
(1-10-24)有基台值时y(h)=C -sin(ah)]

式中C为基台值，a相当于曲线周期性变化的波长。

10.3、6 实验半变异函致的计算和理论模型的拟合

10.3，8.1 计算前的数据处理和挥品想景方法的选择
前已述及，半变异函数值y《）与计算所用样品的支撑大小有关。不同的样品 支 撑有

不同的y（h）值。由于原始样品并非总是等长度的，即往往具有不同的支撑，而且样 品点
的分布也往往是不规则和不等距的，因而在实际计算中还需要对样品的支撑和样品搜索方
法作一些必要的预处理。

1。样品的分段组合
由于样品的支捧不同，其y"（h）也不同，因此首先应利用本章10。1.5节所述的样品组

合计算方法、按一定的规则将不等长度的原始样品组合成等长度的分段组合样品，计算出
每个分段组合样的中心座标及平均品位。组合样的分段长度可根据具体情况利需要，按以
下原则来确定∶

（1）当需要了解短距离内的矿化变异性，以便更加正确地拟合实验半变异曲线时，
可沿着勘探工程（钻孔或巷道）的延长方向，按原始样品的平均长度或平均取样间隔组合
成等长度的组合样。

（ 2 ）露天开采的厚大矿体，可按开采阶段的标高和阶段高度将各钻孔的不等长岩心
样组合成与开采阶段相对应的等长度阶段组合样。

（3>脉状或薄层状矿体。可将每个钻孔所揭露的矿体顶底板之间的全部岩心祥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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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长加权组合成代表矿体全厚度的品位、厚度以及品位与厚度乘积的二维组合样。
2。样品搜索方法的选择

在进行半变异函数计算时，如果样品观测点是布置在一个理想的规则网格上，计算中
就可以按既定的矢量方向去搜索位于不同滞后距离上的样品数据。但在实际情况里，样品
值并不总是位于规则的网格上，如果严格按照矢量h的方向和距离去搜索样品，就 会搜索
不到必要数量的举品对，漏掉许多有用信息。在这种惰况下，就儒要采用不同的样品搜索
方法来计算半变异函数。鉴用的样品搜索方法有以下几种;

1）二维情况下的网格搜索法
如前所述，对于脉状或薄层状矿体，可以将每个钻孔所取得的样品信息简化为一个位

于矿体顶板与底板之间的矿体厚度和一个代表这一厚度的平均品位，或者代之以厚度与品
位的乘租这样一个单一的综合信息值。然后将这些信息值依其中心座标投影在一个二维参
考平面上。这一参考平面可以是一个水平面或垂直面，也可以是一个平行于矿体倾向的憾斜
平面。在这一参考平面上，如果钻孔的间距足够密，并且大致分布在一个近似规则的网格
上，就可以利用如图1-10-16（a）所示的一种网格搜索法来取定任何矢量方向和距离上的样
品值。

2）二维情况下的角度搜索法
这是在二维惰况下的量常用的一种样品搜索方法。如图1-10-16<b）所示，当 要 求 沿

e 芯
试

、送

77 x
不 自

ter· 白
加+?%

南-da->“、 XL ：
多煮由

图 1-!0-16 二维慵况下的秤品擅索方法
a一网格控堂浓，b角度教索法

某一给定的矢量方问α和滞后距离品来计算该方向的半变异函数>（h>时，首先需 要 规定一
个最大角度容差dα和最大距离容差dh，并规定，沿矢重方向α上所有位于角度区间z-da
与α+da内的样品数据对，都被看成是位于相同的先量方向a上，而在该角度区间 内所有
位于距离区间h-d与h+dh内的样品数据对，则都被看成是具有相同的滞后距h。这样，
就可以把所有位于角度组〔α±da）和距离组〔h±dh〕之内的样品数据对都作为具有同
一矢量方向和同一滞后距来处理，而纳入到y<h）的计算中来。

在一般情况下，最大角度容差da可取生x/8，而最大距离容差dh可取±h/2。应该
注意，在具体计算γ（h）时所用的实际方向和距离，应该是在上述角度组和距离 组 内 所有
参与计算的样品数据对的平均方向和平均距离，范不是方向α和距离h 的 标称值。因为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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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数据点的分布构形如果是高度不规则时，其平均距离与标称距离就具有显著的差别。

3）三维情况下的圆锥搜索法
在三维情况下目前常用的样品搜索方法是一种圆锥搜索法，如图1-10-17<a>所示。

在三维情况下某一维定的矢量方向α是通过一个方位角和倾角来限定的，只要在 这个方向
周围限定一个容差角da，同时限定一个容差距离dh，就可以形成一个圆谁状搜索区，凡
是溶在这个圆锥区之内的样品数据对，就可以都纳入到沿矢量方向α上的γ（h）计算中来。
圆锥搜索法特别适用于厚大的斑岩型浸染状矿床，然而，它的主要缺点是计算工 作 量 很
大，而且，它还很难应用于层状矿床和受构造断裂控制的矿床，或者是其它主要受平面型
矿化作用控制的矿床。

4>三维情况下的"切片窗"搜索法
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具有平面型矿化控制的板状、脉状和 层 状矿床。如 图1-10-1?

b）所示，只要事先掌握了矿体的产状，并给定了最大角度容差和距离容差，就 可 以用一
个滔矢量方向α布置的人为"切片窗"来限定样品搜索范围。"切片"的产状与矿体产 状
相一致，并可随矿体产状的变化而调整其走向与倾斜。其厚度与矿层厚度一致并平行于阶
段组合样，其范围则由容差角和容差距离来限定。于是，半变异函数的计算就可以在这些
倾斜切片所限定的范围内来搜索计算所需的样品数据对。这种方法与圆锥搜索法相比。具
有计算时间为最少的优点，但是它只适用于具有平面控制特征的矿床。

挚、

秒
择学 标密畸：

咨空 儿她停东AZ fda
哈'卷药’

1价酸高改当 。
平

图 1-10-17 三维情况下的样品搜方法
o一阔性搬索法;b一切片奖搜紫法

5）三维矿体的二维分层搜堂法
上述三维情况下的样品搜索方法，相对来说都相当繁琐而费时，一种可以代替的并且

更为简便而有效的方法，是把矿体按开采阶段剖分为若于个平行的阶段，每个台阶都由上
下两个平行面所限定，阶段内的样品都按阶段高度组合成等长度的阶段组合样，并可将它
们当做拟点支撑祥品来对待。于是，就可利用上述二维样品搜索法。依次在每个阶段上沿
既定的矢量方向和滞后距离计算其半变异函数通，然后再进一步计算出所有台阶上具有相
同矢量方向的半变异函数的平均值，作为沿该矢质方向上矿体的三维半变异函数 的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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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0.3，6.2 实验半变异菌敷的计算

由半变异函数的定义可知，在满足内蕴假设条件下，半变异函数的估计值《即实验半
变异函数）γ*（后），可由相距为矢量距离h的空间上两点样品观测值Z（x;）与Z（x;+h）的差
值平方的算术平均值之半来计算，即，可用前述公式1-10-8来计算。因此，原则上只要具
备了具有等支撑的样品数据，并选定了样品搜索方法以后，就可以按不同的滞后距离计算
相应的实验半变异函数值γ*（h>，γ*<2h），⋯⋯，γ*<nh）。但是在具体计算时，还有以下一
些实际问题需耍考虑。

<1）首先应正确选择半变异函数的计算方向和单位滞后距离h。一般在水平方向上
应选择具有最佳矿化连续性的方向和与之正交的方向作为计算半变异函数的基准方向。同
时还应计算与量佳矿化连续性方向呈45°斜交的两个方向上的半变异函数。在大 多 数情况
下，聂佳矿化违续性方向多与矿体走向相平行，因此，一般需要计算与矿体走向相平行、
正交和45°斜交等4个方向的半变异函数。此外，还需要计算 垂 宜方向上 的半变异 函
数。

对于具有明显矿化各向异性特征的矿床，如果其各向异性主轴尚待查明，或者需要查明
特定的矿化方向时，则在水平方向上除了上述4个方向以外，还应增加计算与矿体走向呈
22。5°斜交的另外4个方向的半变异函数。此外，除了应计算垂直方向上的半变异函数外
有时还需计算沿着矿体真厚度方向的半变异函数。

单位滞后距离不的选择，一般在平面上可取沿着计算方向上的钻孔最小间距为h，在
垂向上则以钻孔中的组合样段的祥长（即开采阶段高度>为h。

（2）在计算任何方向的半变异函数时，还应同时计算其所用样品数据对的数目N、数
据的算术平均值Z 和实验离散方差S'。

（3）对于来自不同区段、不同矿带、不同方向或不同钻孔的K个实 验 半变 异 函 数
Y管，K=1，2，⋯K}。当确认它们之间并无明显差异时，就可以把它组合成一个统

一的平均实验半变异函数。此时，应根据不同的滞后距离组中具有相同滞后距离 的 各 个
Y装的数据对的数目进行加权组合，来求得实验半变异函数了*，其计算式如下;

点wx的/g*(6)=; ( 1-10-25)

同时还应计算所有参与组合计算的数据均值玄、方差S'和数据对数目N。
（4）半变异函数的计算与分析只有在平稳性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会给出有实际

意义的结果。平稳性首先是指地质意义上的均质性，包括矿化分布上的均匀性，同时也包
括数据信息在数量上和空间分布上的代表性。因此，在进行单个方向的半变异函数计算以
及在组合平均的半变异函数时，必须充分考虑样品数据在矿化类型、矿化变异性，矿化窗集
程度以及数据分布密度上要有足够的空间代表性。决不可把具有不同矿化类型、不同矿化程
度、不同成矿地质环境以及为明显的地质不连续界面隔开的不同矿 化区段混在 一起 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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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矿区内存在省其有一定规模的贫富矿段差异时，一般应分别计算其半变异函数。并
检查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比例数应。如果需要将二者组合成乎均的半变异函数，则应首先利

用两矿段的品位均值平方比构成的比例效应值，对富矿段的实验半变异函数值进行校正后，

再予以组合。
当矿区不同区段内的斯探工程密度明显不同。信息置的分布有明显差异时，种别是当

这些区段的矿化程度同时也有明显差异时（例如富矿段与贫矿段），则应对工程密度较大

的区段内的数据进行适当的加权组合，把相邻的几个工程信息合并为一个工 程 信 息，使

工程数重适当减少而有用信息又不致过分削弱，从而使原来工程密度不同的区段能够具有

大致相同的工程密度。并使各个区段都具有与它们各自的面积和储景比例大致相适应的工

程数量，以减少信息分布不均的影响。

30。3.6，3 半变异西数理论模型的拟合

通过计算获得不同滞后距的实验半变异函数惊后，就可在直角座标图上以距离为横

麝标，以实验半变异函数值"（h）为纵座标，将计算所得的各个不同滞后距的，γ"（h）值标

绘在此关系图上，将各点√"（压>值用折线相连，就构成了实验半变异曲线。下一步工作 就

是要对它拟合一个适当的理论模型，也就是用一条光滑的理论曲线来拟合折线状的实验曲

线，赋予一个适当的数学模型，并选择适当相应的模型参数。在进行模型拟合时应注意以

下九个问题∶
（1 ）为了满足协方差函数正定性的要求，在选择理论模型时，应采用已经证明具有正

定性的前述各类成熟的理论模型来对实验半变异曲线进行拟合。实践证明，在大多数情况

下采用具有块金效应的球状模型或采用由几个球状模型与其它模型组合而成的嵌套结构模
型，可以取得良好的拟合效果。

（2 ）理论模型拟合程度的好坏与计算实验半变异函数时所依据的数据代表性和信息量

有密切关系，当参与计算的数据对的数量过少，间距过大，信息量不足时，实验半变异曲
线将产生严重的畸变，甚至出现并非反映矿化变异特征的较大起伏波动。因此，在进行理

论曲线的拟合时，主要应对靠近原点的、其计算绒的距离小于参与计算的数据延伸域长度
L一半的，且数据对数大于30对的最初几个实验半变异菌数值进行准确的拟合。

（3）若来自不同区段的实验半变异函数的样品数据均值有明显差异时，应通过计算其
梧对半变异函数，*（h）/m2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存在比例效应，并采取相应措施消除其

影响。∶（汤）
（4>应注意对纯块金效应现象的研究。当实

考 验半变异曲线从原点开始就在某一水平线上下呈

平坦的波动起伏形态时， 如 图1-10-18所示，VzL（抄）

就表明可能存在着纯块金效应。但如果样品的支30
“室50“当 撑过大，即样品长度太长，或是数据点太少，间

距太大，都会对数据产生修匀作用，掩盖了微型图1-10-18 寻纯块金教应的实
矿化结构，而形成纯块金效应假象。因此，当实脸半变异线

验半变异曲线出现似纯块金效应现象时，应适当

沙小样品支排，缩短数据点间距，重新计算半变异函数并绘制实验半变异曲线，若曲线仍
然呈平坦状起伏时，才能认定为纯块金效应。在自然界里，除了极少数金矿床外，具有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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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金效应矿化特征的矿床是很少见的。
（5）模型曲线的拟合一般采用人工直观拟合方法。在曲线拟合过程中，正确地确定模

型参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球状模型而言;其最基本的模型特征化
参数为基台值C，变程a和块金效应C，在拟合曲线时可用如下方法来确定这些参数;

基台值C的确定，可根据实验半变异曲线的形态变化，找出当距离压增大到一定程度，
曲线开始由陡变缓并在某一极限值上下波动时，此极限半变异函数值就是基台值。一般来
说，样品数据的实验方差往往是基台值的良好估计值，可作为确定基台值时的参考。若存
在由多个结构组成的嵌套结构模型时，各个组成结构的基台值可通过结构分析来确定，但
各组成结构的基合值与块金效应之总和应等于嵌套结构模型的总基台值。

块金效应的确定，可根据靠近原点附近半变异函数的最初几个数值点所连成的曲线形
态，取这段曲线的切线与纵座标轴相交截距的纵座标值，即为块金效应值。需要 注 意 的
烂，在进行水平方向半变异函数模型拟合时，往往由于样品数据点的间距较大，难以揭示
出可能存在的微型矿化结构，而且也使靠近原点附近半变异函数实验点的可靠性降低，从
而直接影响到愿点附近曲线拟合的准确性和块金效应的正确确定。此时。如果矿区局部地
段有较密网度的坑钻工程，则可利用此局部地段半变异曲线的性状，作为在拟合全矿区理
论模型时确定靠近原点附近短距离范围内曲线形态特征和块金效应的参考。如果没有较密
网度的坑钻工程可供利用，则可在充分研究矿化各向异性规律的基础上，利用沿着坑钻工
程连续采样方向所计算的半变异函数，来确定短距离的模型曲线性状和块金效应。

变程c的确定，可将曲线在原点处的切线向上延长至与基合值所在的水平线相交 点 的
横座标值，再乘以3/2即得出变程a的值。当半变异函数曲线是由多个结构组成的嵌套结
构模型时，应根据各个组成结构的曲线特征，分别确定其相应的a值。

模型曲线的拟合还可以利用非线性最小二乘法，通过计算机进行初步的自动拟合。但
是，由于实验半变异曲线上各个实验点所利用的样品数据对的数量不同，其可靠性有很大
差异。一般距原点越近的实验点，其数据信息量越多，可靠性越大，距原点越远，数据越
少，可靠性也越差。如果忽视了这一特点，用常规的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所得出的曲线
势必产生严重的偏倚。因此，应采用某种加权的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一般可用各实验点
的数据对的数目进行加权，或者用各实验点的滞后距离进行反比加权。无论采用何种加权
的最小二乘法，所拟合的模型曲线都必须通过人工检查与修正才能最后确定。

（6）在进行理论模型拟合时，为了更好地选择理想的模型特征化参数，一般可拟定几
组不同的参数，分别讨算出各组模型的理论离散方差，并与实验半变异函数的实验离散方
差进行比较，从中优选出曲线拟合得最好，理论方差与实验方差最接近的一组参数作为理
论模型的最优化特征参数。

理论模型的离散方差D2（u/V）可由下式计算。

D*(o/V)=C(z,)).(V,V)
( 1-10-2)=(V,V)-Y(v,0)

若样品为钻孔岩心样、且样品的支撑（样长）与钻孔的平均总取样长度L相比 为 很
小，可视为拟合点祥品时，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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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L）=D2（O/L）=了（L，L） (1-10-27)
若果用球状模型作为理论模型，则上式中的了（L，L）可利用下列辅助 函数下（L）求

出∶
与-八 当0≤L≤a206a？F(L)- ( 1~10-28)

2*号营 当L>公1-2.:
若模型为具有块金效应C。，和基台值C不为1的多个球状模型组成的嵌套结构模 型，

且L大于a，则理论离散方差可用下式计算;.

D*（1/L）=D*<O/L）=C+C<1-星量+国器）

+C2（1-氨2号隆）+ (1-10-29)

若实验半变异函数是由K个不同取样总长度L{的钻孔来计算的，则其平均取样 总 长
度L和实验离敷方差S2（1/L）可由下式计算。

象”我寸秒

W25*度(1-10-30)“ .
200

飞它吗了名沁 (1-10-31) 。
式中L;——-第个钻孔的取样总长度， BVg5*WN少E

N;——第;个钻孔的样品个数; D
Si第个钻孔的实验离散方差。

（7>在模型拟合时，应对实验半变异曲线的性状进行详细的地
P质分析与解释。模型的拟合应该首先从与矿化特征有关的所有地质

.图1-10-19 半变信息作详尽的观察与判断开始，包括地层、岩性、襦皱、断层、矿 异曲线性状与矿化特
化分带与成矿模式，矿体形态与产状等等，所有这些与矿化有关的 征关系对比阳
地质信息，在实验半变异曲线上都会有所反映。因此，当实验半变
异曲线出现与理论模型不符的任何异常现象时。应深入研究其是否有相应的地质依据。如
图1-10-19<a）所 示为某矿床沿N65"W方向和N25°E方向的半变异曲线图。从Na5"w
方向的半变异曲线可以看出，曲线从原点开始逐渐上升，当距离h超过200m时则突然下降，
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均匀现象。而N25°E方向的半变异曲线则与距离A呈明显 的 线 性 关
系。这种现象是与矿化作用具有明显的贫窗分带和方向性变化相一致的。如图1-10~19
（b）所示，沿着N65°W方向晦越了贫富交替出现的3个矿带，矿带的宽度大约为 200m 左
右。因而其半变异曲线出现了幅度为200m的峰状起伏。而沿N25°E方向，半变异 函数
是沿着同一个富矿带或贫矿带计算的，故其半变异曲线表观为随距离谱大而瑞高的线性关
系。在这种情 况下，对N65°W方向的实验半变异曲线进行模型拟合时，可仅对眶离在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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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曲线拟合一个变程a为200m的球状模型，并在进行克立格法估值时，对估计邻城
加以严格限制，使参与估计的数据点与待姑块段的距离不大于200m。

10。3。7 结构分析与矿床效学模型的熏立

在半变异函数研究基础上，认真研究矿床地质特征，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找出半变异
发生原因及其结构形式，才能制定充分反映矿床空间变化主要特性的半变异函数膜型。

10.3，7，1 储构分析与嵌癫然构及其泰达式
用半变异函数插述的矿床变异性，是由分别发生在各种不同散围上同时起作用的多种

原因形成的。诸如，由岩心采取率波动、取样、样品制备、分析误差、'矿物成分变化。矿

层与夹层交蓉变化、区域化控矿因素等多种丽因（或称结构>引起的。不同的原因引起的
变化发生在不伺范围上，观察范围大一级的变异性能合井，但不能区分观测范围小的各级
变异性。把各种变异性引起的结构组合在一起就称为嵌套结构。分析半变异函数描述的矿
床变异性产生的各种原因，并用相应的理论模型或其组合表述出来的方法和过程，谓之绪
构分析。

嵌套结构表示为许多半变异函数之和，而每一种半变异函数代表特定范围上 的 变异

性，如下式∶
'E{【Z（x+h）- Z（x》3"}=γ（h》= γo（A）+y（A）+y2（h）

+ ⋯+中i《） (1 "10-32)
其中，每种结构可以是类型和异向性不同的摸型。小距离范围内观测到的半变异性取

决于小范围的半变异函敷，如ya（h）＋γi（h）;大范圈内变异性取决于所有 的γi（h），如
图1-10-20。

10，3。7。2 各向异性的嵌赛钩构
由于成矿物质来源和地质条件的复杂性，由半变异函数表征的不同矿床在空间各方向

的矿化变异性，可以是各向同性的，也可以是各向异性的。
各向同性∶由半变异涵数，（J>表征的变异性在空间的各个方向相同。
各向异性∶当矿化现象变异性在不同方向或某特征方向（如沿矿体走向或倾向）存在

差异，又可分为几何和带状两类各向异性。在克立格法局部估计时，为方便计算，应将各
向异性转换为各向同性结构。

在掌握地质特征和矿化规律的基础上，变异函数制作一般是按矿化特征方向，如矿体
走向、倾向，侧伏方间或其它特定方向进行。根据不同方向土变程a;的 变化（如 图1-
10-21），有各向同性，几何各向异性、带状各向异性的三种情况。

octIOnGat:
鑫 POqcrya*" a34C,+C 些盈y2！六号中体

空 之” 雪ac13iC aay-Y 。中a0 身av由。

图1-10-21 变程方肉雷图1-10~20 嵌套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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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向性模型根据不同方向基值是否相同分为几何各向异性和带状各向异性。
1，几何各向异性

各个方向上具有相同基值、不同变程的各向异性。利用座标线性转换，能将各向异性
变为各向同性。如∶

八置。因。宁目”“丶八气中式”十叶”十予自“ (1-10-38)
各向同性各向异性

其中;〔h′〕=〔A〕·〔幻。〔A】为座标转换矩阵，由新旧座标旋转角度和各向异性矩阵决

定。：
常见如下几种情况;

（1）各向异性轴与座标轴一致的二维几何各向异性改正，若四个方向变异涵数变程方
向图呈椭匮，其中长短辅与座标轴一致，如图1.-10-22。

0&1_=K:台气”
以a∶为y，a.为x则有∶

H'=√h基+（hy·）

引入变换短阵（A】-【 0 2.】;则有;

卡多八”一二一
将石'代入x方向以aαu为变程的模型，则∶

点）'】M P文只叫 ( 1-10-34)~e-图。 (,’红剑。

洋青心相当于【A D矩阵。

（2）各向异性轴与座标轴不一致时几何各向异性改正;如图1~10-23。
s· 镓u X

良产 昌 an 、
兰弘’ /0D

图1-10-23 各向异性轴与座标轴不一y图1-10-22 各向异性油与座标轴一数
变程方向图为椭圆，φ为椭圆长轴与xu轴夹角，各向异性比A>1。（xxe>为某

点原座标。在座标先后经过旋转四角使与懦圆主轴平行的旋转矩阵变换、考芘各向异性 比
A的异向性矩阵转换、旋持-φ角回到原座标系取向的座标转换，即得用原座标（xux。>
经变换短阵〔A〕表示的变为各向同性的最终座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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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部””为色心一“””对“ ]=LA[* ( 1-10-35)“人 -
其中。“一” 且a=cosq2+λsin*q

b*sin2φ+Accs'φ; C=（1-λ）sin、cos中。
当椭圆长轴与Oxu轴夹角逆时针旋转φ则∶

(1-10-36)C=（λ-1）、sin四、cosq
为求二维空闯矢量h（hu，h）的各向异性变异函数y（h》=Y（h，hv）之值，由下

式计算各向同性最终座标（h'u，h'。）;

品" h ]=[42、[" ( 1-10-37)

并代入各向同性模型γ'（h|），其变程为椭圆长轴变程即可，即。
(1-16-38)Y'（hn，hp）=γY'（√h7+ hRV工）

各向同型各问异性
（3）水平各向同性，与垂直方向呈儿何各向异性的改正，
垂直方向变程为aza，水平各肉同性变程a1H，且a/H<azy，仿射比K=azv/a1H，

如图1-10~24。
所以;h=√k（石。+y）+h。用变换矩阵（A】，其中;

c; 义艺
垂直方间转换成矢量∶ 心本平

方向>

二了二坛叭心 ，i。 “长’ 卤下’

图 1-10-24 水平与垂直几何各向异姓展开上式，
h,'=Khx+Ohy+Ohn=Khz

(1-10~39)hy'=Ohx+ Khy+Oh。=Khy
hz'= Ohx+Ohy+hz=h:

其中矢量品'的径'xA'y与hx，h，根差K倍，而h'，与hz相同。将h'代入垂直方向变
程 αz，表示的各向同性模型则实现了水平与垂直几何各向异性变为各向同性模型的转换。
若是球状模型则为∶

6b-c【品 八 (1-10-40)--- 0。Z
水平与垂直均呈几何各问异性的椭球体特殊模型的转换矩阵【 A〕制定是可能的，但一

“”己“般采用某一方向的带状各向异性模型来拟合。
2。带状各向异性
不同方向具不同基值，变程相同成不同而又不能利用座标线性转换实现各向同性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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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向异性，如图1-10-25。

带状各向异性模型也定义为多个各自各向异性模型组成 的 嵌 套 结 构。如 图1-10-

26，垂直方向半变异函数y（h）为一强变异 性;水平 各 向 同性 半变异 函数.为γ
（√配u+tv）;垂直与水平方向半变异函数差值γ（hv）-γ{√Fu+h4v）近 似呈直

线。这种带状各向异性模型，可看成一个三维各向同模型y1（同）和线性模型γ2（hu）
之和的嵌套结构∶

“己
它弓。 yta)。 产巳”；亡气北”孕白百，

义人礼记首之工言““’
图】-10-26 带状各向异性图1-10~25 带状各向异性

( 1-10-41>亡八叫宁。乎”“己八运十？八争”
式中的γ1（因）是拟合水平各向同性半变异函数p（√万D+v>而获，其转换矩阵 为

 0 p.（km）是报合垂直比水平方向变异大的燕 值r（h）-y（V中和）
5:;而获，其转换矩阵为

这种由各自各向异性结构嵌套形成的带状各向异性模型，可用于拟合任一类实验各向
异性模型。

10。3。7。3 一般结构模型
研究几何和带状各向异性模型后，可提出结构模型一般式。即，〈h）是N个各向同性结

构{γi（|i），= 1～N}嵌套之和;

言吗三。 (1-10-42)

每个组成结构y;（Ji>的特定各向异性（几何或带状的）可由线性变换矩阵【A;〕
来表征，它将矢量内通过下式变为矢量hi;

( 1-10-43)〔hi〕=〔A〕·Ch)
式中（A;〕的变化与下列因素有关∶各向异性椭圆轴和座标轴是否一致;夹角φ呈顺

或邀时旋转;各向异性模型类型和维数。一般结构模型，因对组成的各个同 性 结 构Y
（ |h;）能分别处理而显得特别方便。

上述全矿一般结构模型，即是矿化规律的数学剥达式——矿末数学模型，是实现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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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的克立格法的依据。
10。3。7。4 金矿数学模型验证

纳构分析确定的结构模型——矿床数学模型是否正确，必要时须用交叉证实法验证。

即用作为矿床数学模型的变异函数理论模型表达式，在已知数据范围内，逐一对已知数据

用不包括本身在内的相邻数据进行估计，比较两者误差，并进行统计分析。如估计误差均
值近于0，方差接近理论估计方差，估计误差符合正态分布，实验估计误差与理论估计偏
差的偏差比符合标准正态分布，这个变异函数理论模型即为正确的模型。`当存在多个全矿
数学模型方案时，以服从上述标准最好的方案为最佳方案。

10.3.7.5 结构分析和矿床微举机观实例
Ⅰ，西北某班岩佣矿床的结构分析和矿床数学模型

该矿为细脉浸染型斑岩铝矿床，呈巨形扁豆体。中部36个钻孔，网度为100×100m，这些钻孔 的 钼
平均品位为0.120??边部89个钻孔，网度为200×200～400m。全矿幅平均品位0.087???中部 富，向
四周变贫并逐渐过渡为圆岩。浅部两条探矿巷道，长144m和152中。

以朔品位为区域化变量。用8m岩心样计算全部钻孔和 3远分层的水平四个方向的半变异 函 数。为
党服富矿区钻孔过密、信息资籽售多的影响，先将75个钻孔，按200×200m网格组合成39个钻孔，再将

39个钻孔组合成金矿酶直方向半变异函数。组合时，按各步距数据对的数目加权。为组合水平各向实壁
半变异函数;将每5个3皿分展合并为1个15m分层，再将各15m分层的半变异亟数，按不同方向 以各步
更数据对的数目加权组合。从组合的水平半变异面敷可知，在范围240m内数据主要来自宫矿段，若调整
为200×200m网度，余使y（100）、莎（141）、予（200）信息委失，故水平半变异函数 值采 用比例效
应校正后再作理论学变异函数拟合。比例效应值是水平实验半变异函教样品均值与组合后的30个 钻 孔 垂
直实验半变异重数样品均值比的平方。微型结构还参照了坑道华变异函数特点。因垂直和水平半 变异函
数理论模型参数相同，说明全矿为一各向同性结构，如图1-10-27。将全矿的各向同性结构拟合为由一
个块金效应和两个球状模型嵌套的理论模型。

口<）

S ?=0,0208%
90.02

3〔b

10.001
节（b

C= 0.0028 %
0L 270 3800h20150 180 210 2403060骂

图1-10-27 全矿γ（h）曲线图

也3血支撑慎型解除正则而获得点模型，再由点模型计算15m支撑慎型，其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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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艹心: A器ah 五_y(h)=C。+Cl( V<a、， 2心白”2 Cz8,a2台一”

cr(h)=C8+C1+C1( (1-10-4)Va1≤具≤a2磷 00:

Vaz≤Y(h)=Cb+C1+C:=C

式中 C。-一块金效应，0.0028%'
C1——结构1的基台值。0.0001?;
C2-一结构2的基台值，0.00188%2
a1—--结构1的变程，24m;
&g——结构2的变程，252m;
C—总基台值，0.00206。

2。华东某斑岩惕矿结构分析和矿床数学模型
矿体赋存在花岗闪长斑岩体与千枚岩整触带两侧强中蚀变带内。两个花岗闪长斑岩岩株 构 成A、B

两斑岩铜矿床巾心!矿体围绕斑岩株呈倾伏简状体。矿化中弱边强，上富下贫。规模 巨 大。按100×50～

100m，200×100～200m网度施工809个钻孔，1683m坑道。在对人、B两区进行地质统计 学研 究中，首

先，用15m组合样作不同岩有类型的Mo、Cu、S直方图。经分析品位变化与岩石类型无关，不必 按 不
同岩性作半变异函数模型。继面，计算两矿区Cu、Mo、S的垂直，东西、南 北、北西—南东、北 东
——南西五个方向的半变异函数。在这五个方向上，距离容差均为7.5m。角度容差各个方向上则有所不

同。在垂直方向上，角度容差为15°。水平四个方向上，平面方向角度容差22.5"，竖真方向角 度 容 差
15°。根据样品延伸城，确定计算半变异函数的邻域为1050×1050×300m。首先以邻城最低层210×210
×60m的粗级块为想块。对报根块内的样品，逐对计算和统计其半变异函数。再用根块内各样品与 邻域中
各超级块的样品，逐一配对进行计算和统计一遍后，挪动根块和邻域继续计算，一直到根块挪遭整 个矿
体为止，得出全矿五个方向的半变异函数值。

根据半变异曲线。采用试算与比较误差法，拟合A、B两区铜钼元素理论模型。婀的理论 模型均为
水平各向同性，水平与垂直为几何各向异性的球状模型组成。A区铜理论模型如下;

N'<时y(h)=C。+C(3-中酐

(1-10-45)？0.
R'>ai“入一”“。十它

酐叫”十吵日于”’
“’己八咏”斗飞”斗下”

“门忧当
式中 C。——决金效应，0008?

C1——结构1的基台值，0.084???
a，——垂直方向变程，27041
a-—水平方向变程，120m!
λ—-仿射比。

10.3.8 克立格法和克 立格方程阻
欲求待估块的估值Z*k，待估块邻域中的实验值{Z（β），β=1，⋯，n}需已知，

实验值相应的权系数为{λβ，β=1，⋯，n，则克立格估值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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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吟 (1-10~46)
评

权系数{10β=1，⋯，n由克立格方程组解出。在无偏条件下，即估值Zk*与真值

Z。的误差翔望E{Z、~ZA*为零的条件下，根据估计方差区{〔Z-ZA）'}为最小的原
则而建立的克立格方程组为;

2Aβ否（va， D8）-μ=西（0a，V）Va= 1， ，n司一

目

“一；β一
(1-20-47)

当有半变异函数表示时，则有;

了。言Z具丽7（va vβ）+μ=T（Va，V） Va=1，
β-1 (1-10-48)

槽Eg-1B-1

克立格方差为∶

o'-E{（Z-Z））=百（V，V）+μ-二加。页<四V）
(1-10-49)

或
(1-10-50)ou'-三P（mV>+u-9（P，V）

著用矩阵形式，克立格方程组可表示为1
(1-10-51)〔K3·【λ〕=〔M*2

口部巳守巳哼巳“
，邻一也“”？邻八日、宁耳心：冯八它也“

[K)= 否<Dn，u1）⋯（u，aa）⋯否（8n v》
1 0, 1· 1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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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夕 0(01V)
。。占丶计 6)CM4]=(2)=

加~
1-μ）

从克立格方程组建立的原则可知，克立格法是一种最佳线性无偏估值法。

10.3.9 估计邻最的确定和块段的划分

估值时，通常把矿床分为成干上万的规则小块段，对其中每个矿化小块毅进行克立格
估值。这些被估值的小块段，叫做待估块。

10，3.9.1 估计邻嫌的确定
估计邻球应限制在以待估块V的形心为圆心。变程a为半径的圆所确定的邻域a（x。>

内，如图1-10-28所示。在b（x。）范围内，若各方问上数据比较完全，不留 空 缺 她包
围待估块V时，因屏蔽作用，b（x。>外的数据对V块段估值影响很小，邻减可 缩 小为
b（x。>。估计邻域应根据半变异函数理论模型变程a、异向性、结合勘探工程密度和均匀
程度来考虑。其大小通常是与勘探工程网度有关的超级块尺寸的莱一倍数。估计邻减包含
若干超级块。一个超级块又包含若干待估块。估计邻域、超级块、待估块通常都划分为规
则的矩形块，并与开采块段相适应。一般待估块段的尺寸是最小开采单元尺寸的倍数，且
是超缓块的约数。

10.3.9.2 数据分姐
为了约简克立格方程组的维数，依据数据在结构上的对称性，对估计邻城内的数据进

行分组。
如某斑岩钼矿床，半变异函数模型是各向同性的球状模型。邻域中待估块所在超级块

（邻域中心超级块）内，最多2个钻孔，每个钻孔各赋于一个权，但每个超级块最多2个
权;周围26个超级块，除上下层的中间超级块赋以单独的权外，各层其它8个超级块中，
距离相同四个块合为1个权。邻城内组合后最多i0个权，如图1~10-29。

o12]a3]， e人a
弧 真西乌寸 6 人s）

名一 乞乙吕- vo
下层中层上层

图1-10-29 某斑岩铝矿敷据分组图图1-10-28 估计邻域的确定图
按中敷宇代妻嵌超级块中数掘分组的权号

数据分组可以通过不同 方案 对由于分组，减少了方程组维数，可节省费用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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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选择克立格方差相差不大、权系数最少的方案。
10.3.g.3 块段的划分

当各待估块形状、尺寸、数据构形相同时，则各待估块的〔K〕、〔M*〕矩阵相同，
【A〕矩阵是唯一的，只要求解一次克立格方程组的〔λ〕矩阵后，对各待估块的局部估计
均能适应，从而大大减少了计算工作量。实际上，待估块信息构形由于勘探工程不完全按
规则隔格布置面常常不同。数据构形不会完全不变。引入超级块段后，只要邻域内超级块
中的数据构形相同，对于邻域中心超级块中的各待估块而言，其数据构形相同，K〕矩
阵相同，计算一次〔K〕~1能适用超级块内各待估块，故减少了工作量。

10.5.10 克立格遗实例
10.3.0.1 某斑岩崛矿床克立格法局部估计
（1》最小开采单元与被估块尺寸。根据矿山扩建的规模和采用大型挖掘机、汽车，阶段高15m，为

使一次燥哦量能清足一周生产的供矿需要，最小开采单元的尺寸为25×25×16m等实际情况，并考虑到
探矿网度为100~200×200～200m，敢确定待估块尺寸为50×50×15m。由8个待情块组成超级块 尺寸
为100×100×30m，

（ 2）估计邻城的确定。半变异函数模型的变程为252m，估计邻域定为300×300×90m。邻城内有
27个超级块。

（3）估计邻城数据分组和权系数分配。依结构对称性原则，把邻域内块段组合为10个权，详 见图
1-10-30。按1-10-47式求解权系数。按1-10-10式和1-10-44式计算1-10-47式中的协方差可。

29智” 2012110-2- ，‘。备

十8 2423[13占一 十 [15？
创，十26】2512十t8十8， re

下原中层上层

图1-10-30 华东某斑岩铜矿数据组合图

（4）矿区地形输入采用手工网格法。
（5>用1-10-46式和1-10-49式对待砖块进行局部估计，
70.3，10.2 某斑岩铜矿床克立格法局部估计
〈1>量小开采单元和待估块尺寸，据露天矿开采规模、设备、一次爆破量生产的时间、最小开采

单无为35×15×15m;考虑勘探刚度为100×100m，待估块定为35×36×15m;18个种估块合为一个 超
级块，其尺寸为70×70×80m。

（2）估计邻域。半变异函数理论模型变程为270m（水平方向120m>，邻坡确定 为 210×219×
180m。

（3）邻域数据分组和权系数分配。邻城中心翘级块有钻孔通过时、每个组合样一个权，最多 四个
权;上、下层中间超级块各一个权，此外，24个超级块，如图1-10-8，每横线相连调块为一个权，够
域中最多18个权，一般8～10个权。

〈4）估计边缘块段时，邻城内数据会有空缺。这时，在每60m层平两图上绘制品位等值线倒，标 出
0.1、0.2、0.3、0.4的品位等值线。块段估值限定在0.1以上等值线范围内进行。邻城内空缺数 携不再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400

补值，如图1-10-31。
（5）矿区地形输入。据地形图，用图数转换仪将不同等高线特征点的座标x、少、z值 输 入 计算

机，经计算机自动播值求山35×35m网格上交点寓程，和所围各块段四顶点均值为块段与空气 交 点 标

高，形成地形文件。

（8 ）用公式1-10-46和1-10-49对待估块进行局部估计。

10，3.11 克立格法局部估计结果的验证

检查克立格法的正确性，可以通过对估计值Z（x;）"与真实值（试验值）Z（x; ）之间
的估计误差e（x;）的统计分析，看其均值是否无偏和方差是否等于理论估计方 差σp2来
确定。根据真实值的来源，局部估计检验可分为交叉验证法和开采资料对比法。

10.3.11.1 交叉验证法

以某斑岩钼矿床为例，
（1）估计误差的统计。全矿?5个钻孔组合成长15m的1268个样品。用四周样品计算

每个样品的克立格估值{Z*（xi），i= 1，⋯，1268}，并计算出克立格估值与样品实际
观测值的估计误差e（xi）=Z（x）-2*<xi）。再作e（xi）的直方图。经计算德e（xi）
的均值m=0.00035，方差a2=0.00115。而1268个样品的平均品位为0.088??两者相对误
差仅0，4??说明误差的均值是无偏的。比较e（x）的直方图与e（xi）的理论正态分布
曲线，两者相当近似，见图1-10-32。e（x;）的实验直方图在 土2σ 范围 内的频率为
94??与正态分布相近。

F(?20
约值m=0.00035

业/ 渤嘴们？三工
 

。
*6八管之多0.6-0.2= 。日”0.1-

0.、D5龄-0.15 00.1 20-20g
图1-10-32 估计误差分布直方图图1-10-31 边缘块数据处理图

（2）估计误差与理论估计误差的偏差比的统计。周围几个样品值{x引j=1，⋯，
u}来估计x;样品时的理论估计方差σc°（x;）为∶

口"E（x?）=C（xi，xi）～2ZλjC（xj，xi）

“斑粒询口号”
(1-10-52)

估计误差e（*）=Z（x;）-Z*（x;）与理论估计偏差σE（xi）的偏差比R（x;）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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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i)Z*(xi)R(xi)=2 (1-10-53)
白啊八其””’

对R（x;）进行统计，均值为0.0015，方差为0.96114。R（xi）直方图与标准正态
分布N（0，1）十分相近，如图1-10-33。

F(%) 均值切 =0，00515
通过估计误差e（x;）与偏差比R<x;）的 15t 方鳖σ1"0，9614A

?统计获得的结果，说明矿床数学模型和克立格估

值是正确的。 in
RL xi)

10.3.11.2 开采资料对比法 2.0-1.00.D 1,0 2.6
-20E 20r是用全矿坑钻工程的样品和矿床数学模型计

图1-10-33 偏差比耳方图算各块殷克立格估值Z*（xi），与实际开果得

到的各块段平均品位（或加密燥破孔的平均品位）
所代表的块段真实平均品位Z（xi>进行比较，计算估计误差e（x;）和偏差比R（x;），
加以统计分析，检验矿床数学 模 型和克立格估值的正确性。

10，3.12 矿床储量及其总体估计方整

矿床储量是矿床矿石量、金属量、平均品位的总体估计量。一般采用"克立格估计量
组合的办法，把各块股估值平均品位乘以块段矿石量得块度金属量。在矿床开 采 范围

内，对块段金属量和块段矿石量分别求和，再用金属总繁积量除以矿石总累积量，求得矿
床总平均品位。

矿床总体估计方差不能象总体估计量那样进行简单组合。总体估计- 般存在以下两类
误差∶

（1 ）由矿床边界不准引起的九何误差;
<2>在已确定的矿床边界范围内，由于对矿石品位等区城化变量估计引起的质量误

整。
一般总体误差〔ZD-Z"p】为n个基本独立误差之和（通常n≤N，N为块段 数）;

石-z三M（4-公） (1-10-54)

总体估计方差如下式∶

o"2o-E {Zo-2*2}

弧亡予八“巳心 (!-10-55)

区分n个基本误差的办法，一般可从计算中的有效数据是否来自相同构形，数 据 网格
是否规则，以及是否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公式等方面进行检查确定。

当已知勘探钻孔数据在平面上处于正方形块段中心，形成规则网格时，总体估计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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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示为∶

E{[2s-2·)*]

吵 E疗 ””空”影”。
(1-10-56》

式中 o*Es——用中心钻孔数据估计正方形块段的估计方差。
估计方差σ2Es由辅助函数表查取，或由计算求得。于是总体估计标准差就可由下 式

给出∶
(1-10-57 >oS =o8s/√N

上式是建立在数据是完全随机独立的假设基础上的，实际上地质数据之间还存在一定

的互相关。因而，还应将上式计算结果乘以一定的倍教来近似计算。如某镧孩床的总体估
计误差就是用上式计算结果再乘以一个数值为3～5的修正系数。

10.3.13 可采糖量的估计和校正系数

可果缝量与按术和经济条件有关，而块段大小直接影响誉可来储量的估计。图Ⅰ-10

-34是长度为l的岩心样和体积为V的块段的品位直方图。支撑V>1。这两种支 撑 的 平 均

品位相等，实验方差分别为S（）和s*（苦）。因V>!，则s'（台）<s°（告）。
因此，两直方图不同。存在铜品位Zt≥5??岩心样品，但不存在Z。≥5??块段。Z。为

边界品位。岩心品位直方图的斜线区表示严重地过高估计

*海 了可果吨数和平均品位。因此，在待估块尺寸与可采单元5*v/G)
不一致的惰况下，用待估块计算的可采储量和品位比实际
开采单元要偏低（或偏高）。这时，可以先计算符估块和S*{L/G)
开采单元块的离散方差，制作二者的直方图，再利用二直
方图间关系求校正系数，获得实际开采单元的可采储量和己 5 %Z。
品位。

以某斑岩钼矿床为例，说明如下∶该矿床待估块为50图1-10-34 不问支撑的

品位直方图 x 50×15m，块段品位直方图呈对数正态分布，均值M=
0.06621，方差σ2=0.00209。最小开采单元V为25×25×

15m，据分布不变假设，其品位分布亦应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均值与待估块的均值相 同。
设矿床为A，15m样品的支撑为!，则有∶

n(Z)=D()-F(v, v) 1-10-58)

式中 D*（Z-一最小开采单元块离散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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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5m样品离散方差，0.00328，;

（V，V）-—最小开采单元块的半变异函数均值，0.000497，%+
据1-10-58式计算，则生产单元块离散方差为，

D*(J=000328-900497 =002791
它吨 ）没有消除多余富矿信息的影响。为此，用全矿组合样品均值0.0718与块

段品位均值。06621形成的比例效应值予以消除，得∶

D'(Z)= D+(Z)×(0.06621/0,0718)+=02366
获得生产单元块与待估块的均值、方差后，再把它们从对数正态分布化成正态分布的

形式，得到相应的均值、方差α1、β.'和α2、β2。在均值a、方差β2已知的情况下，大于
边界品位C的块段出现的频率为∶

八官”“’ (1-10-59)P（a、pP2） =1-φ（ 吟？
所以，矿石储量校正系数等于P（α，β.+）/P（α2，βa*）。
大于边界品位C的矿石平均品位为∶

Ine-α<β21-φ（ 叫A(a,B*)=M-. .-αInc-1-φ 心
( 1-10-80)

式中 M——总体均值，??
所以，品位校正系数等于A（α.，β1*>/A（α2，β*。）。
从而得不同边界品位的最小开采单元相应的储量和晶位校正系数，如表1-10-2。

表1-10-2莱矿健量和虽位校正系微表

.045 宁益子 0.0650-040 0.0550.0500.03s边界品位 ：
0.98190.9750 0.95030,97560.986096900.9748矿量较正系数

1.02601.02301.020 1.01101.02301.0200 1.0240奋匹常删消素

10.3.14 半变舞画敷和克立格法框图
水平方向半变异函数的计算框图见图1~10-35。克 立 格 法计 算 框 图男图1-1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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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入∶颞大步教KMAx.步长PAS，步长容上需烟

组觉度TOL，为向AL护、方陶角数NDX，角度
容基DA 阶段微NV，W货髓TEST

入阶段（一个水 平>组合样园
位经标VR、X，Y.排品数ND

计算不网方向与X轴夹角的正.余弦。

方向容些癫象炫SAN，CAN.CDA

将堡后一个样的品位值、平方和，
个置1送入期应中问整量

D=ND
vRI =VR《I

西昆 2了ESTyB];

品位值、品位平方.个
做迭入湘度晚计均信、1+]

方塞、个敬中间变量是 [vRaTEST
专 育

i雾、J两点在XY轴日
便离两点距离bx，DH，习

购 Ⅱ很小鸣r
计算租距参长K 和|一戏固定，对 对各名阶输吓
K伊陋点问距高E1遭！断米 IL=i,NV“日工。了日 是 砜区>K MAX或班>TO L

每网点之
间雕环
1=), ND1

│什算.】调点冻线与各方向夹角的杂笠
cOsD=（DX×cAN∶KD）+DY×sAN（K就D)>)H

清、 是是在KD方向角度容基内吗?
A自S（COSD）sCbA方向循环KD=1, NO

计算受异尚载值.相座距离∶

IK=K+KMAXx《KD-DD1 K）=□JK+月
NC (]K)=NC(1 K)+]
G（取）=G1K）0，5×v象（】）-VR（1净2一

打印各方向不同步长变异酒败值、平均尾离.
样品薰、幽强图.均值、方整梯触

用资料对微加权组合求全矿各个方向.不同步长空鼻函
级和简统图、均恤、方壹、样景

Q

作量完或

， 图1—10一35 水平方向半变异函救计算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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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人网格莱找金购、超续
块尺寸，块段量多样品要

良师教换为平行助探解方位参数

第八帖孔缴NS特站块尺寸

*入邻城网格【JV，权总单NL，
各权相应块号，何填内该块行判
号、信息块相对位置的计算

输入半蜜异两般多数，润用CLAS子
程序编入各孔歌烟并按块齐散

计算块段内高散点排对座标，调用CBARS
子覆户计算块使平沟协方差

读入最大行、判教，起止行赠1日1，【日】，
&止列型》B1，1B2；起上腔徽LB1，L82

通列创固涩层、恶行输入焦引文件I EXP

计算被估超级块西北点座标和行列号

邦目、思LB根据*公块教材号及**中各权效信息块
一定，逐行水与前估块相对位置状导信息决微盟和
块奥拉直销环
1B=1B1,1B2偶用VUS于程序找出售权系哦

平均值.庭鲜，翻数NA
是吾 弹B一定NA - O! 肥LD纳坏你

LB-L811182NAYI 轴入行，剪号，直立格
货监、方整种聚氨 列黑*B同用KRIGMS千福序，它又离用家洞后CBARS计算各块段

排斥平均协方差的CBARS，COVA和京数据网和微挥与决胜间协 1B=181,182方差，加之坎段内 钟方 解更立格方程组的RELMS子程序，
盖京出克立将估值和 计算块段克立棉估值和方差
方来

统计块段估计值的均值。方差，欢迎

*出行、列、康标、信取*、充立再估值和方差

曾出全哥信的均值、方差、块黑墅
幢出各判成各层姑您，方养方块图

30 0 120

作业突出

园1——10——35  克立格法计算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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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协同克立格法和伴生有益组分的储量计算

在矿床的勘探和开发过程中，往往有同时利用两种或两种 以上的元素，或单元素矿床
中有两类不同的信电〈如钻孔样和爆孔样>的借况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依据协同区城化

变量，运用协同克立格法可提高待估元素的储量计算精度。从而可节省补充期探和化验费

用，降低勘探和矿山企业成本。

10.4，1 协同区癫化理论模型及其拟合

矿床中各元素（或各类型信息>间存在的相关性，可由交叉变异函数来表征如下;

(1-10-61)2ykk'=E{rZk'(x+h)-Z'(x)]ZA(x＋h》-Zn(x)]}
交叉协方差为∶

(1-10-62)CAk'=E{Z'（x＋h）-Z（x）}-m估'm会
交叉变异函数与交叉协方差间有如下关系式

(1-10-63)2γ品5'（A）=2Ck'a（o）-Ck'b（h）-Ctk'（）
当C.品k'（力）=C∶'成（点）时∶
V晶'（h）=C点k'（o）-C6m'（h）

实验交叉半变异函数则可由下式求得;

个八气飞“” 【Z，（x;+h）- Z（x∶）工CZ'（×1+A）-2x'（xi）】2N7-1
( 1-10-84 )

当k=k时，公式1-10-62、1~10-63、1-10-64维出直接半变异函数和直接 协方

差。
协同区城化理论模型是多区城化变量及其相互间相关性的数学表达式。协同区域化的

直接和交互的协方差或半变异函教，可以由几个基本的直接协方差或半变异函数 套 合 而
得∶

。之工己汹它之必工了 (1-10-65)

vw(A)= (1-10-66)56'a'?Yi(A)骂

冯甘“学门汉
为使协同克立格方程组存在唯一解，在确定理论模型后，需对系数矩库（6bf门的正

定性加以验证，即验证其对角线子式为正或零。

10.4.2 协同克立格法及其实施条件
协同克立格法是一种计算协同区城化的多个变量的最佳无偏估值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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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变量Zy加的估计量Zr*po是协同区城化的K个变量全部数据的载性组合;

“气吟铀巳 (1-10-87)

在无偏和方差极小化条件下得协同克立格方程组∶. Aak'·苍6"a（VBk'，Va）-从k5

Va= 1 一nk= hoh(Vta,ak )

Va= 1~K管””在

评首： V/A*k

(1-10-68)

后，连 同相蓝利用协同克立格方程组解得权系数{Aak，k= 1～K，αA= 1～nk}
的K个变量的全部有效值ZaR代入1-10-67式即得协同克立格估值。

协同克立格方差σ*VRo为;
σ2V ha=Cnoko（VkonV面ao）＋μko

孙铋言当量了言下 (1-10-69)

只有当CA'出（h）=C触点'（h）时，才能用（一节k'A）代誉1-10-68和1-10-69式中
的态6'h。

协同克立格法实施条件有∶
（1>实施前，应在简化数据构形条件下，分析比较用协同克立格法与普通克立格法

估计精度的提高量，确定采用协同克立格法的必要性。
（2）采用不同类型信息对同一元素作估计时，根据两类循息均值是否相同，来检查

二者是否有不同的无偏条件。若两类信息（Zk。和Z）均值相同（Mb=Mkg），则有唯
⋯无偏条件∶

粕言斑言“
当信息Z如o和Z。有不同均值时，则分别有无偏条件;

及二 Aa、=0> Aahe= 1
aka.0

（3）当利用多个变量对主变量进行估值，仅当主变量与其它变量相比采样不烃、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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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变量至少有一个以上的数据时，才能实施协同克立格法。

10.4.3··协同克立格法计算停生组份储量计算实例

本例为某铅锌萤石脉状矿床综合工业指标研究报告中的鳖石储景计算实例。

（1）地质概况∶该矿属中低温裂隙脉状充填铅锌萤石矿床。由分散的条带状启豆状矿体 构成Ⅰ、
【矿段。Ⅰ矿段长1600m，斜宽300～400m，最厚达20m。勘探对象以铅僻为主，蛋石为辅。勘探时 深

部以50×25四、100×50m和00×100血网度分别求习、C、C。级储量，除在个别工覆部分矿段作壹石练
本分析外，远聚控制的探孔中很少有萤石的基本分析资料。矿山在生产中于Ⅰ矿段上擦 以20×40m间 距

坑钻加密，下部以100×50血网度，加密粒制远景，铅、锌、萤石均作了系统基本分析。董石因先期 分
析结果缺乏，因而比铅、锌的控制程度相差甚远。

为制定合理的综合边界品位，需要披不同的绕合边界品位所圈定的当量（折合）元素来计算矿床的
储量。利用物探队和矿山施工工程中的铅、锌和铅、锌、萤石资料，采用协同克立格法，通过提高原 勘
探工谨中缺少的萤石晶位估计病度的办法来提高当量（折合）元聚的估计精度，从而为当影元素合理边
界品位的研究提供可靠依据。全部计算均通过计算机来完成。

（ 2）交叉和直接半变异函数和协同区域化理论模型的建立。首先需要确定计算参数，如Zn，CaF2
折算为Pb的系数（fZn=0.573，fCaF2=0.057）、夹右别除厚度（.4世）、特高品 位下限值<P5、
Zn、CaF2下限值分别为7.4、16.0、58.0）和处理办法（特高品位值用其品 位值的加来 代替）等参

数。输入所有勘探钻孔，坑内钻、穿脉的座标、元素分析值、厚度、岩性，利用组合体程序计算各工程
在兰种不同当最元素边界品位条件下所圈定的矿敦内各元素的平均品位<或折合当量元素平均品位），
厚度、柔积以及各工程在平行矿脉走向的番直纵投影面上二维座标。

利用摩度与品位的乘积（以后简写M×C）作为协同区城化变量。计算得到Pb、Zn、CaF2、Pb-
Zx、Pb-CaF.、Zn-Ca下3六条各四个方向直接和交叉半变舜函题，如图】-10-87。

通过对上述半变异曲线性状分析，直接和交更半变异曲缓均由块金效应和兰个几何各向异性球状模
型嵌套而成。三个儿钊各向异性椭圆的长轴分别为130m、510.28m，931，80m，短轴分 别为87.21m、
101.97m、166.75m。长轴与x额夹角22.5°。协同区域化线性理论模型为t

(1-10-70)“八中”沁之之

式中 —-- 本结构的代号;
kA'-—-代表Pb，Zn、CaF∶中任两个元素∶
p;—-代表变释不同基值为1的基本直接半变异函数球状模型。
四个系数矩降【Db1*'〕为∶

CRF。2t PbCa下。Zn Pb
CaF:,250p 190 970巳涵吗6"?- 皆190 300 105

l970 105 65 Pb25

20 150240 50 Capz

它上碎心啦讳飞了毫嘎心 20 15 告叶

经计算上涨备系数矩阵各生子式均大于掌、所以是正定的。三个各问异性球状模型转缺矩阵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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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2n'MXC)v(bPb-Pb<M×<C)y(b; Z-Z=tMXC>

调酬期例
(490°、J35")Pb-FPb<MXC! L00*15"y1000)J贯R0 “室区为影 (8°、0"),wo)《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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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CaF;(M×C>y(bt亡逻也一了 Z-C虾∶（MXC） 〔卯°，L3"）Pb-Zn(MxC)ytkbI 15",0*) 90ePb-Za(M×C) 4Bonl20of soo(9"、135°>20ol《d5"、0°>
多莒乓 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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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0-37 协同克立格法直接和交叉半变异函数图

列于表1-10-3。
经检查发现在1.0、I.2、1.4三种边界品位与厚庭聚积的半变异函数闻不存在比例效应，故直接 用

1，0边界品位圈定矿体边界而建立的协闻克立法理论模型，来计算1.2和1.4边界品位酮定矿体后的 营石
品位与博度累乘值的估计值。三个几何各向异性球状模型的转换矩阵A的元素见表1-10-3。

寝1-10-3三个各向异性球状模型特换矩阵表
祥期 阵矩换 语 。。结 构 名称 自K营

宁密名3.1231.3653.4922.5对’
“悲叫4.4576105 1.59322.5Y
1.(585.035.69 .6822.5Y

《3）运用协同克立格法对簧石进行估计。运用协同克立格法对深部峡少薰石化验资 料钻孔中的童石
催进行估计。确定估计邻域，建立协同克立格方程组，用1-10-68式求各工程中有效数据想应的 权 泵 数
λαR。将各变量有效微据（MxC）代入7-10-67式获董石品位与厚度乘 积变量'（M×C）的估计值
Z"VBg。继而，把μan代入公式I-10-69协同克立格估计方差。估值2"rt;除以相应 样 段 票 度 得 散
石品位值。根据计算的品位值，连同铅、锌钟值一起，用相应的折算系数得到精确度提高 后 的铅当量元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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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作为 用克立格法计算船当量元素块段估值的依据。

（4）协同克立格法估计结果的交又验证。利用】矿段有萤石分析销果的215个工程组合样中的蛋石乘
积值进行交叉验证。计算了1，0??界品位的桔值与真值之向误差，除以理论估计偏差的偏差比。对铸差

比进行统计计算。偏差比均值-0.0168，接近零，满足无偏要求。偏差比方差1.00347十分接近1。制作
的偏差比直方图，见图1-10-48。直方图中在士2σ之间的频率近于95??表明协同克立格法对萤石估值获

得了令人满意的婚果。
对1.0??界晶位以上协同克立格法估值误差进行统计计算，直方图如图1~10-39，情值误差 均 值 为

-1，595。215个样均值为328，639.相对误差为0.485??证实无偏。相对方差为0.33也是令人满意的。

频率（??
2398 遭静“菱”

适业 100m50m

出盗岛身夕 唑 贮贮
82立 心巽啦

“乎素 o。
少岩、下岁 它“昏 复.

?
o德质队船孔A 矿山粘孔-603,0 3.04.0 -22 MxC'%)2.6M×C[%)3.0

图1-10-39 协同克立 图1-10-40 -120m阶图1-10-38 协同克立格法
段勘探钻孔图格法埚差直方图偏差比直方图

（5）协同圪立格法相对于普置克立格法的精度提高量。-120m阶段以下，勘扔队和矿凶施工的典型
网度和排列方式如图1~10-40。利用矿山施工的Z1、Z3、乙3、Z、Z18、Zu号钻孔的 铅、锌、被 石
旋息和地探队施工的Z4，Zn、Z。、Z、Z钻孔的铅、锌信息计算Z6位置的萤石品位与厚度乘积（M×C二
的协同克立格估计方差。又利用矿山施工做孔信息，计算乙。位量营有乘积克立将估计方差。协网克立格
方差与普通充立格方整相比较，其相对提高量为35??表明协同克立格法的应用是有效的。

10.5 回归分析法确定矿石体重

10，5。1 回归分析及其正规方程组

在实际地质问题中，常利用一种变量与多种变量的相关关系、采用回归分析法求获某
变量的估值。设因变量y与x（，x∶，⋯⋯，x，与P个自变量有关，则P元线性回归模型是∶

小。目心！了甘”ya=βq+β1Z1a+β2x2a .⋯⋯+βpxpa +ea
.(1-10-71)

其中ec是随机变量，代丧回归误差。
设6。，b1，bz。⋯⋯bp分别为β。，β∶，β2，⋯⋯βp的估计值，则得回归方程1

(1-i0-72)9a=b。+b1x1a+b∶美za+⋯⋯+bp*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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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为观测值（α=1，2，⋯⋯n），9。为回归方程的回归值。y与9之 差称 残差
（或剩余），刻划着观测值回归值间偏差。根据最小二乘法原理 确 定b。、b、b-⋯⋯6
的原则是使残差平方和达到最小，即

仁好。亡；它”纾丫”宁”占义口“占台下了；它艺？ (1-10-73)

根据二次函数求极小值原理，得求解b;，b2，⋯⋯，b的正规方程组∶

[S:;b:+S:2b2+⋯⋯+Sipp=S1y
S。1b1+S22b:+.⋯⋯+Sapbp=Szy ( 1-10-74 )⋯⋯⋯⋯.⋯⋯⋯⋯⋯⋯⋯⋯⋯⋯
Sp;b1+Sp2ba+⋯+Sppbp= Spy

其中，SGj=二（xia-面）（×J~） inj=12⋯,p

0图” i=1,2⋯,P(xia~3)(ya-5)
杂=1

解出bi、b±、⋯⋯、bp，并代入下式求解b。t

(1-10-75)b3-3-b1;-67⋯-b饭=5-上ha导1
将b。、b、b2，⋯⋯，bp代入回归方程，即能依据多个自变量的值，求出因变量 Sa

值。
上述正规方程组表为矩阵形式为;

(]-10-76)C'Cb=C'y
其中，

x11-5;x21-3⋯xpI-p
X-瓦1x12-不∶⋯xp2-3pC./ ：：：了：：了：：了人了了：了：：
X1π一受;美∶n-至∶Xp一5

,()运
y1-宁

C'为C的转置矩阵。若令C'C=S，C'Y=B，则正规方程组筛 化为Sb=B。回归子
徽解可用逆矩阵S'表为∶bS-1B=（C'C）-4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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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线性回归多=b。+b1x是其自变量为1的特例，正规方程组简化为

b的点x高"
的宫小点vb。>下 (1~10-77 )

解方程组得b。和b1·

点r）（g）-（点x）（点） (1-10-78)

，
姓+-（二“mE

品亡人玲之迎之
宁目

⋯-(Zx)
将求出的5。和b，代入回归方程公式（1-10-77），就得出单个自变量，可求 出 回归

变量9值。

10.5。2 华线性回归横型及其能换

许多地质问题中，因变量与自变量间呈某种非线性关系，常选择恰当类型的筒单初等
函数去通近曲线。通过简单变换，可以化为线性回归模型处理。

1，*a+时，如图3-10-1。令y'，（1）当变量v与x间呈双曲线关系，.
g'=±，则y"=a+bx'。

（2）当v与x间呈孤函数关系y=dx时，如图1-10~42。令y'=1ogy，x'≈logx，
&=logd，则有∶ y'=a+bx'。

（3）当y与x间呈指数函数关系y=de时，如图1-10-43。令y'=logy，a≈logd，则
有ty'=a+bx。

〈4）当存在下述形式指数关系+y=de立时，如图1-10-44。令y'=Iny，x'=1，

a=lnd，则有钱性关系∶y'=a+bx'。
（5）当少与x间呈对数函数关系·y=a+blogx时，如图1-10-45。令x'=logx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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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9 y-1K6<8身 8<-1dt<0) 6>t 6= -1b-I
0<b<1;

间G (5>02 (d<0)

(6>0)
图1-10-42 幕函数图图1-I0-《I 双曲毁函教圈

0/"y引

ofb<0)a (6>0)义<o2
r6>0)

图1-10-44 指数函数图二图1-10-43 指数函数图→

巩 七/ 息

目
华

一2

华o)
(k<0)

子？弓
图1-10-46 抛物线画数图图1-10-46 对敷函数函

则有线性关系∶y=a＋bx'。
（6）当y与x间呈抛物线关系，y=b，+b1x+b;x*时，如图1~10-46。令x1=x，

等。= x2，则有线性关系;y=bo+b1x+b1x∶。

10.5.3 国归方理显警性检验

yi，9;，9分别为某组n个观测值，n个回归值、观测值平均值。则总离差 平方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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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二（yi-9）'，，回归高整平方和为Su-.;（9-）+，残差平方和为Sg=二

（vi-9）2，则有ST=Su+So。检验回归方程的变量间关系密切程度，主要是考虑回
归平方和S的大小。

（1）F检验法∶
假设日。y与x无线性关系。

_Su1P. (n-p1)Sy.(1-10-79)构造统计量∶ Fr="a/(2r-1)-- PSo
统计量户服从第一自由度为P，第二自由度为n-p-1的F分布。给定信度α，依子样容

量n和自变量个数P、查下分布表得临界值F。（P，n-p-1），并计算公式1-10-79中F
值。

若F≥F。（P，n-p-1）时，否定原假设，表明因变量y与自变量x间相 关 关 系密
切，回归方程式有实际意义;否则，接受原假设，y与x间关系不密切，回归方程式 无实
际意义。

（2）相关系数检验法∶侬据SU/Sr比值是否接近1进行检验。
令R2= Su/ST，称R=√Su/ST为因变量y与自变量x间的线性相关系数（多元回归

称为复相关系数）。
假设H。;y与x无线性关荔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α下，子样容量n一定查相关系数临界值表，得Ra。根据观 测值和

回归方程式计算相关系数（或复相关系数）R。当|R|≥Rg时，否定原假设，表 萌变 量y
与x间存在线性相关，回归方程式有实际意义，否则，原假设H。成 立，y与x间不存在线
性相关，回归方程式无实际意义。

当因变量与自变量关系复杂时，以F检验法为主。

10，5，4 用回归方程进行应变量预测

用回归方程预测，就是根据给定的自变量X;值，测定y;的回 归值y。同时，根据给
定的置信度a，预测y;值的变化范围和精度。

用公式1⋯10-72可以求出y的估计值y。在置信度α= 5??，y的波动范围有;
P[9-26<y<9+26]=95% (1-10-80)

(1-10-81)G-√So/1n-p-1
y值变化范围实际是∶
一元线性回归时，y值在两条平行直线L;与L2之间的概率为95??
L∶ y'=6+2合+6*
L: y"=6-2,+6*
二元线性回归时，y值在两个平行面x;与π;之间的概率为95??
示n y'=6* 2+6x+6x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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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y=be-20+61x+62x2
σ值越小，上述范围越窄，回归方程预报y值越精确，所以剩余标准差是预测精度的

标志。

10.5.5 矿石体重与品位的回归分析计算实例
10.5.5.1.  高硫镁矿石体置印品位的固归分析
该矿床为一特大型煤系沉积硫铁矿床，由黄铁矿和高岭石为主要有石矿物，矿石结构造变化较大。

在24个勘探工程中采集100余件扩石小体重样，同时分析全硫品位；采集2件大体重样检验。小体固值为
2.70～4.14t/m2，平均值为3.5t/m2，相应TS为8.76~41.88??大炸重值为3.21~3.3t/m2，相应TS
为22，24～25.01??为研究体重与TS的关系，作班品位与体重值的回归分析。

取有代表性的80件小体重样，作矿石体重值和相应全硫晶位的散点图。如图1-10-47。从图上可以
看出二者明显相关。选用下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一元线性回归
设x（TS品位）、y（体重值）之间满足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91=bo+bxi D

式中 x——为小体重禅相应的全藏品位 C

bo、b1———为回归系数。
由正规方程组公式1-10-77或公式1-10-78解 一家一回来。他们的那里的女儿。一个人们U

得bs=2.4800；51=3.5816。于是有一元线性回
归方程

9=2.4800+3.5916x
TSIL

30 100%102.指数回归 20
图1-10-47 矿石体置和TS品位散点图设x（TS品位）与y<体重值）满足指数关系统

y-un
令y’=1my，bozind，x′m-g/则转换为一元线性模型
y'mba+bix'
转换后的正规方程组为∶

14.85007602   91.1045 780
14.8500  3.6830  Lb1J L179.4489
解上述方程组得be、bi后，再取反对数得回归方程为
y=2.53956xp(1.1141/x)
3.多项式回归
设x与y满足下列函数关系，
二次三项式∶ymbg+b1x+b2x2
三次四项式∶y=aa+q15+qly2+asx*
分别建立正规方程组求解，分别获得br和ai，于是得回归方程；
二次三项式y=2.5853＋2.1045x＋3，7092x2
三次四项式，y=2，5853+2，1045x+8.7092x*+0.8614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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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归效果分析
对上述四驶回妇数学模型进行F检验，如表I-10-4。

表1-10-4回 归 效 集 方 鉴 分 析 表

势 式项
指一 元 敞 性 数方差 来 源

三次国项式二次三项式

12,5327离灌平方和（Syy） 12.582112,5821 2.5321
12.151312.151z12.1060.9413同归平方和（S山>
0.38080.38090-42710.509残整平方和（SQ）
4。05048,075612.1050寓归均方（Su/P> 11.9413

0,007 0.0530.04g现换均方（8o/fa） 0.055
0.07080.070so,074Q0.878标准残差（6）

2465.5948 “台宁塑台1558,1587 2210.8101统汁量（F）

注∶表中fg=n-p-1

查尸表，知F值均大大地大于0.01或0.05置信度的临界值尸.，以上回归方程均相当显著，尤以二次
三项式为优。

10.5.5.2 某铁矿的体重与全铁含量的髓白分析

储量计算中，因体重随TFe含量变化，对赤铁矿抽样30个，对磁铁矿抽样45个，分别进行国归分析
建立同归方程如下，

1=2.41+0.0811x1
yn2.172+0.037*e

式中 y1、y2-分别为赤铁矿和磁铁矿体重;
第1、x2—分别为两矿石类型全恢含量。

其相应的标准残馨σ和相关系数γ为;
σ1=0.068，Y】 =0.928）u∶=0.057，Y。=0.916

从γ值可以看出体重与TFe高度相关。σ<、0，07，表明单个体重回归值与体重实际值 相差一般不超
过007。因而说剪回归方程式是有实际意义的。

10.6 运用概率分布函数确定特高品位

特高品位可以通过查明矿床中有用组分品位分布的方法加以确定。矿床中，有用组分
品位x若呈正态分布时，由下式转换为标准正态分布，

(1-i0-82)“肖小叫句’

武中 --样品算术平均值;
8——样品标准差;
—标准正态分布积分函数。

若有用组分x呈对数正态分布时，通过下式也可以变换为标准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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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初 (1-10-83)SIg ∶前车首式中 Igx—-给定品位值的对数;

x——品位对数值的均值;
Slg—品位对数值标准差。

图1-10-48 某金矿确定特高品位分两步;
品位直方图前先制作有用组份经验分布，用x'检验确定是正态

分布或是对数正态分布。
确定理论分布函数及其数字特征，如均值、方差算出后，再计算与箭定品 位值x相应

的!值。利用正态分布积分函数表，查出φ<1>值。大于成等于x的晶位出现的概率为1-
6φ（1）。样品数n乘以概率值1一φ<f>，若这个乘积不大于1，x为特高品 位，应予以
处理。若乘积大于1，x不属于特高品位。若这个乘积表示的理论个数小于实际个数，则
多于理论个数的高品位属特高品位。

如某金矿四个矿体，利用82个样品品位的对数值作直方图，如图1~10-48，呈正态分
布，均值0.726，标准差0.767。为判定143.02g/t是否为特高品位，作如下计算;

“”“利部个，毡达记门宁端= 1.88690.767SI
查正态分布积分函数表，得φ<t）;
φ（t）=φ（1.8869 ）=0.9?1283

则P=1-φ（t）=0.028727。N、P=82×0.028727=2.3556>1。表明143，03g/t样品，
在矿体的82个样品中允许出现2个，所以不作特高品位。

又如某钨矿，WO;品位呈对数正态分布，根据255个样品资料 文=0.4??变 化 系数
49??培x=T.490，Sl=0.306。样品中最高品位为2.8??否属特高样品计算;

+=、!g?·8-:140-3.140.306°
P= 1-φ（3。14）=000082
N P= 255×0.00082 = 0.209<、1
NP<1，表明225个样品中，出现品位为2.8??样品可能性很小，应把它作为特高

品位处理。
上述确定特武;品位的作法，有时造成一部分特高品位被当成正常品位未加处理，特别

在祥品容量足够大时，结果偏高。运用下述办法往往有较好结果。
取理论分布函数累计频率为97.5??99??品位值作为特高品位下限。不小于这个下

.限的品位，作为特高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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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效益比较法确定边界品位值

建立矿床电算模型，对矿山在各种规模和边界品位条件下的各年净现值进行计算，在
保证矿山净现值为正或最大，和充分利用矿产资源的条件下，确定合理边界品位。

假设一个班岩铜矿采用单品位工业指标形式，现用地质统计学法获得不同边界品位储
量，制定合理边界品位，方法如下。

10.7.1服务年展相同，按不同生产规模净现值确定合理边界品位

以日产1万吨矿石确定的服务年限n年为准，比较不同边界品位和不同规模时，矿山
在整个服务年限内总净现值。步骤如下∶

10.7.1.1 计算不同边界品位时的规模及其管理费
年工作日330天。以不同边界品位储量除以年工作日数得不同边界品位的日生产规模

以日产1万吨规模管理费推算不同规模的企业管理费。不同边界品位时的规模及管理费如
表1-10-5。

资1-10-5不同边界品位时的规模及管理费表

管理费生产规模边界晶位骨理黄生产规模边界品位
（元/t）tt/d)(%)（元/t）(t/d)Mo(%)

80130.060 1.150.90113570,035
1.2073910.95 0.065105140.000
1.568320.0701.0019680.045
1.3052510.0751.0593370.050
1.3557930.0801.1086470.055

10.7.1.2 计算不同边界品位时年经营费
年经营费包括采矿费、运输费、选矿费、管理费和前18年的投资偿还费。平均剥采比

1.21t/t。投资偿还费按下述顺序计算∶
（1）计算不同规模时的投资E∶∶
如以日产1万吨规模的2.1亿元基建投资为基础，用下式估计∶

(1-10-84)Ei=（Ds）*****（亿元）i=1，2，⋯m
式中  Ef---第i个边界品位的估计投资，亿元；

D∶————第i个边界品位的生产规模。万t/d；
D。————设计规模，1万t/d
E.———1万t/d时的基建投资，2.1亿元；
m————划分边界品位的个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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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投资还本系数P，如下式;

i(1+i》"P=i (1-10-85)“溶予肿叫

式中 i——利率，取0。08;
n--投资还本年限，18年。

（3）计算每年投资偿还费Ti
(1-10-86)Ti=P·E; i=1,2,⋯⋯,n

从而，n个边界品位相应规模年经营费见表1-10-6。

现值 表现 金

豪1-10-8

现 金帐年级营费年 粒 入 净现 值年 份边界品位
（冒万元》 （喜万元）（冒方元}（百万元》八截”Mo(%>

四o。3”自
6.83 -2.565.781~18 ~3,860.035 43.8 21,8619～n 65.78

‘夕富6。7363.701~18 12.09宁告 22，9营53.70 0.78“
1.4960.7862、211~18 21.780.045 23.4788.662.2719～作
2,957、B0.361～18 30.980.050 23.838.53。葛19～n

53、6 3.6957,291~18 85.210.055 23,3233,967.2919~n
560.07 5,601~18 5.67 先器0,760 24.07!.6155,67“官了

专矿46.5953-31～18 9.720.065 28.9953.32 29.2眼19~n
6954.431~18 50.38 65。050.97o 27.17 23,2150,3819~
8.0040.1498.111～18 81.40,075 28.1424.87《3.11IE~s
8.1537.4845，8是1~18 62,010.08D 23.23 20.4045，6接1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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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3 计算收入

从各规模相应的边界品位圈定矿体储量表中知其相应平均品位。如精矿品位47??售

价为每吨10810元，选矿实收率85??年收入由下式计算，其计算结果见表1-10-6。

年收入=且生产规模×平均品位×选矿实收率×年工作日×糟矿售价 （1-10-87）>
精矿品位

10.7。1.4 计算现金帐和净现值

现金帐是年收入减年经营费。净现值是每年货币贬值后计入资本平均利润情况下，把

企业逐年盈利折算为第一年的净收入。公式为∶

C;二Ti/1+RV 12.⋯，m ( 1-10-88)

式中 n——矿山服务年限，年;
C;—-第i个边界品位相应规模的净现值，万元;
Tj—-第j年的现金帐，万元;
RR—--企业盈利率，取15%;

tm—-划分边界品位数，10。

现金帐和净现值的计算结果见表1-10-6。

从表1-10-6中可见∶边界品位低于0。04??，净现值为负;等于0.04??，净现
值为正，0.08??净现值最大。从最大利润出发边界品位0.08最好，但不能充 分利用资
源;故取0.04??合理的。

10，7，2 生产规模相同，狭不同服务年微净现值确定合理边界品位

已知条件、原则、公式同前，不同的是，按日规模10000t考虑，不同边界品位矿石储
量不同，其服务年限相异。投产后，前18年总费用、投资偿还额相词，但因平均 品 位 不

同，规模虽相同，年收入和盈利有差异。第19年至开采终了，年收入相同，年经营费比前
18年少付投资偿还费，则年盈利额增大，企业总净现值不同。不同服务年限净现值计算结

果如表1-10-7。
表I-10-7 说明、生产规模为每日10*t，边界品位0.04??，在相应服务年限内总净

现值为正，仍是以0.04??合理边界品位。

10.7.3 边际分析法确定合理边界品位
边际分析法是对不同边界品位之间的矿石储量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把企业不亏损间隔

品位作为合理边界品位的方法。结果见表1-10-8。
表中第 4栏是相邻品位间隔的矿石增量的平均品位。第5栏是平均品位0。08??。用

选矿回收率为84.5??算的理论回收率。第7 栏总费用中不含剥离费。第9栏是处理该间
隔矿石减去总费用形成的盈亏。边界品位应是精矿边际成本与精 矿 价格10810元/t相等的
区间戴企业略有盈利的区间。而袭中满足此要求间隔矿石平均晶位为0.0582??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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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边界品位时净现值表 表1-10-7

服务 剪18年年收入、经营费为界品位 稳净现值前 18年净现值|18年后序说值|

华限 年 盈 利投资烩还采选总搅用年收入 （百万元）（目万元） 《百万元）Mo(%)（年）} （百万元）一讽甜（百方元）（百劳完）
到 8.95 -3:13 10.2 -9.022.05 -19.257,80.035

-2,63 9.0011.63-0.4322,0560.57760.0A0 38.96
Y2 1.5 12.79,222.05 21.9038.962.520.043
6 13.8322,273.63 36.i022.05严客64,830.050

1s、732,275.2722,5 A8,9738.986,270.055 62
69,2418.3751,87息.4722.053图.9569.470,060 矽 B8.5017、767,B11.08,9522.0753 2.050.065
96.63“学印7s,312.7322.05389578.730.070 o45 15.97 117.8320.097,8322.05含89578.90.075

“乎碧 129.5322,05 20.717,1?3.9542 78.77宁号

侈、 表1-10-8嵩桥际 分
稍矿边 作度石处巷费用 企业盈将矿 量物画搐率 品 位 】选矿四教率储量增量边界品位 际成本 理企业置

八试钳”入低 （万元）(%) (16*)“它(104t) 入泪”Mo(%> 亨（万元）

o。”售n。 10sr‘
7006 -345869T133614781.84.50.07720.080 1269 0.979

133181.770 58167524 -37280.0727 88.50.075
1370 0.995 4464 。己”2e11.77382 1a8980,0872o.070 1512 1.06 -4132821B4361u339810,0624 1.580.085 少总”1475 162411.683 143T -45469943790.0520.060 1620 0.9F2 ：：

-?77 -488111349156511,379?70.05230.055 0,8421620 号、 -4862-2;491282515583.2150.047S0.050 1603 0.261 -415405014Se673 -49400.9810.64240.045 1509 0.640 -5284-738817t88187001,0486R0.83770.0b
-70360.7251924 ‘结公22364251001,12263003240.038

0.55??合理。但从第10栏看，把各区间矿石作废石送废石场，仍需采矿、运输、管理等
费用，仅不支付选矿费，但无任何收入。若品位0.045~0.050??矿石送选矿厂，少亏损
1913万元;品位0.04~0。045??送选矿厂少损失54万元。而把0.035～0.04??选矿厂则
多亏损2133万元。因而从资源回收和亏损最少观点看，边界品位为0.04??合理的。但仍
需指出单采品位0.04~0.05??矿石，将亏损;若计划中，某年开采这部分矿石过多时，
应单独难存。堆存量视所花费的采调费与另行开采富矿块盈利相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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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三方面分析，边界品位选为0.04??合理的。

10.8 地质统计学法确定勘探工程间距

勘探工程间距的合理性，表现在用最少的斯探工程量和费用，得到满足规范、设计、

生产要求精度的地质资料和各级储量。不同工程间距的储量估计方差大小，是评价勘探工
程间距的依据。

确定勘探工程间能的传统方法主要是稀空法、类比法和开采资料验证法，这些方法都

不能计算该工程间距所获储量的估计方差。地质统计学方法在获得无偏最优估计间时，得

到表明估计糖度的估计方差。根据变异函数模型和不同工程间距及其相对数据构形，计算
不同工程间距储量和品位的估计方差和总体估计方差。是评价各种工程间距合理性的定量

依据。

10.8.1影响估计方滥的因素

10.8.1.1矿床敷学模型及其建立
估计方差与矿床数学模型密切相关。勘探初期，用稀疏工程间距控制矿床的同时，打

一排或士字形密集钻孔，查明矿化变异性，制作变异函数曲线，建立矿床数学模型。有条
件时，再运用本章第3节（10.3.11.1>所述的交叉证实法，验证数学模型的正确性。数
学模型还应随工程的逐渐增多而不断地进行调 整和改善。

10.8.1、2 勘探工程间距与估计方整
在矿床数学模型已确定时，勘探工程间距就是影响克立格估计方差的重要因素。
如某斑岩钼矿床，为一各向同性数学模型，参数为∶C。=（.00028{C1=0.00178

?Sμ=0.00206?a=252m。待估块V=50×50×15m。以二维空间计算一层为
例。

勒探工程间距为400×400m（如图1-10-49）时，待
估块V周围四个顶点样品权相同合为一个权，则有克立格

工方程组∶ 00·
50fA（a，2）+μ=节（o，V） (1-10-89)

2》=1
-460-

其中，下<u;》=【p（0）+2y（300）+p（400√E）〕/4
=0.00154

图1-10-49 数据构形医下（v，V）=γ（200√E）=0.00206
解方程组得∶λ= 1，μ=0.00052。
又p（V，V）=0.0008+0.00178F（50/252;50/252）=0.0055，克立格估计方差

为∶ (1-10-90)g*=2Ay(o,V)-<U,u)-F(V,V)
得 a'h=0.00206-0.00154-0.00055=0,0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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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工程间距更大，待估块与四个样品点之间的距离均大于变程a，公 式 1~10-90中

各项数值不变，则a'k不变。
期探工程间距为25×25m时，如图1-10-50，有克立格方程细∶

产心八台：己”十户飞八亡工日十住”入日工下”
A1T（Dz，w;）+λ∶T（vt，u02）+μ=T（vi，V） :(1-10-91)
λ1-λz=1

其中V块段用四点代替，则有。
护（ 03，31）=下（u1，Y）=T（V，y）=0.00435;
八日。下口“”口工占噬入宁。己””“宁空己宁
T（2∶，a）=0.076，λ1= 1-A∶，
代入（1-10-91）式得λ∶÷0，λ÷1，μ=0

故oi*=2A.下（u，V））＋μ-P（V，V）一0
上述结果说明，大于或等于400×400m的勘探工程间距估计方差太大，接近于样品的

先验方差。等于或小于25×25m的勘探工程间距，估计方差趋于零，工程过密。合理勘探
工程间距在两者之间，下面将进一步研究。

10.8。1.3 估计方整与微据构形的关系
相同勘探工程间距的不同数据构形，估计方差有所差异。如上述斑岩钼矿中，50×50m

工程问距用两种构形，其数据分组如图1-10-61，均为两个权，其克立格方程组，见公式
1-10-91。

由于数据构形不同，公式1-10~91中的y值有差别，因此计算结果有差异。
第一构形得∶λ1=0.893，入。=0，107，A=-0.000031。于是，

25, 5060 人”D do 。"09 e;宁一fo ，oi o 鸣1s Po1o象o o 才 “o org 节 0’ e。i o口心：秒

Da“”
如。o

图1-10-51 两种数据构形图图1-I0-50 数据构形图

g'h=0.893×0.60672+107×0.01096-0.000031-0.000435=0.000251
第二构形得;λ;=0.42，λ2=0.58，μ=0.000012。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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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0.42×0.000467+0.58×0.000818+0.000002-0.000435=0.000237
第二种比第一种估计精度高，因而第二种构形确定的估计邻域合理。

50×50m与400×400m工程间距间的各种工程间距都可以确定合理的估计邻 城，算出

相应的估计方差。随着工程间距加大，方差从近于零增至基值。
10.8，1.4 估计方整与待估块大小的关系

工程间距和构形相同，估计方差随待估块尺寸增大而减少。上述某斑岩销矿，勘探工
程间距用100×100m、采用如图1-10-51的第二种数据构形。待估块100×100m的ak主为

0.000456待估块50×50m的o*k为0，000489。

10，8.1.5 计算误差标准的研讨

克立格法块段估计得块段克立格方差和相对标准偏差。相对标准偏差表达式为;
(1-10-92》口下目矽和丶陀量入

式中 σ—相对标准偏差
a'-—克立格方差;
Z*（s）——待估块平均品位。

上述某斑岩钼矿，采用100×100m勘探工程间距和50×50m待估块，由σ2k=0.000469
和符估块平均品位0.0662l，代入（1-10-92）式得ar=0.3271，若取95??信水平，则
块段估值的置信区间为±2 a★。

采用100×100m勘探工程间距和50×50m待估块进行估计时，该矿有10000个待估块。
假设这10000个待估块估计是相互独立的，总体估计偏差，可 以利 用（1-10-57>式进
行计算。则总体估计相对标准偏差σ。=σ;/√π=0.3271/100=0.003271。取95??信水
平间，精确度为±0.65??因各块段数据存在相关性，并非完全独立，上 式结 果需系 5
倍，则总体估计精度为3.3??通过上述研究，100×100m葡探工程间距能获得矿 山投资
依据所需要精度的储量。

10.8.2 合理拗探工程间距的确定和加密工程位置的选择

10.8.2。7 合理勘探工程阔距的确定
从估计方差影响因素分析可知，估计方差与表征矿床变化性的半变异函数理论模型。

黝探工程间距、工程排列相对位置（空间构形）、被估块尺寸等因素有关。因此确定勘探
工程间距时，依据现有资料或加密适量工程找出半变异函数理论模型，在确定与最小开采
单元有关的被估块尺寸后，按工程所能构成的各种勘振工程间距，计算各被估块的克立格
估汁方差（或多种构形的平均克立格方差>或矿床或不同储量级别块段的总体估计方差及
相应的精确度。制成估计方差（或总体估计偏差）与斯探工程间距关系曲线。在曲线图上
找出满足规范确定的该类型矿床不间储量级别比例和精度要求的勘探工程间距，作为合理
幼探工程间距。

10.8.2.2 加密工程位置选择
在按合理物揉工程间距加密工程过程中，加密工程的具体位置的选择，除按规定的工

程间距进行布置外，还可根据加密工程后估计方差减少量的大小来选择，尽可能将加密工
程布置在能使猜让方差减少量的相对收益率达到最火的位置上。用相对收益率G《x）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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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工程位置xi，若原工程为。个，加密后为n+1个。分别计算几个工程时的估计方 差
o2a（nk>和n+1个工程的方差o'A（nk+ 1）。用下式求其相对收益率G（xi）∶

G（xi）- a（，xi-o），王On+1，xi） ( 1-1-93 )o(n,x
移动工程位置x;，并计算不同位置上的G<x;）。把G〈x;>标在图中相应位置上，

连成等值线。等值线最高点即为预定工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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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金属矿产工业要求

11.1.1 铁 矿

11.1.1.1 铁的性质和用途
1。铁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纯铁为质软、其有光泽和物性的银白色 金属，其最 高 纯 度 可 达 99.99??密 度
7.874g/cm号、熔点1536℃、沸点3070℃。在冷热状态下，铁均具有塑性应变的特性。铁
能与氢、氧、硫、碳、磷、氮发生作用;吸收氢使铁的硬度、弹性和稳定范围增大;含硫
时使铁变脆;铁与氮结合可增强表面防腐性、耐磨性及抗疲劳性;铁 中加入不足1??
薅，可增高铁的硬度，并可保持足够的韧性，但含磷大于1??，臆性急增，铁与碳化合
生成生铁和钢，碳可增大铁的硬度、强度和电阻，减少塑性和韧性。

2.铁的用途
纯铁在工业和其它方面的用量甚少。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等国民经济的各个

领域所需要的主要是生铁和各式各样的钢材。由于钢材具有瘦好的加工和使用性能，因此
是国民经济中应用最广泛和用量最大的一种金属材料。

11.1.1.2 铁的主宝要矿物及其特征
自然界已知的含铁矿物约有300余种。其中常见铁矿物约100余种，多数为铁 的氧化

物、硫化物、硅酸盐、藤酸盐。作为族饮原料而开来利用的工业球物，主要有碰铁矿。钛

熏铁矿、赤铁矿、幢铁矿、菱铁矿、褐铁矿等。铁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1。

豪1-11-1铁的主】看物及其特征表

含妖量密 度 临 群呼 触矿街名称 化学分予式 。 一俱”自了
碱快矿含体生组份不风，又分为饮铁属，有时晶 T2,4FO 6,5～6.4.9~5.2“养 磁铁矿、帆女碰纸矿，第截铁矿、慷

 体常没蓝色 磁铁矿、续础桃矿及候醋快矿

铁晶、循灰、 假象球饮矿是虫减铁矿氧化而成的
“当5.0~5.3FeO拳算？ 5.0-6.o 一个变种，即为你铁矿充代磁铁矿，其

深红色 余脱象为樊质同象的善赞首假是

肉黄。溴灰、 微换矿是泰铁歌一个异种，馈灰。48.23.FACO要铁矿 1 3.5～4.5综褐色 铁是色，最圳反光费，明规摘。故痧
黄铁矿。形布似云母。故又特云母索

唾贵尚、没资mFeo:Os, 铁矿48～633.3～4、0褐获矿 1.0～40H.0 姆、是色 槽铁旷因含劫晶水及其瑶化性质的
燕异，可分为率水褐快矿、针姜矿，53.4FeS: 6.0~6.54.9~5,2没黄调色峰第 水分快矿、普遍揭换矿及贯竹扶矿

11.1.1.3 铁矿石粪型和加工方法
1。恢矿石类型



428 第一篇 对山设计地质工作

（1）按铁矿石矿物成分，可分为磁铁矿石、赤铁矿石、假象赤铁矿石、镜铁矿石、
褐铁矿石、菱铁矿石及混合矿石等。

（2）按矿石中的其它金属矿物或主要脉石矿物种类，又可分为钒钛磁铁矿石、角闪
石避饮石英岩矿石、高硫磁铁矿石等。

（ 3 ）按矿石的结构构造，可分为缴密状、浸染状、条带状、辅状等类型。
（ 4 ）根据铁矿石工业用途不同划分为;炼钢用铁矿石、炼铁用铁矿石及需选铁矿石。
炼铁用饮矿石按造渣组份（CAO+MgO/SiO2+AlO、的酸碱度又可划分为∶碱

性矿石（碱度>1.2），自熔性矿石（碱度为0.8～1，2）、半自熔性矿石（碱度为0.5~0.8）

和酸性矿石（碱度<0.5）。
需选铁矿石按磁性缺（MFe）对全铁（TFe）的占有率又可划分为，磁铁矿石（MFe

√TFe≥85??混合矿石（MFa/TFe15～85??和赤铁矿石〔MFe/TFe碳15??。
（5）邀铁矿石亦可用滋性率〔TFe/FeO）划分为∶源生矿石TFe/FeO<2。7、

混合矿石TFe/FeO为2.7~3.5、氧化矿石TFe/FeO>3，5。某些矿石中的半假象赤铁
矿弱磁选的效果较好，如采用磁性率划分类型时，要对以上磁性铁占有率标准进行适当调
整。

2.铁矿石加工方法
炼钢用和炼铁用的富铁矿石经开采，破碎加工后，可直接入炉冶炼。需选的贫铁矿石

或含有害杂质、或含有益伴生组份的铁矿石，则需经过磁碎、选矿、烧结（球团）后，才
能入炉冶炼或综合回收。

根据矿石性质的不同，铁矿石需分别采用磁选、重选、浮选、焙烧磁选以及上述几种
方法的联合法进行选矿，其方法如下。

1）磁选法
磁选是利用不同矿物颗粒的磁性差别进行分选的方法，分为湿式磁选 和于式鳌选两

种。
根据磁选机的破场强度<场强）分为朝磁选、中磁选及强碰选。
（1））弱磁选
弱磁选的磁杨强度约（6。4～16）×10'A人m，用于选别强磁性矿物，如醚铁矿、钛

磁铁矿、钥钛磁铁矿、钛铁尖晶石、磁黄铁矿等。常用的髓选机有，
干式双（或单）筒永磁磁选机（或称画滑轮），用以选别大块（75～100mm>矿石。
湿式永磁简（单筒或双筒）式磁选机，按机底箱（槽体>形式分为半逆流型、逆流型

及顺流型三种。前两种适用于选别小于0。2mm的氧粒矿物，后者适用于选别6mm的中粒
矿石。

（2）强磁选
强磁选的磁场强度为（4.8～20.8）×10°A/m，用于选别小于0.0?4mm的细粒弱磁

性矿物，如赤铁矿、假象赤铁矿、褐铁矿、菱铁矿、钛饮矿、水锰矿、硬锰矿、黑云母、
辉石等。

还有中等磁场磁选机。磁场强度界子以上二者之间的磁选机。
磁选法生产能力高，分选效果好，生产成本低，是分选磁性矿物常用的行之有效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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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选法
重选法是根据矿物比重的不同而使其在介质（水、空气或其它密度较大的介质）中具

有不同的沉降（或运动）速度进行分选的方法。

按重选原理进行的过程，分为∶

（1 ）分级∶是按矿粒在介质中的沉降速度差，将粒度范围宽的混合粒群，分为若干
个粒度范围较窄的粒群。由于分级使用的介质不同，分为水力分级与风力分级两种。

（ 2）洗矿，用来处理与粘土粘结在一起的矿石或有用矿物。
（3>重介质选矿、是矿粒群在密度大于水的介质中按比重分离的过程。重介质本身

的密度应介于比重大小不同的矿粒之间，比重小的矿粒浮起，比重大的矿粒下沉以便分别
排出，得到不同的产物，达到分选的目的。

（4）跳达选矿∶是使比重不同的矿粒混合物，在垂直运动的变速介质（水或空气）
流中按比重分层，并借助机械和水流的作用，将其分别排出，完成分选作业。

（5）溜槽选矿∶利用矿粒在水平介质流中运动状态的差异进行分选的方法。比重小
的矿粒集中在上层，被水流携带以较快的速度从槽内流出。料流按层分别截取后即可得到
比重不同的两种产物（即精矿和尾矿）。

< 6 ）摇床选矿;是利用机械的摇动和水流的冲洗联合作用使矿粒按密度分离。
）浮选法
浮选法是将矿石磨碎到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单体解离后，调成矿浆，加入药剂，以改

变矿物表面的性质（亲水或疏水），同时导入空气，进行搅拌，使某些疏水性矿物附着在
气泡上，并同气泡一起浮到矿浆表面形成矿化泡沫层。而亲水性矿物则不附着于气泡上雨
留在矿浆中。将含有特定矿物的气泡排出，即达到选矿的目的。

使有用矿物疏水而浮入泡沫产物，脉石矿物亲水而留在矿浆中，从而达到分选目的的
浮选作业通常称为正浮选;将脉石矿物浮入泡沫产物中，而将有用矿物抑制在矿浆中的，
猕为反浮选。

浮选法对低品位、细粒浸染、成分复杂矿石的分选效果较好。由于浮 选 雷 要设备较
多，尤其要消耗较多的药剂，因此选矿成本一般高于重选和磁选法。

4 ）焙烧磁选法
焙烧磁选法是在专门的竖式炉、回转炉或沸脾炉中，对弱磁性矿物 如 赤铁 矿、褐铁

矿、菱铁矿，非磁性矿物如黄铁矿等，进行焙烧，以增加矿石的磁性，从丙可以采用弱磁
场磁选机进行分选的方法。化焙烧还能使矿石受热产生裂纹，减弱有用矿物与脉石矿物
之间的联系，使之易于破碎和魔矿。同时，磁化焙烧还可以使矿石中某些成分（H∶O·CO2>
分解逸出，提离了铁的相对含量。

根据焙烧炉内的气氛，磁化焙烧可分为还原焙烧，中性烙烧和氧化焙烧三类。
（1）还原焙烧∶用于赤铁矿、褐铁矿等氧化铁矿石的还原，多用氢、一氧化碳、碳

作还丽剂，使赤铁矿、褐铁矿在还原熔烧中变成磁铁矿。
（ 2 ）中性焙烧∶用于菱铁矿的焙烧。菱铁矿在焙烧炉不通空气或通入少量空气的条

件下分解成磁铁矿。
（3 ）氧化赔烧;这种好烧用于黄铁矿。在氧化焙烧中，蔷导入氧气，黄铁矿首先氧

化成磁黄铁矿，延长焙烧时间，磁黄铁矿变成磁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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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焙烧磁选对朝磁性铁矿石的分选有效，能较好地提高精寸品位和金属回
收 率。但与其它方法相比较，焙烧磁选基建投资大，生产经营费高，所以其应用范围并不

太广。
11.1.1.4 铁矿床工业指标

1.铁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铁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

2.铁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图各类铁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3。

3.铁矿床伴生有益组份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表1-11-2发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保事

TFe(%) 有害杂质聂大允饼含隆（??
备开采技术推标  注矿 石 类 型 P 

工业边界 siO? 它其嘉位邮邯
大，中型

（图萎计委插伽>
Cn≤0.2,

续医胺举角牌
Pb,Zo,A、需天矿可果酷铁矿石 <o.1≤60.1 ≤2~13Sn≤0,0≥56～6 部度为Z～

～0.15'～0,15宏快矿石 4m;夹石

则助厚皮

为】~2my 表中P含量为一般餐求，Cu≤0,1
地下开采可 按所炼生铁品种的不同，a.分。A东5

盛铁矿石 聚厚度为1 对快矿石案请量有不网要0.04～0.07,≤0,32-50 ≤0.2s ~20;夹石净Pb≤0.1,泰性矿石 期胺厚度为 酸性特炉炼暂生铁≤Zn≤0.05～
自 0.03%0.1,Sn≤

（睡派温名阳伽）禁举运举物仅
孤性平炉炼钢生铁9。080.08,F≤

扣除烷损 ~0.18%1.0 CaO+调铁矿有 }折算后折算后
折 算局 碱性侧欢转护炼拥生长MgO/SiO。≤0.3 ≤0.3整快矿石 6,2～0.8%+Al:O;>≥50

托马斯生赞8～1.2%.2为硫性蓄
普调佛造生铁 0.35～石; 0.8～

0.25%1.2为自嬉性≤10≤0,25≤0.3·≥40宜塘性矿石 高满停造生楼 0.15～矿石，0.6、
0.8%0.者为半熔性!

矿石1<0.5
为酸性矿石

2520磁铁矿石

八豚兼索矿“能制识 28乙赤性矿石
0;s25揭铁矿石

25能铁矿石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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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铁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表

辗1-11-3

品级夹石有青杂质最大允 媒少TFa(%)矿山 许含量（%> 分果湖除可采 卷如矿石类型扩床要型 厚流摩度 厚度。 P歌些工边界名称 <m) (m)耗明铭一 一目”高被

6 自，青，，e 1110向一、
eau 中悍义予≥20 告<2.7要变 磁快药矿 Fo

火孩血峡菌 eev质沉积 ≥30≥20半氧化矿 蛋>21~3.5缺旷床 乞司≥30≥2s 赤授矿 TFe置才 ？，低≥46≥40富铁矿 FeO

避某叠铵首
K0.3'>0.7视海 ≥45 ≥48离炉富矿 <0.3|>0.744,99≥80祖沉积 亦铁贫矿

<07~29.99律电珊 表 外 丁 ≥20}
售。珍 可来厚屋洞亮石期路，星≥45岩浆高品位矿石毒驶 ， 。剑 厚度在矿山破计时均改*y≥230|花够晓溯分 中品位矿石 - 0.3 为2mm≥20低品位矿石另型铁伙验

15～20表 外矿矿家铁常

切 如 约 的
CaO+MgO喜直 叶？占萨卤薛 ≥36≥30牌 自培性矿石 的勺“纤匀oo浆喷发 ≥40≥35半自塘性矿石 C0+Mg>0.5~0.的占 小和栅入 ≥45≥40酸性矿有 SO⋯Al20;”售。，活动有 ≥30≥20障 贫 CaO+Mr0失的赞 ≥2o <0.5<30表 外冒 SOAl:O3，矿床

乞 e 平炉寓旷SiO∶边界≤0.15 G～B58 ≤0.15其它 平炉富矿 l50~55

不程铵有 ：垄。 。 的 14??平均工%<0.直要性
式。6蟹灌高护1

：艺 eo 6～8>8.345矿郎 。高减离炉其 e' 尔 8~s章 舞 3025

静芬铵矿
受变 es乞≥z0磁铁贫矿质沉获

跌矿R ，接触 高娟富矿 cu≥0.2≥4s 。
交代型售算他八讨合“

汁 ev 要芯” MFe铁矿 ， ≥0.8≥45 亏入宁业低炯窗矿 -sFt避铁矿（Fer）

才·贫建快矿 r≥20曲 (Fex)
高饼复矿 e 。。cn≥0.2≥4混合矿 _MFg哼MPe《Fer-A) 空≥0.影常 Se 万
低铜需矿 nnlcu<o.2≥45拥合矿

(Pex-A>制 o自贫混合扩曾吕F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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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夹百最级最小有当杂质景大允TFe(%)矿山 许含量（? 则除可采 分聚矿求类型矿石典型 桂备厚度覃度厚度挡荪”边界名称 。。业路夜 一月”(m)一目”品设

名e6，乞 置1 11。 。。
与君 厚度大于 5m含薯小结 " 0.5曾色高典高矿 24 手0.25??低矿单丝强聚喷发

定山

命 r≥30 0.5;和侵入 ≥20海
匠动有饮
关的铁。 <30≥20表 外矿
矿限

岩浆 ea
长坏签加 ≥30] TiO≥6lV:0s≥0.25p.5T 级矿

晚翔贯 ，20~3o TiO:≥6]V:Os≥0.1 3l0.6-1R 级矿入式铁
矿床 s?■级矿表外

≥45高品位赋出膛琴辉相

白苔邦律楼育 院积后算传溢首惰 en售】中品位 30~监液委赤铁剪
44.39溜会π献加改施
20~低品位矿肃 算消茴孝

寄铁矿 29,99
>42 单层矿厚度小于0.5m

储传出铵亨
受变 窝蜜混合富矿 e日 者不计矿量;0，5～2me>35>30蒉铁矿质沉积

奢计算表外矿量;铁潢>25>20派食贫矿矿床
千救岩暂剂表外矿>20>8铁质千枚岩

铁矿床中伴生有益组份综合评价参考指标，参见表Ⅰ~11-4。各种伴生有益组份精矿
质量的最低要求见表1-11-5。

嵩缺对床律生有益租退份核合评价参考指标表

V:O5”。 TiO:SP:O5Mo2nPbNCCo组 份 wo.905{1~2 占”一2~s6-02 0.15～0.20.5020.1~0-2!一夕己 0,1~0.2合量（??

表1-11-5货寸酱种生有热组份精矿殷量的最骶要求赛
V:Os己。P:O:SD名皆 PbC MoC担 份
0.72≥48≥18>40≥3≥40≥8 45≥400.2.含量（??

11.1.1.5 铁矿产品质量要隶
1，炼钢用铁矿石的一般质量要求
炼钢用缺矿石的一般质量要求参见表1-11~6（适用于磁铁矿、赤铁矿、褐铁矿石）。
2，炼铁用铁矿块矿的一般质量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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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6炼钢用铁矿石一般质量要求表

份欧 小镶”学化
够品 ”含TP SiOr

≤0.10≤0.10≥8 ≤4桁级品

≤0,10， ≤0.10≥84 ≤R一 绝 品
≤0.10≤0.10≥60 ≤n二级 品
≤50.15≤i2曾名 孙宁矿三缓品

≤0.20KI3≥5 ≤0.15四 最 品 10≥250 ≤0.15≤0-20
住∶其它杂质含量要束∶CH≤0.2??A≤9，1??Sn≤0.1??

炼铁用的各类型铁矿块矿石的一般质量要求，参见表1-11-7。
3。铁矿粉的一般质量要求

烧结用磁铁矿粉，赤铁矿粉，揭铁矿粉及高碱矿粉的一般质量要 求，参 见 表1-11-
8,

袭1-71-7高炉性矿块矿石的一般质量要求集

学化 八氯锡售’。 多品 级 TF。 SiO 费 节 类1 消~ [ ◆服 梅’ ，着’
≤0.5≤0,2 ≤0-9≤0.5≥58 ≤I2一级晶 ≤0.3≤01
≤0,5 ≤0.9≤0.s ≤0,2≤0.5免工≥器二较晶 ≤0.1

≤0.2 ≤0.2≤0 $0.5≤0.1≤I ≤8,三级昂 ≥50
≤0.6 ≤0.g≤0.2≤60.3 ≤0,5≤18≥45四级品 50.1

注∶其它杂质含量要求∶ Cu≤0，2??Pb≤1??Zn≤0.1??Sa≤0.08??As≤0.07??K，O+Na∶O≤0.2～
。如谦。

表1-1-8铁矿粉的一般质量要求孢

一巢”化 份瑞学
钠品 sSiOrTFo

≤50.2 ≤0.1≤1a254一级品
≤0.15≤0.3≤15二级品 ≥50
≤0,2≤18 ≤0.4≥48兰级品 一≤n ≤50.3≤0.5业以级 晶

注∶其它有赛杂质企许☆量，Cm≤0，2??A3≤0.07??Pb≤01??Zn≤0·1??Str≤0.08，碱鱼屏（K0+
Na∶O>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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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铁精矿的一般质量要求
供烧结或球团作原料的铁精矿粉的一般质量要求，参见表1-11-9。

表1-11-9铁精矿粉的一般质量要求泰

但头式■西式
多金属仅饮验快辖矿类型 赤铁矿为主的鼎铁着矿磁换矿为主的毫换精矿
铁指矿算害钩一

合整品四级品三级品三级品二级品一级品 合待品四级高 二级品！嵩田

H9 B57H56H621185C65C?言 Ps1C63 C5o号
≥57515≥55≥59≥泌≥出≥60≥63财玄≥8TF。

+1.0：己
TFe允许 1等 -0.5～0.5

件”±0.s+1.5+1.5波动范围塑叫羞 -1.0 -1。0
离 ≤12≤12≤5≤4 ≤?≤3一嵩 -sio 一 -

≤1s≤10≤B≤10≤8 ≤13≤13≤6I类

学 区 ≤0.10～0.19≤0.10～0.19Ⅰ组 <0.50<60.60
≤0.20～9.40【数 ≤0.20~0.40一 ≤0.08～0,19a <8.30≤0,05～0.0 ，

咸 Ⅰ种 ≤0-20～0.40≤0.10～0.30

≤0,20Cu ≤0.20

寻 ≤0.10≤0.10分
≤0.10Z ≤50.10 一≤B,08≤0.08Sn

八骨”
⋯ ≤D.07≤0.87人

TioO: <13V
<2.80一P
<0.25≤0.25≤0。25六勺它 ，

<1≤10甲 等冰 分 ≤31≤10
≤12一源” ≤11。嵩

铁矿产品质量中对造渣组份的要求，见11.1.1.3。

11-1.2 隆 矿
11，1.2。1 错的性质和用滤
1。锰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锰为银白色胞性金属。锰有四种同素异形体，即α锰（体心立方）、β锰（立方体）、

慌1095℃77C

锰（面心立方）、6锰（体心立方）。转变温度分别为a= β，β=γγ?
锾的密度7。74g/em3，熔点1244℃，沸点2060℃。纯锰在常温下不受氧、氮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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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赤热温度以上与空气中的氧及硫起猛烈反应，还原性强，溶于稀酸。

2.锰的用途
主要用于冶金工业。在钢中加入少量的锰（0.25～19??可提高钢材的 强度、韧

性、延展性、抗磨性及可淬性。暨钢是制造机器、船舶、车辆、铁轨、建造矫聚、大型厂
房必需的材料。在炼钢过程中钰还可用作还原剂，用以脱氧、脱硫，提 离钢 的 质量和产
量。锰与铜、镰、铝、钻等制成各种合金，用以制造机署部性、飞机和船舶器材、标准电
阻丝等。在其它工业中用作干电池的消极剂，汤漆的于燥剂，随瓷、搪些生产中作氧化剂
和釉色，玻璃生产中用以消除绿色和制造装饰玻璃（染色物质），医药上用高锰酸钾作消
毒剂，农业上用硫酸锰作肥料。此外，锰也用于火柴，制焊条、焊药的生产等。结晶良好
的含锰矿石蓄薇解石（称为粉翠）可用作雕刻贵重的工艺品或在建筑物中装饰墙及柱等。

11。1.2.2 锰的生要矿物及其特征
自然界中含锰矿物有150多种，但含锰高的为数不多。常见的主要锰矿物及其特征，见

表1-11-20。
11.1.2.3 锰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锰矿石类型
按饪矿物种类可划分为氢氧化锰一氧化锰矿石、氧化锰矿石、碳酸锰矿石、氧化锰一

碳酸锰矿石，其次为硫化储一氧化锰矿石、硫化储一碳酸铁矿石、硅酸衍一碳酸钮矿石
硼酸锰一碳酸锰矿石。

按锰、铁的含量可分为锰矿石（锰铁比大于1 ）、铁锰矿石（锰铁比在1以下>、含
铝铁矿石（以铁为主，含锰仅5～10??。

按锰矿石的用途可划分为冶金猛矿石和化工锰矿石。根据矿石中堡、铁、磷的不同含
量和伯炼的实际要求。冶金管矿石还可分为低磷低铁舒矿石、中满中铁钙矿石、高磷高铁
轻矿石。化工锰矿石为氧化猛矿中较纯的软堑矿。

2。锾矿石的加工方法
凡是饪含量低、锰铁比低、有害杂质高的矿石，需要进行选矿才能利用。锰矿石的选

矿方法有机械选矿、火法富集、化学处理等。
（1）债的机械选矿;处理堆积锰矿和锰帽型矿石，一般用水洗除去矿石中混杂的泥

土、砂石而获得净矿石。原生锰矿中的裂隙含泥时，也用水洗除泥。跳汰、摇床和重介质
选矿是风化型锰矿床的矿石常用的选矿方法。强磁选在一些原生锰矿石中已开始采用，锰
矿石的浮选在国内尚很少采用。

（ 2 ）锰的火法富集∶一般称为富锰滋法，是在高炉（或 电炉）中将 铁、磷与任分
离。锰以MnO进入渣中面得低磷、低铁富锰渣（含Mm35～44??，主要用于电炉生产金
属锰和各种锰铁合金。

（3）化学处理锰矿石的方法很多、使用范围很广。如贫锰矿石的违 二硫酸钙处理
法、软锰矿的二氧化硫吸收法、细菌浸出法、二氧化硫焙烧法、氢授法、氯化法、铁盐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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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7-71-10懂矿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袭

励南响密 烹颜 斛善度硬化 学分手式矿物名称 急 小调”配下自义 “e白，，；
硬度低， 顺生次生氧化矿石中主6s.1目少品MaOz软 蛋 矿 展、钢贺色

宴矿物之一般岛污手
原生悦积氧化矿石的主联 62,403～4Mn;O3·H:O 4,2～4.3色木 摇 扩

要矿物之一
受变质矿石或原生氧化品 69,84.7~4,8Ma:O; 6～名.5褐 任 矿 e 矿石的主要矿物之一

色品 色 同 上12、04.8MD:O。眼锰 矿
氧化带和次生锰矿中主色着 62.6电4,74.6nMaO-MnOr·aH:D理望矿 要矿物之一

张变质矿石试原生氧化5.37 77.44S~B绿别腾色MaO方插 矿 矿石的主要矿物之一

氧化带射次生锯矿中主不重K≤2MndO;s隐钾还矿 竖矿物之一

次生枯幅矿床中主要的

8.872.5~快 焊 色(Li,A1)MxO(OH): 癫估，像矿物（富始侧硬根幅矿
部啥”

《4~522.3一2~3 锰帽中主要矿物之一根、福色MaO:·oH:O岗证要矿
氧化带中常见矿物。具深灰、褐 MaO89~984.94ulaO,恩苏塔矿 照色 阅好放电性
现代海洋超绪核中主

横谈锰矿 Mn2*Mns*s021:O 矿物

； 同 上-(Na,Ca)Mn,0·3H:O爹汁南
定1~2j3.15～3.29不CoMa:04H10钠 土矿

粉红至灰 47.803.5 3.4～3.7 极酸储矿石中主要矿物MnCO:器锰矿 酐醇
罚30~33 上3.4 3.2～8:5灰白、浅黄色(Ma,CB)CO,钙氨懂矿

深灰、灰 15～17 上鸟2.8～3,0s.1(Ca,MCO锰方解石 白、粉红色
快赁碳酸盐矿吞中常见23~323.04A.86灰至向色(Ma,Fe)CO结葵畅矿 可物
在基些碘酸锰矿床中含MaO,42浅红 色 3.5~3,75.5～6.5j(Mi,Ca)SiO,酱微郎石 量较多

都，肉 同 上MnO:53.307~7.5 4-18MnxAl(SiO。):钻超概百 烫 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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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海 度 含级量◆ 备矿物名称 草 斛色化 学分 于式 硬
(%)qg/emy。 *“” 。 ”：易

撤据绿色 售Ma1SiO MnO,54,30.8～4-1 向 上望蜡模石 灰 色
爱变质的和内生矿床中销灰、铁 6314 大散出现，风震矿床中少3.9~4,T3.5～4MnS班锥 矿 酵 量得在
受变质的和内生的矿床3.4~3.5MaS; 46-正4浅 红 幅得哪证矿 “ 中富里矿物;，

自、灰、 一般宰见。在个射沉飘41.80少ManB;O;1Cl ”辗方德石 池红色 矿床中可成为主要扩陶

11。1.2.4 猛矿床工业指标
1，冶金猛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冶金用锰矿床的一般参考工业指标，如表1-11-11所示。

治盒用霾矿床一般参考工业酱标囊
赛1-11-11

Mn (3) SiOMn+Fe Ma/Fe 每1?允许含P量（??矿石种类战品级 (%)“寓。单工程品位边界品位

≥20 ≤15≤0664一 2 一-
首侄矿石

， “’
≤600 ≤22，一 3520

≤35≤0.006≥3， 3020钇锰
--

；10~16 “ ”，蜡常喇北 一
≤25≤0.2《P海量）业名一 15 25，

传锰矿召 25诞 15 ≥40- 20 ：

≤3≥30嵩
，” 乌’

孙望≥3 ≤000525富锰矿符 15

橡截控旷石 15岗喇出 ，、40
≤35≤0.2<P些量）≥2516 ，10帮肉制出 、任 石单。售 12含篮权馨

2.锰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肇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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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12备 矿 床 工 要 我 每 狭 例 袭

Ma(5) 的SiO矿区 ‘
益当P/Mn 开系技术精标矿

翩
石

(%名w (%>子均品位” ，eto， ，n 。。
苜草控矿一

P≤0.al

程南博首一 -- 看出≥20 可采厚度0，5m，夹石副除厚-‘一 ≤25≥1,， 皮0.2～0.8m一：，
≥8泰外 ，；，

氧祝控有
>药媒南气 >30 可聚厚度0.Sm，含矿举<25～85

2>0.>2触丝南伟 <35.20～30上 ，
>货 矿 <40～6010~20位

警部知 >2掌 -<35 可采厚度0.3m将润南传 >25， 一 ？参 <4015~25触留南”t >2驾10~15贫 善p

≤0.05≥4 可寒厚发0.6π夹衣属除焊度酬 <25≥3 1J氧 ≥3片 0.5m、 ≤0.046<25≥8
知 ≥3专

胃化 <3 >0005≥30 -
氧“ ≤0-005 -熟着 ≥20 ，，
扩常 - ≤0006 m消着 ≥20 -

青

喘咸锰首
225 ≤0.06 可采那度0.7m，夹石搞购释矽’3度0.6≤0.006≥20M ：：， A

≥s网 ≥20 >0,005

氯化懂育 ，一 可来厚度（.8m，>30 ，。，一 20~30 ，
。直一 16~20艾 一 可采郑度0.5m>20

模奠经矿 M 15～20
矿 12~15 ，，

可紫厚浇0.3～0.m，表外 0~10，，
可采厚度0.3m，夹石则隐厚≤0.00≥a5 <85- 2≥30 ‘

化够言☆ 度≥0.6m。多层矿;夹石厚次
在0.5～1m，主背服≥0，3血，

<部 ≤0.005直 ！下塔才炎≥20 ，
欢矿层≥），2m

可采释度0.8m，突石影除厚- ≥289≥12串 碱 度25 度≥0.5业。多展矿网上丫响下
≥20.8≥20≥12|

管营 <2≥2洋伟
26 <a我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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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
ME(%) 。siO制序 M/FeP/Ma 开采浇术着养品 教 边具节

名称 （（另）入镁。平均品位篇位 ， 。，o 喜- 售易
快段 Ⅰ、断级盖可厚度≥0.3m，单年

含矿率;单井≥8??换段>， <1第 主30≥28 10??Ⅱ敏品可采厚度≥0，5n;e <20≥26≥24 含矿率;单井≥12??块段>，” 1务B摄晶可来厚度≤0.5my<as≥18≥18 含矿率;单井<12??换覆<”？ >25<16 <18 15??

截象儡 >20 .可采厚度0.5m;含矿革20%Mn ，、计 M ～2015~? ，
置 言了 ， ，

夕字纪？ 可采厚度和含矿率阈上。晋，； 1540当 0.01S1 级品Ma+Fe≥40，V缴品M经，’肼 ，
0.006意～ ＋Fo2≥30

响26货 - 0.026.
0075~肖 葛 胃-30 0.587专 ◆
0.0853~

为n 0.8-120 0.0348，
首 。 0.0231～宁响。 - 15 36 - 0.1421

11.1.2.5 锰矿产品质量要求
1.冶金用锰矿石
冶金用儒矿石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3。
2.桂矿粉

表1-1-33治金钢矿右的生票质量基求囊（YB319一65）

分学化 震

量Ma/F。Ma(%) 粒 搜 <四g）最

叫 不大 干不 本
0.004 〔1>高护、平炉用矿石∶烧编端矿40一 级品 ， 200～10mm，小于10m五的不超过6??堆

骨。 0.86545二级品 积带小于5画燕的不尴过急第

0006 （3）电护用矿石∶75～2m血，大于7530三敏品 。
zm的不阔过30??小于8画m的不腿社5%.006225园银 品 （3）首石售水不爆过8%

不 限制消偶盖纠自南 白’
也。各晶象化学威鲁的三项指标度同时考族。其中着有一项新标不合规定时，盒降氟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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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锰矿粉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4。
3。化工用二氧化猛矿粉

表1-】1-14碳酸性矿粉的主要质量要求（GB8714一83）

粱质本大于（师》得∶
Mn不大手（??绿

FFe

25一级品 24

二 数品 38.02
约三 级 品 9.5

四 般品 4.018
化工用二氧化蛋矿粉的主要质量要求，现表1~11-15。

豪1~1-15化工用二氧化保矿裁的主要质量要求骤（GB8713-88）

三最品品 二级品 大级晶五令品四段品一摄品特级品级

60访 雷506570写二氧化幢不小于（??

4.富锰渣
富锰渣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8。

廉1-】1-18富储法的生票质量要求表（YBZ406—80）
成 (%)化 分、亲、

PPe身纤要 Mn Ji 、 超塑 组组 二？’
不不小于 千大代·号权 字

o.02 0.042.0RMn2Zh1 145.6. ”
富箱滥1

8.0是1、5 0.022.042.0FMaZhz省锰渣生
0.340.021、5FMaZh3 2。040.0富锰箍3

.0.066.0S38.0 3.0FMaZh 2.0麟南笔斗

9.050.0纱专2.038.0FMnZh5富蛋渣5
0.03,02.0 9.05FMnZh6 34,0富蟹渣6

5.天然放电霾矿石
根据有关企业实用的一般质量要求，天然放电锰矿石质量要求，列于表1-11-17，

11...3 临铁 矿

11，1.3.1 铬的性质和用途
1。铬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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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7有关企业用天然放电猛矿石的一般质量要求

TF。(%) 其MaO(%)品 级 连续放电时间《min） 它

Ca<0.01;%,≤2,8275级 ≥570
Ni<0.08%,≤3,5 ≥510级 ≥70二

≤45 Co<0.02%,皆盈三级 ≥450
≤3.5 Pb<0.02%≥3的0≥80四 级

≥830≤备.5业五 级

馅为银白色金属，硬度9，密度7，Ig/cm2，熔点1860℃，沸点2680℃，具有 良好的
抗氧性能和流腐蚀性能。在高湄下体积稳定，高温高压下不发生燥炸和破裂，但易与稀盐
酸或稀硫酸反应生成氯化物或硫酸盐，同时放出 氢。

2. 铬的用逾
铬的用途很广，在冶金工业中用铬铁矿石炼制铬铁合金，作为冶炼合金钢的添加剂。

增加钢的硬度、韧性、延性、耐热性、耐磨性和防蚀性。铬铁合金广泛应 用于 机械、航
空、汽车、造船等部门。铬对国防工业尤为主要，潜水艇船体、航空母舰、驱逐靓的外壳
及强力甲板、坦克、炮筒、飞机的螺栓，火箭发动机外壳，导弹尾盖等都是用骼合金钢制
造的。氧化铬用作耐热的涂料，也可用作曙料，玻璃、陶瓷的着色剂，化学合成催化剂。
铬机，重铬酸盐用作皮革的鞣料、织物染色的媒染剂、浸渍剂及各种颜料。饺骼和渗络可
使钢铁和铜、铅等金属形成抗腐蚀的表层。并且光亮奖观，大量用于家俱、汽车、建筑等
工业。此外，铬铁矿石还大量用于制作铬质和铬镁质耐火材料，其熔点高达2000℃，对任
何成份的炉湘都稳定，在高温下能保持固有体积。

11。1.3.2 铬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自然界中已发现的含矿物将近50余种，其中只有铬尖晶石类矿物中的少数亚种才具

有实际的工业意义。铬尖晶石类矿物是具有限类质间象置换的成分多 变 的矿物，其通式
为∶（Fe，Mg）O·（Cr，Al，Fe>;Oa;属等轴晶系，在地质体中多呈浑圆或不规则
粒状及敏密的粒状集合体，间或呈八面体;具半金属光泽至金属光泽，铁黑或褐黑色，硬
度5.5～7.5，密度4～4，8g/cm8，具弱磁性，受变质具磁性。格尖晶石的种属取决于
Cr1OB、FeO、Fe2O3、MgO、Al，O;等氧化物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化学分析才能 确
定，其中常见有下列几种。

镁铬铁矿 MgCr.O，含Cr∶O;79%
铁铬铁矿 FeCr，O4，含Cr.0、68%
铁镁铬铁矿（Mg、Fe）Cr20，含Cr，2O、50～65%
镁铁骼铁矿（Fe、Mg）Cr2O4，含Cr，O∶50～65%
铝一铁镁铬铁矿（Mg、Fe）（Cr;A1）;0;，含Cr∶O、35～55%
铝一镁铁骼铁矿 （Fe、Mg）（Cr;A!）.O含Cr，O。35～55%
这些矿物在铬铁矿床中共生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往往互相转化为过渡型矿物，所以在

外表特征上很难区别，一般都统称为铬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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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8 格参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骼铁矿石类型
根据矿石的结构、-构造和铬尖晶石的含量，铭铁矿石一般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微密块状矿石∶铬尖晶石含最大于80??通常真有中、粗粒（1～5 mm）华

自形一它形晶集嵌结构。
（2）浸染状矿石∶恪尖晶石呈粒状、聚粒状均匀地散布，粒度多为细粒、中粒（i

～2mm>，有时为粗粒。根据矿石中铬尖晶石的含量分为∶
稠密浸染状矿石∶铬尖晶石含量50～80%;

中等浸染状矿石∶铬尖晶石含量30～50%;
稀硫浸染状矿有∶铬尖晶石含量20～30??
（3）条带状矿石∶骼尖晶石按一定方向排列，形成厚度不大，宽窄不一的条带。可

由单一的漫染状矿石构成，或呈不同浸染程度的条带交替出现，或呈敏癌条带与浸染状条
带交替出现，或由单一的缘密条带构威。

2。骼铁矿石加工方法
骼铁矿的富矿右一般可直接入炉冶炼。而贫矿石则需选矿才能利用。贫矿石的选矿主

要采用重选，在生产中常用播床成跳汰法选矿。有时重选的精矿再用弱磁选成强磁选进一
步提高骼品位和骼铁比。含铁较高的铬尖晶石或与磁铁矿紫密共生的矿石，铬精矿品位和
铬铁比都偏低，可考虑作为火法生产骼铁的配料便用。矿石中伴生的的族元素，如呈硫化
物、砷化物或硫砷化物状态，可用浮选法回收。

11。1.3.4 格铁矿床工业指标

1。铭怏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
铬铁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18。

表1~11-18能铁矿库一般·考工业置标表

PCr:O:(%) SiO 。 开采技术指标Cr:O/Feo扩石英型愈品级 (??(%)(??边舞品位工业品位

可来厚度0.5≥3 ≤1.2250H ≥25 <0-08 <t,05 ～1m，夹石刚， <10≥25 ≥2.5～多4独
章 <0,87 除厚度0，3～④，5m<0.05顺生需疗 <1D≥40≥2 ≥2,4
孝 ≤0.05满 ≤10 ≤0.7≥32 ≥2.4≥26
常
： 一28~10≥5～职生贫矿 -；：
高 23 一砂？ ≥16

CaO≤2;≤B≥35!级盛醇火树料 ：，
CaO≤3≤≥82岗酮用 歌 石 ，，

少 量2.0~2.5 。,≥30化工制轮盐用营石
<10 一≥10~20l解眼岩销石用矿石 ，

注;引自《冶金矿山设计参考资料》1073年浪鱼工业出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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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铬铁矿床中常伴生有铂族（铂、钯、铱、俄、铜、铑）、钴、镍等元素，当铂（Pt）
>0.2~0.4g/t、锚（Co）>0.02??镍（Ni）>0.2??，即可考虑综合利用。

2.俯伏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铬铁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19。

赛1~11-19我国务铁矿床工业省标实例表
CraO:(%) Ca0SIOICrOs/ D. 次 开采技术指标可石品数矿区 吉祥如意五金 (%)FoO (%)(%) (%)

106√ ?42 4 *06P
可采邮度∶富矿>0.3m，/<0.1 <B<0.07>2.5油金用矿石 >32>考

贫矿>0.8m，美石剿除厚度∶佛 <13 <2>32 --耐火材料用矿石 >25 一一 肉馒钩分者><四∶肉眼霜浆 一 分着>0.3血-1>!技术石 >12 -h 1
单独开采层厚度≥0.702。-<0.05≥2.5 5<0.07>82富 -V3756 多底密集出现矿强的总厚度** / 一4 一201228 20.7血贫 一"
可采用侯单层高0.5m<8.5<0.07 <0.05 一商 232 32.5聚将块状富矿 一

单层次矿0.4~0.6mm密第，心≤1021.6230净 一附火材料用学石 互层矿0.7m。夹石副珠厚11
紫

度>0.4m一22.5 一≥12节 28 一社果状折开石 一
可采厚度0.5m夹石割除/ -晋云 货 矿 石 1w 14.5 1

薄度2m格式
可采厚度0.5ml美石射除

漫化 "货币 K>6 "-- 一
厚度0.5m借矿

（品级划分标准，高品纸一<B.5<0.05<0.07>2.5>85冶金用矿石 一
言石CraO，>85??中国绩

豪仓山镇矿
<u前火材料及化工 >1.6>30 -- 一1

矿石CraOg20~34.9??赶用矿石
品级等石CrO*12～19，9??/20时 一贫矿石 一 一1

/20 一 一一+-表外矿石
可采再发1m，高级划分局65≤0.05≤0.0322.5那些245级苏风 度2m，央石喇除厚度1222.6 一≥43 -级 一格力 I
可采厚度≥0.5m；夹石前06≤0.0723 A0.06

罗利菩带吉
200 一准金用有石 ≥20

歌厚度20，5m'一KuI4328528 ~耐火材料用矿石 1 一7<斯 一25表外矿石
3

11.1.3.5  铬铁矿产品质量要求·
1.冶炼用寓矿和精矿
冶炼铬铁用富矿或精矿质量要求，见表1-11-20。
2.耐火材料用矿石
耐火材料用铬铁矿石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21。

●钙快可户属质量要求，有自《冶金矿山标准化工作实用乎册》，冶金每情氛师滞起贸易，134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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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0冶炼铁储铁用富矿戴精矿一般质量沥求装

力 n SiO:CE:Or 思 论Cr:O/Feo品 级 (%)(%)(%)入薄。
<1.2 氮化箭矿一 极品 >3≥250

中低张和微碳烧晚<0.05<0.03≥2,5~ <6二眼 品 ≥45
<0,07≥22,5≥240 '农震酱铁（电护）<0.05 <6三 银 晶

入<0,05<0,07. 被素馆快（高炉》≥2,5≥a四 级 品

裳1-11-21背火材得用铬铁矿石一般质量要求表

些 <%)底 分学
源用品 镀 SiO CaOCr:O.

≤2≤8 天然耐火材界岂盆一 级 品
骼砖、伤佛种≤3免台≥30~等二 级品

3.铬盐用矿石
络摄用络矿石一般质量要求∶Cr，O;≥30?r，O2/FeO≥2～2.5;SiO;少量。
4.德石用矿石
辉绿岩铸石用铬矿石质量要求∶Crs∶0.≥10～20?iO2<10??

11.1.4 貌 矿
11。1.4.? 帆的性质和用途
1。钒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帆为浅银灰色，常与铌、钽、兽、佣并称为难熔金属。硬度7.5，密度8.1g/cm*，熔

点1902℃，沸点3410℃。钒具有可锻性（.但含有氧、伽或氢的锐则变脆），是电的不良导
体;在常温下不爱空气与水的影响，在空气中氧化成三氧化二钒（V，O。）、四 氧 化二帆
（V，O4）或五氧化三帆（V∶O。）。在较低温度下，钒与氯作用生成四氯化钢〈VC1.）7
高温下与碳及氮生成碳化帆（VC）及氯化钒（VN）。帆能耐盐酸、稀碗酸、碱溶液和海
水的腐蚀，但能被硝酸、氢氟酸或浓硫酸腐蚀。此外，钒还有一个特殊 的 性 质，即能使
铂、金、模从它们的热类中沉淀出来。

2.钒的用途
帆主要应用于钢铁工业，炼制钒铁（含钒大于55??和优质合金钢。生铁与银所生成

的铸铁有很高的硬度、抗张力、抗压力和抗弯力，优良的耐腐性和较高的抗冲力，用以铸
造蒸汽机的汽缸，活塞环和机车的活门以及火车、拖拉机的车轮。钢中加入千分之几的钒
就能显著增加强度和初性，用以制造各种切削工具、发动机、船舰、飞机、坦克、铁孰、
机动车辆及各种机器的部样。并用于国防尖端工业。在化学工业中、用顿的氧化物作生产
碱酸、精炼石油、制造染料的催化剂，也用以制造化学药剂、色玻璃、陶瓷涂料、彩色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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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印刷抽墨、易水等。

1.1.4.2 佩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自然界惧的分布很广，常与其它元素伴生形成含帆的矿物。目前已发现的含钒矿物有

65种，现将主要帆矿物及其特征列于1-11-22。

襄1-11-22钒矿的主要矿物及其代征来

V∶O;含量密 度
色 限服北 学 分 子 式 。矿物 名称 (%)(g/ems)

2.5螺墅褐色 14.622,88K{VxA1S:O03(OH2)}帆云协矿 e深保 褐 色 77,、02.58VO(OH)二水机矿 e 滥物2.9V(S2) 贰 色绿硫氛矿
5.15蓝灰黑色 GB～724.5～5FeYaO。帆磁快矿

i8一26平 绿包 6,5 3.68Ca;VItSiO,;密尝首出 19.308,66～T,12,5~3红 色PbCl3Pb(VO2)掌 铅 矿
2,703.5虹 色 5,9～6.2(Pb,Zn>x(OH)VO。萤接稼： 202~2,5 4.48黄 色K:0·2UO:·V:Os·3H:O机酸师蜘矿
19，鲜 置 色 3.68CaCUO:x(VO.y8H:0钒酸钙 铀矿

9.5～3.93,5 3B脚尚由CaCutVo3<OH)钒融钙粥矿 19,60(Cu,Ca,Ba),(OF),VO。杯赊恻销矿

据有关资料介绍，从海水中提帆的试验已获成功，因此海水将是今后钒的重要来源。
11.1.4.3 帆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帆矿石类型
钒矿石分为两大类，即钒矿石和含钒矿石。钒矿石有单钒矿石、钒云母矿石;含钒矿

石有;钒钠钾矿石、钒铅矿石、钒钛磁铁矿石、含钒铅土矿石、含织的磷调铁矿石、含帆
沥青石、含锐硅质炭质页岩等。

2，钒矿右加工方法
钒的生产第一步是从各类型的含帆矿石中制取帆的氧化物或其它化合物，然后再用于

生产钒铁合金或金帆。从钒矿石中提取帆的方法有两种——湿法（直接法>和火法（间
接法）提钒。

（1>湿法提织∶此法的工艺流程一般是把矿石破碎、细磨，然后与钠盐（氯化钠、
硫酸钠或碳酸钠等）混合，在850℃下焙烧，钒转变为可静于水的偏钒酸钠（NaVO3），
用水漫出，加硫酸，调整pH到2～3，即可沉淀出六钒酸钠（Na4V。O17），俗称"红
饼"。把它于700℃下溶化，即得黑紫色敏密的工业五氧化二钒（V∶O。>86??Na，O6
～10??，可用来治炼钒钛。为了制取纯五氧化二钒，将"红饼溶于碳酸钠溶液，并调
整pH，使铁、铝和硅等杂质沉淀分离，再加下HCl使钒沉淀为偏领酸铵〔NH，VO∶），
经过320～430℃煅烧，即得纯度为99.8??V，O，可用于化学工业，同时也是制取金属
帆的原料。

（2）火法提钒∶在锐钛磁铁矿中，由于钒以类质同象存在，不可用机械方法将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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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相解离出来，只能获得含钒的铁精矿。钒在铁鞘矿中随着铁的离集面富集。因此，从
钒钛磁铁矿中提帆，是先用磁选除去钛铁矿和废石，将含钮恢矿或铁精矿烧 结 后 炼 成铁
水，再吹炼或雾化成钒渣（一般含V，O;10～20??。锐渣加入芒硝（或纯碱、食盐）混

合造球，经焙烧，再经水及硫酸漫出、沉淀、过滤等工序面获得工业五氧化二帆。
钒钛磁铁矿石含钒低，用湿法提钒其原料处理量大、产量低、生产成本高，故一般多

采用大法提钒。
11.1.4.4机矿床工亚描标

1.钥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钒矿床一般鑫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3。
钒的单独矿床很少，多呈伴生状态存在于钒钛磁铁矿、铝土矿、煤矿，钠矿及铅锌铜

矿床中，在普查勘探时应注意综合评价。
2。帆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帆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4。

表1-11-23祝矿床一般参清工业猪称表

V:0:<%)测樊床蓄

≥0.5～0.7帆前单溯矿床

≥0.1~0.5种生锐矿宋

表1-11-24力 我国银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表
夹石则V:0;(%) 可来川度
除取度 答 注其它组铅含量（??扩床名称矿床类别 (a)工业品位 一台”、 叫o.5 单工程∶0∶7新开堂帆矿

制的半激矿限 0.7安化大衫坪帆扩
块度。1宁部 0-70.5 块段∶0，7一散矿

_以饮意早较花快矿

录出系加长
景为标播，

取密型0.5 V∶Os无≥0、25 TFe<20,TiO2≥6 。标革"大寓铁矿 表玻型1。0

P.O;边界品位>15，平均>0.2贵州菜满矿 品位>20，U>0，02

11。，4.5 机矿产品质量要象
钒精矿现无国家标准或部颁标准。供直接法生产五氧化二帆的钒精矿一般质量要求，

见表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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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17-25帆精矿一般 质 量要求表

化 制威 (%) 粒度一180目占
品 级 。TOTF SO 水 借Va0s 小试

< >62<10<0,1<2.5≥260一 级 品 ≥0.72
<10<2.5≥58 <0,1 >80.70~0.72 <B二级品
<10<2.5 >B0<0.10.65～0.89≥58 <B三 级 品 <10<0,1<2,5<8 -200目占8%宁”60.5

11.1.5 碱 矿

11.1.5。1 征的性质和用途
1.钛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钛为银白色高强度轻金属，密度4.5g/cm*，熔点1667℃，沸点3285℃。钛具 有强度

高、重量轻、耐高瀑、耐超低温、抗腐蚀、无毒路一系列突出的优良性能。在常温下不氧
化，但在高温下容易与氧、氮、氢、水气、氮、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气体反应。钛是良
好的吸气剂。在海水，碱性溶液、硝酸、含水氯气中钛有很强的抗腐蚀能力，在浓度小于
5 ??稀盐酸和稀硫酸中也有一定的抗腐蚀能力。

2.钛的用途
纯钛及以钛为主体的合金是新型结构材料，在国防工业中用以制造喷气发动机，字宙

飞船、卫里和飞机构架，火箭、导弹的燃料和氧化剂的储箱及高压容器，潜艇、快艇、扫
雷艇的壳体、水翼、颇旋桨轴系及推进器，钛盔、自动步枪，机枪、炮筒、轻型鼓甲 车
等;在石油化学工业中用以制作各种耐腐蚀的容器、反应器、热变换 器、燕 馏塔、泵、
管道以及阀门等。另外，钛还可用作电解工业的电概、发电站的冷凝器、环境污染控制装
置、贮氢材料（铁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吸氩、升高温度后放氯）和形状记 忆合金。在炼钢
时，少散的钛是良好的脱氧、除氮及除硫剂;在医药工业中制造医疗器械，如人造骨节，
体外内脏等。氯化钛很跪，易磨成粉末，制成做粉作粉末冶金原料。

金红石和人造金红石可制优良电焊条，做白粉可制高级油漆、白色涂料、人造丝的减
光剂、白色橡胶和离级纸张的填料。

11。1.5.2做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目前已知TiO.含量大于1??饮矿物有140多肿。但可作为做工业原料用的矿物，主

要是金红石、白钛矿和钛铁矿三种。钛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26。
锐钛矿和板钛矿均为金红互的变种。白钛石不是独立的矿物，而是由钛快矿在长时期

内受地球化学作用衍变而成的。用X射线分析其晶型是金红石型，其所含TiO∶界于金红石
和钛铁矿之间。

11。1，5.3 航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钛矿石类型
根据矿石可选性的难易程度，钛矿石可分为∶
（1）易选矿石;如砂钛矿床的粗粒砂和中粒砂;原生钛铁矿一金红石一磁铁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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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1-28献的 主要扩物及其特征疫

TiO∶含量密 度酬 .色矿的名称 度化 学分 于武
(%)(g/cmn)

号 4.2～.6~6.5精红、褐红色 “等金红 石
TiO? 5.5～6;6摘至黑色离梵伟 “寄4.08
TiO: 3.9～4.145.5～6 10o截钛矿 谈黄、得虽黑色

FaTiO; 52.66数 饮矿 校蒸色 6～6.5 4,72
贫灰一褐色 3.5～4、5 67,30～92,53TiO?nH:0四肉出 4～5.5。 1841FerTO。 闺。 4.78命炸济围出

2～16展 包 5,6(Pe,Ti30 4。8～5,3杜磁饮矿
50。764.25.6黄一届色CaFiO:锅饮矿
48,B0纱？了宁却5~6黄一调色CaTiLSiO.)0着训

钛铁矿一钛磁铁矿石。
（2）难选矿石，如砂候矿床的细砂及含大量骼铁矿的矿砂;原生的钛铁矿一盛赤铁

矿石;钙做矿。
（3）极难选和不可选矿石，如帆钛磁饮矿石。
我国钛矿石资源丰富，储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以钒钛磁铁矿为主，其占全国钛矿总储

最的95.3??钛铁矿占钛矿总储量的3.2??主要为钛砂矿。金红石占钛矿益储量的1，5??
2，钛矿石加工方法
钛矿石选矿加工方法如下z
1）然砂矿选矿
钛砂矿的选矿一般采用重选一静电选一磁选。重选可首先分出大量轻的脉石矿物，而

得到富含有用矿物的重砂混合精矿。静电选矿可分出导电部分与不导电部分两缀产品。前
者有金红石、挞铁矿、磁铁矿、'赤铁矿、陪铁矿;后者有独居石、惜英石、重晶石、拓榴
石、十字石等。这两组产品分别经过磁选，最后获得钛铁矿、金红石、磁铁石、独居石、
锆英石等精矿产品。如果结砂矿中只有铁具国收价值，而脉石又主婴为石英等轻的矿物。
则只采用单一的重选法即能达到有效分离的目的。

2 ）帆钛磁铁矿的选矿
钒钛磁铁矿石一般是指单体钛矿物与某种钛铁化合物固熔体分凝成的连晶体构成的钛

原生矿石而言。不论是那种钛磁铁矿，其含钛矿物在构造上都有单体与固熔体连晶两种。
连品体颗粒为几徽米或零点几微米。甚至更细，只有用特殊选矿方法，先将其连晶破坏，
而后选出钛矿物。一般趋向于采用磁选一篮选一浮选一火法一水冶的联合选别法。

磁选选出含钛磁铁矿的精矿，其中含TiO∶53??经过冶炼，可将钛回收。敲 选 尾矿
中含TiO。47??右，通过重选一浮选一电选联合流程或强磁选一浮选 联合流程可肃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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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11.1.5.4  钛矿床工业指标
1.钛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钛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如表1-11-27所示。

新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表 表1-11-27

可采厚度 夹石剔除再次
边界品优 工业品位有 石 粪 型 (m) (m)

0.5~10.5~123~4≥2金红石票生有石
0.5～1钛磁铁矿 0.5～128~102015~00(TiO:%)

22金红石 21砂矿（矿物
0.5～10.5~12:15铁铁矿 ≥10kg/cm3）

2.饮有床工业指标实例
钕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8。

表1-11-28就矿床工业指标实例卷
砂矿（矿物kg/m3）煎生金红石（TiO3） 可采厚度 决石副陈厚度

Ⅸh 边界品位 平均晶位 (m)(m)平均品仪边界品位

21 N22女红石* 21.4阳寒

0.5 2N金红石膏
安徽某矿 1 N1.4懈然矿

UTiO:0.7%TiO:0.5% 1潮北某珍有
9 0.5安徽集砂矿 ~

30~4020高中 1 1撸 15争 10T我

注∶单枝花和大******床采用的工业指标见衰1-11-3.
"

11，1.5.5  钛矿产品质量要求
（1）钛铁矿（砂矿）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YB835—75）见表1-11~29及表1-I1-

30。
（2）金红石和高钛矿物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31。
（3）人造金红石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32。
（4）高钦渣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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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遗金红石、高牡渣用钛铁矿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表
贵1-11-29

杂 贾 不 大 于 （ ）TiO:(%)
函 油备命 Ca0+Mg0不小于 P"

精扩中TiOa含量小于50??，由供需双0.080.5一帆风 60
方商定∶精矿中 TiOa 含量大于 58??0.040.650一类 CaO+MgO含量不大于0.5??P雷量不大二领品 1.050 于0.05??，产品作为一般品0.05二美

'-"
P

表1-11-30供试次决金、钛白粉用钛铁粉矿的主要需需要求免
杂款不大于（??TiO:(%)

逆，级 身+ 鲁

不小于 A

着事中TiO合量小于48??，由供算双方协0.02一级品 58
拉0.02550二级晶

三级品 0.0846

-+
4 -

赣1-11-31金红石和高钛矿物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表（YB839——75）
杂质不大于（??TiO:(%)

注精矿特赏 最 串品
不小于 9A

0.080.02 高估矿州某贵金红石一 俄 品 35
0.04 的变肿板饮等、镜试剂、0.83金红石 雷二级品
0.06三级品 社仅全红石和食物变种0.0490 1

白散石、雪散矿物等0.040.0485四级品高钦矿物 0.05五级品 0.0580

￥
表1-11-32人选金红石的主要质量买求表（YB2402——78）

黄  不  大  于《??杂TiOr(%) 注串罪 Cun4 A不小于
优级品供特殊需要

0.050.030.03优级品 W 其它方法生产的人班金
红石金照本标准执行0.060.04 0.0487一级品
产品输度100??过4024°0.0.060.0565二级晶 目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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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T-11-33真做渣的主要质量要求装（YB2401-78）

女属不大于（??TOa4(%) 芒争 TP。 caO+Mgo不 小 于
用户对产品中其它杂质有要泉，经协商

1.55.094一级品 生产厂间键供化验藏据

高候渣容呈粉状变货，教度在 40～2004.092二级品 少。 目之阅的总量不少于80%

11.1.6 铜 矿

11.1.8.1 辆的性质和用途
1.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锡是一种黄红烙呈攻瑰红色的金属，硬度2.5～3，密度8.6～9g/cm"，熔点1083℃，
沸点2360℃。铜延性和导热性强、导电性高，还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与锌、铅、镍、

铝、钛等熔成合金的性能。
2.铜的用途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冶炼铜的国家之一。制在国民经济各部门有广泛用途，耗量最大的

是电气工业。此外，在国防、机械制造、有机化学工业及财政、工艺美术，农业上均有使

厢。
铜在电气工业上用以制作电力传输线、通讯和照明装置、无线电设备、电器仪表和电

机设备。在其它部门的使用如;黄镉用来制造检、炮弹;自帽用于制造舰艇和发电设备的
冷凝器和热变换器;熨青钢用来制造航空仪表的弹性元件;倾膏铜用于制造轴承、轴套z
铝青铜用于制造物理仪器、精鑫仪器、齿轮及医疗器械;豪鲷和锰铜用作高 温电 阻材料
等。又如顿用作电动车辆的散热器和布线装置，船体包裹层，制造防震池漆。销基合金用
于形状记忆金属。铜的化合物在农业上用于制造杀虫剂和除草剂等等。

】l.1，6.2 师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自然界中已发现的含铜矿物约有280多种，主要的20多种，多以硫化畅矿物出现。最多

的铜矿物为黄隔矿，其次是瘫铜矿积焊期矿。常见的气化顿矿物为孔省石、兰饲矿、徒孔
雀石。目前我画生产的第主要来自黄铜矿，其次是辉铜矿、斑铜矿、孔雀石等。炯的主要
矿物及其特征，详见装1-11-34。

11.1.6.3 矿石类樊和加工方法
1.铜矿石类型
1）铜矿石自然类型 · 倒矿石可按矿石中钢的氧化率高低、主要矿物成份、储构、构造等的不同，知分为着若

干矿石自然类型。
2）铜矿石工业类型
在通常情况下，首先可按畅的氧化率高低，铜矿石可分为∶氧化畅矿石（制氧化率>

30??，其中结合氧化顿>20??，为难选辑化矿石;结合氧化闱<20??，为易选氧化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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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1-11-84剩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壤

Cu含量度密
色 院弊T物名体 硬化学 分 子式 《%)(g/emsy

Cn 8.4～自05 的10025.3解 红自 然 铜
2.5~ “少雷CuasS 6.5～5.8新鲜调裕货色，风化物嘉带确色脚悯矿

Cs 客音酸 数钢 蓝 1.5~2 4.69~4.87

e 4.8～5.3 63,83CugFeS4舞铜 矿 府阴红色，杂泵状轴色

4.563~4 4,1～4.3咨总学密置铜 矿 黄铜色、黄色、绿黄色
23.403.5~4青贫炯色CufFa:S; 4.13～4.16方黄铜矿

Cx.Sh,S 45.?7朗灰、铁膳 4.6～5.43～4.5萄制
51.574.8~5.42~4.5钢次、恢黑Cu1As,5冲蹦银矿

48,423,5CuiA药。 卸四：，钢架灰色带灰感黄的黑色硫神铜矿
Cn,O 意8.803.6～名65.85～8.15红至近于属色，表国为销灰色净卤制
CrO 70.88.5～4铜灰、跌鼎至赢 58～8.4院 铜 穿

i.0~4, 67.503.5~电狗导顺、邮黑CuCOCu(OH);一岁翰射
55.30号如了 3,7～3,9Ca，<OH），（CO3月 深蓝、浅篮（土状换体）监佩 矿

绿、浏监 38.2026 2.0~2.3CuSiO·2H:O碰乳雀石

石，混合矿石（铜氧化率10~30??。硫化铜矿石（铜氧化率<1??。对硫化制矿石，
还可进一步按矿石的主要有用组份划分为∶铜矿石、铜铁矿石、侧睫矿石、铜钼矿石、铜

铧矿石等。
有时按领矿石中铜金属含量的多赛分为富矿<一般含铜>5和贫矿。富矿可不经

选矿直接入炉冶炼，贫矿则需先经选矿富集成铜精矿始能冶炼。
2.铜矿石加工方法
Ⅱ>铜矿石选矿方法

我国各类铜矿床的铜矿石，除少量含铜大于5??富铜矿石外，一般都需选矿，始能
进行冶炼。不同工业类型的镉矿石有不同的选矿方法，常用的选矿方法如下∶

单一硫化铜矿石∶一般选矿采用浮选法。
多金属硫化矿石∶一般根据其主要组份的不同加工拉术特性，分别采用混合浮速法、

优先浮选法、混合优先浮选法、浮选和重选联合选矿法、浮选和髓选联合选矿法，以及浮
选和湿法冶炼联合法等进行处理。

混合矿石∶根据其选别指标与蕴化矿选别指标差异的大小和储量的多少等因素，确定
是单独处理或是与硫化矿混合处理。一般采用浮选法，也可采用浮 选 和湿 法冶炼联合处
程。

氧化矿石∶易选氧化矿石一般用浮选与湿法冶炼联合处理或用离析法 与浮逢 联合处
理;含结合式氧化佩高的难选矿石。一般用湿法准炼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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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冶炼方法
铜矿石的冶炼方法有火法冶炼和湿法冶炼两种，以火法为主。火法冶炼，又分鼓风炉

熔炼。反射炉熔炼、电炉熵炼。闪速炉熔炼。连续炼顿法（谱兰达法和三募法>等。湿法

冶炼，又分硫酸浸出法（用以处理二氧化硅含量很高的酸性氧化矿石）;氨浸出法（用以
处理含多量碱性矿物的氧化矿石或自然铜贫矿）;细菌浸出法（用以处 理 低 品位硫化矿

石）。
11。1.B.4 制矿床工业指标

1.铜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铜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35。

康1-71-35佣矿味一微参考工业蔺标收

CA（冤） 夹石则脉那度章小可采耀度
出着谢 盒 (m)站界品位 燕佃工业品位

令0. d～8露天开深 0.2
疏化矿石 2一41~20.4~0.5抱下开来 8、2~0,3

司直石 宁 0.7氧 矿化

2.铜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铜矿床工业指标实侧，见表1-11-36。

囊 1-11-8铜矿床工业指橡实例表

夹石则最低工 可采厚度边界品位 隐厚度 群业晶位矿类维 冈酚等
Cat%) (m] (m)Cu%>

易采选化矿石，1957年用方、萄

要挡钥矿
白” 0.4炯厂锈矿 案法制订愉标

e ，.2 0.啊矿峰倾矿
限生矿易选，氧化矿选矿效果e，0.80.3铜燥边倒矿 差，196《年"三储合*解订

，纤 主要为晶选催化哥石，50年代
业 中别制订指标，生产用意餐工业w泰 0.40.2 ，盖询吕畜 晶位改为0.8??不适用于情石曼

和氯化矿石

易遗碳化矿，1855年制订穆标，es0.2 0.4华娟华彝毕 ， 仅荆于单佩矿石
以化矿为主，5年代初那制”中 0.5 。东川沥丹辆矿 订维标腰状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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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浸
夹石刚最磊工边界品位 可采厚度

控串矿球类湿 除厚度业品位区 名 界
Cu(%) (m)Cu(%) (m)

”且-0.50.3病化矿 易选，1964鲜用类比法制订传 六宜铜矿 e；夕”’氧化矿 0.5 易选，1964年用类比法制订剩
飞“直0. 易遥硫化就车江钢矿 0.6钢

置一；0.50.3 晨途瞻化矿为主大街厂氯矿矿

e ·晶遇碱化矿石为主，1965年改-≥20.2白微厂 需天开采黄换防 订工业热标'幅 矿 ” 网 上型铜矿 0.2 0.3施下开采∶

3.铜矿床伴生有益组分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癫矿床伴生有益组分综合评价舞考指标见表1-11-37。
铜矿石中各种伴生元素能否被回收利用，取决于伴生元素的赋存状态、嵌布粒度、透

治技术及回收 的经济效益等因素。我圈部分已生产的铜矿山伴生元素回收惰况见表1~11-
38.

表1-1-37铜矿床停生有载组分缘合界价参考霾标表

Ag cd.N Se、T,Ga,Ge,Rs、In,Tiwo: AuS2 BiCo益2.Pb元 素 ⋯0.1 >0.60l？宁乞二o.05夕？一 0.050.1fo.05夕台一0.含量（%0.2 g/bogt
囊1~11-38我国都分飘矿山伴生元素国收情况凝

考三串布
白维折要山锅矿红选山铜矿触济绪 调育山码矿六度铜矿伴生见素; 铜髓矿

Zn,1.37 帕晚、Ax S;5～42,08S.6.5～24.2AH、Ag、Re S,18.71 Se:24(g/t)Ag,Sa,TeFen34顺护中 Ag11. Ta3(g/t)Au、Ag、Ca,InMor0.016官 量 帽厂 0.002 A15.3(g/t)Co;0.00Bkg/o) Mo(> 微家裤0.03】 As>0.5(/t)
5、Fe珍扩回教， S，Zn选矿国收，高编于铜 钢造矿富集为

Au，Ag、Cd窗集Au、Ag电解回收烟精矿佣矿中固救 避治中国收选准中回收于Cu、S，Zn箱矿间收馈况 A眼、Ag，Re富
中浪练时同收集于调锅椭扩中

"1，1.6.5 制精矿产品的质量要求
铜精矿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按化学成分分为15个品级，以于矿品位计算，详见表1

-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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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精矿产品的主要质量需求表（YB112-82） 表1-71-39+

大 于（??杂  质  不Cu不小于
西 换 最 法MgOZn(%) AsP6

（1）氧化镁不大于5??规定，供电炉0.85~一 10
婚炼时不在此殿0.829二 1 51

（2）钢塘矿中金、镶、雍为有协元素，
0.328 应报分析数据5一一勿

（3）钢费穿中水分不得大于14??在0.3复 27 曲=-
取眼期内不大于自然

0.826五 <短）铜箱掌中不得泥入外来央杂物"- ℃
0.3025 - 1不

八 0.358七 8

9 0.4523八 6

0.422九 9 6?
0.48十 多 4个
0.4身620十一 6

13 0.5,10十二 1 &
十三 0.51015 F 6

51. 协议十四 108
协议十五  5108N

A

11.1.7  铅  锌 矿
11.1.7.1  铅锌的性质和用途
1.铅锌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铅是一种蓝灰色金属，新鲜断面具有强烈的金属光泽，硬度1，5，密度10.667～11.34
g/cm3，熔点327，4℃，沸点1525℃。金属铅的展性良好、延性甚微，是热和电的不良导
体，具较好的可锻性和抗磨性，并易于与锌、锡、碎、镍等组成合金。

铅的化学性质较稳定，在干燥空气和不含空气的水中不发生化学变化。铅除能较好地
溶解于稀硝酸和200℃以上的浓硫酸外，盐酸和硫酸仅能作用于表面，形成几乎不溶的
PbC1和PbSO。薄膜，使其具有较好的防腐性能。

锌为蓝白色金属，新鲜断面具金属光泽，硬度2，密度6.9～7.2g/cm'静点419。4℃，
沸点906℃。锌在常温下发跪，但在100～150℃时具良好的压延性，其导热、导电性较铅
稍强，也易与多种金属形成合金。

锌的化学性质较活泼，易溶于稀硫酸、盐酸和碱溶液，但在常温下的干燥空气中不被
氧化。当潮湿空气含CO∶时，锌表面易形成致密的ZnCO。和Za（OH）∶薄膜，可防止其内
部不再被氧化。 100

2.铅锌的用途
铅在电气工业中，大量用来制造蓄电池、电缆包皮和熔断保险丝；在军事工业中大量6.0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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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制造弹头;铅与锡、锌、锑等可制作各种合金，如轴承合金、焊料和印刷合金等;在

化学和冶金工业中，铅常用以制作管件和设备的防腐内衬;在原子能工业中，铅可制作应

辐射的外罩。铅的化合物还广泛应用于颜料、油漆、玻璃、瓷器、橡胶、石油精炼、纺织工
业和医疗部门。四乙基铅可作为汽油防爆剂，盐基硫酸铅可作为防止塑料老化的瀑加剂等。

铅在下列三个领城的应用前景将会发生变化。第一，制造工业的铅/酸蓄电池由于寿
命短，可能被重量较轻、效率更高的新型蓄电池所代誉;第二，由于环保要求越来越严，
铅作为汽油添加剂的用途可能受影响;第三，作为涂料的用途可能很快被淘汰。

锌大量用作镀锌。用以防止金属被腐蚀。锌和锌合金也广泛地用于生产压钠合金。高
纯锌制造的银-锌电池，用于飞机和宇宙飞船的电气仪表，等还可用铸造法生产 用 逾广泛

的海绵金属。锌粉、锌片用在冶金工缴中，可除出溶液中的杂质、置换出稀贵金属。锌与许
多金属的合金被广泛用于机械、汽车制造和国防工业，锌设超塑合金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新型
材料。锌的化合物，如氧化锌广泛用于橡胶和医药趣门，氩化锌还可作为木材防腐剂，等等。
，11.1.7.2 铅蜂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我国已发现并经鉴定的铅矿物共4I种，锌矿物15种，其中常见的主要铅锌矿物17种。
详见表1.-11-40。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为工业所利用，尤以方铅矿和闪锌矿为重要。

泰1-11-40船锌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衰

量（??食密 度目 要 皮色化学 分 子式矿物名称 ZnPb(g/m-)
2~3Pts 留 灰 86.B7,d~?.6方铅矿

65.45.6～6,5PbasSbS 2.5~3婚灰至快鼎碗锈铅矿
40.165.5～6Pb.FsSb.Sn 给 灰 2-3脆硫评船矿

42.545，7～近，92.5～3蜗灰、解灰 PbCuShs半 轮矿
7Y、60PbCO, 白或淡灰、浅黄 g一3.56.46.8白 铅矿

2.75～8 68,3D无色或白、灰、浅黄 61～64PsO,铅 酰

钻  红 64.102,5～3 5.9～6.1PbCrO.错铅矿
76,38，，岁当 3.6~4 6.7~7,1Pbs(P0。);Cl碑氧般矿

3.5 69,w07,1~7.25Pbs(AD2):Cl 无色、拥货、褐螺聊船矿
73.10E.88心~7.13.0之夕之它 黄褐、有时红色铝 铅 矿

2.75~3 56.406.8~7PbMaO。 蜡贫、佩黄、恢褐、红相铅 矿
87.103.9~4.7光色、溃黄。综褐、■Zns 5.0～4闪鸭 矿
67.109S,6～4 9~d。1换色至惊、推褐至黑zas纤维特矿

5 52.04.1-4.5ZnCO 白赖带浅海得灰篌骨 矿
54.303.4~g.54~5无色、集含体白、炭白Zn(H,O(Si,07)(DH);辨 敏矿
5号.603.89~4.18S~6无色或带绿的黄色ZmSio串尊？
49.408.5~3.82~26白、濒灰、换窝ZastCo.)x(OH)。水 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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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名 铅锌矿石类孤、品缠和加工方法

1.铅锌矿石类型
1》铅锌矿石目然类型

铅锌矿石分别接照氧化程度、共生矿物、围岩和脉石成分、矿石构造等分成者干自然

类型。
2）铅锌矿石工业类型
我国铅锌矿石工业类型，按矿石氧化程度分为氧化矿石（氧化率>30??混合矿石

（氧化率10～30??和原生矿石（氧化率<10??三类。

对于氧化矿石，还可按其主要的有用组份的种类，进一步划分为氧化铅矿石、氧化假
锌矿石等类型。

对于混合矿有，因储量不多，一般不另行划出，多在经过选矿试验后与加工性质相近
的氧化矿石或硫化矿石合并。

对硫化铅锌矿石按表1-11-41进一步划分。
我国铅锌矿石一般不划分品级，仅个别矿区按铅加锌品位<4??4～8??>8??

分别划分为贫矿、中矿和富矿，但不具警追意义。
2。铅锌矿石加工方法
铅与锌的矿物在自然界里往往密切共生，单独产出的铅或锌矿床少见。同时，铅和锌

在矿石中含量一般较低，因此需要经过选矿寓集和铅锌分离才能满足冶炼要求。
1）铅锌选矿方法
我国铅锌选矿厂绝大部分处理的是藻化铅锌矿石，目前仅云南、广西、辽宁等地的少

数矿山处理氧化矿石。硫化铅锌矿石的选矿绝大部分用浮选，仅少教多金属矿石，如含铁
证、钨佛或含金的矿石，才同时用浮一磁选或浮一磁一重选。

2）铅锌冶炼方法
铅的冶炼方法分为火法和湿法两类。目前世界上以火法炼铅为主，湿法尚处于试验研

究阶段。火法炼铅基本上采用烧结焙烧一鼓风炉熔炼流程，占世界铅总产量的85～90???
次为反应熔炼法，其设各可用屋式炉、短窑、电炉或旋洞炉。船的精炼主要采用火法，其
次为电解精炼。

锌的冶炼亦有火法和湿法之分。火法炼锌采用竖罐蒸馏、平懂蒸馏或电炉。涯法炼锌
近20年来发展迅速，目前占世界锌总产量的70~80??湿法所得的电解锌质量较高，无须
精炼。火法炼得的粗锌还要用蒸馈法精炼。

对于难以分选的碱化铅锌混合矿石，一般采用同时产出铅和锌的密闭鼓风炉熔炼。对
于极难分选的氧化铅锌矿石，我国采用烧结或制团以后，在鼓风炉熔炼时得到粗铅和含铅
锌的烤融炉渣;炉渣进一步通过烟化法处理得到氧化锌产物。再用湿法炼锌得到电解镑。
此外，也可用回转窑直接烟化获得氧化镑。

11。1.7，4 铅锌矿床工业霾概
1。铅锌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铅锌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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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1-1-41硫化贫修矿石工业类臧地分表

埔 构陶 避 典型实裤类名泰选营方法矿石类墨 防 成 分

概 安南钩’出 以自形一它形晶粒矿石矿费∶黄接矿，内筛矿、方

目单橡化矿石 俏单秽高
臂 矿·石 金顶、广规、桃林、结构、块状、浸染帕誉，其次为量情矿、础类铁矿

铅笋矿石 大策子、富乐厂、东状、条带状构造为空脉石矿物∶以方解 石、石英
升脑、高板河、凡锌盛矿石 单体分离一般锁好为主，其次为白云石、贯品石、
口、水口山等嵌石、遭撰石等孩高操气出

矿发矿物∶以方婚矿，因锌矿、

小铁山

一复弹
黄<白>换矿、黄侧矿、翻酮矿，龄榨娟碱矿石、 算销矿。燕炯矿，自铭矿为主， 主虾为良形一它形

号 循子萄初啤出 其次为磁性矿，磁震铁矿、物砂， 晶粒结抑，浸蜘状构
羹铁矿 避为生 党画口南 调锌证矿石 脉石矿吻。以石英、方师石为
主。次为长石、云母、置晶石、

水 厂石额子石、透卿石、白云石、宣 套循锌白确矿石◆ 石等
矿石矿物∶ 以方船矿、冈锌

含蒙倍多金点矿石 能 焖吴凯
摆能叫、二以自形一它形晶粒矿、破性扩、黄铁矿、要握矿、需船停硫矿右

腰、曲里、玛结构为主，狭状、表福量矿为主，次为黄阴矿、客沙
慢锌矿石 山等染状构武，包嵌布较脉石矿物主要为 石 英。 方解

置杂石、被卡将矿衡，次 为白云
饮馨铅弯石酬 石、重晶石

矿石矿物∶以方铅矿、风钟矿

合特售字金具矿石
首 食明扩、博坞矿、橱石、铌做馈

物畏知矿石 矿、红铀矿为鱼，其次为髓饮矿、 华阳川、帽极主摆为自形一它形浮 扰够货缺矿、毒的、磁黄恢矿 粒状结约。覆集状构
部 脉石矿物要为石苑、云拇、其避鹤编铅锌训矿石
费 次为重晶石，天背石、方懈右、

端出省
自形一它影、教状、矿瓦著物以慢石、闪锌矿、方

孩如存嵩合售或维参
岩

盒鼎首汇
据蛾结伸为主，其次为当击尊客出 经矿、硫梯懒矿、脑流梯铅相矿、
文象、乳浪、压评综树自感金为主，其欢为负铁矿、贯

冲参着块状、条带状。爱金销矿 卤响歇学
聚状构遗膨石矿物主要为石类、方解石

减1-1-42铅锌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擅极表
濡出固寻福墨界份品位 可录厚度迹异晶位最每工业品位 谱扩 石 类型 (m)(m)一截”小碱” 小截”

迫养晶位应用于单个Pb +ZaPb 0。7~1.00.3～0.6 3-41~2 样品豫化矿 4心5“” 1。0～2.00.5～1.0 最锅工业品位应用于

Pb+Zn 工观中样品授1.0～15Pb 0.5～0.7 2~61~ 评价品位应用于矿威混合矿 6gZa 2.0～3.00.8～1.5 或矿贸
Pb+ZnPb 1.5～2.00.5～1.0 1~2 2~4氧化矿 8～101.6~2,0Zn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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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铅强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1）铅锌硫化矿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43。
（2）铅锌混合矿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44。

（ 3>铅锌氧化矿工业指标实例，见麦1-11-45。

3.铅臂矿床伴生有益组分综合评价指标

铅锌矿床伴生有益组分综合评价指标，见表1-11-4B。

豪1-11-43给特破化矿工业指标实例表 时华

米显x 端础S(%)Cu(%)Zn(%)Pb(%) 部男备 注降度首 区 省称矿 床 突 型 热费热界 工业工业工业边界工业边界 高莅郸端 (ay邮陀高在】盒莅高夜品位 ?扁位 (m) rr 寒 建业变质暑内的锻 0.5 0.80.7钥恢山铅嫉矿
亲噢涌

2： 已开发15.o火出沉积岩中 8.00.31,2 0.50.70.7、0.5小佚山留辩矿
的铅钾矿庶

日 已开发1、2o.5 1。00,5“占一0.3 0.5迷离钼斜矿砂卡晋型铅锌

已开金0.710. 0-2O.80-0,3矿床 额仁钳锌矿

已开发1.210| 21.00.7黄必评敬锌矿 0.5兹触交化型铅 ；- e开发1.0 台句0-7|0.8a,5锌矿床 水只山坐碎矿 “ 已开淀J.51-0 ~1.00.B凡口设锌矿石灰错中的交 e- 已开发2-010.70-5 1.0关门山船笋翁代铅锌矿康
高甫3.0 3～电1～1.50.1.50-3金测铅拌矿

置- 蝎 速1.20.8o-70.5厂项葡辩扩屈控型恰锌矿床 e→j 着阐8.012.02.0J0-8|1、0栖震山银锌矿 宁。
已开发2.01.21.01-00.7;0.5桃林钳锌矿完填型脉状铅 ； 3～s来开发0.5]0.7~2编安烟蚌扩 -. 已开发四f1.0伴矿床 1。00.70.5青城于楼饰矿

喂17-44知待混仓矿工业教标杰测表
Zn(%)Pb(%> 可采厚度 夹在黑险厚度

（血）矿 区 名 称 (m》工业漏位工业品位 边界品位边其品位
四12.01.81.00,6金沙铜锌矿

耳 、才1.2a.6 0.80.7厂规筋锌矿 2-当1.S080.5温什布拉竞铅诈训
尊，h1.5 1,0-80.5沙思增什督将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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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1-31-45船裤氧化矿工业搅标实例裳

Pb(%> Zn(%) 可采厚度 夹石刚除厚度
矿 区 名 称

工业晶位 (m)工业品位 (m)边果品位边并晶位

B3.0 0.8～1.21.02.份0.6大梁子船伴矿

量了1～151.20 8.02.01.0金质铅锌矿

(直8.02.0.70.5氯顶粕锌矿 ，1.0 8.02.0,0 ？凡口铅锌矿 ；一8.1 22.01.01.0厂发铅锌矿

13.01.01.00.5警铁山铅详矿 ，。’
表1~】1-46输锌矿床停生有益组分橼合评价参考擅标表

出S CaF:咨 CdA8SwO. SnCu伴 定 组 份
0.2即。。0.06 0.4宁己 0.010.D20.084.0晶位（?? D.08

UH3T。 SeGeGu TIABAg日伴 生 崩 份

0.0名;0.905 0.401夕吕xg/t)]亨上 0.00L0.010.00] 0.001品位《??

11.1.7.5 船拌矿产昌质量要求
各种铅锌矿产品精矿的主要质置要求见表1-11~47至表1-11-52。

表1-1-47铅精矿产品的主要膜量要求表（YB113—82）

草、 甲不 、%)大质Pb不小手
品 级 MgO Al:0,AZnCa(%) “ ，6 0.31.570： ，乙占 6.35目 1.66 。e, 自。 0.40臣 e1.5

4·2· a.502.055四

6 了协汉五 ：” ：一2.05Q 。，。 协数2.S ？4*· ” d·。 静说3.06 40
注，铅精矿中金、微、栅为有贫元意，应提出分析效据（如在辅矿中An>1g/、Ag>2g/t脚开始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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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48锌辅矿的主要质量要求<YBI14—82}

产汁不跟 (%)杂Zm不小于
品材“

图”F冒。 As一减 如
台 0,2日”5 3.91.00.8。

吐 0.2售 3,51.0 0.20.857
叫 0.2。疗56 4.00.21o宁

0.2” 4.50.31.0.353四
。吕 0,2？15“台 5.050五

0.20.51.6 5.5131.048六
0.26.0铷设“2.0I,S45七

15 协设 0.26.52.52.5d八
0.2” 协议 7,0163。02.040

表1-11-43船伴课合精矿的一般微量系求“ ，121517202303835精矿品说f≥?? io兽
2.2 2、02,342.56 2.462.5DP?b每啤金黑仓量

 1.1.21.34Za 1,11.31-40:1.46价值（A元》 [.50

注∶（1）表中断列精矿品位与价格。为减合精矿中铅或停具有一定昌位时的相皮价格。如铅品 位12??锌温 位
28??则每吨鲍金属悟为2.34A元，伸金则每晰为1。34A元，A为每响金两含量单价。

（2）该标准为集冶炼厂与基铅锌矿山的商制定的。

表1-】1-50始誉混合精矿的一般质量要求案

注每吨度金黑价格（元）混合着矿品拉（?? ”。稀
SbPbSb （1）某矿务局雪定质量要京Pb

学雾兹瞬 （2》每略金顺含量单价<A）18. 0,021A24.8

表'1-11-5I船锡混合精矿的一般酸量基求囊.

杂质不大于（??主婴藏丹不少于（??
许

等 微 n ASPbSt
2.0 1.0202，： 某市治金局侧定的质量要求，烈于该区的编铅混心 1.02.525葛：

合鞘矿搜用
叫 .02.53010

3-0售 35。 2.5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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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铅糖矿的一般质量复求表 贵1-11-52
不大于（第）有 黄Pb不少于

等  级 备，⋯⋯  诈
S.(%) AS Zn

2.0 1.消氧化粉精矿含As>19时，每增加1%100,6A5-
则每时纯金属扣价0.04A元101.02.840二 2.此罪某准金属嘉俊的标准

1.0 102.535三
:

11.1.8 鸭腿 矿  >
11.1.8.1 终端的性质和网途
1.钨铋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服务店

钨是一种银白色金属，密度19.3g/cm*、熔点3400±20℃、沸点5900℃±。具有很
高的硬度、强度和耐磨性。直径为0.002mm的钨丝的强度为4，4×10°Pa。钨在高温下的
抗张强度超过任何金属。钨还具良好的导电、导热性，影 系 数 在0～500℃时仅为
4.98×10~1。常温下，钨在空气中不氧化，但可迅速溶解于氢氟酸和浓硝酸的混合酸中，
不与碱溶液起作用。

铋是一种微显红色的金属，性能，溶点为271℃。铋与铅、锡、镉、汞的合金在很低
的湿度下便能熔化。 ,

2.钨锡的用途
钨主要用于生产硬质合金作金属切削工具；钨的加工材为电气、电子、原子能和宇航工

业不可缺少的材料；特殊钨合金被广泛用于宇航工业、飞机制造工业及军工部门；钨基触
头合金，广泛用于超高压触头材料及火箭的喷管材料；钨的特种钢，用于圆造高速钢、热
作工具钢和耐热合金钢等。白钨的化合物延用于颜料、油漆、橡胶、纺织、石油、化工等
方面。钨不仅是一种重要约工业原料，还是一种战略金属，因此，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

铋在工业上的需要量不大，但用途较多。可用于飞机雷达设备零件的制造及冶炼各种
易熔合金。在医药上可制收敛剂及消炎药和铜作有色玻璃等。铋盐用作制造丙烯腈的催化
剂。

11.1.8.2  锦餐的主要矿物发真特征 100%

目前已发现的钨矿物有20余种，铬矿物有50余种。钨的主要工业矿物为黑钨矿和白钨
矿。铋的主要工业矿物为辉铋矿。钨、铋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译见表1-11-53。

11.1.8.3 - 鸭鳖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
1.钨燃矿石类型
根据钨铋矿石的氧化程度划分为氧化矿石和原生矿石。但钨、锤矿床氧化带一般不发

育，实际很少作这样的划分。
根据矿石中矿物组合的不同，可划分出不同的矿石类型，如黑臀矿石；白钨矿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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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1-71-53、幅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表

含量（??密 度
一剂声度化学分学式矿物名称 潭 硬e wO一行下自“ 响
阑7.1~7.6褐限至鼎色 78404～5.5(Ma·Fe)wO尊惊锌制八捕蔬

练郸制 多夕 严雾6.。7~7.35～5.5诱红、淡资、福黑包

FewWO ■色鸭饮矿 4~4.5 78.957.079～7.6

Cawo。 LO.60靳电叠黄、褐、鳗、饭红 5.9～6.24.5～5峰殷钙矿<白鸭矿）

亮食、樊黄、金黄、 B.20wO;<OH), 2,5~s 5.5鹤 华
绿黄亟深被货色

银白色、鼻带浅黄、 监性Bi 95.9～98,9岛。7～9，832～2.5紫；
没红、第色

图乌引 解白么 2~2.5葡向‘ 6.d～6,8
图6.9~7.7│2Bi:0·CO·H:0泡铬了 4~4,5自、绿，胸及淡黄、灰

4.5<土状淡数一黄，视绿一 g.4】《土状BiO2-NH2O 89.68随合体1铋 华 搬覆绿或黄绿至绿黄
籍合体4.3部）色 ×2)

铋矿-辉钼矿-黑鸭矿石;辉铋矿-白钨矿石;有英-黑钨矿-辉锉 矿 石;石英-黑钨矿-硫化
物矿石;白钩矿-辉锐矿;自然铋-石英矿石等。

根据围料种类，脉石成份的不同，钨铋矿石划分为石荚岩矿石;花岗岩矿石;砂页岩
矿石;功卡岩矿石等。

2.钨铋矿石加工方法
1）钨、铋矿石选矿方法
钨矿石霞经选矿富集，再经冶炼以获得钨金属。当前，我国钨精矿的生产，主要取自-

黑钨矿石，其次为白钨矿石。我国钨的主要选矿方法有手选、重介质选、重选、浮选、磁
选和电选。黑鹤矿适于重选，自钨矿适于浮选。

铋作为钨、锡或其它金属矿床的伴生组份，岗矿石中主要组分经选矿富集后，再分选
西得铋精矿。

2）钨、铋冶炼方法
傍的冶炼分三个阶段进行。即生产纯钨的三氧化物（WO。），经还原生产 钨粉，再

加工生产鹤条、钨丝等。生产三氧化笋的方法。黑鹤矿宜用碱法，白钨矿用酸法或碱法均
可，还原生产鸭粉的方法，有氢还原法和碳还原法（仅用于生产供硬质食金用的鸭粉）。
钨条的生产果用粉末冶金法。

镂的冶炼与其它硫化金属矿物的治炼方法相近似，可用火法冶炼。
11.1.8.4 鸭德矿床工业指标
1。钨铋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1>钧畅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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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54锚矿床一般参考工业雅栎表

边界品位 最低工业米百 湍出握季硬聂低可采厚用米百分信最低工业品边界米百分位
矿 床 类 塑

的厚度（m）位（WO;%>(WO:%) 度（m>度（m〕分傲（m·??(m·%)

<0.80.086～0.120,OR～0.10石英大脉型 0.12～0,150.084～0.08

31~2一0.15～0.20宁占 ！石英幅脉带型 一
！ 2~61~20-10 {0,15～0.20石英细脉渣癫皿 ？

20.8～2,0宁岩层 迎 型 !0.15～0,20- 一 。1~2。欷卡措型 0.15～-0.200.08～0.10 一
注∶1.石奖大脉塑最低工业品位系指块段而百，其余均为举工程;

2。上列拙标适用于地下开采矿床。

（2）铋的单独矿床很少，多数与一些有色金属矿床共生，因此大多作为伴生组份加以
回收利用。作为独立铋矿床时，其量低工业品位的一般要求为铋0.5??其它指 标同钨、
锡，铜等矿床。当这些矿床的矿石中，含铋0.05~0.1??手选）或0。1~0.2??机选）
时，可作多金属矿床考虑。

2.鸭饶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钨铋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55。

表1-11-55鹤泌矿床工业措标实例表
米冒分氧夹石酮边界来最低工业可采厚度最抵工业品位边界品位 应用范围备挂、来百分髓 寻早骨百分值矿区名称 矿宋美型 （脉概厚<WO1%) (m)(WO:%) (m·%) 国”(m·%) 感用”

0.12 人业石类大 0.D8夕名 ‘0.06 ，大曾山钨矿 <块暖）都惕
夕0.13石英最 置-<wO:+6.6Sn) 一脉型 (WO:+06Sa> 。、深圹俱矿

小撑露”
0.150.10石英细

自)wO:+0.56Mo) 一 。脉浸章型 ，lWO:+0.56MD)行洛坑鹤矿
八芽画”

矿山目WO:0.2WO,B-12
首使用0.6‘Au 3Kg/t) -层控盟 1.5<gA位沃溪鸿矿 z/t) ，
持菊Sb1.5（缺段）Sb 9.6

ee0.1 ‘ -0,06驴卡者型 、瑶岗创钨矿 （白钧、单工程> . 莓高！Bio97 ‘；:Bi8.04 燕生砂卡老型莓油固薯唯

3.悔矿伴生有益组分综合评价泰考指标
钨矿伴生有益组分综合评价参考指标，见表1-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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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56鹤矿伴生有盘组分综合课价参考指檬表
、

子 SbSn LiO:Be0CoPbZnCu Bi元素（或氧化物）

0,30.01 0-030.910.54030-00. 0.2～0.30,05含量（?? 。TR:O:T1aOsNb:Os元案《或氧化物>

2 ，0.030-D30.01含量（??

注;1。剪矿石中的Au、Ag、Ga、Ge、Cd、In、Sc等解合固敕要凉。上表未于列出。
2.Ta∶O1密Nb;Os是指呈单矿物中的含量。

】。1.8.5 钨铋精矿产品质量要求

（1）钨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57、1-11-58。

表1-11-5钟精矿一、二级品主搞质量票求表（GB2825--81）
章 不 大 于（??wo, 含杂 为’点

不小于 用种 ?誉例品
Mo)s 留CP MpSiO:?CuA3”轼义

声常7.00.20a.130.7 5.0嚣 e.150.05 ‘黑弊一般1类 ，

宁党一 硕质合金、触煤、钨符5-0.203.00.050.10o.J0篇鹤一般】类 0.7o d
3.宁台P+As( 0,351-0 帕材、悔丝、硬质合金，禁煤癞鸽一级星类 0.8雷 0,050,22

乡 g.4o lS-0 }0.20 ‘-黑窝二级 0-8
上 0.200.13 物顿、硬质合金7-03.0a.15夕 -0.7割卧薯！婵一湍

 o.25 换材，鸭丝、硬质合鱼、触煤5.0宁吕： 宁中一宁告0.7 0.e50.106S白鸭一级】类 ，
16y0.200.20 游树、解丝、硬质食鱼、然煤005o-20o060.865 L0白馋一级置粪

1.5 0-40.3 ；, D.206白鹤】级 -，

（2）畅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59。

1。1.9 镉 矿

11。1，9.1 鹤的性疆和用途
1。竭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锡在常温下为银白色金属，质软（硬度3.75），密度7.31g/cm2，易液（熔点231.968

℃），沸点2270℃。锡具有很好的展性，易轧制成摄薄之锡箔，但延性很差，不能拉成细
丝。

锡的化学性质稳定，幅盐无毒。随温度变化，吴有三种同质异相体，其物理性质见表
111~80。

2.镉的用途
编在冶金、机械、轻工、化工、食品、卫生、电子、国防等国民经济部门有广泛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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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58铺精矿特级晶主聚质量要求表

(?wO. 于量质含 大不费
嵩不小于 用途举例鹅 P皆 sioMo 当PbSaCaMmnfca BisbFeAg六巍“

0.042.0典悴特一1-3 亏望亨。告宁业。0o.D8po.0el8.027010.2
忧质帧铁想赘特-Ⅰ-2 5.00.10o05.0亏呈a.0370 o.ass.05|0.05o.4

.1oo.1d0o.107-00.15o.061500.046移 o.10,a.5黑够特一Ⅰ一1l
优演纲葡品。o.10黑悦符一1-3 3.0 i0.150.0160.30.03o.20 4.05 特纯、化摘、

3.o0.075/0，务 0.26 三级化峰、外.20o.570 0.05黑酱特一1一2 亨氢
钨腔蒙、略

0.020.5| 3.0o.200.2583 0.10.6 0.1o瞿离莓；”‘ 材、将丝等。

宁台宁名一 p.02e.014.0zi1.0j.30-03亨心“ 4.02白鹅糖~I一3 i 合金销（直
p.93o.c2s.os1.53.4 0.02夕品 嵌薄钢）、优内.030.030.70卧密著！一！心

质鸿铁a.0sp.0sh.32.00.03a.03o.5予夕富o.470白畅特—I一1
尊闽蜗者2.0每.45 o.12.93.8 0.100.03 jo.05o.4” 0.010白钟特~I—3 最。特院、化

8-1乡色 纯三氧化确、骨岩 2.0于中 0.16a01s.0?[0.05予物70自畅特-I一2
吝密属病尊6.20.25 3.0300.5 0.2卧弯善！ 夕。宁二70 p.1020.6 衬、普找略

柴1-71-58薏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YB48—82）
平 (%)”料，不食独 欧 量，

Bi官量不小于（?? WOSiOAs稀
0.6

四差一级品 1。0（系擅氯银船60
中砷的含量） e叫1、0二级晶 50 ， 31-040三级品

区 ·1.5四级品 35
多5.1.53五 级 晶
：售申2.025六级品 “3.0当七嵌品 ，。

不限 10 ：15 ：“产摘图一
逾。

纯锡主要用来制造马口铁及慑箔，亦可用于各种器皿镀懒。 锡 可 与 谢、铅、镍、馆
等金属制成台金，如巴比特合金、焊螨、青铜、活字合金、轴承合金和特种合金（如原子
能工业中的情基合金》等。锡还可用于珐琅、印染、玻璃、电馈等工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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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金圆的三种阀质异相体物观性质装 表1~门1-E0

岗挚名称 睡度<1） 团态稳定站度（℃>腐度（g/cm》》 霭缝苟响

芹：正 13,2～10122703.75哼！自八蚯自“ 温度20℃时 7.298

物等 任于185.§2温度1℃时 5.85a一籍（灰栅）
方 22506-56 离于781e“！痼八导自。

11.1.9.2 镯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已知锡矿物近50种，分属于自然元素、金属互化物、氧化物、氢氧化物、碴化镑、硫
盐、硼酸盐等类。主要工业矿物为绸石，占矿石中提取锡金属的95??上，其'次 有 黄锡

矿、圆柱镉矿、硫镧铅矿、辉锑锡铅矿等11种，其特征详见表1-11-8l。

表1~71-61编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猿

色 视 度矿钩么称 Su含烈（??栅度（g/co'）;职化 学 分 于 武

SnOC 7.8. 褐色至题色，沥背色够 五 6.8～7.00~7
27.014.S~4.52CHAFeSnS 3～4贸输矿 银炭微带微揽绿

5，这g路 色 2663宁的Sb,SaPbaS顺柱确矿

69后.27'宁。l Ag SnS. 黑蓝色，新鲜面带悦红色圆碗根弱矿

17.09曾多？少党设灰膳色Pb,SniSh;S 1～2请善畜由判

.30,51.391.5-2PbSnS: 临灰色至铁黑色谏螃船矿

Sas 788鼎色 52.硫锡矿 2.5一3、5
.415乡乌H,CSasi:01 6硅钙妈矿 之二

5,5(SiOa。CaSn(BO) 55～6污锡矿 硫黄柠幢黄色及酒黄

6-87.9. 28。18CSnDa)图户旦岩。 5.5～8懈色，凤化居交威缸包击传 、，5 48，36一55，85Sa5iO;·2S.C:·4H:0也羞钩。

11，1.9.3 狮矿石类鳖和加工方法
1。锡矿石类型
1）锡矿石自然类塑
锡矿石的自然类型比较复杂，按照矿石矿物组合特征雨翅势为锡石云英碧型，馄石绿

泥石型、哪石电气石型、含慢硫化物型、碱化物网脉型、含锡褐使矿型、含懂鳖铁矿型、
简单砂卡岩、复杂被卡岩型、含锡白云岩量、含幅花岗岩型等。'.⋯'·

按矿石缩构构造分为致密块状矿石、土状矿石、浸染状矿石、碎块状矿石等。
4业，3·∶·.2）锡矿石工业类型

按矿物组合分为∶慢石一石英型矿石、锡石一硫化物型誉石、幅石一叠铁矿型矿石、
动。”。。。虑锡石一砂卡岩型矿石。

按共生硫化物的氧化率分为;碱化矿石、混合矿石、氧化矿石。
按主要有用元素组合分为∶锡矿石、锡铅矿石、锡钨矿新、"栅锌矿石、馒钼矿石、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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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惕铜矿石等。
按矿石化学性质划分的工业类型见表1~11-62。

表1-1-62象化学性质划分的辅矿石工业类型

败 度 标 （禹）挖
数石 类 需性

(Fe+ S)-0.78Q?aSiO;
<6>75% 崇细酸性矿石 ,

76～60 5～16 美 选偏最性常石
10～1560～45中性矿石 中等

15～20 难 速45~30善蕲棒传出
很难选<80 .>2D慕性矿石

2.锡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除奶品位大于40??上的低杂质富矿石可以不经选矿直接冶炼外，其它锡矿石一般需

经过选矿之后再进行冶炼。
锡矿石的选矿方法一般以重选为主、浮选为辅。原则上粗颗粒惕石采用重透，细颗箱

锡石采用浮选。对有用矿物共生复杂的矿石采用重、磁、浮、电联合工艺。当用各种选矿
工艺都难于获得合格精矿产晶时，亦可将含镉 5～10??极难选的中矿或 极 难选原生矿
（含锡大于5'??进行烟化等选冶联合流程处理。

目前我国在细粒级锡石回收方面，回收下限已扩展到19;，同收 率可达40~50??
2）治炼方法
侧的冶炼方法一般以火法为主，湿法为辅。选择何种冶炼方法取决于精矿（或矿有》

的物质成分及其含。一般的拍炼包括炼前处理、还原熔炼和粗制精炼等主要过程。
炼前处理是为了除去对冶炼有害的硫、砷、第、铅、铋、铁、钙、钽、铌等杂质，同

时达到综合回收各种有用金属的目的。炼前处理的方法包括精选、焙烧和浸出等作业。我
国某些含铅、铋、铁高的锡精矿也可不经炼前处理。

还原熔炼主要是使氧化锡还原成粗锡，同时将铁的氧化物还原成FeO并与脉石成分造
。而后、对含幅较高的富渣还必须进一步处理。

炼渣用烟化炉挥发方法，∶以减低废渣含锡量;提高金属回收率。
粗锡精炼用火祛和电解，目的是除去铁、铜、砷、锑、铅，铋和银等杂质，凤时偏食“”回收有用金霸。
11.1.9.4镉矿床工重指标
2.强矿床一般参考工业赛标
目前我国锡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83。
2.谢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黑各类锅矿床工业捕标实例见表1-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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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3揭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工业品位 夹石颗席厚.堂可采厚度边异品位

写 姓    星 作  床    类 Sn(%)Sn(%) (m)(m)

地下开采的原生绷影，

0.8~1 " 厚度小于0.8m时应考虑雨生情有床 0.2~0.40-1~0,2
用声乐指标

肌化学分析法确  20.50.040-02
定品饮（佣石中嚼）

珍惜那 用堂砂沟洗法典 石 石 粤拉 "0.5290~-300100~150定蜗品仪（盖石）
（g/m3）度Sn>60?? <g/m'>

注∶使用上表中原生锅矿指标时应注意∶
1.指标系以全解计算。适用以错石为主的矿床。
2.当矿石中胶态静、蕴化镉占一定比例时（>10??，要提高指标。
2.以胶态锚、磁化镉为主的矿石，要按采、选、冶技术经济条件另行削订携标。
A.低于工业品位，高于边界品位的矿石列入平衡光外保量。
5.对有特群情况的矿床，可服务具体需要，提出补充指标。如膈天开采的最大到离系数，氧化矿石的氧化事。

含矿系数等。

贵1-11-84畅矿床工业管标实例表
夹石墨可采厚度工业品位（??边界品位 帅厚度 吐雄卖例推    区 Sn<%)Sa(%) (m) (m)

2.00.80.20.1BR M
个IN锅钢多金属矿 2.0-5.01.00.20.1乐箱销

佛工业品位2.00.7≥0.220.15脉状
大厂福石疏化物 攻位已考虑伴2.020.820.15 1.0圆脉带 生辩的价值

多金属百床 3.01.00.10.05铜石阁铁带
术国分值0.3%2.01.020.820.15曾家些怪石碗化物多金属矿床

3.01.0≥0.4≥0.15单据矿体钢街砂卡当懒石
2.0≥0.2 1.020.15销售共生有体多金属矿床

0.2 米百分值0，15%2.00.80.1九毛编石--班化物多金属矿床
≥2.01.00.10.05中国玻砂锅矿床

矿床理深大
单工程200<g/m>> 表土平均屏6.01.0100tg/m)白画山深圳砂镉有床 21.68m，最大块  段400（g/m2） 82m

11.1.9.5  锅矿拌生有益姐分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在自然界中很少存在单一的锡矿床，绝大部分锡矿床都有两种以上共、伴生有益组

分，一般常见的有铜、铅、锌、锑、钨、钨、钼、铁、锰、硫、鳖石及稀有分散元素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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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般综合评价参考指标见表1一11一65。
在我国已开采的惕矿区中，伴生组分在选冶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回收利用。如槎

树脚、锡山锡矿已回收的伴生组分见表1~11~66。

集1-1-65辐矿床停生组分镇合弄价参考痛标

C° MawO:皆Pb B元 素 如
>!0.01～8.02中夕15~20>0,8>0.5含量（?? 0.1~0.2

往∶表中铜、铅、锌、铋均指碱化矿物、钨为感的矿、快为磁铁矿、望为银化堡矿中的元素。

表1-11-86锡矿伴生组分区收实例表

伴生组分速矿回收率<??停生组分含量《??
才床类型矿区名称

久岂 。多？s Ct BiBiwOs Pb PbCu 出当一

70爆石-照钩 35.5 ‘4s.60.810-84辆山镉旷 -2.61J.72 -
矿石英脉

73-79宁己 71.62rs.793.350.0530.DO80.383幽出鼻在
松树脚督矿

79.03领着床 0-091 1L0.73 87.334.1378.030.060.44名

11..9.6 镧精矿产品质量要求
锡精矿产品按化学成分将供炼锡用的精矿分为二类八个品级，以干矿品位计算。具体

要求见表1-11-67。

11，1.13 蛆 矿
11，3.10.1 铝的性胶和用途
1，银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佣属于高熔点稀有金属，具有银灰色光泽，钼粉呈暗灰色。钼的密度10。2g/cm2，

熔点2615℃，沸点4610℃。由于钼的耐腐蚀性强，因此许多耐蚀合金中都 含 有 钼。钼在
400℃以下的空气中很稳定，但高于700℃时则与氧激烈反应。

2。钼的主要用途
钼是提高钢的强度、韧性和抗蚀性最好的合金添加元素之一。含钼钢被广泛用作高逸

钢、工具钢、不锈钢和特种钢。钼作合金钢用量占钥总用量的80??上。
钼在电子工业中用于制作真空管，特别是用于重载荷下承受剧烈加热的大型电极和栅

极的制造，还用于制作放大器、发射管、高压整流器及气体放射管中的各种部件。
在航空工业方面，钼主要用作耐高温（1000~1650℃）的部件，如飞机的喷气发动机

的燃气轮叶片、导向叶片、喷嘴、券锤、冲压发动机喷管、火焰导向器及燃烧室等。在宇
宙飞船上用钼作蒙皮、喷管、火焰挡板、翼面及导向叶片等。

在原子能工业方面，钼的中子吸收截面小、有持久强度、其有对燃料的稳定性能和抵
黄液体金属的腐蚀等特性，故钼合金被用作气体冷却反应堆的燃料包套及释热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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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67锡精矿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YB73682）

平大谢 ：薄”不◆Sn不小于
单嵩望品 n Fe“源” SbZBiAS
闽 a020.10 0.点0.30.465

？0.10 0.3o.50.6o阐 0.572 a0.60.15o.6 0-a55 0.5级三

回 0.15 0-车0、70.60.8。 12句
五 0.50.20 0.器0.71.045级 令？‘
字 180.200.B 0.50.变1.2级 49

奥
争、 “0.30 0.71.5 1.0L.035七

0.器1.0 181.00.391.536薯广 。问 0.30 0.1.0 0.80-465-
7o.50.06.500.501.560肉二z 。肖 0.61.订0.51.02.055三
12岗围 “广“ 0.72.s 夕司1,§50
材闽刺五 1.0 宁物J,2.03.045

南 ，。“2.5 1 0.9L.63.540六嵩 1.4 “103.5 1.8市 3s级 4.0,予、 1.2 182.91.54.①5.0级

注∶1。一类是直摸入炉锅苟矿产品，二类是冶炼前雷经过加工处瘘的幅情矿产品
2.端精矿中铅、钨为布价元素∶
3.自产自用舞精矿产品，可自订企业标准热行。

在化学工业方面，含钼不锈钢具有高的抗蚀能力，广泛用作耐蚀设备;钼的化合物用
作催化剂、防锈剂、润滑剂、颜料及防火织物等，玻璃工业上用钼代替铂作电极及搅拌器
每。

另外，用易溶解的钼酸盐作农业肥料，可助长植物生长，用金属钼制作的高温电炉工
作温度可达1200～1700℃;用钼金属筛作液体金属的过滤器，可得到更为纯净的金属。

11.1.10.2 钼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目前已知含钼矿物有30余种，其中具有工业利用价值的主要为辉钼矿，其次 为 铁钼

华、钼酸钙矿、彩钼铅矿等。钼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68。
7.1.10.3 锥矿石类璐和加工方法
1.钼矿石类型
按钼矿石中的不同有用组分，可划分为单钼矿石、钼馄矿石、钼鸭矿石、钼铁矿石。
按钮矿石氧化率的不同，即氧化销中的钼含量与全银含量之比可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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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1-1-88钼的主要矿物及其赞征寝

Mo食量度密
矿侧名际 度色 硬化 学 分 子 式 “。自 (%)

MoOSt 9.944.7~5.01～1,5铅 灰 色解 帽 矿
MoO: 季第4.71～2密黄色、读绿货色锥 华

48.0CaMoO 4.553.6用酸钙矿 黄色，间带换绿色
39.1Fe2(MoO)g·7H:O角哲章

6.3-72.75~3 21.1PAoO。 精黄、铜黄鲜红嘧盐药句

碱化矿石∶氧化率<10%;
氧化矿石∶氧化率≥10??

当前生产钼几乎全部取自硫化钼矿石。
2.钼矿石加工方法
>选矿方法
钼矿石的选矿一般都用浮选法，有时使用浮选、重选，水冶和浮选、磁 选 联 含选矿

法。各类矿石常用方法为;
单钼矿石，一般采用浮选法;
钥铜矿右，一般采用混合浮选法获得钼解混合精矿，然后进行钼制分离，
铜钨矿石，常用浮选、重选、水冶;
第铁矿石，常用浮选、磁选法。
一般钼矿石经破碎和磨矿进行浮选粗选和扫选，获得粗辅矿。粗精矿进行再磨再选，

最后经多次精选得出合格钼精矿。
铟矿石经浮选可得到含钼47~50??精矿，回收率一般为86～90??
2）冶炼方法
寿钼矿精矿冶炼一般经过三个步骤，即氧化炖烧，提取纯三氧化钼，还原焙烧成金属

钼粉。其工艺流程一般是将钼精矿在反射炉、多腔炉、沸腾炉、或闪速炉中进行氧化熔烧，
使硫化钼转化为兰氧化钼。将三氧化钼直接加入铁中，即可生产钼铁。如用三氧化钼生产金
属钼粉，则还需除去杂质。除杂质采用升华法和水冶法。开华法是将 焙 烧矿，加热到900
～1100℃，使三氧化销挥发并收集于布袋收尘器中，得到的三氧化钼纯度可达99。95??水
冶法是用窝和水浸出焙烧后的产物，使三氧化钼转化为钼酸铵溶液。将浸 出液 进 行净化
后，用结晶法或盐酸中和法使铜呈仲钼酸铵（Mo≥56??或钼酸状态析出，再经 焙烧得
到纯三氧化钳（MoC，>，最后将纯三氧化钼用氢还原法制成金属铜粉，再用粉末冶金法
或电弧熔炼法制成拥锭或铜条（Mo≥99.8??，金属铝条在加热条件下加工成各种 第金
层制品

11.1.20.4 钼矿床工业指标
1，钼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且前工业上一般仅利用硫化钼矿石，其矿床参考工业指标为∶儒天开采时，钼的边界

品立0.03??工业晶位0.06??可采厚度2～4m、夹石剔除厚度4～8my地下开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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钼的边界品位0.03～0.05??工业品位0.06～0.0??可采厚度1～2m、夹石别除厚度
2~3 m:

2.阳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钼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I-69。

骏1~11-89泊矿床工业瘤标实例表

可采厚度边界品位 最低工业品位 夹石别像源度
床 类 型称够堵背基广

Mo(%) 自Mo(%) 一省”-
？ ；0.060.03金堆城钼矿 斑岩型帽矿

车n0.040.02斑滑型组矿大鼎山妇矿 ， ，宁召 0.06砂卡尝型银矿杨家软子钼矿 - 20,03 0。06矿卡岩型铝常大宝山多金员矿 e“0.080,08砂卡岩塑帽矿宜山偿组矿 ：eu0.080.03三滥庄帽矿 舞岩要钼矿

3。钼矿床伴生有益组分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钼矿床中伴生有益组分含量达到表1-11-70中要求时，应注意综合评价和综合利用。

表1~11-70超矿床伴生有益框分评价和纳合利周参考表

w Ro巴Fe皆P多 Ca伴生组份

“文受艺010310108-2 0-40-08 。“吉量（??

11.。1。10.5 组矿产品质量要求
<1）钼精矿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l1-71。

泰1-11-71钼精矿产品的主要质量基求表（GB3200—82）
大 (%)勤 出激 不Mo

驾消品 额 不小 于 CaOPbCaPSiO 量 矽(%)
280.300.20-03费 0.049.057.0提 51-
1,40.150,2002级 0.03 0.02号5二 粪 。 0.50 ].50.5品 0.0S0.100.105、0三 美 s1
5.00.4G6.30,05.078079.0“！潜 2.00-200.30.630.86雪岛11.0二 类 4T着 1.5。 1.5“占0100.150.2三 类 6.047
3n30.5夕凶0-078.07摸日 12.045 0.07 2.00.30.0A 0.30.08 0.0813.045级 二 美 2.0o.15 1.61.50.150.25酮 6.045三 类

（2）工业钼酸铵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72。

11.1.11 德矿
11.1。11.1 镍的性质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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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11-72钼酸缺的主要源量类求囊（GB3460—82）

MSA一1 MS一2 MSA一3产 品 牌 号

MoO;含量不小于<?? 仲钼酸铵81，其它多相酸铵B4s 产空名 0-0020-001
AL 0.000.006 0.002
Fe 0.068卢名台司 .005

0905G 子客凶 ：
0-020006宁台邻

0.0205Ni .003 0.001杂质含量以MoO;
Ma 0-0060.08a3 ，为基，每I?0;
P 0-0605 0-0010.0086中鸿允许架预含量

《?? K 0.01 0.08
0-003Na 0.001

C 0.031夕石占耳

0.005Pb 0.9D060.0005

Bi O.00t6-
Sn 0.0960.005 0-0005

宁器Sb ，
0.006Cd

1。镍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纯镍为银白色的金属，硬度5，密度8.8～8.9g/cm'，熔 点1455℃，沸点2900℃，

延伸率25~45??导电率t2，9。镰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延展性好、韧性强，在空气中不
氧化，可以拉成细丝，锻造和轧制成不同机件。镰有磁性，但加热至357.8℃时失去磁性。

2.镍的用途
镍的主要用途有下列几方面∶
用于制造不锈钢、高锋合金啊和合金结构钥，
镍特种钢，姐结构钢、耐酸钢、耐热钢等，用以制造船舰、担克、飞机、穿甲弹、拖

拉机、汽车、机车和车床等;
纯镍可以制造各种器械，如镍坩埚、管子、仪器、蒸发器和放热器等;
在化工方面用以制造镍附极、硫酸亚镍和氢氧化镍，以供镀镍和制造碱性蓄电池用7

氧化亚镍和硝酸镰可作为陶器的颜料;
镲粉在化工中作为僵化剂，如氢化脂肪和石油的催化剂。
11.1。27.2 德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县前已知含镍矿物有50多种，其中疏化物、硫酸盐、砷化物和硅酸盐类的镇矿物和含

镍矿物分布最广。主要含镍矿物特征，见表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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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73生要含德矿物及其特征费

Ni含量∶蜜 度。 度化 学分 子 武 颜前 物 名 称 硬 (%)(g/em')
NS针罐矿 3.5黄镉色 64.76,2～b.9

3~4《Fe,Ni9S 22～424,8～5淡古铜色养黄快矿
FeSs 内夕4.5～4,g古制色、红谓色榛磁置铁矿

《Fe、Ni)SA 42-64裱灰色、钢驭色 4.5～4,B《~5葡薯捣响
36-6(Ni、Fe)S2 表 黄 色 4。4～45族红辉铁慎矿

稠 红 色NiAg 99～456~55红砷镍矿 7.3~7.7
26～405-5NiAa:S 巢白色、钢灰色解砷慎矿 5.6～6,2u德白 色Ni;A等2 8,3~7 红算 慎 矿
21。8~28.82~3.6(Ni、Mg〉O·SiD,H:D硅镜媒矿 2.3～2.8绿色
NiO141～602.5～32.5～3黄绿、蓝绿色3(Ni,Mg)O·2iO2H,0快幛泥石

1.0~2 28,8Ni5O-7H:O 2-2.5草 绿 色鲜越

。售 29.2.5~3NitA80.):-8H:0峰 举 翠 绿 色

11。1.11.3 德矿石类型、品级和加工方法

1.镍矿石类型和品级

根据矿石物质组分及工业利用途径的不同，镍矿石可按镍的硫化率不同，分为三种类
型;原生矿石，硫化率>70??混合矿石，硫化率45~70??躯化矿石，疏化率<45??
还可根据主要有用组份及其硫化程度分为三种类型，硫化镍矿石、硫化镍-砷 化馍矿石、
氧化镍一硅酸镍矿石等。

硫化铼矿石又根据含镇品位高低，分为三个品级∶贫矿（需经选矿处理）Ni<1.0%;
富矿（需经选矿处理）Nil1～3???富矿（可直接入炉冶炼）Ni>3??

氧化镍-硅酸镍矿石又分，红土氧化镍矿石及硅酸镇矿石两种类型。其中硅 酸 镍矿石
根据氧化镁含散;划分为三个品级;铁质矿石MgO<10???镁质矿石MgO10～20???
质矿石MgO>20??

2.镍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硫化铜镍矿石的选矿方法主要是浮选法，选矿流程是倒镍混合浮选，即选出铜镁混合

精矿，送冶炼厂粗炼成镍高镜后，再行破碎、磨矿，进行铜镍分离浮选，选出铜精矿和镍
精矿。或者混合浮选出锈镍精矿后，再分高浮选获锡精矿和镍精矿。目前一般采用混合浮

选法，选出啊镲精矿送冶炼厂处理。

对于含像3??上的高镍矿和含镍氧化矿，一般可以不经选矿直接冶炼。
2）冶炼方法
舞的冶炼方法一般有火法和湿法两种。用火法冶炼一般是处瑾硫化矿，即铼带碰经焙

烧后送鼓风炉或电炉熔炼，获低冰镍，含铜镍总量为8～25??含流量为25??低冰镍送
入转炉中进行吹炼，获高冰镍，含铜镍总量为70～75??将高冰镇进行破碎和磨矿，用浮
选法分离铜和镇，获铜精矿和含镍67～68??铼精矿。镍精矿鉴反射护信化后铸成硫化镍
阳极板，送电解，镍阳极板经电解后，获得纯金属镍（含Ni99.85～99.99）。电解 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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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时所得的铜渣和钴渣分别处理，回收铜和钴。电解时获得的阳极泥单独处理， 可综合回
收硫、金、银、铂族金属等。

用湿法冶炼直接处理锅镍矿石或精矿，能简化一般熔炼时铜镍分离的过程，提高金属
回收率，易于实现自动化和改誉劳动条件。湿法冶炼主要有氨浸法和酸浸法两种。

11.1.11.4 镍矿床工业指标
1。镍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镍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74。

聚1-11-74镇矿康一数参考工业者标表

最低可采厚度（如》 夹石明除厚度《m）最低工业品位边界品位
禅碳石

地下开来露天开采天开来Ni(%) 地下开采Ni(%) -乞 当’≥23.3~0.5跟生矿有 0.2~0.3
硫化镍矿 ： 业r- 2氧化矿石 0.7

？ - 1~20.5氧化镍一硅酸换矿

2，镍矿床工业报标实例
楝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75。

表1-1-75德矿床工业程梯实例囊
品位最 低工业品界 品 位 最小可系厚度夹石易厚度边 J "Ni(%)Ni《%>矿石类型矿区名称 (m)(m)骑 矿矿”制 南贫 矿

2.01.00,5>1。01.0 0.8顾生矿石
金川解官 2,01.0100.-7氟化矿在

2.07.00.,30,2顺生矿石
红款的慎矿 2,0>10 “”1.0氧化矿石

2.0.700.30>1.00.31.0原生矿存力马何解矿
0.80 2.00.300.2原生矿容鱼平部矿

1.01.00.80.5但江熵矿 硅腔镍矿《未利用）

3。镍矿床伴生有益组份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镍矿床中伴生组份达到表1-11-76综合评价参考指标时，应作出评价。
11.1.11，5 镍矿产品质量要求
（1）镍精矿产品的主要溃量要求，见表1-11-77。
（2）镍硫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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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矿伴生何益组分评价争考衔标表 褒7-11-76

Os,Ru、Rh、Ir CoPt.Pa SeAu Te组  份 20
0.01%0.05~0.1g/t 0.0002%1.0g/0.02g/t0.03g/t合   股 0.0005%

表1-11-77镇精矿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表（YB742—82）

杂质不火于（55）
孕 Ni不小于（??量 MgO

  品 缓特 白中
67.5级  品一
0N二级品
7.56.5三  假  品

111

四  级  品 96:

10.55.5五 版 品
12v六级品
13.54.5七      品
15八级品 6 ----
17.5B 3.5九费
20Y 3级品

表1-11-78糠被糖矿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袋（YB744---70）
杂质不大于（??

锦不大于（另）维品 Co

1.5065.00级  品一
5.0062.00二  级  品

11.7.12.钻矿
11.1.12.1  钻的性质和用途
1.钻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钴是一种银白色的金属，硬度5.6、密度8.75~8.92g/cm*、熔点1495℃、沸点3185

C。钻在常温下硬面易碎，高温下具有可锻性和延展性。钻能高度磨光，并具有强而稳定
的盗性（当温度超过115℃时变为非磁性）。钻为不活泼的金属。块状的金属钴在300℃
以下，与水和空气不起反应，在高稠下能与非金属及氧化合；粉末状的钴在室温下很快就
可被空气氧化。钴易溶于硝酸，并能逐渐溶于稀盐酸和硫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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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钻的用途
钴主要用于特种合金∶如硬质合金、耐热合金等。在钢中加入一定量的钻便能提高钢

的机械性能和耐蚀性能，由钛、钨、钴制成的水久磁铁性能非常稳定，适于制造起重机、
磁选机及无线电的磁性元件。钴和铬、铜、锡的合金耐酸性强，可做为耐蚀的涂料。含钴
7。4??饮2.8??钴合金，在某些地方可作铂的代用品。钴、铬、铝合金是重要的高电阻
材料，可用于高温的治金电炉。钻的一些合金还可作电镀材料、精密铸件、高速切削工具
和钻头、计量器具、耐磨零件、内燃机和蒸汽机的阀门、无线电真空管的丝极等。

钳还是原子能工业的重要金属原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在国防工业中，
钻、铌、钒的合金用来制造火箭、导弹、喷气式飞机中的重要部件。

在医药上，钻的放射性同位素，可治疗皮肤病和恶性肿瘤。青霉素中加入适量的钴，
可提高医疗效果。对进血具有特殊作用的维生素Bra，其中含钴高达4.5??牙科的填补剂
也需用钴的合金，钴盐和钴的氧化物还可充作搪瓷、陶器的蓝色颜料、油漆的干燥剂以及
石油化工的催化剂等。钴盐可用于农业。

11.1.12.2  姑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目前已知的钻矿物及含钻矿物有100多种（纯钻矿物有40多种），其中具有工业意义

的矿物只有十余种。最主要的钻矿物和含钻矿物的特征，见表1-11-79。

表1-11-79主要钻矿物及含钻矿物特征表
艺 Co合量贵

度账化学分于式 ④冀矿物名称 (%)(g/em1)
16～206.7～6.9锅白、淡粉灰色 曲CoAti台湾耳 15～285.6~8 6.4~6.8臀白、铜灰色(Co.Ni)As3-2碑帖矿 B~236.9~7.34,5~5奶灰色(Co.Pe)As:斜方砟帖扩 20~84S*9~8*96.5~8得白、黄铅灰色CoAsS辉钻石 15~205.9~8A演灰、惰白色(Co.Fe)Ass快取抑钴等 36~534,8~65.5黄白、鄂灰色CosS德怡 0.5~1.08.9~4.03.5~1我色、褐斑色ZoS合伤闪锌矿 0.524.4~5.13~4,6奶灰色Cuissbasia合钻购钢矿 6.9～6.2 S~85,5~6银白、钢灰色(Fe,Co)AsS帖 毒 砂 带~34,9~5,16~8.5灰白，黄白色(Ft,Co)S:合骷货铁矿 微～253,12~2.6晴搏、淡豆、荷霉色CoMnIOs-4HE0荣士扩 801.5~2.5 2.9~3黑红、桥红色Coa(AsO*)*8H:0安佑100% 50~654~4.1号玫瑰红色CoCO,赛帕矿

11.1.12.3  钴矿石类型及加工方法
1.钻矿石类型
根据钴的氧化程度，可将钻矿石分为硫化（原生）钴矿石和氧化钴（钴土）矿石两类。

按矿石中主要工业矿物组成，我国钻矿石及含钻矿石的分类详见表1-11-80。
2.钻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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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80硫化钴矿石及含粘矿石粪型

Co含量（??矿 石 类 型 其中 董 同 收的 主 要 含敲 矿 物

含焚的帆钕假铁矿石 想货铁矿、黄快矿 2.007~0,027
0.015～?.098含钴 的铬铁矿石 络尖晶石，黄快矿、镍黄铁矿，磁黄铁矿

00242含帖的孤化饲镍矿石 氦黄铁矿、啮货铁矿、黄铁矿

纵黄饮矿，紫混镍铁矿、针嫌矿、顿解帖疗、磁贫铁含钻的疏化偏才石 0.036～0.224
矿、黄恢矿

0.15~0,26黄铁矿、倘货恢矿钻钢矿石
0.033筑快矿、破黄换矿、黄炯矿含储的钢矿石

0023黄铁矿、惯制矿含钴的截铁矿石
黄换矿中9.15～0.30黄 铁可含帖的读饼矿石
黄快矿中0，S88黄铁矿、磁黄换矿含钴的贸快矿石 一般为9.03~～6，1

春砂可中0。175
黄诱矿中0.097

辉钻矿、毒砂矿、黄惰矿、磁黄快矿、闪筛矿 破黄快矿0.078含钻的啊 微矿石
闪锌矿中0.08S

一般为0.03～，含姑黄铁矿、钴弯砂、铁疏砷、钴矿、辉砷静钻矿、辉
铜始矿石 平均为0.074晰矿、白铁矿

0.053憾薄钴醇、铁碱神岐矿、帖毒沙、黄快矿算营南物化

0.018黄铁矿、黄铜矿含锻龄锌矿石
夕了宁盈钻土矿石 .3铁矿、锰钻土旷、碰储矿
0.07调铁矿、锰矿物铁钛矿石
0.028蟹矿、锰结核含的的铁保矿石
0.0r部钴染矿，黄铁首附誓矿石
0.2~0.0s索邮控第铁锰法砂旷石
9.918黄快矿、照黄快矿含帖的馄概多金属矿石

手选法;主要利用钴矿石的旗色，挑选符合工业要求的块状钴矿石。
重力分级法∶将钴矿石（如钴土矿）破碎后，用洗矿机或摇床使钴矿石与脉石分开，

获得钻精矿。
浮选法;是利用矿物表面润湿性的不同，分离出含钻的矿物;而获得钴精矿。此法主

要用来选别以硫化矿物及砷化矿物状态赋存的含钴矿石。
强磁选法∶用强磁选将含帖矿物与脉石分离，而获得钻精矿。
2）治炼方法
火冶分离法∶是利用含帖矿石中的金属元素与氧亲和力的大小，以及还原反应开始的

温康不同，通过合适的配炎量和控制炉温，进行选择性还原，而使钻达到分 离富 集的目
的。当含钴矿石用机械选矿法不能获得钴的工业精矿时，可采用火冶分离富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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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冶分离法;是将原矿用硫酸中和后加硫酸亚铁浸出钻，然后将含钴的浸出液在85～
90℃的条件下，加碳酸钠中和沉淀除去矿渣，再将含钴的滤液加硫化钠沉淀。得硫化钴精
矿。当含钴矿石用机械选矿法及火冶分离富集法，均不能获得钻的工业原料时，可采用水
冶分离富集法。

11.?.12.4 钴矿床工业指标
1。钻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推标

铭在地壳中含量，是铁族元素中最少的一个，它单独形成大而富的矿床较少见，而往
往呈分散状态伴生或共生在其它金属矿床中。

原生钴矿床和钴土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81及1-11-82。

表1-11-8原生钻矿床一检参考工业指椽表

实石刚除厚厘《m）最低可采厚覆（m）工业品位Co（??旷石类型 过界品位Co（?? ”；0.02原生钻矿石 0.03~/0,06

表】-11-82结土矿床一数参考工业指标

最低即来辉度工业含矿率销土矿边界含矿率帖工业晶位边界品位
矿石类型9 。Co(%) 制（kg/m3）土矿费（k/m3Co(%) ， 0.3~1夕司 V~50.3钴 土可 ：
2。钴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以钴为主的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详见表1-1I-83。

3。含钴矿床综合评价指标
一般选冶性能好的含钴矿石，经选矿富集后，其精矿含Co品位能达到商品精 矿 的最

低要求0.2??才有工业利用价值。
11.112，5 钻矿产品质量要求
（1 ）钻硫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84。
（2）钴土矿的一般质量婴求，为某冶炼厂制定的，见表1-11-85。

11.1.13 增 矿
11.7.3。1 徐的性质和用速
1。锑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锑是一种半金属，硬度3～3.5，密度6.69g/cm"，沸点1635℃，熔点为360，5℃。有

灰锑、爆锑、顺锑和黄锑四种同质异形体。谦锑、黑锑，尤其是黄锑，完全无金属性质。
灰锑即普通金属锑，也不具有延展性。性脱易碎，在工业上不能单独使用，也不能制备学
基合金。灰锑为银白色，具金属光泽，易结晶，常生成斜方六面体，在凝固的锑锭表面呈
星状或凤尾状花纹，故有星锑之称。国际市场上至今仍以星状花纹的清晰程度来鉴别其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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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表 表1-11-83

最低工业品位（??边鲜品色（?? 夹石墨最小盯

中矿床类型矿床名称 陈萍宝采厚度 注信非合利用 能综合利用CoCo (m)(m)的元素的元素

最低烧及品位Co>仪器餐贝山佛 0.50.080.04化学员表示 √ 0.1%畅有床
Coto.03~0.04??风化残积
表外矿。和称盘型 Cu.0.50.05Cul0.30.03易门老厂带土矿床 Cur0.3~0.49??
没身财
工业品位为单项工程风化绑凿型上海七宝山铁帽 平均品位Co平均晶2120.05 >1≥0.03型饰有床 位0.03~0.05??表
外有石

工业品位指单工程平TFe2*0 >1≥1≥0.05TFE225氧化残积型≥0.03铁子岭苗铁矿床 均易位
我倾斜为氧化铜0.8氧化钠0.4 19量 N0.02*卡卷型 0.06石峰钻铜矿床 倾斜1.5原生何0.6原生帽0.3 A

Cur0,5 P永平弥勒山姆钻 Cur0.3 0.06中温热藏型 0.03 >矿泉
（1）工业品位措单工Pb220.7Pb≥0.5 程平均，介于边界品Zn222n≥0.7 位与平均晶位之间的

上高七室山钻粉 Cu20.5 矿石殡粉外育石，Cu20.3 21 >1≥0.05中国热准堂20.03 （2）铅锌矿石铅与S28 S212铎旷康 锌分别按指标街景，
其中一者达到要求即
为船舶扩石

住∶石砂钻铜矿煤漆合晶位，须生旷石中甘Cu0.3~0.6??Co0.02~0.05?为钴横带石；氧化矿石中食Cu0.4~
*8??Co0，02～0.06■为骷剂矿石。

度的高低。
锑的化学性质较活泼，较易挥发，但在常温下能耐酸，不与空气起氧化作用；在灼热

情况下，易氧化并产生二硫化锑白烟；在高温下与水起作用生成三氧化锑并放出氢。锑与
卤族元素能直接化合而放出大量热能，如将锑粒置入氯气中可发生燃烧，生成三氯化锑。

2. 锑的用途
锑主要用于生产合金，如锡基籼承合金、活字合金、硬铅合金、不列颠合金等。还用

于制作海底电缆包皮以及榴散弹、开花弹、子弹弹头等。高纯度锑用于电子工业制造半导
体和热电装置所需的金属互化物。

三确化锑是火柴生产的主要原料，也是制造军火弹药的重要原料，并广泛用于塑料、
金属器皿、搪瓷制品、白色油漆和颜料。疏化锑燃烧时所产生白色烟雾，用以控制明火，
也用来做航标的可视信号。少量硫化锑用于击发式起燥管中，作为磨擦元件和传热介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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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84钻碱精矿的生要质量要求囊（ZBD41001-84）

虚9学 分化 (%)

气‘_喇 不 片革品 注备
S不小于Co不小于 图” AsMCu

种 级 0.50 5.00.4 0.940.0327.0 <1）硫系全硫

（2）精矿照全7.0 0,00.040.45 0.527.0，
部通过80目

川 0.40 0.627.0 0,0510.0日 <3）帖硫精矿

中水份不蒋大于三 0.08 13.027.00.35 0.080.7 12%
0-080.1027.00.30 16。01.0四 （4）姑疏糖矿

│中不得混入含给五 当 0,100.-25 18。00.101.2
管矿物0.10认 20。00-1027,0贝，20 1.2

· 表1-1-85估土矿的一般员量要求装

出备Co(%)整敏 砷
>2级嵩 （1>钴土矿中含钴与恢之比应大于117

1,5～1,99级 （2>洗净晒手无沙石杂物，粒度1～Smm

协们 1～1.49= 0.7～0.99级
0.5-0.60级四
0.3~0.49五 级

三氧化二锑作为锡的代用品，用作塘瓷业的自色颜料，也是玻璃的重要组份和阻燃剂
等，还可用于纺织工业中的纤维光洁剂。

】1.1.13.2 制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目前已发现的锑矿物共114种。其中以辉饼矿最为重妥，几乎所有的怫金属都从辉锑矿

提炼得来，其次为锑的氧化矿物，如方锑矿、锑华、饼赭石和黄锑华等，以及锑的复杂硫
化物，如疏汞锑矿、硫锑铅矿、脆硫譬铅矿等。锑的主要矿物特征，见表1-11-88。

11。1.13.3 锑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锑矿石类型
按氧化程度划分∶氧化矿、混合矿、原生矿。
按围岩及脉石成份划分;硅质矿石、碳酸盐矿石等。
按矿石结构、构造划分;致密块状矿石、漫染状矿石、细脉浸染状矿石、脉状矿石、

条带状矿石等。
按有用组份创分;单一锑矿石、汞锑矿石、锡铅锌锑矿石、金佛矿 石、钨锑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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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1-11-86橼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表

唐。偏审化学分于武 硬 度 Sb含量（??谱矿物名称 (g/cm-)
铅白色或铜灰色。有Sb 95.15～986,65～9.723~3.5自 然 饼 时变黄色

71.3P2～2,5Sb-S, 骼灰色成解灰色 4.51～4,86焊 佛 矿

6.23.、2.6～8PbsSb,S1 25.69硫烯铅矿 船实至铁照色 5.8～B.$3～3.5eHgSbaSa S.59彭辐消审 500威求储矿
粱白色，易氧化戚锡 2.343.5AgiSb 9.63～S,8部裔传 白或幅灰色

de，8工CLSbS 3～ 4考～5母密消伽碗铜绑矿

8.72 57.81FeSbS? 约6银白一钢灰色硫钟铁矿

67。48NISb 亮调红色 7.59～8.235.5红梯镍矿
83.545b:0, 5.22～5.72-2,5无色墨灰白色方饰矿

Sb:0 2,6~3 8354无色、白色 5.7～5。76锡 华 ， 78.24.5白色、其色能 熊 石 Sh2O.或SbO5

“售网5.58悦截波其白色 4.55b,0·H:O黄 锦 华
85.395.5~8韶灰色PbFeSbiS. 2-s 2S～A.5脑硫饼帽矿

鸭锋金矿石等。
按选冶工艺不同，一般短分为单一佛矿石、钨锑金矿石、锡铅钟悌矿石、锑砷矿石。
2。锑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目前世界各国锑矿石的选矿方法大同小异，一般先用手选或重介质选矿选出 部 份 废

石。高品位块矿则出售或直接送冶炼厂熔炼，低品位矿石经浮选后获得精矿。根据矿石的
不同特性，选矿方法有单一浮选和重浮联合流程。我国部分饼矿山的选矿方法及指标，见
寝1-11-87。

囊1-12-87我国部分算矿选矿策程及省标囊
选矿猪标（??

斜备提模 选看溅程矿石晏型进厂名称 陷矿品位国帮吊原矿品位撕矿品位

19.。 0.2894.12.60中型 手选一重介质一浮选单一班化婚矿石备矿山南选厂
0.-40 0.5884.41S.40中型 孕选一置介质~浮选声诈盈讨努矿山北进厂
53.64-37 1.10J ?B-36置选或重~-浮小袈板化够矿石术狗选厂

0.192.3 g9,4820,12中婴 重介睛-重选-浮选-重选含锚多金属矿石火厂长披选厂
98.5961.663.205|中型 手选一题速一浮选符佛金多金属矿石湘西金扩选厂

试验妥并0.13196.533.53浮选 151.5{中型特建庄湾锦矿单一能化梯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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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冶炼方法
梯的冶炼主要采用挥发焙烧-还原熔炼法，如鼓风炉挥发-反射炉还原熔炼，沸酶炉或

悬浮炉焙烧-电炉熔炼。

近十余年来，为了减少环境污染，湿法炼锑（硫化碱流程）在国外发展很快，我国锡
矿山也已建成大型湿法炼锑厂。

三氧化二锑的生产有火法和湿法两种。湿法仅用于高纯度氧化梯生产，而一般三氧化
二锑生产均采用火法一金属饼氧化挥发法。我国采用反射炉氧化挥发法可生产高纯 度99.0

～99.85??三氧化二锑。

三硫化二锑的生产也有两种方法。一是高品位矿石经人工选矿后，获 含量 为69.0～
73??三硫化二锑，板溪锑矿即用该法。另一种方法是将含锑30～80??块矿，在坩锅炉
或反射炉熔析，可获得含锑69～73??三硫化二钟，锡矿山即用该法。

11.1.13.4 德矿床工业指标
1。锑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锑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88。

豪1-1-88镨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豪

可果厚度（班> 夹石则隙辉浅（m）最低工业品位S5（??边界晶位Sb（??矿石类型

21.50.7～0,8懈矿石 ：。
2。佛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铈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89。

表1-1T-88绨矿床工业拍标实例表
边界品位（?? 景低工业晶位（?? 司可采障度夹石M辣厚密

啉长矿束类型 矿区名称 wOs m)(m)5Sb [Agg/t>wo:jutg/)

s1.5 ”0.8湖矿山锦疗磺酸盐岩烈 ”-1.51.2应湾保矿碳融盐岩型
陷豫无矿· >2 溯除长度0.81.5透溶溪部矿变质岩型 >12m， 0.2乙 0.21.00-1金矿0.7沃谓锑矿变质岩数 （最低工业黄矿期除长5 富位为模的 0.2 0.81.00.1│全矿10 童10m"鱼儿山说矿变质岩型 颠邮龄

│矿脉惯角 n>65":0.11.50.7半教沸矿传荡崔 不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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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5 锑矿产品质量要求

（1）锑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按矿石类型和化学成分，锑精矿分为硫 化矿、混合

矿和氧化矿三大类，前两大类又分为粉精矿和块精矿两种，其质量要 求为YB2419一82。

硫化饼精矿（硫化锑中的含锑量与精矿中总含锑量之比大 于85??质 量 要 求 见 表

1-11-90。
混合锑精矿（硫化锑中的含锑量与精矿中总含锑量之比在15～85??围内）质 量 要

求，见表1-11-91。
氧化锑精矿（硫化锑中的含弹量与精矿中总含饼量之比小于5??的主要质蛋要求，

见表1-11-92。
（2）梯冶炼产品质量要求如下;
精锑的主要质量要隶见表1~11-93。

表1-71-S0硫化锡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表
杂质不大于（??

品 S不小于（??级别类 PbAs
0.150.655一 级 品

号 0.150.6二级 品
粉 精 矿 0.435 0,15三 级 品

0.430 0.15四 级 品

0.15日布60一 级 品
0.650 0.15二 级 品
0.440 0.15三 级 品

块 辅 矿 夕 6,15区 级 品 30
0.2 0,10五 级 品 so 0.210 0,10六 级 品

表1-11-91澜合精矿的主要质量基求表
杂质不大于（??

品 Sb不小于（??级类 Pb芽。物
0.15夕年5一 级 品

0.6 0.1545二 级 品 0.150,435喝 三 级 品粉 剂

0.150.430四 级 品

Q.6 0.15一 级 昂 60
宁 0.15二 级 品 60

乡 0,150.4三 级 品抉 特 可 0.4 0,1530四 级 品
0.2 0.1020五 级 品
0.2 o.1010六 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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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了-1-92氧化梯辅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表

杂 质 不 大 于八源”Sb不小于
品 费类 别 PbA3(%)

一级 品 0.680 0.2
0.2二 级品 0.650块 糖可

0.4三 级品 0.1540

豪1~11-83精佛的主要质量基求裹（GB-1599-79）
(%)葛 响，电？夺’

料大不质杂铋品号 号代 Sb不少乎 Fe s 总和CaA3
0.150.010.05 0.040.0200,85Sb一!一 号 锦
0.350.05二号梯 0.03 0.069965Sb-2 0.10
0.500.0“ 0.0899,50St-3 0.050.15‘：兰号领
1.600.209.20Sh一4 0.25四号日 0.25s9900

二氧化锑（锑自>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94。
三硫化二锑（生锑）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95。

表1-1-84二氧化常（哪白）的主要质量要求表（YB322一85）
伟算 化学成份<%>固理。

Sb:O; AE(%)度维号品 号 善 光e 不 大 于4900孔/em2 不 小 于16960孔/cm'维
筛余物不天于余物不大于

o,1099.500.符合标准Sb∶O3一01特号佛白

0.10当吕0.5符合标准Sb∶0;一-02一号梯自

步1-1-85三硫化二娜（生棉）的主票质量票求表（YB323-65〉
降、 母成 一颢”化

杂 于大不稀’代 号品 号
化合钓Sb 游 离 证盐酸不帘物王水不陪销--

0.071.50.3025。0～28.3SbO3-1 10~73一号SbS
不规定 0.100.50250~29.3Sb;03-2 60~73二号Sb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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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汞矿
】.1.14.】 票的性质和用途

1.汞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汞是常温下唯一呈液态的金属。液态汞具银白色金属光泽。密度（20℃时）为13.546

g/cm3，熔点-38.87℃，沸点357.25℃。固态汞为白色，硬度小于5。常压下汞的蒸气
压变化很显著，0 ℃时为0.02533Pa，20℃时为0.13771Pa，100℃ 时为37.99677Pa。汞

的热膨胀性很强。汞的电阻较大，常温下电阻系数0.958Ω·cm2/m，随温度下降电 阻
值变小，当温度降到4，2K时，汞几乎变成超导体。汞的表面张力很大。常 温下 为4.7×

10-8N/cm。汞燕气具有毒性。

汞是一种化学性质较稳定的金属∶常温下在干燥的空气中，几乎不被氧化y在潮湿的

空气中有弱氧化作用发生。汞氧化后在其表面生成一层灰暗色的氧 化 亚 汞（Hg2O）薄

膜;接近沸腾时才生成氧化汞（HgO）。

汞在浓硫酸中的溶解速度缓慢，随浓硫酸温度的增高，汞的溶解速度加快。汞不溶解
于冷稀硫酸。但能溶于稀硝酸和浓硝酸。极易溶于王水。

汞不易与各种碱溶液发生作用。

汞易与硫作用生成硫化汞〈HgS）、与氯作用生成氯化汞（HgCl2）和 氯 化亚 汞

(Hg,C1:)。
汞的电极电位较高（+0.86V〔Hg'1/HgO】），易于被碱金属、碱土金属以及铅、

锌、钛等从它的盐淄液中置换出来。
汞齐是其它金属溶于汞中所形成的一种合金的总称。秉齐可呈液体、膏状、固体 状

态。各种金属在汞中的溶解度最大的是铊（42??，最小的是 铁（1×10-1??，因此
铁通常用作盛汞容器。

2.汞的用途
在化学工业上，用汞作电极、电解食热制造氮和碱，用汞生产各种汞的化合物、如应

用于化工触媒的氯化汞积硫酸汞，应用于化学试剂的氧化汞、氢化泵和纯汞等。军事工业
上，用汞生产化学武器等。在电器，仪表工业上，汞用来制造水银灯、汞盐干电池和其它

物理仪器。在医药上，汞主要用于牙科和消毒药物，朱砂（辰砂）还长期用于中药。另外
汞还用于精密铸造、杯原子反应堆的冷却剂、镉基轴承合金，制造温度计、气压表、压力

表。汞的化合物在农药上用以制造杀虫剂和灭菌剂等。
11.1.14。2 录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自然界已知的汞矿物约20多种，最常见的具有工业意义的是辰〈朱）砂，有时还可见

到少量自然汞。主要的汞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l-96。
11。1.14.3 汞矿石类避和加工方法
1.汞矿石类型
1>汞矿石自然类型
汞矿石的自然类型，主要按矿石结构构造来划分，如炔状矿石、脉状矿石、浸染状矿

石等。
2）汞矿石工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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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1-11-96聚 主要矿物 及其 特 征 表

化学分子式 每度（g/cm3）损 色 载潘 Hg含量（??矿物名称

江 色影 628.052～2.原（荣）砂

HasSe 71.?财泉液涉铅灰 2.5 8.19～8.s次雨汞矿

2.5 83.87.95～8、其淡黑灰色Hg(S,Se)辉求矿 ‘ 61,5HgTe 膳色或色 B.63确 泰矿

汞矿石工业类型主要按有用组份种类划分为单一汞矿石和综合汞矿石两大类。前者即
辰（朱）砂矿石，后者有汞锑、汞铀、汞佣、汞铊等矿石类型。目前仅单汞矿石能供工业
利用。辰砂，通常按其结晶粒度大小，单独划分出矿石工艺类型，如表1-11-97。

表1-11-87震 砂 工艺 舞 型

常备矿石工艺卖型 展砂、结晶粒度《m的》

<粉砂矿百

尚无渡一标准1~2.5宋补盲石

2.5~4品博叫
>*陈宝砂扩石

2，汞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汞矿石的选矿方法有单一浮选和重浮联合两种。浮选流程基本上是一段磨矿、一次粗

选、一至三次扫选，粗精矿一次或二次精选。重浮联合流程是将原矿破碎后，经一次捧磨
和播床选出粗精矿和尾矿;粗精矿再精选，尾砂再磨分级后浮选。

2>冶炼方法
冶炼方法有火法，湿法两种，以火法为主。我国用火法从原矿中炼汞采用高炉、沸腾

炉、瓦片炉等;从精矿中炼汞采用机械蒸馏炉。火法炼汞是使矿石或精矿中的汞 成为 炉
气、净化除尘后通入冷凝器冷凝成汞金属。湿法是用硫化钠或次氯酸盐等水溶液 浸出 矿
石，得硫化汞产品。

11.1。14.4 录矿床工业揭标
1.汞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现行《汞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汞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98。
2。汞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一些汞矿床工业指标实例，晃表1-11-99。
11.1.14.5 梁矿产品质量要求
（ 1）朱砂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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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矿床一般参寿工业指标 聚1-11-98

顶 夹石期出瓢度（a）最督可采厚度《m）最慨工业晶位Hg<??边界品位Hg<??其

0.04 0.8～1,2 2~4策 0,08~0.10矿

捌∶1.边界品位用手单样及单工程;最低工业品位用于单工程或块胶。下限值用于规模较大、开采条恃训越及条仲
3好的矿床∶

2、最低可采厚度和夹石翻除厚度"F限位用予陡倾斜矿床，

表1-11-98汞矿床工业带桥实例表

最低工业晶位Hg（ ?? 芳百分漂（m??侠石制除厚庆 （m）可梁厚度（m）矿床名称 边界品位Hg（?? ‘ 0.08e0-030.05兴薯门姚鸭涡 ”0.5 0,0d0.080.04万出录矿区 。宁0,080.04路震汞矿床 一
ev0.6 0.0交梨汞矿尿F∶矿带 0.080.可4西段 “0.50.080.04困苗”甲汛

以承为主，铀、钼为输∶
Hg÷U+Ma10.0?.04??0，036%
Hg+U贵州50d矿区 +0。08??0.045%
ig +Mo 10。08?,04%

表1~11-100朱砂的主票质量要求凝（YB748-70
杂腹不大于（??

嘉化秉不小于（%}级 se专
0.10篱恢 级 品 0.2087一级品
0.40二级 品 96

（2）湿法朱砂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01。
（3）冶炼汞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02。

竞?~17-101常温法朱砂的主要质量要求表（GB3831-83）
杂质不大于（??

困 隋化秉不小于（%>级 FeSe
0.050 0.7098.00一级 临

0.10a.100品8，00二氯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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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02治炼秉产品的主要酸量要求表<GB913一66>

品 即 汞食疆大于〈??

号1 99.999
9.99号1

11.1.15 铝矿
11。1.15，1 锯的性质和用途
1.铝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铝是银自色的轻金属，硬度2.9，密度2.71g/cm2。熔点660℃、沸点2270℃。铝是
热和电的良导体，且具有很好的延展性。铝是比较活泼的金属，亦有较明显的非金属性，
为典型的两性元素。它能与氧、金属氧化物、酸、碱及水反应，具有较强的还原性。

2.银的用途
纯铝可做电线、电缆和无线电器等。钼还可作还原剂用于冶炼金属。铝与铺、镁、誓

及碳等制成各种铝合金，因其重量轻、强度大、易氧化，而被广泛应用于航 空、机 器 制
造、建筑、食品和日用工业。

铝的抗蚀性强，可制遣化学工业用的反应器。铝粉可用于冶炼某些高熔点的金属，制
造照明弹、信号弹和爆炸物。铝热剂可焊钢轨。铝与钛、铈和镁的合金是人造卫垦的重要
材料。

作为炼铝的主要原料——铝土矿，由于品级不同，分别可作为高级磨料（电熔刚玉）、
高铝水泥和高铝耐火砖的原料，或作为陶瓷原料，化工制品等。

】1】.1.15，2 铝的主要矿物及算特征
良然界已知含铝矿物约有250种，常见的矿物43种，其中可用于提炼氧化锡的主要 铝

矿物见表1-11-103。

表1-71-103主基船矿物及其特征表

Al∶0∶雷量育释便下自兰硬 度营潭 （??化 零 分 子 式矿钩名称

田。附田，靖曲，消莓， 84.983.2～3,56.5~7AlOOH敷α一AI∶O;H∶0一水硬俯石 浅红道无色
Bd.983.5 3.0T一348无色戏律簧的自色AIOOH）或Y~AlO;H∶O一永软钼石
85土白色或近自色、帮呈次色、 2,5~3.5 2.30～3.43A!O（OH）;或Y-Al4O;-3H∶O三水钼石 选缘、洗红白取况红黄色
36.92白常带我灰、浅货、浅红 3.5~4 2.6~2,8KAltSO.3,(OH)。圈多出 海端凄昨，

无色，白色、灰色或液黄、 5.5一6 83.032.35～2.885石 KNa<AISiOa>,促 没绿、恒灰等

炼铝的原料，除铝土矿外，还有明矾石和霞石。硫磷铝憾矿炼铝仅进行过实验室试验
研究。当前我国炼铝原料为铝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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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3 铝矿石类型、晶缴和加工方法
1。铝土矿石类型

1）铝土矿石自然类型
按结构构造分为粉砂状（俗称土状或粗糙状），缎密状、豆状、M状，碎屏状，角砾

状、杏仁状、斑点状、气孔状铝土矿等。
按颜色分为白色、灰色、黄色、红色、浅绿色及杂色铝土矿等。
按主要的铝矿物成份分为一水型铝土矿，三水型钼土矿及混合型铝土矿。
我国已知铝土矿以一水硬铝石型为主，其次为三水型铝矿石。
2）铝土矿石工业类型

按矿石A12O3含量、铝硅比值、工业用途、提取氧化钼的方法及杂质Fe2O3、S等的
含量要求划分钼矿石工业类型。有高铝耐火材料、电熔刚玉、高铝水泥、拜尔法生产铝氧
或烧结法生产铝氧的矿石及高铁铝土矿、低铁铝土矿、离硫铝土矿、低硫铝土矿等。

2.铝土矿石加工方法
原生铝土矿石均不用选矿、只经破碎、筛分后就可供生产氧化铝。而堆积型及红土型

矿床的铝土矿石需经筛选或水洗. 除去红土后用于生产氧化铝。为提高矿石品级，也可采
用浮选。

工业上生产铝是分两步来完成。先从铝矿石中提敢频化铝，后经电解成为金属铝。氧
化铝的生产方法有碱法、酸法、电热法。召前用于实际生产中的只有碱法。根据生产流程
不同，碱法又分为烧结法、联合法（并联、串联和混联）及拜尔法。

11.1.15.4 铝土矿床工业指标
1.铝土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铝土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104。

表1-11-104始土矿床一敞多工业黄缘表

请曼严均酒升含矿算叫 适含矿单叫边界品位 块段最低工业品位; 剥梨比最畅可 夹石副

辐硅比售制核比售 Ai:O, 除厚度Al:O 采厚度矿有类型 一自心甘之《kg/ms)(%) (m)(%) (m)

16～45夕中！宁转

始薅R ≥40 0.5~0.8

二水率的引怒
≥3.5 ≥55儒天并采 1.8～2.6 -≥8.8 0.8~1.0≥65 一≥40 J0.8～10 ，她下并采 18~2.6

3002000.5 0.5≥55≥3.8≥60维积盟 ，≥2,6
≥3012～16 →曾≥0.226≥28红土型 ≥2.1~2.6奶袜

注，1，剥采比系指平均剥采比。魔界剥果比一般为15～25mJ/m'。
2作高钢水泥的相土矿石，其要求，FeO3<2.B?iO2<8.5?∶0y<0，1]O<0.1??作制玉型
研磨材料的焰土矿石，其要求∶Fe20y<6.0?iO3/SiO1>16∶TiO2<5.0??CaO＋MdO<10??

3.相土矿作高铝耐火鸭土时，质量要求参见耐火粘土。
4.杂增含量，单工想S<0.7??

5.当解雅比值≥? 时。在需赛并可以单教圆定的情况下，应单融计算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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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铝土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铝土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105。

3.铝土矿伴生有益组分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钼土矿中伴生有益组分馆，其综合评价参考指标为0.002～0.01??
11.1.15.5 铝土矿产品质量要求
铝土矿石的主要质量要求（GB3497一83）如下，
（1 ）按化学成份铝土矿石分七个品级，见表1-11-106。
（2）根据铝土矿石其它质量要求，分为不同类型，见表1-11-107。

11.1.16 金矿

11.1.16。1 金的性质和用途
1.金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金为金黄色金属，密度19.22（20℃）g/cm2，熔点1064，43℃，摩氏硬度2.5。金的

延展性极好，可拉成0.5mg厂m重的细丝，压成0.01μ厚的金箱。金的导电率仅次于 银和
铜，导热率为银的74??金还能与许多金属组成各种合金。

金的化学性质稳定，从室温到高温都不氧化和不镕于酸、碱。但可溶于混酸《王水>、
碱金属氰化物、酸性的硫脲、澳游液、沸腾的氯化铁溶液等。此外，碱金属的硫 化 物 会
腐蚀金，生成可群性孩化金。金的化合物通常为一价和三价，以三价的 金 化 合 物 更 稳

定。
2.金的用途
金是人类最早开采和利用的金属之一。长期以来，黄金主要用于财政储备、货币铸造

和制作首饰，此外也用来制造金笔、镶牙、镀制各种器件。近三十年来，随科学技术的蓬
物发展，黄金的用逸越来越广泛。其主要表现如下;

在纺织和化学工业中，加铂或铑的金基合金，对碱和酸具有较强的防腐性能，用以制
造合成纤维生产的喷丝头和芳香族香料工业用的液氨储罐内衬。

在陶瓷和玻璃工业中，三氯化金广泛用于生产瓷器装饰的红、紫底色。一份金溶于五
千份癌融玻璃中，可制成红宝石玻璃。此外，金还用于加热和干燥设备的红外线 辐 射 器

上。
在航空及宇航工业中，金用于制造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的元件，制作宇宙服的反射涂

层，或涂在通讯卫星抛物面天线表面，有助于保持恒温。金与镍的焊料合金，用于飞机喷
气发动机和航天火箭发动机上千个不锈钢接点的焊接。由有机溶液中金的硫化络合物和少
量铋、钒组成的"液光金"配制剂，已用于喷镀喷气发动机的隔热屏。此外，为字宙飞船
和人造卫屋提供动力的硅太阳能电池上也要用到金。

在医药工业及其它工业中，金的有机化合物用于医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中;放射性
同位素A山。可用来治疗癌症。另据报导，近年来金在核聚变能源方面，还有更为特殊的
作用。

11.1，16.2 金的主要矿物及其将征
金的矿物主要有金的自然元素、天然合金和金属互化物，金的磷化顿、碲化物和锑化

物等。其中量常见的是金的自然元素和确化物，后者主要产自低温矿床，目前我国还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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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05铝土矿石的主基横量要求装

成 分化‘镍
酬用品 级

A1∶0SiO∶不小于∶ AI∶O;不小于《??

“” 刚玉型研磨材料、高倘水泥、氧化铝

氧化 铝6一级品 12
氧 化 怒考’
氧 化 铝80 ，。

高铝水泥、氧化铝71 _.
氧 化 铝6?。二级晶
氧 化 望64
氯化 塑50

69 氧化铝
66 氧化照”三级晶 6 甫高叠

氧化架ve 62四级品
甫范营“ 58出撑审

56 点高南3六级品
氧 化 相6 48七罐因

住。一~六鼓晶适用于一水硬留石型矿石∶七级昂适用于三水幅有型矿石。

表1-11-107铝土 矿石粪 型表

质量要求（??质最指标名你帽土矿石类型
<3低铁 型
乡含 饮型 Fe:O 6~15中铁型
>]高铁 型
<0.33低 就 登
0.39~1.80 疏型 。 了艺离疏型

见。我国常见的并为工业所利用的金矿物主要是自然金和辗金矿。
常见的主要金矿物及其特征参见表1-11-108。
11.1。16.3 金矿石粪型和加工方法
1.金矿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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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1-77-108主要金矿物及其特征表

颜化学分于式 色 Au官量（??矿物名称 密度（gJcm） 度砚

物菖 2~3自 性 金 >90A暗 15,6～18.3

恢<A田、Ag> 15.6～18.3费银金.矿 图；2~3
CaAu 致 烹 红 12、2炯方佩金矿 3.5～4 40

9.98AuSb 灰 日 企产3～4方锡金矿

8.62嘉金矿 AuTe: 2.6草货～银白 43.59
9.94- Au:Tes 50.772.5愉白～灰贫亮确金矿

Au25.422.5～3铜衣～铁灰Ag;AuTer Ag41。71帘金假矿 37～8,4

银 白 各-16 Au24.19 Ag13.271.5~2AgAuTe,针师金银矿

CuAuTs。 。 25,5浇灰 色行谛金帽矿 2~2.5
时锦金矿 锻 灰 Au7.51Pb;AuSbTeSt !1.45~7.55丨1~1.5 1 Pb6,81

接矿石矿物组合特征，金矿右可分为金-石英，金-石英-方解石，金-石英~硫化 物等
三个系列，按金屑种类分为金-石英、金-黄铁矿、金-多金属、金-桶、金-锑、金-锑-冉，
金一砷、金-铋、金一铀、金-碲等建造。

金也常作为伴生组份产于其它金属矿床中，因此这些矿床也成为金的重要来源。按其
产出金的工业价值大小，依次为斑岩矿床、砂卡岩矿床、热液多金属矿床和岩浆矿床。

2.金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一般情况下，金矿石均需通过选矿和治炼，才能使金得到有效地回妆 利用。目前主要

采用以下选矿方法∶
重选法∶重选法是砂金最基本的选别方法，同时也是岩金矿床用以选别大顺粒（中粒

及中粒以上>金的一种有效手段。产品为自然金粒。
浮选法;该法被广泛用来处理金-黄铁矿、金-铜、金-多金属、金-银、金-霉砂、金一

碲化物、金-锑、金-铋、金-触等矿石。产品为各种含金精矿和金精矿。
混汞法;该法是提前捕收粗粒游离金的一种量有效的提金方法。产品为 汞 膏（金 汞

齐），可以在产地直接炼金。
氰化法;此法是在选金流程中用来提取各种微细金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法。产品为金

泥。此外，用氰化游液进行的堆漫（淋）法。可较经济地处理疏松的低品位氧化矿石。
其它方法，如硫脲法、氯化法及磁代硫酸盐法、碳浆法等，国内将逐渐投入生产。
2）冶炼方法
由选矿所得的金精矿、各种含金精矿、汞膏和氰化金泥，须再经过火法或湿法冶炼成

粗金（合质金>锭，或在冶炼其它金属时由电解阳报泥中回收金。
对于含SiO;大于60?Al2O;小于12??低硫高金矿石，可不经选矿直接加工成块

矿，作为其它有色金属冶炼熔剂，待金进入粗冶产品后，在精炼时回收。
3）影响金矿选冶的因素
（1）金的赋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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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在矿石中的赋存状态可分为金属金（包括自然金、金的天然合金和金属互化物）、
矿物金（金的硫、晒、碲、锌等化合物>和晶格金（包括呈类质同象和机械混入物产子其
它矿物晶格中的金）三种类型。金属金一般易于选冶回收，矿物金较少单独利用，晶格金

只能在冶炼其它矿石的过程中附带回收。仅目前工业利用最多的金属金而言，其在矿石中

的产出特征不同，亦对选冶效果有很大影响。产在各种晶隙和裂隙中的自然金，最易于在

加工中脱落成单体金;被包裹在石英或其它矿物中的金，如不形成单体，则很难回收;呈
胶体吸附状态的金，则只有被吸附在硫化物颗粒上的才会随硫化物进入精矿，其余需另制

定回收流程，如浸出法等。

（2）金的粒度
金的粒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磨矿细度要求和选矿方法。按其对选矿工艺的影响，将

粒度划分以下五级;
巨粒金 ≥>0.295mm
粗粒金 0,295～>0.074mm
中粒金 0,074～>0.037mm
细粒金 0.037~>0,01mm

≤0.0imm微粒金
巨粒和粗粒金易于在碎磨矿过程单体分离，利于重选法回收，但用浮选、漫出效果不

佳;中粒金在磨矿时大都能单体解离，少部分呈连生体或被硫化物包囊，中、细粒金用浮
选法和氰化法都能获得好的回收效果;单体金无论其颗粒大小均易被汞吸附。

（3）自然金的形状

自然金的形状分类参见表1-11-109。
泰1-11-109自 然金的影状 分 类 表

匠形 特鸣
延 展 率 边界不平整有尖角核义边界园滑 边界平整按角明显

角 这 状 实角检状泽费粒状“了十品

麦 粒 状 长角粒状1,5~3
枝 叉 状板 片 状叶 片 狭8一6

针 乌>E

自然金的不同形状，在不同的选矿方法中的回收效果不一样。如粒状的用重选法易回
收，表面面积大的在溶剂中溶解快，片状的易浮选。

（4）金的表面污染
如金的表面有污染薄膜时，虽薄至0.005mm以下，也常使混汞、氰化或硫脲法的回收`

率大为降低。
（ 5）金矿石的物质成分
自然硫可使汞表面生成硫化汞;辉锑矿、种蜀铜矿等含佛或砷的硫化物或硫 酸 盐 矿

物，也会对汞的表面造成污染;有机碳、石愿、滑石、蛇纹石、缉云母、粘土等矿物微小
薄片形成的机械薄膜覆于汞的表面，也会使汞失掉吸附金的能力，进而降低混汞 选 矿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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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当金主要以疏化物的包裹体形式存在，碗化物被氧化、或有泥矿存在时，会降低浮选

的效果。
磁黄铁矿、白铁矿。黄铁矿、毒砂、辉饼矿，自然砷、锑、铜及其氧化物等，消耗氰

化物或氰化溶液中的氧、矿石中的有机碳等，都会影响和降低氰化浸出效果。
含金的硫化物精矿中，砷是有害杂质，在冶炼过程中形成炉渣，堵塞管路、吸附贵金

属并造成环境污染。
矿泥的种类和含量多少，对金矿石选冶方法及工艺流程结构有较大的影响。
11，1.16.4 金矿床工业痛标
1，金矿床一般参考指标
根据我国目前的技术经济条件和金矿的具体情况，金矿床评价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 ，

-1-10。

表1-11-110金矿床训价备考工业指标表
无矿段财脉长度（a）

穿区平均品位兼饼可采厚皮夹石别除厚度最低工业品位6边界基位
喇引谱尚 上下坑道不对应时上下统遗对应时(m)(m)Ang/t)Aa(g/tjam<g/t)

20~8010~～1s0.g~1。65～8 2~43~51-~2金矿 石

让∶ 1.品位指标，当矿石易采易烟、建设条件好的，取其下限值，反之取其上隧值。
2.盐卜可采厚度与夹石易隙厚度，当矿体产状陡时取其下限值，反之玻其上陋催。

2、金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金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详见表1-11-111。
3.金矿床伴生有益组分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我国金矿床伴生有溢组分综合评价参考指标参见表1-11-112。具体应用 时，应根据

选矿试验结果，根据伴生有益组分富集于哪种精矿之中，并视其进一步分离的可能情况具
体确定。

11.1。16.5 金矿产品质量宴束
金矿产品分为中间产品和合质金-纯金两类。中阀产品由冶炼厂按质计价，合质金"纯

金由银行直接收购。金矿中间产品的质量要求以冶炼厂收购计价的下限值为准，其具体数
值如下∶

金精矿、金块矿含金由不小于5g/t起计价，小于5g/t由供需双方协议;
铜、铅、银、锑精矿含金由不小于1g/t起计价;
粗铜（铅）含金亦由不少于1g/t起计价。
合质金按含金量多少由银行直接收购。
11，1.16.6 岩金矿床燥模的划分
目前，我国金矿山建设规模的划分，一般小于250t/d的矿山，为小型，大于250t/d而

小于500t/d，为中型;大于500t/d而小于1000t/d为大型;大于1000t/d为特大型。根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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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我国金矿床工业猪标实例载
矿 床 灵 基 开采 筏 术 指 标（m）品位报桥（g/t》

夹石别最低工业晶位矿区名称 兀矿段别除长设是小可采厚度矿 区” 边界县位;业 喘
对 立|缓损斜脉形度贷 段 不对度平均品位跳倾斜单工程

2.0 201.0 10二沟 0.85.03-0金一石英
J51.0 391.5 2.04.03-0”岑五

夕 15106,54、51.5金厂沟染“ g昌1.54.5胃然边界 3,D张家日

食！岸做矿 灵 20“乌3.0 2.0十台3.51.0山|
3.0A-93.5 201.05.5企厂略英! o

5.0 宁中 323.5 1.0 16杨霜 缩 1.0
新 405.0 202.01.24.L2.0砖’
购离 4050 202,00.8452。0B 金一硅质卷 3.0 4。01-0 1.6江间！出湍

20102.01.0 5.5 2.54.0鱼司岔
金一多金隔 30152.01.06-04.0夹 皮 鸿 1.5

型 专、 2.0 20103.0 0-6501.5西 3全一锡
20y2,00.35.0当？1,0峪耳星构造蚀变岩 “就 3.0本、5a.01.5新

愤尝岩犁 1.1 2.0渡 碎 带 3.0 4、02.0薯 截一热浪蚀变省 5.92:03.52.0三 以 岛
3.5 5.01.0团 缩沟 岩 塑

装1-11-12金矿裤生有热组份镍合评价参寿泡标表

义的Mo名它。ZnPbC 么级份 名 燕

2.090.01夕0.050,2 0.40.1含竭〈??

注;1.Cu、Pb、Zn、Sb，Mo含量均溜磷化物中的含世，
2.硫恭赢铁矿中的硅;
3.在金矿床中警遍含银。伴生根的含量评价数像视其回收情况西定、

国金矿床开发的实践经验，为使金矿床规模和相关的矿山建设规模相适应，并注意到金矿
山基本建设管理权限的范围，金矿床规模的划分，一般按下列标准是适宜的，即;

小型 小于101;
中型 10~251;

25一501;大型 2
嘚大型 大于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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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7 银矿

71，1，17。1 银的性质和用途
1。银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银是一种美雨的白色金属，并且有特殊的柔性、韧性和化学稳定性。银的延展性在金

属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它可以酸成儿乎透明的3×10"cm厚的叶片，每克可拉成近2km
长的细丝。银在各种金属中具有最好的导热和导电性能，其导电率为100，熔点为960.5℃。
银的地球化学价为一价。在自然界里呈分散状态、主要存在于方铅矿中。

在热液阶段形成单独的银矿床十分少见，它往往与铅锌共生，并相比之下与铅的共生
关系更加密切。在风化条件下，有时在氧化带的下部生成自然银。在气候较热的地区，银
往往形成稳定的卤化物一角银矿。

2.银的用途
由于镍具有优良的物理化学性能，因此具有广泛的用途。
溶解于水中的银能杀死许多有害的细菌，十亿分之几克的银能使一升水变得纯洁，银

的这种净化作用，被认为是这种金属最古老的"职能"。馄的第二个职能也就是和金一样
曾经起过货布作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银在其它方面的用逸越来越广。自照像术发明以来，尽管有了
许多改进，但是它始终离不开银及其化合物。碘化银在空中形成的屏幕能够减少暴风破坏
力的作用;上个世纪以来，银就被用子制作镜子、而且也基医疗器规。望远蝶、显微臂以
及太阳能电池装置的主要材料;银丝用在最灵敏的物理仪器上;各种继电器的最 重 要 接
头，以及无线电系统的主要部件也都用镊制造或焊接;各种自动装置、火箭和潜水艇、计
算机和核装置上的通讯工具和信号系统的最重要线接头，其寿命要运转上百万次，为了经
受这种极大的应力，一般都需要用银制遣。此外，银还用于制作首饰、牙科医疗、以及做
为涂料节省空调能耗方面都有独特的作用。

11。1.17。2 娱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在自然界中、银和含银矿物种类相当繁多，特别是在表生成矿作用条件下根还能形成

一些次生矿物。然而具有工业用途的银矿物却是为数不多的。
银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详见表1-11-113。
11。1。17，3 银矿石类湿及加工方法

1.银矿石类型
费国银有三分之二产自铅锌矿石。而以铝锌矿石中深红银矿、黑硫银锡矿、辉银矿等

为主。银矿物多为微细粒嵌布，并与铅锌矿物在嵌布特连上存在着紧密的对立关系。当铅
锌矿物嵌布较粗，则银矿物就对应的粗些，解离出的银矿物亦较多!当铅锌矿物嵌布细，
则银矿物对应的亦较细，在磨矿产品中没有或有少量解离的银矿物。一般把唐矿能达到银
矿物基本解离、浮选能有效富集的含银铅锌矿石称为"显性"矿石，而把磨矿达不到单体
解离，且浮选又只能随铅锌矿富集而富集的含银铅锌矿石称为"隐性"矿石。在原矿中，
银矿物的粒度只要大于20μ的有50??右，即可划入"显性"矿石。

铅锌矿石中的含银品位高低，对选矿加工影响很大。因此，通常把铅锌矿 石 含银在
100g/以上的划分为高品位型∶100～50g/t的，划为中等品位型∶50g/t以下的，划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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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3银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裹

职 色化学分于式 密度（/em*硬 度矿物名称 吉银量（??

2.5～3做白色g 10.1～五l.1 >60自 然 银
3.75高吕雪 经白色 13.71钱 汞 矿

AgSb 72,669.63～9.823.50根 白 色锅银 矿
62.88.24～8.452~3AgT。勒邢 铅灰～懈灰色
87.067.2~7、42~2.s标 级矿 最灰～铁燕色AgsS 7s.15T~82.5AgrSa 黄 果色硝 促矿
49.601.5~2 步雪浅红～授色AgAESa解碗砷银矿
36,725.252.5钢灰心铁黑色AgSbS:辉 锑银矿
6422～2,5 5.57～6,64深红一荣红色AgiAsS,深红嵌矿
53.9125～a 6,2～6.3AgCus 淋钢灰色硫铺领矿 65,45.92探铅次色 2.5入g?A∶S。诚碑银矿
8,332~2,5 6.25快 黑 色AgAgSbs施 银矿

。常1.6 s4.17褐 色AgFeFeS,硝赞限矿

品位型。我国典型含银的铅锌矿床，含恨矿物特点，见表1-11-114。

豪1-1-114典型矿区含领矿物特征表

散 布 粒 度载体 矿 物含 银 矿 物矿 区 名 称

20μ占82.2%方轻矿占54.33%深虹馄约占70%凡口铅钟矿 其中-5u占2%民铈矿点32.34%银酶铜矿约占24%
-20μ占52其暴诚银栅矿的占 方船矿、闪锌矿

八家于铝锌矿 中-5μ占113%79.18%
-37μ占644??方解矿占5241%深红很矿占62.3%盈思窑力遗馄铅矿 其中-10x占1.6%幕械银铺矿占1%

辊矿物一般小于深经银矿、 删摘矿、方铅矿、
董盖药 1黄快矿、四锌矿喉塑讯矿、降能矿

最大粒度为60~90方铅矿、勤顿矿网课扛键可 银测闻矿
锻山橙锌矿 。一般为20p锌矿辉 银矿螺状亮辗砂

2.银矿石加工方法
银和金一样属于硬通货，世界各国对银的回收都十分重视。近年来各国加强了银工艺

矿物学和回收方法的研究，促进了银的生产。目前银的回收方法可归纳为如下五种;
（1）渴汞法;
（ 2 ）重选-—浮选联合法;
（3）浮选法∶
（4）浮选-浸出联合法;
（5）多种工艺联合方法。
以上加工方法只能得到银精矿、含银精矿或银的半成品，最后还须经过火法冶炼和电

解，才能得到银的最终产品银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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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7.4 银矿床工业指标
鉴于我国以往单独银矿床的找矿勘探实践有限，绝大多数银矿又都呈伴生组份产于其

它金属矿床中，因此我国尚未制定银矿地质勘探规范，也无统一的银矿参考工 业 着标 婴
求。个别矿床工业指标实例参见表1-11-115，

套1-11-115银矿工 业 指标 实 例表

矿压都棒矿胀英型
边界品位 工业品位 夹石澜可采厚度

除厚度银 的 主 耍 矿 物她 质 条 件
(m)司</tD 食它

搭三导
自物强、螺银矿，深红银矿，产于横质闲云母石葬发

华要 e-120D60愈恨矿和斜长角闪岩中的单独银
独沫 "郎

Pb:02%愿硫限慢矿、稣假矿、辨够

件尖献矿职
产于花岗杂岩体内。且孟警 ，-Zn:0.6%铅假矿、深红假矿、银顺锅受构疮控制的拟柜矿床恩银

邮 Ag;20矿，火随佛银矿、自然姬、签
出制 银矿

11。1.17。5 银矿产品质量要求
含银的各种金属矿石在矿山通过生产处理，只能得到各种金属精矿含银或单独的银精

矿产品。它们均须在冶炼过程中进一步加工提炼，才能得到银的金属产品。银的矿产品分
为两类，一是各种含银的金属精矿、二是单独的银精矿。

各种含银的金属精矿，其质量要求以含银景折价的最低起点高低而定。如锌精矿、锌
绪烧矿银含量不能低于100g/t∶铜精矿、铅精矿、铋精矿及其它各种精矿以其含银不低于
20g/t开始折价。单独的银精矿含银量的多少，目前尚无统一的质量要求，须根据具 体 情
况在矿山金业设计中确定。

11.1.】8 铂族金属矿

11.1。18.1 柏族金属的性质和用途
铭族元紊包括铂（Pt），把（Pd）、悚（Ir），饿（Os）、钉（Ru）、铑（Rh）六

个元素，其中铱、饿、侬为重铂族元素，铑、钉、钯为轻铂元素。
1。铂族金属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铂族金属的物理性质，见表1-11-116。
铂在空气中不变暗，是唯一能抗氧化直到熔点的金属，抗腐蚀能力很强。
犯在空气中缓慢加热即行氧化，在铂族金属中钯的抗腐蚀能力较差。
铱化学性质最稳定，抗氧化性能最好，是唯一可以在氧化条件下加热到2300℃而不发

生严重损坏的金属。
铑的化学稳定性仅次于铱，抗氧化性能较好。
钉在中等温度下很耐腐蚀，但在空气中加热到450℃时开始缓慢氧化。
锻抗氧化性能较差。
2。铂族金属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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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716帕族金肌物理（机械>性能表

金 专
页性

寸镜部 南 钯 蘸

码5 4476岂78 句原子序数
190,2 101.07子班 195,09 102.995510.4192,22

密染六万体■心立方体面心立方体密染六方体面心立方体商心立方体晶桩结构
12.4512,02 12.412)-45 22.6122.65密度（20*Xg/cm3
23115523050 1960熔点（℃> 2431768

4.38 6.809.938,12.719.85电阻系敷（0℃）μΩ·cm）
斗宁气”+0.0803+6.231+0,052+0,133＋0.引宁12磁化率（cm3/g×10~·
5.0647.03311.263 1.7581,26抗张强度（退火）<10*Pa）

200~35010010240~42300～6700~42 200~240硬度（迅火）。维氏

由于铂族金属及其合金具有熔点高、耐摩擦、抗腐蚀、抗氧化、强度大、延展性好、
热膨胀系数低、热电稳定性强、反光能力好等优点，所以在工业上被广泛利用。例如钼在
制造硝酸、硫酸、石油加工和制造火箭、导弹燃料作催化剂，在控制汽车排气污染方面作
催化转化剂，在喷气发动机制造方面作二次点火器，在造船工业中用于船壳的阳极保护，
在人造纤维和玻璃工业中作喷丝头材料，在化学器皿、精密仪器、电解等工业中均有重要
用途。铂在首饰业中用量也很大。钯被用于催化剂、自动开关解点及牙科方面，还可用钯
合金管作提纯氢的扩散设备。依、镜、钉、铑主要是作为改变铂、把性能的合金元素。此
外，铑在电镀和电子元件、钉在薄膜电子电路、放射性依在放射性照明方面，都是重要材
料。

11，1.18，2 舶族金属矿物及其特征
由于铂族矿物颗粒细小而分散。含量低，不易鉴定，所以长期以来确定的铂族金属矿

物甚少。自六十年代起随着电子探针等技术的应用，铂族金属矿物的发现越来越多，目前
已逾80个，再加上变种及未定名矿物已达200个之多。世界上已发现的铂族金属矿物 包 括
九大类，即铂族金属的自然元素及金属互化物、砷化物、锑化物、铋化物、氧化物和碲够
化物、含销族元素矿物等。其中以铂族金属的自然元素及金属互化物类最多，硫、碲、
锑、砷化物次之，铋化物较少，酒化物和氧化物最少。

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原生矿床中，铂族元素均作为伴生组份综食利用的对象。常见
的铂族金属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117。

11.1，18，3 免族金属矿石加工方法
目煎，帕族金属的主要来源是硫化锻-镍矿床及砂帕矿床，其次是铬恢矿床及有 色 金

属冶炼的副产品，还有其它含铂族金属的金属废料。
从原生矿石中提取铂族金属，一般经选矿窝集后送往冶炼厂。砂铂矿要经重力选矿后

得到含钳族金属?0～90??精矿，直接冶炼。用混汞法捉取金、银后的尾矿中的铂 族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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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仍需富集后再行精炼。
从硫化铜—镍矿床的矿石中提取铂族金属的过程是复杂的。在镍的选冶过程中，铂族

金属主要随镍的盲集而富集。在镍的精炼时，铂族金属进入阳极泥，阳极泥经过处理后，
即可得铂族金属精矿，再通过湿法冶炼，得到海绵铂（含Pt 99.9??、海 绵 钯（含 Pd

99.9、海梯俄、铑、就、钉等产品。铂族金属芪可用粉末冶金或高频感应电炉熔化制

得。
11，1，18.4 铂族金属矿床工业道标
我国目前尚未制订过正式的铂族金属矿床工业指标。近年来，国际市场上铂的价格下

降，与金的价格相近，但在国内铂的价格仍高于金的价格。加之锐族金属矿床一般都有几
种铂族元素及其它元素可供综合利用，这就决定了铂族金属矿床工业指标（指边界品位，
工业品位>比金矿床工业指标低是合理的。铂族金属矿床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118。

表1-11-~13铂族盒属矿床参考工业指标裹
可采厚度 夹石财隙厚度最低工业晶位边界品位

矿 风 奖 型 一引Pu+Pdg/t) (m3PL+Pd(g/t)

乙0-3～0.5 ≥0.5 1~2硫化粥一榇矿床原矿
并 伴生怕矿床 只要能回取，有多少计算多少 ；0.5~1
矽矿朋 0.03g/m' ≥0.19g/m3丛散沉积物中的移帕矿麻 ”0.5~112g/m0.1-0-g/m 款诗韵砂砾岩中的砂的可束

11.1.19 稀 有 金 属 矿
目前稀有金属尚无确切定义，本手册按我国现行的《稀有金属矿地质勘探规范》所示

将槿、铍、铷、铯、储、给、铌、钽八种元案列为稀有金属元素。
门1，1.19.1 稀有金属的性质和用途
1，稀有金属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1>锉
锂为银白色的高能金属，新鲜面有微黄色光泽，密度为0.354g/cm3（20℃），是常

温下所有呈固态金属中最轻的金属。摩氏硬度0.6，可被小刀切割。初性大，有廷性（相对
延伸率50～70。临界温度3223°K，临界医力6.80×10*Pa，锂的热熔量为0.941（10～
100℃），是所有金属中量大者，熔化潜热为137，5J/g，燕发潜热为每克原子148.3kJ，每
原子的热中子吸收截面为67靶。锤的理论放电能力在所有电极系统中最大，电 极 电位最
低，导电性好，密度小，有利于获得较大的能量。

锂在潮湿空气中易氧化成氢氧化锂，遇水激烈燃烧，甚至爆炸。锂在稀酸 中剧烈 溶
解，在浓疏酸中溶解较慢，在浓硝酸中强烈氧化，甚至燃烧。

2）皱
铍是轻金属之一，颜色为浅灰一深灰色，粉末呈暗灰色，具韧性与可塑性。皱具有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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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熔化潜热（1131，3～1152，2J/g），较高的燃烧热（71。9kJ/g>，热中子吸收裁面最
小（0。009靶/原子），散射截面大，热导率高和电导率低，热容量大，比热，比强度、比

弹性模量与刚度大，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和高温强度，因而被称为"空间金属"。敏金属有
图毒。但合金无毒。

铍在常温干燥的空气中是稳定的，能榕于任何浓度的盐酸、硫酸、冷的稀硝酸和热的

浓硝酸中。
3）谏和铯
铷和铯是碱金属中最重、正电性最强的两个元素。二者的主要物理和化学性质相近。
铷、绝金属均呈银白色、新鲜面有金属光泽，具高度的柔软性与可塑性。
钩、铯是两个最活泼的金属，在氧及空气中能自燃，在常温下遇水能激烈燃烧甚至爆

炸。铷、铯与所有非金属元素（除氮外）都能作用，可与碱金属、碱土金属 及汞、锑、
铋，金等形成合金。金属态的物、饱是最强的还原剂，其化合物具有高度的离于键，企属
离子是所有离子中聂稳定的。铷、铯还具有独特的光电效应，光电效应门限分别为0.73μm

与0.80μm。
4）结
结的硬度小、熔点高、外观似钢，具延展性。金属诰颜色灰白，其有可塑性，导热率

仅为铁的1/4，导电率为铜的4。1??右。

金属锆耐高温，耐腐蚀。其耐腐蚀性能优于钛和特种钢，接近于包，一般不与酸碱起
化学反应。锆粉可自燃，除了隋性气体外，所有气体在高温下都能与锆起反应。锆也能与
固态金属、陶瓷材料起反应，有时甚至达到爆炸程度。

如”菡
给的金属颜色灰白，具可塑性，密度大，耐高温。
饴在核工业中有突出的性能，对热中子俘获截面达115靶/原子，为错的500多倍，并且

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耐辐射与热水蒸汽腐蚀等性能。给的氧化物薄膜其有优良的电气特
性及耐蚀性。

铅的耐蚀性强，在100℃以下不与任何浓盐酸、硝酸以及液度低于50??硫酸 作 用，
在碱溶液中也相对稳定。蟾（特别是粉末）能激烈地吸收气体，如氧、氢、氮等，因而是
一种理想的吸气剂。

6）绕
锐具有耐高温、抗疲劳、抗变形、耐腐蚀的特性，同时具有高度的延展性、导热、单

级导电及吸收气体等性能。
锐金属呈钢灰色，粉末呈深灰色，具高度的可塑性。
铌金属不溶于任何浓度的冷硫酸、盐酸和硝酸，仅溶于热的硫酸以及氢氟酸和碱。
心蓝
但具有熔点高、抗腐蚀和易于加工等特点。钽金属呈带蓝的钢灰色，断口呈银灰色，

粉宋呈深灰色，具有高度可塑性。
袒具有高度的延展、导热、导电性和吸收气体等性能，也具有密度大、强度高、抗护

劳、抗变形等特性，并有很强的电子放射能力和中子吸收 能力。
恒在常温的空气中是稳定的，除溶解在硝酸和氢氟酸的混合液、氢氟 酸、热 的 浓 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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煅、苛性碱外，不溶于其它任何溶液。
2。稀有金属的用途
1）锂的用途
锂的用逸十分广泛，它不仅是国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物资，而且在围民经济的各

个部门及人类日常生活中也获得广泛应用，被称为"推动世界前进的重要元素"。
在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宇航工业中，锂同位素Li。是制造氢弹不可缺少的原料，用中

子轰击L.i。时生成骶（超重氢），而骶化Li"就是氢弹的炸药，1kg氟化Li的爆炸力，相

当于50000t三硝基甲苯。

应用理可获得巨大核能（Ikg锂可获得相当于4000t原煤的热量），这是一种比利 用

重原子核产生核能更为优越的新能源。
埋还可用作反应堆防护屏、冷却剂、传热介质、中于减速剂、铀钍溶剂等。同时还用

作飞机、火筛、漓艇等离子发动机的推进剂。人造卫里、宇宙飞船、飞机等的结构材料。

在炼钢工业中加入碳酸锂后，反应生成氟化锂，能降低电解质熔点，降低槽温，从而
提高电流效率、降低电耗，提高产量，最终体现在降低成本和改善环保两个方面。炼锂工
业是国外消耗锂最大的部门。锂还可制造轻合金、超轻合金等。

在玻璃陶瓷工业中，玻璃配料添加锂化物，可简化玻璃生产流程、改警玻璃质量、提
高玻璃的密度、强度、延性、光泽和耐蚀性等。加槿制成的微晶玻璃，可用做烹任用具、
热交换器、电子管套装、电容器、真空设备、催化剂载体、超音速飞机玻璃等。目前玻璃
陶瓷工业在国外是锂的第二大消费部门。

在电池制造中，性电池具有比能量高、低温性能好、工作电压高、贮存寿命长、充电
时问短等优点。据推测到公元2000年，将有2/3的锂要用于锂电池。

另外锂在润滑脂中有广泛的使用，也用于空调及制冷装置、医药、磁性材料、截光材

料、压电材料、消毒剂、有机合成以及橡胶工业等。
2）敏的用途
金属被主要用于核工业和空间技术，被广泛用作原子能反应堆的防护材料和制备中子

源。在字航、导弹、火箭、航空工业中被大量用作制动装置、结构材料、飞船蒙皮及导航
系统、高能燃料添加剂等。

铍合金、主要是铍铜合金具有良好的铸造性、导热性、为典型的模其材料。铍畅具有
极好的耐磨性、耐瘢劳、强度大及良好的导电性。非磁性和无火花性，故广泛用于家用电
器、汽车、通讯、机械等导电弹簧材、海底电缆中继器及因火花危险易引起爆炸的矿山、
工厂等。

氧化敏还可制铍胸瓷，用于集成电路插件、功率晶体管衬底散热板、引波管部件、离
子激光部件等，此外还用于制造特种玻璃、化工催化剂、太阳能电池、激 光、微波雷 达
等。

3）蜘和铯的用途
蜘和笼的性能相近，其用途也基本一致，目前主要用子科技研究部门。
铷他具有独特的光电性质，是制作光电管和光电倍增管光电阴极的最好材料，已广泛

用于光电仪器和 电子射线仪器中。
铯辖射能的振荡频率非常稳定，绝原子钟已从1972年起为国际上全面采 用，发 展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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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铆笼的化学活性大，电离电位低，能使健化剂具有更好的活鞋、稳定性和选择性。构

铯催化剂应用也较广泛。德绝的赴类可制药、用它们的放射性同位聚诊断肿瘤效果很好。
另外，铷能在玻璃陶瓷、合成橡胶、高能固体燃料、等离子体技术等方面都有应用。

4）饿的用途
锆在原子能工业、冶金工业、电气电子工业、化学工业、玻璃陶瓷工业及医疗器械等

方面都有应用。
在原子能工业中，错主要用作原子反应堆中核燃料的包套材料、核燃料、鸿速材料、

结构材料及控制材料。
由于酪耐高温、耐腐蚀，一般不与酸碱起作用，因此广泛应用于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

中，作耐火材料、型秒和耐蚀材料。
5）输的用途
给主要用于核反应堆中，是理想的核反应堆控制材料。
给具有难熔、抗氧化和耐蚀的性能，是一种突出的耐高温材料，用于宇航、导弹、飞

机等耐高温的合金结构材料。此外，在冶金、电子、化工、玻璃陶瓷及民用工业方面也有
较广泛的用途。

6铌的用速
铌在钢铁工业、原子能工业，航空和宇航、电子工业，超导材料及机械工业中均有广

泛应用，特别在钢铁工业中应用最广。1981年70??上钱都用在高强度低合金 的 微 合金
钢上。铌合金广泛应用在桥梁、铁塔、管道、造船、飞机、汽车、坦克及空间 技术等方
面。

在超合金方面，铌主要作为镍基超合金的添加剂，可提高合金的高温强度，超合金是
字航工业上制渣高效能钢轮机部件的材料。铌还可用作反应难的结构材料。

铌具有优良的超导性能，是目前铌钛、铌辐超导材料的重要原料。
7）组的用逾
银除了与能的用途基本相同外，在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医药卫生等方面还有广泛用

途。用担制作的电容器体积小，容量大、稳定性能高，多用于雷达、导弹、宇航设备及电
子计算机。目前电容器方面所露的短占世界钧产量的55??右。用钽制成的超硬全金（碳
化包）、热强合金和最难熔合金。可作高速和超硬切削工具、轴承。钻头、航空构件及汽
.轮机部件等。此外钮还可代誉销，生产抗酸设备等。

11.1。19.2 稀有金属的主赛矿询及其特征
1，慢、物、馋的主要矿物及箕特征
世界上已发现的锂、铷、艳矿顿有150余种。其中锂的常见矿物20多种，同时还有呈离

子状态的液体矿产一盐湖和热井卤水，含铂矿物10多种，绝具有独立矿物4种，含铷矿畅
10多种，但铷尚未发现独立的工业矿物，而是以类质圆象分散存在于长石、云母等族矿物
中和呈离子状态存在于盐湖和盐井卤水中。目前国内售主要从锂云母中提取，其次在炼绝
时由铯瘤石中综合回收。

娌、铷、绝的主要矿物及特征见表1-11-119。
2。敏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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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1-11-119褪、德、捷主要矿物及转征姿

矿的存参 密 度
争醍化 学 分 乎 式 氧化物含量（??色飙 (g/cm',

镇锶石
炭白、无色

LiA?Su:O,) 没蒙、灰绿6.5~7 Li:O,5.80~7,43.03～3,22
姻灰，贸色
婵溢。学。 Li:0,3.2～6,45

截古母 Rb,O,0.91～8.8④2~3 2,8~2,9K(Li.ArA1nS4.O0P,} 浅紫，拂红
CaO,0.02～I.08

铁塑云母
灰闷、黄揭、 Li2O,1.1~5.0

2～3 2.9～3.2睹绿、浇绿K{LiPeAIAiS;OF:} RbrO,1,22~2.05
Cs:00.02~0.22

截确档行
灰、黄白、

Li:0,7.1~10.1LiAICPO.2F 2.92～3。15自、绿白、 5.5～6
崩强售

查福长省
无色，白色、

Li:0:8.4~4.T746~56.5 2.3→25友色、黄色LitA]Si,O0J

CsaO29.5~36.5浅色、自色、友

龟固石 2.7~2,9 Rb;O,0.22~1,625.5~7Cot(AlSi:O,]·nH:0 色、有时浅缸，

没蓝、浅紫

且前已发现敏矿物有60余种，常见矿物约40种，其中香花石、顾家石、锂镀石为我国
首次发现。

当前被矿物原料主要为绿柱石和羟硅铍石，其它皱矿物由于选冶技术或经济效益方面
的原因。多未被有效利用。

铍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120。

表1-11-120植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凝

BeO含微密 度
朗 度色 陶化 学分手式矿物名称 (%)(g/em )

9,2~14.42.6～2.97.5~8无色，绿，黄绿，淡蓝地。粉红等色Ba;AJxSi:O;0绿柱石 43,B～45.87,5～8 2,87～3.00延破石 无色，灌黄淡玫缆，将色皆六空占己短盛右） 19.15～21.158一8，5 3.63～3。84BeA1:O。 黄绿、贵、宝石绿，绿自色金却宝石 35.1～42,12，80主6~8.5无色。家黄色BeaCSi:O72<OHD:经硅做石
8.9～14,9e～6,5 9,20～3,44Mn。(BSiO,3))S 灰、期、黄、黄潮，少败颇色日光箱石 11.91～15.53.44～3.795.5～6.5审日光 Zp{BeSiO0;S 无色，府繁，玫瑰红色

6渭 石 12.0~16,323.28~3.44无色，黄，玫瑰红。江褐色FeCBaSiO;S餐自石 156.78～16.3865 290～3.00无色，孔自色Li;Caca-SiO,2F?香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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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锆、锆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锆矿物已发现有50多种，其中常见矿物20多种。含锆矿物近10种，主要含锆可物为锆

石，但数量有限，工业提取恰主要在含（富）拾锆石及锆石中综合回收获取。
锆、铅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121。
4.包铌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目前已知钽铌矿物130多种，常见矿物30多种，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129。

表1-17-121错始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表

密  度矿物 氧化物含量（??敢射性化  学  分  于  式 程  度包颤
(g/cml)名  称

无色，谈黄，黄褥，紫翅，5~8 ZrO2:49.65~67.]有时有4.4~1.8ZrCSiOu)曾英石 HION<2红，镜红，蓝，绿，烟灰

ZTO2:48,18~80.13浅红褐，淡紫，或 4.8~5.42 有时有宫（富） o(Zr,Hfi(SiOn) 2-70HIOI视冻乳白，椰红 份兼石

 ZrO:95.2~98.55.1～6.02有时有8.5无色，黄，绿，赐招色ZrO:斛德石

ZrO:11,6~15,375.0~5.52.14~2.98贫标色褐红色(Na,Ca)AZrSi.O.7(OH,CD).异性石 安
正∶当HfO∶>4??称富拾陆石，当HO∶>70??，称为锆石

11.1.19.3  稀有金属矿石类型（品级）和加工方法
1.稀有金属矿石类型和品级
1）稀有金属矿石自然类型
根据矿石的风化程度，划分为全风化矿石、半风化矿石及原生矿石三个自然类型。
（1）全风化矿石
矿石松散——疏松，含泥率高，长石绝大部份（90??上）风化为高岭土）脉石及稀

有金属矿物绝大部份能自然单体解离∶用（7～9）×10°Pa的水枪能正常开采，选矿需要洗
矿、脱泥，一般不需破碎与磨矿。抗压强度<2×10°Pa。

（2）半风化矿石
矿石基本呈块状，用小锤敲击即松散或碎成小块；长石大部份（50~90??风化成高

岭土，部份未彻底风化的长石尚保留晶形；用（7～9）×10°Pa的水枪开采困难，十字镐
可挖掘；采下的矿石不易单体解离，选矿时一般需磨矿。

（3）原生矿石
矿石坚硬，开采需打眼躁破长石没有或少量风化成高岭土，分解率<50??矿物不·

能自然单体解离，选矿需要破碎和磨矿。
2）稀有金属矿石的工业类型
稀有金属矿床中不同部位、不同地段的矿体，其化学成分、矿物成分、所含稀有金属种

类、赋存状态和矿物产出特征及矿物的共生组合，常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因而其采选（冶）
工艺和所获得的产品品种与品级也不相同，根据这些差异，可将矿石划分为不同工业类型。

（1）根据矿石的自然类型，划分为全风化、半风化、原生矿石三个工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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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1-171-722但能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表

煎新俺密 建矿 物 氧化物舍量
等截着 色化 学 分 于 式

名 称 “。产置” (%)

有时有 Nb:Os>63.7t(Fe,Ma)(Nb,Ta)2O。 黑～褐黑色馄铁矿 5.2~6.254.2～4.8
Ta:Os<15,0

帮时有照，褐系， Ta2Os>72.18s.7~6.8(Fe,Mn)(Ta,Nb)):O。扭铁了 6.25～8、25
揭红色 Nb;0;<10.0

畸嫁，浅虹。 N2OS52.9~7055一5.54.03～5.40烧绿石 (Ca,Na>:Nb;O。(OH,Fy 学棕，黄绿色 Fa:O:;1.8～6。65

一有时星 TaOs,52.30~79.72浅黄，黄褐， 5.9～8.45~各当守北(Ca,Na)z<Ta,Nb):0O。O,OH,Fy
微榄绿色 Nb:Os: 0,4～11.85

黄褐，黑揭 Nb;O5,32.28～51.65

利盈热 钇 色YNbO。 5.5～6. 2Y:033.81~42.284。89～5.82
铌 矿 Ta2Os: 2.76～11,43

黄褐，灰黄

识超态
Ta;Os47.4～55.51

记 钇 色YTEO 6,24～7。035.5～6.6 Nb:O-,2,15～9.60
图响 TR-0:32.98~33.24

Nb:Os,综得，褐眠， 4,7～32.2姜疗龄一 无6.0~6.5 4.8～5.6(T,Nb,Ta,,Fe)0; 黑色 T:O5: 0.13～23.5虹 有
Nb:0s: 0、2～13.41无还色艺接企 5.30～6.246.0～6.5(Ti,Ta,Nb,Fa)O: To:O:: 6.0～39.红 石

响吡博爆多。密垄 Nb:0s;23.85～35.5
Ta+0st0.12~6.975,D～8.04.04～5 31Ce(T:,N5)2O。 栽红色5解石 习TR∶O∶24.03～39.89

式NbaOs;41.-69当。 自储- 5。056(Ce,Ca,Th(Nb,Ti>O。 ETR:D:83,29解 石

有时特独
21.0～34,0Nb:Os:温。谦凿。 l

限 将 Ta;05; 1~124.1~5,875.5～.5Y(Nb,Ti):0。 调照，揭色，
(Y:O:矿 ; 14～21.31红综，档黄色位

约 出册别至离区 Ta:Oy,73.37～82.57.38～7,056.重 Fe(Ta.Nb);O。
矿 N0Os1 1,37～11.2消

NbaOs,23.87～55.1畜溢亭。古
5～3 Ta2Os: 3.27~27.88驳4.50～5,761鼎、浅褐，Y(Fe,U)(Nb,Ta):Oa能记矿 Y:Q; 5.98~17,65黄短色

证∶1.一般Ta2O;<15??银铁扩，Nb2O3<10??盟铁矿。Na10;>Ta∶O;称惧馄铁矿，Ta∶Os>Nb;O;称牦
组铁矿。Fe/Mn<1乐能锰矿、粗锰矿，Fe/Mn>1称泥铁矿，皆铁矿。

2，当TiO∶>（Nb，Ta）10;（重量??者称复稀金育。
3.若Nb;0s<TaOs，则称重况栈矿。

（ 2）根据矿物结构构造<或岩相）与矿石中所含的主要稀有金属种类，稀有金属矿
石划分为铍矿石、锂矿石、钽铌矿石、铯矿石、锆销矿石五个主要矿石工业类型。

为合理利用矿产资源，对不同类型矿石，凡分采分选有经济效益、技术上可行，均须
∶按采选（冶>工艺要求制定划分矿石工业类型的工业指标，分别围定不同类型的稀有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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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稀有金属矿石技术品级

根据采选工艺与精矿产品质量要求，按照同一工业类型矿石中稀有金属矿物的有益、
有害组份富集程度和可能获得经济效益大小划分矿石工业品级。

（1 ）根据稀有金属矿物晶体大小，分为手选矿石与机选矿石两个品级。
稀有金属矿物在矿床中晶体悬殊极大，有的磨矿到0.074mm（-200目）还不能完 全

单体解离，但在花岗伟晶岩矿床和气成热液矿床中，绿柱石、悝辉石、钽铌铁矿、铯楷石
等矿物，常呈数厘来至数十厘米、甚至数米的粗大晶体，赋存在不同矿物结构构造带中，
手选即可获得合格或高质量、高品位产品。

报据经验，绿柱石直径≥0.5cm，手选矿物品位在0.1～0，2??上;锂辉石直径≥3
cm，手选矿物品位在2～3??上就适于手选。可手选的矿物需制定手选矿物工业指标，
以圈出这一品级矿石。组铌铁矿、绝榴石等矿物，因分布极不均匀，一般不制 定 手 选指
标，在开采中顺便手选回收，手选矿石尾矿均可作为机选矿石。

在制定手选矿物指标时，应注意勘探时所测定的手选晶位一般较开采品位系统偏低、
其原因是勘探采样手选矿物粉碎率（30～70??大于开采粉碎率（15～30??。

2 ）根据选矿精矿产品的质量要求划分矿石品级。
稀有金属矿石由于所含有益、有害组份不同，选矿所获精矿产品的质量也不同，以此

可将矿石划分为高钽矿石、高锂矿石、锂云母矿石、低铁锂辉石矿石、富铃错矿石等等不
同品级。

（ 3 ）根据矿石中主要稀有金属富集程度划分为寓矿与贫矿。
2.稀有金属矿石加工方法
1）彼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敏精矿的选矿方法有浮选法、按粒度分级法和联合选矿方法。由于做 矿物常 与锂、

铌、钽、钨锡等矿物共生，因此目前多采用重选、浮选、电选和磁选的联合工艺。先果用
重选、电选、磁选回收担。饶、钨、锡矿物，再用浮选法选做、锂，最 后进 行铍、性分
离，得出钺精矿和锂精矿。

（2>冶炼方法
首先用硫酸法或氟化法将敏精矿制成氧化铍或氢氧化镀，再用还原法制取金属皱。
（3）做材及制品
使用金属熔馋法，铍铸不成坯锭，只能采取真空熔铸镀锭后，经车削、研麝成铍粉，

再经粉末冶炼，采用真空热压或冷热等静压，最后再经机械加工生产出各种镀制品。
2）锂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一般采用浮选法。悝辉石的浮选流程为∶磨矿———重选、磁选得银铌精矿，重磁选尾

矿经二段球磨、浮选，得锂辉石精矿。锂云母选矿流程一般为三段开路碎矿、二段重选再
经磁选得组铌精矿，所有尾矿经两次浮选得锂云母精矿，浮选尾矿脱混得长石粉。

（2 ）冶炼方法
鲤盐的冶炼方法有过硫酸娜法、石灰法、硫酸法和碱压煮法等四种。目前美国大椰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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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硫酸法处理便辉石、我国过去采用石灰石烧结法，现某些工厂也已改为硫酸法。外理挑

湖卤水采用碳酸盐法。锂的冶炼产品有氢氧化锂、碳酸锂和氧化锂。金属锂的唯一工业生

产方法是氯化锂——氯化钾混合熔盐电解法。

3）询、绝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生产铷、绝的主要原料是艳榴石和锂云母。绝溜石精矿主要由手选获得，锂云母精矿

则由手选和浮选获得。

（2 ）冶炼方法
从能榴石提取铷、铯的方法有酸法、碱性熔融焙烧、氯化焙烧等法。从 锂云母提 取

物、铯一般采用钢锡酸盐法和铁氰化物法。
4）但铌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通常采用多种选矿方法多次选别，如重选、浮选、磁选、电选或选冶联合流程，获得

坦铌情矿。
（2）治炼方法
钽冶炼首先采用氢氟酸分解法、氯化法等，获得氟钽酸钾、氧化钽和氯化银等钽的中

间产品。金属钽的制取主要采用还原法。
铌冶炼通常采用HF一H，SO4分解钽铌铁矿，MIBK或仲辛醇萃取分离阻铋，氨水沉

淀，灼烧制取氧化铌。处理烧绿石主要采用萃取法和氯化法制取氧化锶。铌铁的傲取一般
采用炉外铝热还原和电炉铝热还原法。金属铌的生产，主要是用间接碳热还原法、销热还原
法、直接碳还原——氢化制粉法和金属热还原法。我国主要采用间接碳热还原法制金属呢。

5）馅给矿石加工方法
（1）选矿方法
采用重选、磁选、电磁选等方法获取踏精矿或育饴锆石精矿。
（2>冶炼方法
工业生产馅一般采用克劳尔法，即镁还原四氯化锆法。铅主要由锆恰分离获取。
11.1.19.4 稀有金属矿床工业指标
1，稀有金属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根据现行《稀有金属矿地质勘探规范》的规定，结合目前稀有金属矿床劫 探 实 际情

况，各种稀有金属矿床的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123至表1-11-126。

表1-11-123银矿床一般参寿工业指标表
夹石副踪股小可采单工程或块段品位最低工业晶位<矿床或矿体??边界品位〈?? (%) 厚 度厚 度手透想唑学矿床类型 啉路革手造埋 “’机，选、 机造Li∶O》 (m)辉若辉 石年石Li:O)
说召台5~80.~1.1诺挡邮站 2.8～5无 0.6～0.8o.4~0.6空疗谋 岂中1,5～2.00.9～1,20.7～0.9碱性长石花 0.5~0.7剖料型矿康

LiCh.00oag/l找辞监兴茴
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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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4镶矿床一般参身工业暂标表

最小面夹石别最低工业品位斜掌图阵八该“ 单工程戒块段显位（%>
除厚度（矿床或矿体?? 采界度 美型
(m)(m)季选绿拉石机选（BeO）?手巡龈柱石手选颅柱石机选（SeO） 机选（BeOy

冷熟液型 ≥2,0.8～1.50.2~0.79.05～0.100.0A~D.0G 0.1D～0.200.05～0.08 0.08～0.12电泻

充岗饰品岩 ≥2.00.2~0,70.76～0.20 o.8～1.s0.08～0.12:0.05~0.1q]0.05~0.080.04～0.06塑下床"

梵下长有花 1~1.5.≥40夕占宁与、 0.20～0-围0.06~0.05岗督型矿床

2-0~2.6残一玻积型 16&kg/ma 1.D0.bkg/m3s g/mi砂订床

豪1-11-125绪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表
最小园采 夹石期除单工程品位 景低工业品位边界 品 位

潭 度厚 度创利湍恒 触类石、 骑英石 姻英石Zr0:(%)ZrOx(%>2rOA%> 《m)入串”(kg/m3)（kg/m3>kg/m3）

≥2.08-0 0.8～1.5X业矿床 3.0~7,D3.0
0.B~1,50.2 0.80.3～0.7风化苑型矿床

0.64~61.5~3e.16-~0.24海滨砂矿麻 1~1.50.06~0.150.03～0.6

社!当矿床为富始触矿球时，应计算舍附锁最，单独的的矿床目前暂无开采价留。

泰 1-17~126钽银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谯爱低工业品位 最小可边界品位（%> 单工程或块段品应（??曾芯 （矿床或矿体?? 果厚度矿床类型Nb;O; 六易kTa、Nb）∶Os 或Ta2Os (m)或Ta∶O5Ta.Nb):O;或Ta∶Os(Ta、Nb)O;

慢花岗阴晶品≥1.0 a.012～0,0160.067~0.8080.015~0.02E|0.008~0.0rjo.022～0.026r.012~0.01 NA一】

型矿深

诫性长石 曾0.018～0,02a0.0]0～0.012l0.024~0.02qj0.012~0.0151.5～2,q≥1.00,015～a,0180.008～D.01花尚没型
矿床

面称品位煎砂品位罩诈器料 重沙品位 /o.5～18250～280矿床（褥 │p,010～0.01s jo.016~9,020190-250a.008～0.010)一钇妮矿我 J0～10g/m g/m受占”帮蝶秒”
既生铌旷 255,00.08～0.,12o.06～0.010j0.05～0.06‘调
纯差冲携 重沙品位重砂品位重沙品位 0.型砂矿床 o.61~0.012 ≥20.06～0.08j0.004～0.006八翻簿博

≥250g/nea或褐纪能 J40～260g/mntog/m 物”叫

2.稀有金属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稀有金属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聚1-11-127、表I-11-128。
3。伴生稀有金脚矿一般综合回收参考工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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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1-11-127我国内生稀有盒属矿床工业撤标实例

|夹百别出 最低工业品位（单可 床 可采厚度
边界品位（?? 除厚度矿 床 名 称a 类 塑 (m)工程或块段（%> 一当”

花岗帝 BeO:0.04某稀有金属矿三号脉馄能

Li:O: 0.70品岩型担泥矿球- 1,0 无矿课 Ta:Oz,0.01o
Nb:0:0.03

<t 4.0(Ta,Nb)Os.0-02~0.0s 4.o石戴契铑矿床 ，
乞 国中 重粉>130（g/）

(Ta,Nb);Os;o.01 4.0(Ta、Nb):0s;0.917 4.0
1.00.5(Ta,Nb):O,0.02(Ta、,Nb)O50.015通城 487矿脉4052407;e 16塑说 1,0(Ta,Nb):O::0.015(Ta,Nb>O510.010.同 上411陈620矿脉
1.5矿宋 1.0(Ta、Nb):O5-0.017(Ta、Nb):Os,0.0l2- 团” 2.0 4.0<Ta、Nb>2Os∶0.电18<Ta、N6):Os0.01南平担能矿依

手盗螺柱石，群库尔域矿床。 65年∶0，3;56～57年网 上 ‘！
0.2;58-62年心.1

气或一 急倾;1.0手选尿在存∶0，20阿斯咯尔特皱着床 手选燥住右，0，10
缓，1.5热液型e 桃选BeO10.03～0，0机选BeO;0.05～0.0

喊性长石？ 海罗冷祖铌旷床 2,D 4.0(Ta,Nb):Os,0.022(Ta、Nb):Os,0-018
龙岗岩型|

TazOs:9,010TazOs;0.08"414"超铌慌矿床 词 上 4.0，。 Li:O:0.60Li,O, 0.o
Ta:O53006 “TazOs:0.010上同老虎头怛馄矿床 P

注记 筝

①只要一种元意达到工业品位就围为矿体- ②手选旷石最低工业晶位∶燥挂石0.1（??硬辉石2，5<，铯愤石0，2（??
③工业米百分做（皿·??;FeO∶0.04，Ei;O;0.7、TaaOs;0.01、Nb;O;，0.03

（1）为旷床第一次确定的工业指标乞 （2）为矿床开采后76年5月重新修改噪定的指标

功，
o·“一

二者之一达鹤最低工业品位就圈为矿体，其余伴生元素都计算储量，以Ta2D;>0.01（??圈富矿，0，8a（??围黄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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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28我国外生稀有金属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夹石别墩小司序 最低工业品位边 界 品位
映厚度果厚度矿床类型矿 床 名 称

2 (g/m4yg/mn) (m)一目”

≥0,5150100r： ≥2.0花岗岩凤化壳泰类妮铁矿账

、日。 2.01.0引 网 上. 骂里松褥钇混矿床

160 22。0≥0.5网 120。 (1)金品担馄矿咪 (2X<Ta,Nb):Os小 (Ta、Nb):O3:0.018(%)≥0.s≥400.01%
(Te、Nb):Os:0.010<%)花岗伟晶岩风石城钮银风化亮矿4 体 重砂;10（g/t》化爽

2.0卧 1.0块改;70块段;50花岗若风化光到寻口挡肉瘤鹤泳

6 1000 一坡积验矿 幢桂石;600阿斯喀尔转镁矿床 ，
1.00.？ 块段∶3515河漠种积砂矿河路口褥钇馄矿床

备 2.00.5网上 40 80永汉倒略矿床
镉 石;188K+292坂浑有色涌有金属

2,·0,5。 矿床 月 上 说 铁矿∶1K+23萄
钦馄相扩121K+4

2.00.5墙英石;1000甲子赣矿米 啥獒石，50010 降窝砂矿
表外 表内南端软箭独居石矿

3000～4000浓 敏换矿富 2000 才亡。42 “望台同 黄5C00 10000
2000糟矿，ZrO2>89（??1000始蒸石∶500

500250独居石，100

读序号 备

直 制痛每地湖0.1摄铱工业品位增加3（g/m'> --e

疗 扩区最低工业品位30<g/m'），剥采比1∶1

（1》矿体第一次确定的指标

置 （2）矿庄$二次确定的指标一
：：

占。
？ 块段剥离系数0.6

在 剥商系敷1.0，剥高系数智增通0.1，最低工业品位噪加6~8（g/m>）

雪 K为制离系数，伴生最燕工业晶位随K值变化哪变化，此指标为1971年资再

10 开采品位∶ZrO;0.09～0.14??2。5～ikg/m3）

11 剥商系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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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中伴生有稀有金属时，其一般综合回收参考工业 指标见表1-11-129至表1-

11-132。
表1-11-129伴生堡矿一根编合四收参考拍馨表

花岗伟晶岩型矿味 碱性长石花岗 含瓢镓惘土矿床盐 溯 立 水 型 矿床矿床类型 岩型矿康与气成热液型矿床

边界品位≥0.85%边界品位;LiC∶150mg/L
LiD含量（?? ≥0.3*≥0.2* 块段晶位≥∶0.08%工业品位;LiCl、z00～100mg/L

注。*为规范所定

囊1-11-130伴生铍矿一般漆合圆收参考工堂指标表

砂卡岩型含试碱性长石花岗 石英大脉型 含日光鞠石妈花岗伟品者型与
矿床光型 多金属矿仰 矿 串路饺矿床岩型矿床气成熟谁矿床

BeO≥0.003≥0.054.06≥:0.04～0.08*BeO含量（?? ≥0,04e 可综合和用

Pb≥0.5(%)
说 明 心皆“视。

住∶ *为振范所定
表1-71-131停生物、饨一般缘合回收参考指标

as*E 边辨品位（?? 禅旅“制率蒿八滚”
矿 床 类 型 手选色橱石机选气化物机选氧化物

0.0d～0.06 0-1~0,2花岗伟品脊型前床与碱性长石花岗岩型矿床。 0.06碧野兴恺专详
0,3花岗伯品岩型矿床

0.05-006曲 花因伟晶岩型与就性长石花岗岩型矿来
0.62悌蓄器峰溢伟矛

注。单被的铷镱矿床，目前暂无开采价值，故无单默工亚招标。
表1-11-152体生担能矿一般练舍国收参考工业措标表

姐馄砂矿保（伴有哉居
碱性长石花岗花岗帝显岩型与 石、钙宿、金虹石、钻官馄、稀土的鹅液饮矿床矿求类塑 岩型矿床气成一热液矿球 族矿、皓莫石》

边具品位∶0.01（??边界品位;Nb2Os≥0.05（??≥0。01～0.015(%>≥007～0.01K%) 工业品位∶0.02〈??CTaN;O: 贰秒边界晶位。100<g/》工业晶位，Nb;Os≥0.1%> eiTazOs/Nb:O:≥0.4Ta2O;/Nb:03≥0.4 重砂工业品位∶200<g/t）

边界品位，TR10∶≥0.5?? Ta0s/Nb;0:≥1/3康Ta∶O;≥0005（??之焉康TaOs≥0.003（??说 明 工业品位;（TR;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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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元素的一般综合回收参考工业指标，是圈定矿体时，对单工程或块段的最低品

位要求。
4。稀有金属矿床中伴生有益组分的综合利用

稀有金属矿石中，经常伴生有次要的稀有金属、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土及放射性
元素;有可作为宝石、玉石、彩石和具有某些特殊用途的矿物或岩石，以及点矿石总量大
部分的长石、石英、云母等非金属矿物，因而综合利用稀有金属矿石中的伴生组份，具有
重要意义。

对于稀有金属矿床中各种金属元素的综合利用，不宜具体规定其综合利用 的品 位 要
求，只要主金属元素具有工业价值。在回收主金属的选冶过程中，伴生金属元素能顺便回
收，能得到合格产品。并具有经济效益时，无论其品位高低，都具有综合利用价值，勘探
时均应进行综合评价和储量计算。

对稀有金属矿床中各种可供综合利用的非金属矿物及宝石，应查明质量、技术品级成
工艺品级。

11。1.19.5 稀有金调矿产品质量要求
1，稀有金属矿主要产品质量要求
各种稀有金属的矿山产品均为精矿。我国对这些产品的质量要求，大部分都制定有禹

家和部颁标准，个别为企业标准。
各种稀有金属矿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33至表1-11-140，而铯檀石精矿要

求为;Cs∶0≥20??
2。稀有金属矿综合利用的非金属矿产品质量要求
目前，稀有金属矿中综合利用的非金属矿物有钾长石、石蒸、高岭土、云母及至石和

安1-11-133霍辉石精矿主要服量墓求表（YBa30~-75）
(%)质杂

领湿 Li:O(%) P:0: K10+Na:OMnOFe:02
≤3≤06≤0.5≤3≥6~ ≤3≤0.5≤0.6“ 63≥5
≤4≤0.8≤0飞 ≤4望
≤4≤1.≤1.0≤4.3： ≥8.

表1-11-134但盐用值云母精矿主要质量表（GB3201-82）
主成分不小于（%> Li:o

品 e L:0+RbO+CaxO
4.7。帽级 品
4.9予一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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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1-1-135玻璃、陶瓷周围云母精矿主要展量基求表（GB3201-82）

杂质 不大 于&??主 成 分 不小 于<??
等爱 Fe:0O: Al:O;K:0+Na:OLi:0Li:O+Rb:O+ CE:O,

自占 260-、一 级 品
？自 0.5 28广二级 品
6卤3 280,8三级品

囊1~1-36低铁锂螺石一般质量要求表（企业标准）

AL:0;SiO 质（??L;0 杂
品 教 P:O, K:O+ NarOFa:0,+ MnO“尊(%)(%)

≤0.≤0.≥2业省 ≤0.2≥t微品藏璃绿便驾石精矿

0.2 ≤15≥22 ≤0.4一0.8≥265陶免级慢解石剂矿 暑

表1-11~137做性石精矿主要质堂票求表（YB78-75）
(%)录 等’

BeO(%) P级每精矿种类 宫占。 Li:O
≤1.2 ≤0.3≤2； p10 ≤1.0≤3 看艾邮会 ≥8浮透相矿 ≤1.8 ≤1,0外平四 ≥8
≤1,5 ≤0.5； ≤4≥10

手逸精矿 ≤1,5≤1.8≤5e ≥8

囊1-11-138锆奖石精矿主要质量要求表（YB834一73）
慎 （第）杂

(Zr,H)Oa(%)级 Fe:O;等 P:OsTiO:
≤0.30≤0.15≤0.≥65类，
≤0.30一级品 善、 <0.30≤1.0丶、。 ≥65
≤0.72:0 <0.50≥33二级品 ≤1.80≤0.0狁义司三级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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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1-71-139组辊铁矿精矿主要质量票求表〈YB830--75）

(%)泻杂
樊 别 (N,Ta):0s<%) Ta:0;(%)等 级 wO:SiO:TiOz

上 ≥5≥60
≥230≥50。？ <I6 么”。试晶 的 ≥20≥650

叶 <20≥的0” ≥30≥60-.ea ≥25≥50二 ≤5≤9≤
目 ≥17≥50蒿

品 ； <1r≥50
≤b≤9日 ≤入”≥50- ≥24≥4

川 ≥2≥40” <n ≤5≤B挚 ≥13目品 ≥40 -
允”， ≥4

曲绿样 - ≥20≥30 ≤3≤13≤10“ ≥15≥30

表1-11-740福轮餐精矿主要质量要求表（YB3881—75）

质 “谦”杂
<Nb,T2)03<%) P等 极 TiO SiO:

≤0.5<≤4≥35→级品
<0.5≤6<5≥30二级 昂

宝石等。其中高岭土的一般质量要求参见本章11。2，14节，云母参见本章11.2.23节，玉石
及宝石参见本章l1.2.26节。

1）钾长石
稀有金属矿床中，可供综合利用的钾长石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141。
2）石英及焙炼石英
稀有金属矿床中，可供综合利用的石英及熔炼石英的一般质量 要 求，见表1-11-

142。

】1.1，20 稀 土 金 属 矿 产
稀土元案（或稀土金属）系指镧系元素及化学性质相近的针和钇共17个元素的总称。
根据稀土元亲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差异及分离工艺的不同，除铣以外的16个元素又分为



第一篇  旷山设计地质工作520

卿长石综合利用一般质量要求表（?? 表1-11-141

KrO+NarO| K.0 MgO 装CaO吉专 AlzOJ FcrO.Na:O|SiO: 生    迷用

<0.2>18<3>9制得贬厌料 /711 1

作为代购咳原料<0.2>18<70 7平板就确配料 >12 12 A 4
无Li2O为低铝平板玻璃原料 <0.1A2>721 "13~14 \ *璃原料" 含Li200.3~

6~8.5 0.4??高钢裁"" 2~2.2<0.24.5~5.e>7213~14
清原料

K20- 4"卫生、日用障查 <IY N01～13 1 Nan0>211b
高昌

1300℃烧烤后熔无线电向瓷配料 <0.5<0.5 盈物应无斑点和<0.118~22<3112.5～16.5 63~66$ 其它杂质
<0.5<0.50.2~~0.3>17<70EI< <3韩国新印 76

作为代类病原料2.2~8.2<0.2 5—1061~63 12~14>6 A h 起峰较薄原料1
含Li∶02，7~康马玻璃尿料 B.6~11-20.18~0.22|3.3??含F2~<0.8716~~207.5~9 55~~601 / 5%

表1-11-142石英综合聘用一般质量要求表
(%)求冀

州 Mg0CaO 烧失量Kao+ TiOr用 CraOyFerO3AliOSiO: Na:O
171>98.5 <.0.5日用，卫生陶瓷配料、埃料

<0.001|<0.05 / 490*0><0.5 H />99类1
1 f<0.1 1 /<1 T>98 -

玻璃原料 斯I
/Y<0.2 L<2>96类

- 1
■ <0,2<0.1 <0:1Y1<0.1<0.01<0.2>99.5类无线电岗 N <0.2<0.1 <01A<0.2 4<0.03<1>98.5登用料 英"

<0.15 -7 f>98.5 T
电瓷原料

注栏内则“√”者，无言险要求。
两组∶铈组稀土，包括铜（La）、铈（Ce）、镨（Pr）、钕（Nd）、距（Pm）、钐（Sm）、
铕（Eu），又称为轻稀土元素。钇组稀土，包括钆（Gd）、钛（Tb）、镝（Dy）、钬（Ho）、铒（Er）、铒（Er）、E（Tm）、
镱（Yb）、镨（Lu）、钇（Y），又称为重稀土素。

根据稀土硫酸复盐溶解度的大小也可分为∶
难溶性的轻稀土，包括镧、铈、钕、矩、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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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溶性的中重稀土，包括销、钆、就、镐。

可溶性的重稀土，包括钇、钬、话、德、锻。

因锐与其它稀土元素化学性服差异较大，目前对其归类尚未统一，现仅根据航主要赋

存于含钇矿物中，暂归入重稀土元素类。
1.1.20.1 稀土金属的性质和用途
1.稀土金属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稀土元素是一类典型的金属元素，具有银白或灰白色金属光泽，其难熔 程度 均属中

等。纯稀土金属导电性好，随普金属纯度的降低，导电性下降，而成为不良导体。稀土金
属及其化合物在一般温度下属强顺磁性物质，具有很高的磁化率。各稀土元素主要物理性
能纪表1~11-143。

表1~11-143各稀土元素主要物理经能表

密高 漏点体 ‘等
布氏旋度 金成刚、柔性金展颠色与光泽元紫符号元素名称

入句”一己” (g/em>y
质 果性银白色2400Se 3.1草 “吕
布延展性纪 胃 文色、银白色3036 20～$01490 4,34

同上 上四灰③920La董 8.153154
问同 上铈 园 上 菖Ce 6彩3257815

到 上萄银 自.75 同 上3212 闪940好r
敏 上上间 上318Na 7.01024 砂嗜’

国”酬 2460Pm 7,261086
Se 网 上 色灰 性施、质坚硬1350 7,71778制

国”刻 上团Eu 1200 5,241597

驾、 国 有延展性上望十钆 “空名 2730 ,84

才、 上 网上网上国1560 8332530草
阿上夕。 国145 纱驾230着 司 气’

网司 上上教 同23Ho 8.761490 处
上, 上阿 上 同网南 1550 .162830
上豆 同上同上南 Tu 9.342130260
上同 强展性良好7.01 同 上1193Yb 1800单

田 上网 上 有露喂性酶 9.741750L 3318
注，我中内容物自《稀有元素地费振论 》

稀土元素的化学活泼性很强，仅次于碱金属或碱土金属元素，能生成极稳 定 的氧 化
物、卤化物和糖化物等。在较低的温度下稀土元素能和氢、碳、氯、磷及其它许多元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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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除钐、钇、钱外，都能被酸腐蚀，并能溶于任何浓度的硫酸、盐酸和浓硝酸中。稀

土元素对碱稳定，但能溶于碱金属氯化物溶液中。轻稀土金属燃点很低，燃烧弱，皮出大量

的热。稀土元素与水作用放出氢气，与酸反应更强烈。

2.稀土金属的用途
近年来，由于采用离子交换和萃取技术，使单独稀土的分离获得成功。稀土元素的许

多性质也就逐步被人们发现，从而被广泛应用于工农业各部门。
在冶金工业中，主要用作合金剂、还原剂、去氧剂、脱硫剂、变性剂和调质剂等，还

用于钢铁、有色合金及制作打火石。

在石油化学工业中，主要用作徽化剂。
在玻璃陶瓷工业中，主要用作着色剂、乳浊剂、辅助剂、抛光剂、脱色剂'和澄 清剂

等。
在皮毛及染色工业中，稀土金属的氧化物和醋酸盐用于鞣革、纺织品等，具有防腐、

防疵。防酸和防水的新性能。
在电子工业中，最重要的用遗是由金属钐和金属钻制成钴永磁材料。该材料具有优良

的磁性，广泛用手电子、军工部门。
在农业方面，近年来，经试验证明，稀土元素对农作物生长有良好的影响。
稀土元素还可制成稀土红粉、稀土萤光材料，用于彩色电视及照明。
11.1，20.2 稀土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稀土元素在地壳中主要以矿物形式存在，目前已知稀土独立矿物约150种，着包括含
稀土矿物则多达250种以上，但工业矿物仅50余种。稀土元素在矿物中具有以下三种赋存
状态∶

<1）参加矿物结晶格架，成为组成矿物必不可少的成分，即形成稀土矿物，如独居
石、氟谈钟矿、瞬钇矿等。

（ 2））以类质同象的形式存在于造岩矿物或稀有元素矿物中，形成含稀土矿物，如萤
有、碳灰石等。

（3）呈离子状态吸附在矿物表面或矿物颗粒间，这类矿物主要为粘土类及云母类矿
物。

稀土矿物的主要种类为氟化物、氧化物和氟氧化物、碳酸盐、磷酸盐及硅酸盐等。个
别呈硫酸盐或硼酸盐矿物。其中，磷酸盐类稀土，因加工工艺至今尚未解决，未能为工业
所利用。而磷铝等矿、水骗航矿尚未发现其单独矿床。只作为伴生组分存在。

我国稀土金属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详见表1-11-144。
11，1.20.3 稀土金调矿石类裂和加工方法
1。稀土金属矿石类型
我国稀土矿床，大多为多金属共生矿床，其矿石类型十分复杂，目前尚未作 统一奶

分，综合各矿区情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根据矿石风化程度划分为残皱积矿石、全风化矿石及半风化矿石。如某些风化

壳矿末。
（ 2）粮据矿物组合或脉石的结构构造划分为∶中粒至中粗粒结构的褐钇能矿-错石

类型;粗粒至极粗粒结构的褐钇铌矿-锆石类型;粗粒至极粗粒似斑状结构的褐钇钱矿-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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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44我国稀土金晶主要矿业及其特征表

密 度 比磁化系量 替意题 度花"分下式 旋射性强曲识"物名际
REO6%)(y/eml) │10"°<em》/)

赏、揭、掠、民绿Ccer(COa)F] 窗时有4.3-5.12一！。业 t2.59~10.1线58，，71~74.?7氟碳创矿 e'
险、贫粥、红姆、 有 60.34.2~4.5Ce:Cat(CO;),F: 34.37～13.5ei4.2～4,6标色氟聚钙沛矿

白、浅黄色 49.593~4 3.39～a.8YCat(CO3):FJ萎需钇妈矿

栓赏、赞、黄绿、CeCPO, 甜园嵩4.63～5.45～5.5 12。5～10.589.75～67.76熟 屉 石 红褐、螺红色

计派费、称、白，的4心5Y(PO, 4,6～48 l91.28～28.0752.02～68.23膜 纪广 贫绿。湖椅、红色

岭4.0～.656.5一rYFeBextSiO2:O:恩绿，褐绿、器包 62,5～19.9845.79～51.51影棘论节

当与CeNagCag Ti 3.83,5 18,55十2.63～2.31预绿一褐包缘层硅钟钕矿CSi,O:sF,]

当《Na、Ce、Ca) 6.54～5.2s4.58～4,89 28.71～32.30立5.$~6.3l以棕、灰褐、黑色铺馄好做矿 “品习它
做、黄满、照褥、YNbo。 4,895.82 39.94有时医 |29，20～21，185.5～6,S词钇馄矿 深褐、黑色
浅绿、贷拇、红 20.82.5～0.5 有时特强27，98～18.414.3～5.0<Y·V>(Nb.Ti);O。息稀金旷 器”辈昨

1器（常浇谢、浸峡（Y-V·Th入Ti.Nb）; 20.734.7~5.有时特强|21，05～18。005～6.5斌兼响伟 它 晖”
骗、褐、武张红、(Ca,Th、Y) 4.9～544.5~B.5 】有时特18.04～12.922s，05~29.95δ 加 石 (Ti,Nb):0。 浅棕、黑调色

石-独居石类型;中粗似斑状结构的链石-钛铁矿-褐钇铌矿-独居石类型。
（3 ）根据脉石或围岩种类划分为;含稀土石英重晶石碳酸盐脉;含稀土放射状冤辉

花斑岩脉;萤石型铋稀土铁矿石;白云石型铌稀土铁矿石;长右型馄稀土矿石;云母型铌
稀土矿石;金云母透辉石型铌矿石等等。

2.稀土矿石加工方法
韵于稀土元素性质十分相近，分离困难，长期以来只能生产混合稀土金属及 其氧 化

物。近年来，随着加工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已能将17种元素全部进行分离，并能生产各
种单一稀土金属及化合物。

稀土的生产一般是矿石经选矿获得精矿后，进行矿物分解、稀土分离和还原电解，制
取稀土金属。

获取精矿的选矿方法∶内生矿床采取浮选或浮-重选联合方法;外生矿床，以矿物型
式存在的，则与砂矿流程一致，即重-磁-电选联合法;以离子吸附型存在的，则 用 水 冶
法。

矿物分解主要用饶碱法、纯碱法、硫酸法、盐酸法和氯化法等方法。
.稀土分离用苯取法代替离子交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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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金属的制取主要是电解法和金属热还原法。

此外，某地区的离于吸附型稀土矿，采用化学浸出法直接制取稀土氧化物
11，1.20.4 稀土金属矿床工业指标

1，稀土金属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我国稀土金属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参见表1-11-145。

售中修国色亲！言等爸雀参铸 寝T-11-145

可 果厚 度工 业品 位边 界品 位 文石别踪厚度
鸭调潜尚

(%) (m)(m)一壤”

Co0;各占。食集碳铈矿、激居石 1~2 20.5原生矿 叫

Y:O。裤钇矿、随镀包矿等 ？ N1~20.05~0.1帝品袋和酿酸丝矿床

可 物矿 制激居石沙矿及风化亮 且 1-2300～50(g/ms>矿床 100~20g/m3)
矿费 啤高碎钇矿砂及风化亮 ”“了
国” 50~70g/ma')兽帮

TR:O:TR;O;某些风化壳矿床 1 204
0.05～0.0a009~0,5

2.稀土金属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稀土金属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14

泰1-11-148薄土金属矿床工业着标实测表

可 聚 厚度 夹石别除解度工录品位边是品位
矿 区 名账. 入司”(%) (m)一魂”

喜 “TR10;≥2TR40;≥1白云哪博铁，铌稀土
矿床

换段飘化费缺段氧化物缴山箱液然状需土矿 ”-酬业职 夕
肆鸭岂贫誉≥0，5
TR0sTR:0;龙南花岗卷属化凳矿 ： ，

单工程 0.05苹工湿 0.03课
块改矿物量缺段矿销量 e江华河床砂矿 0.5
35g/m')“灾受目
矿物 量块段矿物量粮江海疾砂矿 11250(g/ml> 决霞300《g/m4）

矿区500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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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稀土矿床中，常伴生有铌，粗、钛、储、钨、锡等，当其达到一定含量时，可
在选矿和冶炼过程中回收。

11.1.20，5 稀土金属矿产品质量要求
各种稀土金属的精矿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47至表1-1I-150。

麦T-77-747独居石精矿主要质量要求来（YB832—75）
杂 戚含 散 不 大于〈??XT:O;+TAO:

绩 别 Zr0;T0O: SiO:不小于（宪）
售e级 265

2,5 人2.580草二
管 5置e55三

5、， ，50级四

表1~1-148氟碳输矿一独居石混合精矿主膜质量要求表（Y B833一82）
杂 质售量不 大 于<??稀土氧化物不小于

假郭 区” 卢TFe《%)
55？，一级 品 60

？、二级品 55
三毁品 750 切

10 8四 级 品 45
9“岂40五 级 品

101535六级品

1名80 12七级 局

嵩上毒福亿靶精矿主要质量要求囊（YB831一75）
(%)杂 质 含 赴 不 大于(N5、Ta)0:别级 日。TO SiO:不小于<落）

0.5， ，35吸- 。占 0-5被 30二

费1-11-7150确忆矿鞭矿主票质量要求表（YB838一75）
杂 服 含 量 不 大 于（??

也乙岁于料工巢”瞄 TO Zr0: SiO:命
4-02.0 1.0A 35岸
S.0154.030嵩-
8.0哼。 2.06.02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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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1.21分 散 元 素矿产

分散元意是指在自然足不易形成独立矿物而分数在其它玻物或个质中的元燕。如镓，

钢、储、硒、磅、铊、铼、给等。分散元素多呈伴生组份产出而不具单独开采价值，其产

品是在选别其它主矿种时得到一定程度富集，然后在冶炼过程中综合回收，因此其工业要
求即为综合利用标准。

11.1.21.1 镓的一般工业要求

（1）铝土矿石中 含Ga0.002～0.01%

.2）黄铁矿石中 含Ga0.02～0，03%

含Ga0。01～0。02%（3）闪锌矿石中

（4）储石中 含Ga0.1～0.8%
（5）煤矿中 含Ga0。03～0.005??
（煤的灰分中常含有D.01～0.1??在煤气厂的灰尘中含0.3～0.5??

含Ge0，0022～0.0044%（6）明矾石中
（?）与碱性岩有关的岩浆矿床，在磷灰石——霞石矿石及精矿中

含GA0，01～0.04%
11.1.21.2 稠的一般工业要求
（1）赤铁矿石中，Ia平均品位为0.1??。可考虑单独开采

含In0.0001~0.1%（2）闪锌矿中
（3 ）铜钼矿床中 含In0.001～0.003%

含In0。01～0.03%（4>含铜、铅、锌的锡石和黑钨矿中

（5）辉锑矿石中 含ln0，002～0.004%
含In0.0005～0.0019%（6）多金属硫化物矿石中
含In0.001～0.03%（7 ）含锌黄铁矿的硫化物矿石中

11.1.21.3 箱的一般工业窦求
（1）各类铅锌矿石中

含Ge0.001%铅锌矿石中
含Gc0.01%闪锌矿石中
含Ge>0.02%氧化铅锌矿石中
含Ge0.001～0，1%（2）煤矿中

（3）赤铁矿石中，含Ge0.008??，可考虑单独开采
含G80.002～0.01%（ 4）铜和富银矿石中
含Ge0.001~0.01%（5）铁、镁矿石中
含Ge0.0005%（，6 ）温泉水中

11.7。21.4 镉的一般工业要求
含C40.002～0。09%（1）锌矿和铅、锌矿石中
含Cd0.03～0，2%（2）铅、锌精矿中

11.1.21.5 统的一般工业要求
（1>含黑鸭矿石英脉及自云母云英岩黑鸭矿床中 含Sc0.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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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Sc0.02～0.04%（ 2）含娜石硫化物矿床。锡石矿物中
含Sc0.05～0，1%（3）角闪石磁铁矿——萤石型矿床，铁锂云母中

11。1.21，6 锐的一般工业要求

含T10.01～0.1%（I）含有铊矿物的热液矿床中
含T10，1～0.2%（2）白铁矿和铜铁矿物中

含T10.0025～0.1%（3>黄铁矿和铜矿右中

含T1>0.01%（4）锑汞矿石中
含T10.001~0.1%（5）各类铅锌矿床，铅锌祥石中

含TL0，0001~0，0006%<6）各类铅锌矿床，闪锌矿石中

含T1>0.1%（ 7）含铊的变质锰矿床，氧化锰矿石中

11.1.21、7 始的一般工业要求

舱主要赋存在能英石矿物中，若选矿所得错英石的精矿含Hf达到0.5～2??上时，
就可考虑Hi的单独开采，若低于上述要求，也可以从含Hf的能英石中综合回收。

71.1.21.8 睐的一般工业要求

含Re0.0002%（1）钼矿和铜钼矿石中
含Re0，005～0.009%（2）铜银精矿中
含Re0.001～0.03%（3）辉钢矿精矿中
含Re0.0016%（4）钨气矿床辉钼矿中
含Re0.001～0。2%（5）辉铝精矿中

17.7.21.9 硒的一般工业要求
含Sa0.0005～0.006%<1）铜、镍矿石中

含Se0.002~0.017%（ 2）铜、镍矿床的碱化物中
含Se0.0025～0.0069%（3）铅锌矿石中
含Se≥0，08%（4）含晒独立.矿物的硒化物矿床
含Se0.002～0.006%（5）铅锌黄铁矿石中
含Se0.001～0，012%（6）含铜黄铁矿石中

〈7）辉钴矿或辉锑矿、碲化物——晒化物型矿石中
含Se0.0001～0.002%
含Se0.003%八物“端电于
含Se0.7～1.8%（ 9）含酒凝灰岩或灰质页岩的黄铁矿中
含Se0.2～0.3%（10）自然磷矿厌甲
含Se0.003~0，005%（11）火山灰及斑脱岩中
含Se0.0~0.1%（12）硫化物演末铁帽及氧化带矿有中
含Se0.02%（13）磷块岩中
含Se0，002%（14〕含铜砂页岩中

（15）含钟、帆的铀矿及沥青和碳质页岩的沉积铀矿床中
含Se0.002～0.01%

11，1.21。10 碲的一般工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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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镉、镍矿床中 含Te0.0002~0.0006%
含Te0.00I～0，002%（2）自然硫矿床中

含Te0.001～0.016%（3 >含铜锌黄铁矿矿石中

（ 4）含铜黄铁矿中 含Te0，01～0.08%
含Te0，0008～0.005%（5）铜铝硫化物矿床中∶
含Te0.03%（6）铜钼矿石中
含Te0.001%（7）铜、铅、锌矿石中
含Te0.001～0.01%（3>辉钴矿、磷化物——硒化物矿石中
含Te0.001~0.61%（9 ）各类型碲金矿床

11.2 非金属矿产工业要求

11.2.1 石 灰 石 矿

11.2，1.1 石灰石的性质和用途
1。石灰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石灰石主要由碳酸盐矿物方解石组成，含少量白云石、菱镁矿、菱懂矿、石膏、黄铁

矿、赤铁矿、石英、板质或粘土质等。纯质石灰石的化学成份为CaCO，理论含量CaO
56,04?O:43.96??

石灰石一般呈浅灰。深灰戚黑色，硬度3，密度2.5～2.8g/cm3。具有良好的可加工
性、磨光性和很高的胶结性能，几乎能与各种强酸发生反应生成相应的钙盐，同时放出二
氧化碳气体。煅烧至1000～1300℃时，分解熟化为生石灰（CAO）并放出CO.。生石灰遇
水潮解，立即粉化形成熟石灰〔Ca（OH2）〕，熟石灰加水后可调成灰浆，在空气中易于
硬化。由于石灰石易溶蚀，在石灰岩发育地区常形成石林、溶洞等岩熔景观。

2.石灰岩的用途
冶金工业中石灰石用作冶炼钢、铁和悯、铅、锌以及制钼氧等的熔剂。在高炉和转炉

中与铁臂石的酸性脉石生成低熔点的炉效，并起脱硫作用。在回转癌和旋转炉底窑生产的
软烧活性石灰，也称高反应石灰（在900～1200℃范国内焙烧）。已在国外广泛用作碱性
炼钢的造藏剂。活性是指石灰俯于渣的能力，它是一种高纯度的石灰，气孔率高（一般为
50??上）、密度小（1.5～1.7g/cm3）、晶粒细小、强度大、比表面积大（1～1。3
m'/g），所以在转炉冶炼中具有熔解力强，能使冶炼过程造渣迅速、缩短吹氧 时 间、提
高脱硫效率、减少石灰和氟石消耗量等。

化学工业中石灰石是制电石、碱、轻质碳酸锈、漂白粉的重要原料。电石制成乙炔，
是合成纤维、塑料、合成橡胶等有机合成工业的基本原料。石灰（CaO）用于制取环氧乙
烷、氧化丙稀、甘抽、季戊四醇、草酸、酒石酸和乳酸等。

建筑材料工业中石灰石是生产水泥、石灰、石料的主要原料。农业上石灰石 粉 末用
子中和酸性土壤、防止腐殖质流失并有助于植物吸收确和氮。在钙质饲料中，以碳酸钙形

注;以上分散元素一般要求，摘自冶金工业部情报耕究总所《冶金矿山标准化工作实用于景》，1986年9月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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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加入的钙有利于动物骨骼的生长。此外，在玻璃、陶瓷、制糖、印刷等工业中也应用石

灰石。
11.2。1.2 石灰石的矿右类型
1.按矿石的性质、结构构造特征划分
致密块状石灰石∶多为厚层状，性脆、质纯，主要由相互镶嵌的细小方解石颗粒所组

成，质量好，是冶金、化工等工业部门使用的主要矿石类型。

虎皮状石灰石（亦称豹皮状石灰岩）;矿石风化后外观真虎皮（或豹皮）状构造，具
浅红色、灰色或褐色班点，该类型矿石质量中等。

结晶石灰岩∶矿石质量较纯，结温颞粒大，肉眼一般可辨，有时含白云质，但由于其
烧结性能不好，不宜做生产电石的原料。

薄层状石灰岩;矿石性脆。易破碎成薄片，常为深浅不一的灰色，隐晶结构，薄层状
构造，一般含杂质较高，质量较差，多不符合化工和冶金工业的要求。

2.按矿石中方解石、白云石的含量划分可分为如表1-11-151所示的几种类型。

表1-11-151石灰石矿石满 型 豪

白 云石食 量方解 石 含 量 CaO0/MgO矿石启 雾

(%)(%)

>500~5100～95石 灰 石

50～95~2595～75含自云质石复石

响26-5075～50自云圆石灰石

3.按矿百的成因、结构划分
生物石灰石∶包括生物石灰石（确灰石、贝亮石灰石、有孔虫石灰石）、生物碎屑石

灰石（碎屑贝壳蛔壳灰石）和白垩。
化学石灰石∶包括隐晶石灰石、结晶石灰石、画状石灰石和石灰华。
碎展石灰石∶包括砾状石灰石、角砾状石灰石和砂状石灰石。
次生石灰石;包括白云石化石灰石<豹皮或虎皮石灰石）、硅化石灰石（燧石灰石）

和重结晶化石灰石（粗晶石灰石、大理石）。
11.2.1，8 石灰石矿床工业指标
1.石灰石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1）黑色冶金用石灰石
根据长期的设计和生产实践经验，以及对成品矿石的质量要求（ZBD 60001一85）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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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采用的一般工业指标，见表1~11-152。

康1-1-152黑色治鱼用石灰石一般工业着标衰
(%)量食

占矿 石 晶 级 PcaO+ MgoMgOCao SiOz+AI:O,
≤0.0” ≤0,01≤0.5≥54 ≤0,8

≤0.02 ≤0.1≤2- ≤3≥57纯质石灰石
≤0.15= ≤3 ≤0,03≥50 3.5 ：
≤0.18≤0.08≥60 43≤3自云致衣石

住，可采雕度2m，夹石副除厚度1～2m。

2）有色渝金用石灰石
CaO 边界品位≥50??工业品位≥52%;
MgO∶边界品位≤2.5??工业品位≤1.5%;
SiO∶边界品位≤2??工业品位≤2??
可采厚度及夹石剔除厚度同黑色冶金用石灰石。
3）水泥用石灰石

根据现行《水泥原料矿地质勘探规范》的规定，一般工业指标如下;
（1）质量要求
CAO≥48?gO≤3?:0+NaO≤0,6?O;≤1?SiO1≤4%
（2）矿山开采条件的一般要求
我国的水泥原料矿山，目前仅限于需天开采。其开采条件一般要求如下;
最低开采标高∶一般不低于矿区附近的地平面标高。
剥采比，不大于0.5。
矿体最小可采厚度∶大、中型矿床8m，小型矿4 m。
夹石剔除厚度∶201。
矿床开采最终边坡角∶开采最终边坡高度小于100m时为55°～60°，100～150m 时为

50°～55°，大于150m时小于50°。
矿床开采最终底盘最小宽度;大，中型矿床不小于60m，小型矿床不小于40m。
矿床开采边界爆破安全距离∶一般不小于400m。
4）轻、化工业用石灰石
（1）电石用石灰石∶CaO边界品位≥52??工业品位≥54??MgO≤1?iO∶

≤1?!O3+Fe;O;≤1?≤0.1?≤0.06??可采厚度1m，夹石剔除厚度1m。
（2>制碱用石灰石;CaO边界品位≥88??工业品位≥90?gO≤1.9???不溶

物≤2?，O;≤2??可采厚度1 m，夹石剔除厚鹿1.5m。
（3）玻璃用石灰石;I级CaO>54??Fe2O。<0，15???级CaO>47??Fe∶0。<



59]第十一章 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工业要求

02??
（4）制瓷、磷肥、氮肥、糖用石灰石的工业指标可参考矿石的产品质量要求制订，

见表~11-163。
2.石灰石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一些石灰石矿床实际采用的工业指标，见表1-1I-15。

表1-17-153石灰石矿床工业推标实例囊

闸食 (%)
开采就术条件矿 爷 类型和品级 PsSiO。MEOCao

≤0.3≤2 可果厚度（水熔剂石 ≥852 ，！-
珀欢币矿每; ≤4,5象 ≤0,3?260灰石 平厚）8～一

芽乎 10m，夹石颗一 ≤0.01≤5≥103E~40高键石 ≤0.3 除厚淀0.5m≤0.01≤5 ≤0,3≥6，灰互 40~4

石求石背+辆*
可采解度2m，- ≤2≥253 ≤2媒州石

≤。 ≥52 夹石别除厚度≤2,5灰石
≤3域 ≤3 2m≥251- ≥52 52 ≤0,3熔养石 ：~

祈东稻矿太南出 ≤0.3≤4.5， ≥49.5灰石 ，。高澳有 ≤0.01≤0.3≥10， 35～40
≤4， ≤3.01≤0.326了“复石

可来师度4m，

您K限知 姆瓶石 <8 <0.06<0,35边养品位 >44 <4.5后
夹石湖除厚责农石 <0,25 <0.04<3平均品位Ca0+Mg0>52 自屯

249 -≤3,5一龙石矿熔剂石灰石
泉灰
雾右 CO+MgO≥51商模石发石

石求石旷
≤0.25≤3,5 ≤0.0≤1.75党一 ≥50熔剂石

≤0.04≤0.35区' ≤3≤3.5， ≥5D实石
目 ≤3≤3.5 ≤0。05≤0,$5≥49出

可采则度5血，；石效石胃
≥5 ≤2≤3.5熔艇石审 ：，： ≤2.5 夹石则除厚度其高 ≤3.B实石 ≥50- ≤3 2m≥49 ≤3.5；： ≤2 -≤0.3姓剂石 ≥5

石求石肯 ，，东 ≤A.5 ≤0.3≥50灰石 ，
≤0.01一 ≤0.35≥1035～40药键有 ≤0.01: ≤0.3<526灰石4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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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食 一、”量 （

矿 名 卖霉和品级 开采技术条件旷nSiOMgOCaO
可来厚直2m，≤0004熔剂石 ≤0.8优 ≤0-025≥54.5”旱

轨电肉 石灰石矿
品级分采厚崖≤3.5灰石 ≤2≥52，

’目目
4～6m，奥石≤32:50 ≤3.5!
别除厚度 2m≤35 ≤8~4汐涵 <优质 石灰

≤46~10CaO·MO≥50自云石化石衣石 石1）

部的司 石戏石矿 - 众字 ≤0.01≥5熔规石 ≤2~H ≤0.12I≥51 ≤0.015衣布 ≤3.5
≥50、， ≤4.5 ≤0102≤0.14，- ≤0.0z≤16≤3 ≤,25熔剂石 >B

割炎阀 径长海备 ， ≤0.3≤3 ≤2,5 ≤0,02≥50灰有
水照石 目 ≤2.5≥47 ‘ ，
窦右

可采厚定2m，制铝氧石灰石
夹石别除厚度
型。谨端标一

小奖高乘石矿
在钢土矿上警
时，必须在翻<1.5>52 <2 中博常调量端

比<J5 意 图
内，在帽土矿
屋取外<3～5

可采厚浅≥4

运属1知美 绪剂（有色）石
≤1.5 鲁≥52 m，夹石赠除鹭 消出

乡 厚度≥1m” 可采浮度6m，网您K障f
硝

夹石副除厚度黏≤I5≥52 2n日
可采厚度、夹

石灰石矿 田
 上针 ≤1.6 石别康厚度均≤18≥53

为2尊
R20;≤1%,≤I<1 ≤o.02～b.06≤0.1≥2538电石茨存 可采厚度2m，

柏求石矿明 一 夹石 附 隙摩
度∶石匆行

网≤0.1 上 4m，其它岩右
像 ≥50 ≤2.5 么水泥石实石 “莒

K;0;≤1%,电石灰石

除困荒构 石灰汇矿 可采厚度8～≤1.2<1 ≤50.96 ≤0-005≥5 10m，夹石刚

除厚度4远

R:0;<1%≤L ≤0.0≤1≤0.8≥54井有有电石灰有医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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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走

(%)盘宫
类型和品级 开采推术来件矿名 SIOICa0 Mg0 ? P

R:03519,固 上

石灰石膏
让

可采耳度1m，41≤1 ≤0.00≤0.22253
夹不期除厚度中 1.5m

258,78边界品位 可采再出、必

石灰石寸
武 上同

石副阶厚度均0.020.10.6～1 "
≥54.88工业品位 为1m定

叮采厚度和夹<0.02≤0.2电石灰 AL≥52 ≤1-
石安石膏

景 荷副脉算定均≤0.25 N0.02A1≥50 ≤2,5石 -
为2m/2R ≥50 ≤3.5 一

回 R:0151CaCO.2295 酸不溶胶≤2制疏石灰石 公 -
CaCO:290 可采厚度2m，股不限制≤6FerOy+<13创赢石

石安石膏森 7/
ALO 夹石副脉厚度CaCO:≥88 <1.9 <B水石 3-:

CaCO3≥85 <6.5<2.38 1mW1邮-
订采厚度223制碱石灰石石上 "

灰石膏 血，夹石刷擀CaCO.≥97 酸不溶物0.1～0.50.56
环宝2m抗

Ft10;<0,15>64制玻璃王石石 1
FerOy<0.2>47石灰石庄灰矿 -

AISO:Fe:0;符官方矿 49.44 2.5制我坏石灰石 √ 1.640-29高石石

AICCFcO凯石石 0.97553.19 2.05上同 :0.63里灰矿
可采再度8m，夹
石副赊厚度3m，
CaO含量在45~

万 48??可与大于
佛 48??攒任意连K:0+NarO日 ≤1 烤12m加枳平均rsiOrkd43248水泥石灰石 ≤0,6阳 搭配使用，使之

达到48??中
店 MgO>3??著1 按任意连续121

加权平均能达到
要求可不削除

可采耶度8m，夹水泥石灰石 IK aD+NasO
江苏省矿

永 石前除厚度2m，ISiO:44≤0.1≥48 G ≤0.6 剥采比0，B11
进 (m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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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官 (%)量
蓄 名 开采按术条件尹型和品级 PvnSiOoMgOCo

石残沾矿自： 白水泥 K:O+NE:O 可采厚度3m，目 <61IFerO3≤0-05≤0.5≥285”咸 训常拍 ≤0,8 夹石易廉再度，”山 ≥65 ≤0.5 1.6m≤0.。8<0.10.05～0.1

省友石矿额 可采厚度5m，水泥石 ； <2.5了
夹石别弥厚度灰石 石英，继石言量不大于S~4一 <4>48 “皆冒帽

可采降度2.5～水泥石

悠民体知让 <2.5>48’灰面 5m，夹石别除硅腺系数<3.5， 么>45 厚座1.6皿，刹采
山 比<0.25

大有有 >50 K:0＋ Na;O<0.25“ 继石销蔽<3水湘石灰石筑衣矿

11.2，1.4 石灰石矿产品顺量要求
（1）钢铁冶炼焙剂用石灰石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l-154，矿石粒度要求 见表

1-11-155。
（2）制陶瓷、磷肥等用石灰石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156。
（3 ）建筑石材用石灰石物理性能要求，见表1-11-157。
（4）矿物悯料用石灰石一般要求氟含量不大于0.15??砷不大于0.012??铅 不大

于0.008??
襄7-1-154石灰石的主要质量要求袭（ZBD6001-85）

章、 (%)化学 威
提 6PSiO MEO CaO+MgOCao品 级
别 不 大 手不小学

宁名0.0451-0特级 目 n。’
售遵石戏石

雪 0.08夕己1.5一级 品 53
0.12. 002e二级 品 52 0.120-038:0三级品 ，。 ， G.150.04.0四级 品 50
0.02、弓 1.0 0.005一 65物段品 电

蒿锈石孩石
0.081.5 0.0154！岗醇 0.1e 0.022.263二 级 乐 0.12售 3,0 0-03三领昂 52 0.15售 0244-051四级品

71.2.2 菱 箭 矿

11。2.2.1 簇的性质和刑途
（1）镁是一种银自色的轻金属，其粉末状态也保持金属光泽。硬度2。6、密度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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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石矿石粒度剪求表 表1-11-155

允许鞍动范围（??最大教授不大于教 庆 当 初
Y 竖上 限选用

tmm)(mm) 过超不

63 10结烧 6 -
108015~60快炼 6

20~60 10 1080
瓷石灰 001011006~09

10140 1030～120

装1-17-156影响盗、确肥用万次石质量要求表（??

小RrO, MgCO)Ca0CaCO: SiO: 它途用

FerOsD.25,S≤0,1≤2Al293 /创同量
≤3 -263讲*胜 一一

S≤0.15,P≤0.01≥97制氮肥 51m 一 1
小 CaSO45041R10≤0,23 A2≤1,541.5"≥95制

Mn≤0.0045，酸不溶物≤1A1制轻质微酸钙 ≤0.329B -
表1-11-157建筑石材用石灰石物理性能要求表

影用平均平安斯胀系教抗 剪 强 险抗弯强镗拙 压 强 度四季 聚一

的损坏年限韧性水%

(Pa) (10-70)(Pa) (Pa)（kg/m3） X (em) （年）世丰

-636.75~5.7718×10+~20×10370×105~140×105 20~40220×105～1400×105 81008~2600 P

g/cm3、熔点651℃、沸点1100～1120℃。镁的化学性质活泼，是强还原剂。镁在大气中
或水中会很快氧化迈覆盖上一层薄膜，因而不易腐蚀。镁与氧反应，燃烧的火焰呈亮白
色。它又是导电、传热及加工性能良好的金属。

（2）镁的主要用途是制造轻合金，广泛用于飞机和汽车制造。镁粉可作发光剂，是
燃烧弹、照明弹的原料。镁还可以作为制取单晶硅、钛、锆、铀的还原剂。

萎镁矿石是炼金属镁的原料之一，但约有90??菱镁矿石是用作耐火衬料。用硬烧麦
镁矿生产出冶金镁砂，冶金粉、镁砖等，用于砌筑工业炉窑。冶金粉可作焊接材料。在胶凝材
料工业上，用苛性菱镁矿和氧化镁或硫酸镁溶液结合而成的含镁水泥，可作建筑材料、装饰
材料、绝热避音材料、人造磨石和砂轮。在化学工业中，用以制造各种镁化合物和含镁医疗
药剂。在橡胶工业中，作硫化促进剂及填料。镁在陶瓷、造纸、制糖等工业中也有应用。

11.2.2.2  镁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目前已发现含镁的化合物有200余种，含镁主要矿物有20余种。常见主要含镁矿物及

其特征见表1-1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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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58主要含髓矿物及其特征義

MgO含登密”阁
化章分子式 硬 度色矿物名称 ”

(%)(g/cm')

MgCO: 47-62湍高唯 4～4.52.0～3.1白色，灰自色或微带黄色

3.5~4CaMg(CO:):白云石* 2.8～29灰白色，有时带浅黄、浅舞、浅绿色 21.12~21.36

Mg,CSi.O;02(OH)e 43.0一般呈绿色，质色变化与类质网象离子有关蛇纹石 3,0～3.5i2.36～2.7

歇搜石 (Mg·Fa);ESiO, 51.813。2-4.9.5~7无色、规续色、嫩悦携色、缘色至票绿色

; Mg;CSi,0;o(OH): 31.72.5号~2.831滑 有 白色，因含杂质而呈浅黄、浅摘、浅绿色等

2.5 6.122,3MgOH3> 白色，有时带浅绿色术篌石

Mg;8。71.KMg(H:O2,Cl, 2-3绵者无色成白色，因含铁而坚红色、黄褐色光卤石* K,14.
6-192.KMg(SOC1·H;0植鲜鞠犁 ？浅黄色或灰白色;有时至红色

6,692.78K，CmMg【SO，入·2H40无色、自、灰、橙虹一粉红至种红色 2.5~3.5杂卤石
19-82,832MgSO.KSO。无水钾镁积 无色，有时呈浅黄、玫瑰、浅红、紫、绿、灰色3.5～4

注。·指工业矿物。

11.2，2.3 馍矿石类塑及加工方法
1.羡镁矿石类型
（1）按结晶状态不同分为晶质菱镁矿和非晶质菱镁矿。晶质菱镁矿按其结晶粒度大

小一般又分为恃粗粒（>50mm）、粗粒（5～50mm）、中粒（2～5mm）、细粒（<2
mm ）菱镁矿。

（ 2》按矿石构造可分为缎密块状、带状、斑纹状。菊花状、砂砾状、皮壳状及疏松
多孔状菱镁矿矿石。

（3）按矿物组合不同分为四个类型八种矿物组合∶
纯镁型墓镁矿
钙镁型∶白云石-菱镁矿
钙硅镁型∶自云石-滑石-菱镁矿;自云石-蛋白石"石英-菱镁矿。
徒镁型∶滑石-菱镁矿;蛋白石-石英-菱锁矿（含或不含滑石）;斜绿泥石-菱 镁矿

（含或不含滑石）;透闪石-整镁矿（含或不含滑石）
2.菱镁矿石加工方法
我国菱镁矿石质量优良，一般不需选矿，只需在开采过程中经分穿、分燥、分装、分

运、分破及手选等工序即可产出优级块矿供各用户使用。但粉矿及低品位矿石，则需经选
矿处理，一般可采用浮选法或热选法。按精矿石的性质和不同用逸，有不同的加工方法。

1>炼金属镁的加工方法
炼镁工艺大体上分为电解法和热还原法（皮江法、半连续硅热法等）。用菱镁矿炼镁

需采用电解法，即将菱镁矿破碎后和石油焦混合煅烧，然后氯化成无水氯化筷，再经电解、
精炼、酸洗，最后成镁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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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作耐火材料和胶凝材料的加工方法
将菱镁矿石送入回转窑或竖窑中，用重油或焦炭作燃料煅烧。当作冶金镁砂用时，需

在高温（1500～1800℃）下煅烧成硬烧菱镁矿。作胶凝材料用时，需在比较 低 的温 度

（700～1000℃）下煅烧成轻烧菱镁矿、再经分选、碾磨即可。

11.2，2.4 菱镁矿床工业箱标

1.菱镁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菱镁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159。
2.蔡镁矿床工业指标实侧
《1）炼金属镁的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160
（2 ）作耐火材料用的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61。

11.2，2.5 菱锁矿产品质量要求
菱镁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 -11-162。

表 1-11-159蔓候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表

(%)学 成 分化
备 注索品 SiO:≤CaO≤Ma0≥

夕年 0.6 可采厚度2m;夹石别种 级品 47
1.20.8 除网庆1～2m46一级 昆

咯 1,5 1.5二 级 品
1.5 3.5三 级 品 43 e。 6四 级 品 ，e33獒镜矿粉

表1-】1-160炼金国模用整顿矿工业指标实例衰

化 学 就 份（?? 粒 级 可采厚度夹石制除厚度 命单位名称 PezO: 一目”SiO: (m)MgO 色 (mm )

】10~12占90?? 1982年资料<1.<145 <1.s 245辽宁莱厂标谁 上，10以下<50% “ “R0:<1.5<1.5旅其顿旷 <1,6245.5
同外安料 S1.8≤L.842~46

11，2.3 白 云 石 矿
11，2.3.1 白云石的性质和用途
1。白云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白云石矿主要由碳酸盐矿物白云石组成，常混入方解石、粘土矿物、石膏等杂质。纯

白云石的化学成分为CaMgCCO;〕∶，理论 含量∶CAO30.41??MgO21，86??CO;
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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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1~11~16作耐火材料用整模矿工业指标实例裹

化 学 成 分（??
备 群矿区名教及矿石品级

MgO SiOCaO
≥:46 可采厚度2m、分级开采厚度4m，特≤0,8≤0.8Ⅰ级（制砷、一级沙）

锦域使矿 ≤1.8≤1,2245 别复杂块度6见、夹石别陈厚度1m】级（制破、二级砂）

<1.2≥44 ≤15】级（制转、镜砂）
≤122*4 ≤1,5Ⅳ级（冶含砂、苦土）

≤1.5≤2.5238Y段（冶金砂）

≤1,2 取不溶衡<%≤1.5≥451皱

载觉晓矿 ≤2≤2≥41 级
≤3≤6≥40I级
≤8.5≤8≥38专挡

表 外矿 12≤8≥3
≤1,≤1.2245 可果厚度2m，夹石孵除厚度1m级[

真任铵苜
≤22≥44】 级
≤36”岗 40
≤3.5≤9等外Ⅰ级 ≥38
≤1<0等外上级 ≥38

撒汪崇矿策枪叫货旷
<2≤1.6 可米原度2m，兴石别除厚度1m45谍

≤1.5 <6二43气 刹廖 <9,≤2： 业
K2Q;<0.8%0.5 <1级 >346

摩 R2O,<4%<2<1,54～4各
<340～4 R∶O，不 限<3Ⅱ 级

表1~1-18蔓锁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表（YB321-81）
化 歌 R 分<?? 程 谙 培级品 SiOCaOMgO 入自由”

特汉 品 25~10≤0.6≤0.6≥47 旗高倒锁砂;作特珠附火材料用

制各神键砖≤1.2一级 品 ≤0.8 26-100≥4
制各种模砖25～100≤1.宁。45二 级 品
供制镁硅砂用时，SiO2方4%;

≤1 26～100243 ≤3.5三级 品 供热选法用时，SiO∶声5%

25~100 制治金模砂?≤6四 绿 品 ≥41
≤4≤6 佛烧结用块度>40mm的少10??最大方60血m0~～4D赚蹈出姨 ≥3

白云石一般垦白色，外貌上与石灰石很相似。硬度3～4，密度2，8～2.9g/cm3，遇
稀盐酸（5??极缓慢地微弱发泡或不发泡，风化面常有白云石粉及纵横交叉的刀砍状溶
沟。煅烧至700~900℃时失去二氧化碳，成为氧化钙和氧化镁的混食物，称苛丝白云石或
轻烧自云石，其结构疏松、气孔率大、机被强度小、化学活性高，在大气中极易水化。如
果煅烧温度达到1500℃时，氧化镁成为方镁石，氧化钙转为结晶的α-CaO，结构致 密，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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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强，并具有较高的耐火度（可高达2300℃），对炉渣侵蚀的抵抗能力也较强。
2.白云石的用途
白云石在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建筑工业以及农业等各方面都得到广泛应用
冶金工业中主要用作碱性耐火材料和补炉材料，少量用作冶金溶剂。目前生产的多为

半稳定性白云石砖。其碱性炉渣的侵蚀性抵抗力强，具有较高的耐火度（1770～1800℃），
热稳定性比镁砖高（但抗水性不如镁砖），广泛用来砌筑转炉、电炉和化铁炉的炉衬、竖
容烧成带。在冶炼优质铁锰合金、硅铁合金时，白云石常为专用炉料；炼钢时常加入少量
的白云石，用以中积酸性炉渣，降低渣中FeO的活度，减轻炉渣对炉衬的侵蚀，炉龄可提
高20～30??另外，部份白云石用来提炼金属镁。

在化学工业中白云石用来制碱（国外）或含水碳酸镁，以碱和含水碳酸镁与石棉混
合，可制成贵重的绝热材料。亚硫酸法制成纸浆时也使用白云石。此外还可用以 制 硫 酸
镁。

在建筑工业中，纯白云石加热分解形成的苛性白云石，用以制含镁水泥及修饰材料。
坚固而无裂隙的白云石块可做建筑石材或装饰石材，碎石可用来铺路。

橡胶业和制药业用少量白云石作填料。玻璃、陶瓷业用白云石作配料，能提高玻璃的
化学稳定性、坚固性和降低晶化倾向，增加陶瓷彩釉的玻璃光泽。白云石经过焙烧可用做
细研磨材料。经过烧制的白云石可在净水工业中用来中和硫酸污水，农业上用于改造酸性
土壤，并可做杀菌剂，制造锈镁磷肥和粒状化肥等。

11，2.3.2 白云石矿石类型
（1）按矿石中方解石、白云石含量，白云石矿可划分为∶
白云石矿∶方解石含量0～10??白云石含量90～100??
含灰质白云石矿∶方解石含量10~25??白云石含量75~90??
灰质（钙质）白云石矿方解石含量25～50??白云石含量50～75??
（2）按矿石成因白云石矿可划分为∶
同生白云石∶是在沉积环境中沉积后期形成的白云岩；
成岩白云石∶是指沉积物在固结过程中，碳酸钙被交代而形成的白云岩；
后生白云石。指在沉积岩形成以后的构造因素控制下，在局部范围内石灰岩被白云石 

交代而成的白云岩。
（3）按矿石结构白云石矿一般分为结晶型、颗粒型、碎屑涩和交代型。
11.2.3.3  白云石矿床工业指标
1.白云石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1）冶金用白云石矿床的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163。
（2）其它工业用白云石矿床的一般参考工业指标如下∶
提炼金属镁；MgO≥19??SiO∶≤3??K∶0+Na∶0≤0.3??
玻璃原料1级Mg0≥20??CaO≥30??Fe∶0。40.1??Al∶0.<1??I级

Mg0≥19?a0≥30?e:O:≥0.2,AlsO:<1%.
制含镁水泥∶MgO≥18??Fe∶O3+MnO∶<0.5??R∶O∶<4??
制辉绿岩铸件∶Mg0≥18??CaO>30??
陶瓷配料∶CaCO，+MgCO∶>79??Fe∶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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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用白云石矿床参寿工业指标装 表1~11-763
(%)化 学 成 分

开果技术条件品 级 MgO SiO2 酸不济吻

≤4≥19 ≤?特 级
可来再度2m

级 ≤4” 7≥19
授 夹石期融厚度1～2m≤108≥17H

<1。≥16e,命
制钙镁磷肥∶MgO≥20??CaO>30??SiO、Fe，O∶、Al∶O∶少量。
2.白云石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部分自云右矿床勤探时采用的工业指标详见表1-1-164。

表1~1-184白云石矿床工业着标实例表
<%)化 学威 分

开架披术数约品级矿区名部 StOMgO 其 它酸不将物

<70~1.5>19]a

越饭额外 自予石矿 >10 <71.5～4一可：， <10<65>17：， <12<6>16
铃 ≤4K2.5≥19

自字石犷
≤7随 ， ≥19 等 ≤10≤6≥17，到 ， ≤127≥16

可养厚定4皿，民和自云 K;0+Na;O≤0.3≤>19 -
突石鹏厚度2;矿石

<4， ≥19 可果厚度2m，乌龙泉石 <6， ≥17 夹石腐除厚度之灰百矿 ， <7≥2106

2>19， 晶美分采厚度≥4画，湘乡石灰 ， 人>17 夹石剧除厚度≥4量
同石 ” <6>]6

易 <1,5 <3 冬晶级中的MgO-CAO=SO:<0.,1,P:0s<0.0>20

红云石，本 49??可来厚度2血，夹<3-6‘ SOz<0.1。P;O;<0.02>19
石则陈厚度2m<4.5 SO:<0.z,P:0s<0.04<3>]7一 <7>16， 么孝

点。≤2≥220莓 可采厚度2m，夹石削幕府山白 <?≤3- ≥19 除厚度2m≤6云石矿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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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3.4  白云石矿产品质量要求
冶金部对白云石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65。

冶金用白云石矿的主要质量亮求表（YB2415-81） 表1-11-165
(%)办成化 炒

拉用     逾 鸟 CaOSiOaAl:Oy+Fer0;+SiOa+MnsO.Mg0
≤2（其中SiO∶≤1）220【级

炉衬用白云石
≤3（其中SiOS），5）2:20【领

62219I颁
≤3.5耐火树料及 219I级
N≥17】级
bB净煤屑白云石 216了级 ≥662≥22 键化自云石

11.2.4 硅 石矿
】1，2.4.1 硅石的性质和用途
1.硅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硅石为硅质原料的统称，包括石英砂岩、石英岩、脉石英、交代硅质角岩和石英砂

等。其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晶质SiO∶）和玉髋（隐晶质SiO∶），常为块状或粒状集合
体。其化学成分主要为SiO∶，另外含少量的Fe∶O，、Al∶O、、CaO、P∶O。、MgO和有
机物质。较纯的脉石英和石英岩，SiO.含量可达98~99??石英砂岩可达95～97??

硅石质地坚硬，硬度7，密度2，65g/cm3，具有极高的耐火性能和良好的耐酸性，熔
点2730℃，熔融体冷却后能变成石英玻璃。呈结晶体的石英称为水晶，具有透过紫外线
光的能力及压电性。

2.硅石的用途
冶金工业用硅石制酸性副火砖和冶炼硅铁，少量用傲酸性熔剂。硅砖用来砌筑焦炉、

电炉、平炉、加热炉、均热炉及耐火材料烧成窑、玻璃熔窑等的炉衬。硅铁在炼钢中用以
增温、造渣、脱氧、脱硫，并用以炼剧硅钢。质纯的硅石可作石英玻璃、冶炼结晶硅，而
结晶硅又是生产单晶硅的主要原料，又可制硅铝和有机硅。

化学工业中用硅石制造各种硅化合物和硅酸盐，也可作硫酸塔的填充物。
硅石是制造玻璃的主要原料，并可制耐酸、耐火的化学器具及紫外光医疗所用的石英

灯，制造瓷器的坯料和独质。在研磨工业中用作磨石、油石、砂纸及碳酸硅等的 弱磨材
料。在水泥工业中用作制造硅酸盐水泥的校正原料。

结晶良好而晶体较大、无缺陷的水晶单晶可制石英谐振器，具有最高的频率稳定性，
默率误差可小至10~'以内，广泛用于国防和尖端技术的电子、电讯和精密计时仪表设备
中。光学水晶可制造石英检射计、红外线分析窗口、光谱仪、摄谱仪等。工艺水晶可作工
艺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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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硅石矿石类型

硅石矿石可划分如下类型;

1.石英砂岩
是石英与其它矿物颗粒被某种胶结物胶结起来的沉积岩。其特点是80??上的碎屑都

·是石英和硅质碎屑。此外还有长石、爆石、高岭土和白云母杂于其中。颗粒呈潍圆状，表

面光滑、干净，多为中一细粒状。胶结物常见为硅质，有时为钙质、铁质、泥质、锰质，'
其中以硅质胶结质量最好，胶结物常为蛋白石和玉髓。矿石一般呈白、灰白、浅红、浅黄
色，硬度大，断面粗糙，避水性好。

2.石英岩
石英岩由石英砂岩受热变质重绪晶而成，结晶颗粒间的胶结物一般已经消失。矿物成

分主要为石英，含量大于85??其它矿物有绢云母、绿泥石、白云母、愿云母、角闪石、
辉石等。一般具粒状变晶结构及块状构造，呈自至灰白色，质地坚硬，通常不透水。

3.徒质角岩
硅质角岩是被硅质交代的一种岩石，包括燧石岩和次生石英岩。燧 石 岩 是 碳 酸 盐

类岩石被氧化硅交代的产物;次生石英岩则是酸性和中性的喷出岩和凝灰岩经热液交代生
成的。燧石岩物质成分简单，主要为氧化硅，如蛋白石、玉髓和微晶质的自生石英组成，
缴密而具有贝壳快断口，颜色多为灰色或黑色。次生石英岩成分复杂，除含大量 的 石 英
外，还含有微量绢云母、黄铁矿、赤铁矿、金红石、明矾石、高岭土、红柱石、水铝石、
刚玉等脉石矿物，矿石常具细粒状结构。

4.脉石英
脉石英的矿物成分主要是石英，含少量长石、云母及其它矿物。具致密块状，质纯呈

白色。半透明、油脂光泽、贝壳状断口，结晶颗粒很大，SiO∶含量很高，加热时转化 困
难且易发生分裂而松散，因而一般不适于用作硅砖原料。

5.石英砂
石英砂在工业上称硅砂，为近代松散堆积物。砂粒是各种硅质岩石的碎粒。比较纯的

砂称为石英砂，呈白或灰白色，带杂质时则呈现浅红色、浅揭黄和土色。
6。优质高硅土
优质高硅土，有的地方称为石英粉矿，是SiO，含量高达98??上的天然高硅顾料。
11.2.4.3 硅石矿床工业指标
1。硅石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1）冶金、建材等工业用硅石的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166。
（2）其它工业用硅石矿的一般质量要求如下;
硫酸塔充填物用石英岩，SiO.<90??
铸造用硅砂∶SiO>95??Fe，Os<5??Al0;<5??CaO<2??
过滤用硅砂∶SiO2>96??CaO+MgO<30??
光学玻璃用硅砂∶SiO∶>99??Fe.O;<0.02??
碳化硅用硅砂∶SiO;>99??A12O;<0.2～0.3??

.2。硅石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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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石矿取一般参考工业建棕来 羲1-11-166

(%)分化 成橡

南其矿石品级 FeO务。 CaOA1:O:
≤0.5 耐火度1750℃≤0.5≤0.5≥98莓一 耐火度1730℃≤0.5≤1。0 ≤1,0≥97.5触砖用硅石 一 耐火度1710℃≤1.0≤i1,5≤1.3≥习~ P;0s≤0.02≤0.351.0≥97.5 一

硅饮用徒石 ≤1.5 ≤1。0 PrOr≤0.03-≥296“
≤3.0≤1~3≤2~5≥0~95熔剂用硅君

≤0.5磁铝用硅石 ，，≥38.6
≤0, P2O3≤0.03≤0.5 ≤0.6≥细一储晶谜用硝石

教微 P∶O;银敷涝瓣敬微≥995石类波璃用硅石

<0.95 Cr,O;<0.001,TiO:<0,03<0,5>9一美玻璃要京就璃原料
<0.1<1>9二类玻璃妥求

<0,2用硅石 <2三类玻鞘要求 >96
Fe:O+TiO;<I.5建筑卫生，日用陶配思 <98.5 上人建石 K;0+N0<1,M6<01<0.1- <0. <0,0<99.5 烧兵滑0.2

无线电陶瓷用硅石 K:0+Na2O<0,2MgO<0.1<0-05<1,0 <0.11 >.5 烧失量0.2

<0.15>98.5电瓷用础石 -
连，可采厚度2m，夹石测隙厚度1～Zm。敷璃硅质原料矿阳可采再度≥2四，夹有别除厚度>6，5～1m，平均

到采比≤0.5，储置计算最断开采标高的底缘宽度不小于40m，边披角50°～弱5*（边坡高度>100m）、55°～50"（边 坡
高度<100m），爆渡安全距离一般不小于400m;石英砂矿床最馄可采再度0.5～1m，夹石则隐厚度>6.5米，平均 剥
采比<1，边坡角3°。

我国一些硅石矿床采用的工业指标。见表1-11-167。
11.2.4.4 硅石矿产品质量要求
硅石矿产品的主婴质量要求列表1-11-168、1-11-169。

11.2.5 硅 灰 石 矿

11.2.5。1 硅次石的性质和用途
1。硅灰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硅灰石为钙的偏硅酸盐矿物，化学分子式为CAO·SiO2或CaSiO，，理 论 含景CaO

48.3??SiO，51。7??三斜晶系，常呈片状、放射状或纤维状集合体。常含有铁、锰、镁
等类质同象混入物，伴生矿物有石槐石、透辉石、绿帘石、方解石、石英、褐饮矿等。颜
色为白色、带灰或浅红的白色，有时呈肉红、浅绿色。硬度4.5～5.5，密度2.75～3。10g/cm°。
具特有的脆性，易压碎和研磨。研磨至最细颗粒时，仍保持纤维状，基于这一特性而有很
多用途。熔点1540℃，阴极射线照射下能发出强的黄色莹光。能完全溶于浓盐酸，并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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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石矿床工业着标实例表 表1-11-167

成  分（  ??化  学 附火度
矿石晶级 开采技术增标考山名称 ℃) Ft03Al:O:SiO: CaO I

>1770<I·O <0.58<- 石英岩矿床
碰传用 <1.2>97 >1750<1.0 可采再度∶1011

石门破石矿 >1780<IS<1.00286I 夹石刷陈厚度∶1m一
>97.5 P:Os<0,02<0.3<1.0硅铁合 1 一

<1.5 <0.03<I:0>96金  用 " 一
（石英岩矿床）<1.5<1.3>97 一 2V

都拉哈拉
<I.0 !<1,6>98 一~1

<2.1>97 <1.0 一- 一
础石膏 <1.0<2.1>95# -一

（磋黄角岩事床）<0.5 >1750<1.3>97 一1
五台硅石矿 <I.0 >1730>98 <1,8 -~

盈质免发票来，>8.5 <0.2<0.5 <0.1 -"
夹石副陈凤宝∶0.6m全沙避石彩 / <0.51 >97 -一

<1.5>95 一- - 1
石英砂岩矿床（玻璃用）。<0.1<1.0>98 一-一
可采厚度∶2m宁夏某矿 <0.2<2.0>9 一一+

TiO:<0.1<ut 石英砂矿床<0.2>82 /1
司采用程10

山东共矿 TiOr<0.1 夹石墨除厚度∶0.3～1填<5.0 <0.25>90 1+
<08<S.0 石英砂矿床边界晶位 >87 "/ 可采厚度∶2.血初枫避石矿 夹石菖除厚度1.5m平均晶型 >89 一一 一 1

表1-11-168耐火制品用硅石主要质量聚求表
(%)分底郭化

歌水串（??耐火度（℃）缓品 CaOEOSIVSiOa
≤3≥1750ADA≤0.6特级 品 ≥98

≤0.5 ≥130 4SI.0Ⅰ 级 品 207
SL≥1710≤10S1.328级品

胶冻状SiO.。
2.硅灰石的用途
硅灰石主要用于陶瓷工业，但在油漆、颜料、冶金等工业中也广泛应用。
冶金工业中用硅灰石配制的冶金保护渣，具有稳定的物化性能，碱度比值一般固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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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合金及工业用硅石主要质量提求表 表1-11-169
盛 (%)孕化 分

雪品· P20sFenOIAesO;SiO: CaO
**--

特 级 品 ≤0.0260.2A0.15299 ≤0.3 ---
Ⅰ级品 ≤0.0260.8A0.5≥98 一

201一·
Ⅰ级品 ≤0,03≤10跃之 ≤0.51 ----

变；具有较强的吸附钢水中A1.O3的能力。硅灰石在整个形成过程中天然无碳，对于制作
超低碳钢种浇注所用的保护渣，是最理想的原料。

在陶瓷工业中硅灰石用以制造细瓷、粗瓷、电瓷、卫生陶瓷和艺术制品，建筑和日用
陶瓷制品，釉、高频电流的特殊无线电瓷制品，瓷砖和墙板，化学制品，特种过滤器等
等。具有降低瓷化温度、增加强度、减小收缩和吸水膨胀等优点。用硅灰石为主要原料制
面砖，可使面砖抗压强度提高，对气候的稳定性和抗冻性也增大，并具有很好的绝缘
性。

硅灰石是制造涂料的重要原料，能使白色涂料具有明亮的色调（并能长期保持），流
平性良好。由于硅灰石碳性大，非常适用于聚乙烯涂料，使其着色分散均匀，且能改进钢的
深层耐腐蚀能力。除用于水性涂料外，硅灰石还可用于底漆中间涂层油性涂料、路标 涂
料、隔音瓷砖涂料等。在沥青涂料中可以代替石棉，在乳胶漆中代替部份钛白粉（白度遮
盖率不变、涂料的颜色更鲜美）。

此外，硅灰石还可用作研磨盘粘结剂、电焊条涂层、调整长石粘度的熔剂、纸和保湿
材料的充填料、玻璃的附加成份、石棉的代用品，以及用于矿物棉和肥料生产等方面。

11.2，5.2 硅灰石矿床工业指标
硅灰石矿在我国为新兴矿种之一，目前尚无统一的工业指标，表1-11-17。列出几个

矿床采用的工业指标，供参考。
71.2.5.3  硅灰石矿产品质量要求
硅灰石矿产品质量要求，目前国家尚无统一的标准，现将有关使用单位的一般质量要

求列于表1-11-171至1-11-174。
炼锅保护渣对硅灰石矿的一般质量要求；SiO2≈CaO，AL∶O∶<1??C<0.5??
陶瓷对硅灰石矿的一般质薏要求，硅灰石含量>60??方解石≤10??石英≤20??

Feross1.5?e:Os+FeO≤3??

11.2.6 碳 菲 土 矿

11.2.6.1 硅藻土的性质和用途
1.硅藻土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硅藻土是一种白色或泼黄色粉状硅质岩石，主要由硅藻甲壳及部份放射虫类的骨骼和

海棉的刺所组成的松散、胶结不紧的沉积岩，硅藻含量可达70～90??矿石的主要矿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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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70硅灰石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表

(%)曲 崇矿
开采技术条件化学成分（??区的’

边 界 业工

可采焊度≥7mSiO:38～58
CaO 36～55 夹石期腺厚度≥2m

≥35≥>30大顶山硅灰石矿 Fe:0:≤0, 含矿体长和深分别大示

烧失量≤T 25m

博鲜荪”单工程平均1 可乘厚度≥2m
方解石≤10M矿≥30（单屋厚度大

夹石则除厚度≥2m出需目” 石英≤20手选后240长验于硅灰石矿
剥采比∶3（m?s>Fe2O3≤1.5手选后≥60

FerO:+FeO≤3

1 ≥70 FeO:+TiO2≤2
同 上I数≥50~70≥30小笑卜硅灰石矿 CaO≤D,重载≥80～50

注∶大顶山硅灰石矿含矿率果指扩层甲含大于4cm的硅权石矿物集含体的含量。

豪1-11-171硅灰石块矿的一般属盖要求表

%)化 学 成分化
叔 换 度（cm）品 F:,01CaoSiO 烧 失量

<85<0.2548～50鸭级中块 46～534～20>8%
<0.4 <6.43~504～531级中块 4～30>8%

<8●<0,640~4343～634～30>90%I缀中块

表1-11-172硅灰石小颗触的一般质量宴求囊
(%)分学化 2 成

级品 块 度（cm） 图勺。CaOSiO: 糖 失 量

<3.<0,2543～5049～53特表粒 0~4>50%一
<6.0<0.443～5044～53 段粒 0～>00%

<0.6 <B.明40～4943～530～4>0%“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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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灰石粉的一般质量要求表 表1-11-173

身 (%)化 分健
通过串（9）聚 Ca0 FerOSiO:+ 烧 失 量

95325日 <3.5<0.244~4848-52
<3.5<0:2200目 48~5046~5398 将  级
<8.5<0.243~5048~5398100日

<0.4 <543~5044~5S98325目
<6<0.443~5044~5398200目Ⅰ  级
<6<0.443～50100回 44~5398

<0.6 <710~483251 43~5398
<7<0.640~4843~53200目 98【  级 <1<0,840~4849~53100目 88

表1-11-174涂料绿斑灰石粉的一般默最真求贵
(%)指要 白度主 茶

品  额 通过串（?? (%)烧失量折光指数 水溶物pH值吸油量FeaOiCa0SiO
>96<2>J.62<0.2 7.5~8.5>44<10μ占90 >48 一1250 7

<2<0.5>1,62 >941.5~8.5<23>44>4B <0.2400目 98
>94<2<0.5>1.627,5~~8.5<23>44 <0.2BK325目 98

分为蛋白石，常有碳酸盐或粘土物质混入，含杂质时呈绿色、褐色甚至黑色。由于其特殊
的硅藻结构（数目很多而且极小的硅藻空心细胞形成的空隙），而具有其它许多矿物无法
替代的独特物理和化学性能，如质轻、孔隙度大、吸附性强、隔热、隔音等等。

硅藻土的一般物理和化学性质详见表1-11-175。
表1-11-175距离土的一般物理和化学性质表

必孔 构
算休 低

堆赛贾（t/m3）密度 比赛咖啡主要孔半径孔体积缩点 中*斯华吸附力落第度照座 [g/cmi麒色
（m3/g）（m3/g） (A)(g/cm2) K

叠干 的 块 粉

不鑫于酸锂吸附本 1.4~ 树板纯净干燥纯净者白鲜石1～ 0.451400℃声差0，320.080.5 0.6（除氢氟癸亚量1.46般烧者0.4~色、食杂1.6，微
代码 1.9~8.5|S00~8000酸），易溶1.5～4倍脂1.490.9固结质时呈灰粒4，5~

感觉即
"

于暖 水硬化新白、黄、5.5增烧
2.0，烦灰绿，膜后5.5~ 0.98.6410.2616500 性1.7影后2.3 0,92色 8.2

*·*



548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2.硅藻土的用途
目前硅藻土的用途已超过500种，60～70??于过滤材料，20??于填料。我国目 前

主要用于硫酸生产中的钒催化剂载体原料，以及隔热保温材料，其它行业用量甚少。

硅藻土的主要用途是;
用于石油、动植物油、医药、磷酸、化纤、污水处理，糖、蜂藿、盐、酒、酱油、液

体肥皂、动物胶、有机和无机溶液、钛染料等的过滤材料;
用于检胶。油漆、农药、塑料、造纸等工业作吸附剂壤料。亦可用于配胞去污粉、研

磨膏、液体研题剂，金属胖光粉等研磨材料;

用于石油化工，如氧化、加氢、脱氧、水和、还原以及合成反应等的凯触媒、镍触媒
等催化剂载体;

用作轻质保温隔热材料，制作轻质保温砖、板、管、粉等;
作陶瓷原料，用于制作水玻璃、瓷釉、法璃等产品;
用作水泥混合料、轻骨料、生粉和熟料脱色剂，用于制作低密度水泥，高温水泥及轻

质砖等。
11，2.6.2 硅藻土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硅藻土矿石类型
根据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已做过地质《勘探）工作或生产开发的矿床资料，硅藻土矿石

自然类型主要依据硅藻、粘土及碎属的相对含量来划分，详见表1~11-176。

表1-17-7178硅藻土矿石自然类型裳

碎属含量〈??粘土音量（??硅躏食量（??矿石月然类型
<1>950 <6破 泵土

>76 <2b-+25含粘土硅薄土

<25～60>55精土质硅薄土或砂飘、粘土质硅部土

有的矿区以矿石构造来划分，如山东临胸，分为书页状和层状两种类型。有的矿区以
矿石密度和堆密度划分，如渐江燥县，分重质（堆密度>0.7g/ml，密 度>1g/cm°）、
轻质（堆密度<0。g/ml，密度<1g/cm3）两种类型。

2。硅藻土矿石加工方法
硅藻土除主要部份为硅藻的硅质壳壁 外，还 含 有 泥砂、有机杂 质，少量Fe∶O。、

A12O，CaO、MgO以及高达40??上的水份。这些杂质和水份的存在，直接影响硅藻
上的物化性质和工业利用，因此，需进行人工处理。

1）一般用途的硅藻土的加工方法
该类矿石的加工方法采用简单的庸矿-—-干燥联合处理方法，除去水份及杂质而获

不同粒级的"精土?。
2）特殊用途的硅藻土的加工方法
对特殊用途的硅潇土，视土质情况需经水洗——于燥或煅烧——清洗——酸洗处理，



第十一拿 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工业要求549

粽去硅藻结构内杂质，提高硅藻（SiO2）含量，改善其各种物化性能。常见的加工方法

有∶
（1）磨矿-千燥联合法∶原矿破碎-干燥机干燥-粉碎-干燥管干燥-分级、包装。

（ 2）原矿直接造烧（回转窑加热、粉末熔化>-磨矿分级-粉红色精土;或;原矿加
苏打粉（或食盐）熔剂焙烧（回转窑加热>-磨矿分级-白色精土。

（3>水选法∶原土一水选罐中搅拌（加入60°～70°C热水）沉降-压滤剂脱水-振动松

料机松散-烘于机或烘于窑烘于"包装。

（4）酸选法∶原矿破碎至1 mm以下-一定温度下煅烧-热水搅拌、清洗-一定 浓度

硫酸或盐酸<视硅藻土用途而定，酸土比例视原土质量而定）处理若于小时-过键-热水冲

洗-干燥-精土包装。
】1.2.6.3 硬赢土时床工业指标

目前没有统一的硅藻土矿床参考工业指标，现仅将一般参考要求和一些矿床实际采用
的工业指标。分别列于表1-11-177和表1-11-178中，供使用时参考。

表1-17-177硅蕉土矿床一般工业指标表
八翩”照 分学闷 它其硅藻土种类 Fe:O; CaOAl:0SiO; 谈 减

颜色为自色<10>65 <1～4~12 ：，单媒列我体原土
(.-<0,5～!<1~3>日0～88过法材舞用 ，
水份、10??矿有体<3<16义 <15保温材料用 <0.Bt/ms

>60填 料用 - -<1>8陶瓷原料用 -
<4 <4- <106 <10>75

<S一 <15 <5>65 <15建筑材料用

售 >60 ，
11.2.6.4 硅摘土矿产品质量要求
目前无硅藻土矿产品的国家标准，现列出化工用硅藻土重点厂对矿石的一般 质量 要

求，详见表1-11-179至1-11-181，供参考。

11.2.7 蜜 石 矿

11.2。7，1 曹石的性质和用途
1。萤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萤石又称氟石，化学分子式为CAF4，理论含景;F48.87??Ca51.33??黑等 轴晶

系，常呈立方体、八面体、或不规则粒状集合体。矿石中常含微量的 硅、锁、铝、银、
钟、钇、铀等杂质，呈黄、绿、蓝、紫色，在紫外线和阴极射线照射下发 强 烈 紫 色 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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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7-11~178硅藻土矿床工业愁标实例表

八滚”成 分学化
矿床名称 它端SiO A1:0 CaOFe:0: 减薯

<5.0义马原矿 堰密度∶I级菜矿<0.6g- -，。颖斌淄鱼 /ml，煅烧后Ⅰ级原矿<<5.>65量烧后 ‘， _0.58/ml，可采厚胶;0.5，
藻土矿 顺 <7,0 <10<12.>60 世，夹石酮除厚度，0.2m- 6 ≤0.8≤2.0义乌马鞍山硅

≤1.一 ≤3.5≥80 ≤ -
源土矿 直 ≤12≥75 ≤1.5≤5.0 -

>50 -原矿 d 可采厚度∶2m，，
先绛硅 >65熔施后 ！- 一， 夹石别隙厚度，2m、原矿 >40～15,幕土矿 ：，

娘烧后>55~<65 ，1
前采下度，1m，夹石附称9≤152-6 ‘海龙硅萄土矿Ⅱ 犀度，0.2m
可采厚变∶1m，夹右期< 堆密度≤0，7g/ml<7>81福层山硫都土矿 翰厚度;0.5n

注∶解家河、马鞍山、海龙等矿床的扩石主要用做触球剂续体∶先嫌矿石用伸保温材料、轻应建材、助浇制;博泉
山的扩石用作操温材斜及触蝶精乾体。

寝1-11-179助滤剂翔用硅藻土的一般质量要求痛

慢密 度真 密 度 勒 它腻橙 度广 垄 醺 色 (g/ml)
，

。自”
水铅<7%通过150目/时白色 0.352,2~2.3向阳染化厂

8~40p百 于燥失直51.7??酸钠中央重<1%0.3～0.382.2~2,A$ 80??宣上海石化总厂 白色松政死夹杂物i

乡上 过游速度<305，其空央置<2，5%2,1~2.4 0.3～0.35兰化化纤厂 白色松散无杂物

表1-TE1-180硫暖机催化剂像体用硅孩土的一般质量要求表
增密度关曲Al:0当之siO 响漆驯

色吕 颜 (%)(%) 〈常） (g/m1)（约） 一徉”
么≤3 ≤0.4≤1,3≥85自或灰白长自粉状一级愿土
≤12≤0.4≤4 ≤s20≤8≥70白或灰白临胸粉状水选土

0.5 8～1s≤14.5≥8 ≤0白藏灰白螺县输状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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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1-11-18T硬化油Cu一Ni铺化剂载体用硅第土的一般质量要求袭

F，O;（呢）SiO.(%) 烧演（??环 色名 婴密度（g/ml）水份（??广
<0,E<10≤0.3白、贯灰或黄色上海硬化潮广

<10 0.45～0.5<10<0.3>30九江插险化工厂、

<0.6白、背灰 <10<20<0.3>80天汴合盅化学厂

含Fe<5安用肥皂厂 <0.45<10

光，性脆，加热爆裂。硬度4，密度3。18g/cm*，熔点1360℃。具有低折射率（n=1.434），
弱色散性，对紫外线和红外线有特殊的透过能力。萤石同盐酸及硝酸作用微弱，在浓硫酸
中可以完全溶解，并放出氟化氢。

2.萤石的用途
在冶金工业中，截石用作炼钢、炼铁及化铁的助熔剂，能增加矿 渣 的 破 度 和 流 动

性，便金属与炉渣能很好地分离。
在化学工业中，萤石是制造人造冰晶石、氢氟酸及氟化盐的原料。人造冰晶石是炼铝

的电解质。用氢氟酸制成的氟化碳，无味、无毒、情性、不受腐钩，是制造人造纤维、润
滑剂、清洁剂、防腐剂、杀虫剂、灭火剂、致冷剂、气溶胶、高级汽油等重要的有机氟原
料。加氟化物制成的聚四氟乙烯称为塑料王，耐腐蚀，化学性能 稳 定，可在一269℃～
+260℃温度范围内使用。在核动力工业中，氟化氢是分离U2si的试剂。

在建筑材料工业中，用作立窑生产水泥的矿化剂。在玻璃生产中作加速剂，可增加熔
体流动性，降低液相温度，加速玻璃的形成。在陶瓷、搪瓷釉料工业中作乳迪剂，也起助
熔作用。

人工生长的董石晶体在光学仪器中，用作显微镜的复消色物髋、红外分光元件。纯度
高的萤石，含钕、镝等稀土元素达到一定含量时，可作激光窗口材料。

此外，色泽鲜艳透明的英状萤石，可作工艺美术品和雕刻原料，被称为绿晶。
11.2.7.2 蒙石的矿石粪型和加工方法
1。萤石的矿石类型和品级
按矿石的主要矿物组合，可将萤石矿石划分为表1-11-182所列七个类型。
按萤石矿物的构造特征又可分为块状（包括粗晶和细晶）矿石、条带 状（包 括.条 带

状、环带状等）矿石、角砾状（包括正、负角砾状等）矿石、碎裂状矿石和漫染状矿石。
前三种为常见的矿石类型。

萤石矿石可划分为富矿和贫矿两个品级，氟化钙含量大于或等于65??为篇矿石;氟
化钙含量大于30??小于65??为贫矿石。

2。萤石矿加工方法
董石矿石的选矿方法一般为块矿手选或重选（跳汰）、手（重>选尾矿和自然贫矿浮

选。
手选或重选的目的在于剔除采矿时混入的夹石、睡岩和矿石中的有害杂质，提高矿石

质懂，生产合格的商品块矿。手（重）选时，原矿需经破碎、水洗，筛分等工序。手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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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石矿石膏型表 贵1-11-182

*石类型 主要矿物组合 富 色

资 石 壅 属矿物组设简单的协选举石主要由查石组成，它少世其它杂质-
 萤石含量大于石英石英一景石塑

董石官最小于石英（包括玉册）或二浙近乎相等蛋石一石英型
置船石一辈石型 除截石外，通常含客少量重晶石 属矿助组价较复杂的理选矿石。

矿石中含量晶石、骁化街、方
除萤石外，常少量曾快不等硫化有物账化物一堂F座 解石等大于2??，即影响选
除留石外，合少量的方解石方解石一量石墨 矿区羽或街刻选取及药制用量

童晶石-方麟石-莹石型 除鳖石外，含有一定量的地晶石和方解石

矿的合格率因原矿品位、矿石类型，对块矿的块度和质量要求而异，一般为40～70
??

手选尾矿和自然贫窄的加工方法比较单一，都采用浮送。原矿一般经粗、中、细碎，
细磨至-200目占50～90??然后进行分段选矿，再经浓缩过滤，干燥成为萤石精矿粉。浮
选中普遍使用碳酸钠作调正剂，水玻璃作抑制剂，油酸、氧化石脂皂等作捕收剂。

71.2.7.3.  蒙石矿床工业痞标
1.萤石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现行《萤石矿地质勘探规范》提出的一般工业指标，见表1-11-183。

表1-IT-183鳖石矿床一般工业指标炭
C.F∶（第） 实石副脉厚度可采厚度 翔嶂S(%)品级 (m)(m)最低工业品位边界品悦

0.7 在资源快少地区，当前石选择>0.5~0.7<1205富贵 效果良好时，可遏当降低贫卵
的品位>1.0~2.01.0≥30 一220贫价

根据现行《铅锌矿地质勘探规范》的规定，伴生萤石矿床综合评价的一般参考指标∶
CaF为5??

2.鼓石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一些壹石旷束采用的工业指标，见表1-11-184。
71.2.7.4 变石矿产品质量要求
（1）冶金用萤石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185。
（2）建筑材料用萤石矿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186。
（3）供炼铝、化工及玻璃工业用的萤石精矿的主要质量要求详见表I-11-187。
（4）光学用萤石的主要质量要求
系建筑工业都1951年制订的光学萤石暂行技术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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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84莹石矿康工业猪标实例表

化 学 成 分（??

CaF: 开采被术指标矿石品级矿山名称 售SiO
工 业边界

书 下参字芽鲜:75 ； 可采开皮∶转级0.5m，I级0.7m，
1级0，8m，】级1.0m;夹石糊陶算一 ≥270≥65 - 度，1位扬等堂石矿 ， ≥40 议等 ，

昌 >360义 一，
240富矿 可采厚皮∶省矿0.8m，贫矿1.0my≥50（块）

-摸巫董石事
≥30贫矿 夹石别隙严度∶0.5∶≥2D一 可果厚度;前矿0，5m，贫矿1.0ms≤1.5≤2)江t ≥6 ≥75

夹石溯除厚度0、5血≤1,5I ≥6D假子山武石矿 ≥50 ，
≥30≥20贫矿 d

<20寒侧 ≥60≥5 电炉用<0.2富矿 可采系度∶富矿0-5m，贫矿1.0m;
夹石厕除厚度∶0.5纽，
包体期顾厚度0.1m≥230统矿 ≥30 -，

<0.8 BaSO<i,CaCO;<1,2586化工 r0崇出崩时噪 么’
600 <1.5 CACO3<1,FcO:<0、280幽薯 ，

>55 人>60高矿 司聚从度∶第矿0.6m，货矿1.（亚1一
陈楼萤石矿

>80 ； 夹石别除厚度∶0.5m>20贫矿

望名喘中 255 可采厚度;需矿0，?m，贫矿1.0m3y
红安量石矿

夹石副融用度∶高矿0.5m，贫矿1。0m230岂贫矿，，
≥的 肖采厚度∶商常≥0.1血，贫矿≥1.0富矿 ≥5 -

衡肉毁石矿
迎1夹石圆隐尾度;2.0四≥390曾贫矿 ！
可来厚度∶寓矿0。7m，武矿1.0m;-靠矿 ≥595 ‘
夹石瓢除厚度∶1，0m- ≥45z40③武蜜石矿 ，

≥25≥20贫矿
<1.5>70 <20>50 可采厚度，官矿0.7团、贫矿I.在m;寓矿玉林黄石矿 石制除厚度∶高矿q.5四，

>30 货矿1.6m>20孩矿 ， ，
6055畴中 ‘！ 可来厚度;1.0加夹石别馀厚度∶名旷~

贵调重石矿 2.0m;贫矿4.7m;米百分你;资矿

资矿 2019 >20??蜜矿>6%： 一
:1、52≥30≥55重矿 可果博度∶0.5m;

二河水蟹石矿 夹石制除厚度。0.5m潜制 ≥30 一≥22D
≥60 可采厚度∶1.0m，≥85功。 ，

三宜屯堂石矿 夹石期除厚度∶2，0m2220蓝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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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表
化 学 跟 分<??

GaF,制甜邮即嫁。  siO: 。 并采核术到标矿山名新

工强边界
≥50神移 - 可果举度;0.7m;巨山沟堂石矿

货矿 ≥10 25～50 奖石别除爆度∶1.0m，” >7了” 罚采厚度∶ 0，7m，高台蒙石矿 >66>的5
耳 i亮石别脉厚度。0.3出>50>59

表1-11-185治盘用曹石矿主搞质量要求表（YB325一81）

化 学 或 分（?? 一。5Si0:CaFP。鸣 景 用 遮，
品

计汁出不 小 乎
10.06且 A.75 夕占 冶炼特殊钢，特种含金用

乙 o.0850.10 冶炼特殊拥，势种合金用9.090
3 14.0 0.06010 冶炼优质钢用35

0.1519.0 冶痛普遍钢用夕号窒4

矿 0.960.13 冶频营通钢，化铁，炼铁用23.7S
6 0.-15 化候和癫铁用0.0号28.070” 化铁和镲铁用夕喜0.1532.06

表7-11-188美筑材料用堂石矿一般康量要求表

化 学 戚 分（??
旦sSiOCaP:品 摄 用 速

不 大 乎不 小于

9帮 夕0.1- 盖筑树科工业〈制造水泥和玻璃等）
0,06o 0.11485

0.15 0-08四 2875
0-060.1532* 帮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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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187数石精矿主要质量要求表（GB569—8）

(%>男杂 ”计 于大

CaF2不小导（??品 级 ”的5O0 CaO0,
9 宁阁宁”特毁 宁扫4.6

0.8 1,09s~
1,21.087 -：·

言 1.5“企95 、
4 2.098 ，

凡萤石晶体（或碎块）其无缺点部份的尺寸均应大于或 等 于6×8×6mm;全遗
明;无色或带均匀的浅色;无裂隙、包襄体（气体、液体、固体）或个别细小的 包嘉 体
（河六倍放大镜检查时）;厚度为1.5mm的萤石薄片必须透过波长为4.5μ的红 外 线80%
以上.

根据萤石晶体大小及采取率分为五级，见表1-11-188。

豪1-11-188光学 激 石分 级 表

座餐可用部份尺寸《Dm》级 殖 可用部份果取率

特 选矿时，晾将不透明部份或其≥50× 50×25无缺点靠份占整个晶体或种块的体积≥290%， 它快点散集端份打持外，一般≥20×20×10无缺点部份古整个晶体或碎块的体积≥80%
应保留型缺点，以便使用单位2 ≥10×10×4无缺点解价占整个品体就碎块的体积≥60%
湘工及兼免遥撞、敬娜时损率多 ≥10×10×4无块点部份占整个染体或碎块的体积≥40%
晶体的有用 丽份无峨点部份占整个晶体或碎块的体机≥50%;

≥6×倍×4。 凡带有均匀的漫色〈不具乳 色>均判入嵌

级

11，2.8 附 火 粘 土 矿

11，2.8.1 耐火粘土的性质和用途
1.耐火粘土的性质
耐火粘土是指耐火度大于1580℃的粘土状高岭石、一水硬铝石、勃姆石、地开石等粘

土矿物集合体的总称，因其具有优良的热和化学稳定性面得名。按其物理化学性质、矿石
特征和工业用途，通常可分为软质粘土、半软质粘土、硬质常土和高铝帖土四种。

软质粘土一般为白色或灰黑色，呈土状、似主状，常为细顺粒的碎属物组成。其粒径
多小于0.006mm，有时也伴有一些较粗的颗粒。在水中容易浸散，与水或其它疲体 佳合
后，能形成可塑性泥团，真有较大的粘性;

半软质粘土为白威灰白色，呈块状或片状，比软质粘土稍硬。顺粒组成与软质粘土类
似，浸散性较差，在水中浸散较慢或只能部份浸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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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质粘土为灰白色至黑色，呈块状、板状、通状、贝壳状，一般在水中不浸散;
高银粘土为白色、灰白色、呈豆状、场状、角砾状、缴密状、砂状。土状，硬度和密

度较大，不具可塑性。
2。耐火粘土的用途

耐火粘土主要用于冶金、机械等工业部门，其次为轻工、建材、化工和国防等部门。
工校上酒常烧前火贴十作为耐火材料的一种原料使用。一般用作粘土质耐火材料和高

第耐火材料。粘土质耐火材料用以制作一般工业炉（加熟炉、热处 理 炉）、高 炉、热风
炉、盛钢桶、铸钢、化铁炉、玻璃窑、冶金焦炉等用的粘土质或丰硅质耐火制品 和 耐 火
泥。此外还用作不定型耐火材料的骨料和粉料、粘土质（硅酸盐、水玻璃）耐火混凝土，
耐火纤维等。用作高铝质耐火材料时，可制作炼钢电炉、盛钢桶、高炉、热风炉的高铝质
耐火制品，高铝质骨料和粉料，高铝质（矾土、磷酸）耐火混凝土等。

耐火粘土还可用以制作孩璃工业的炉糟、托梁和熔罐、石灰厂、水泥厂的炉衬砖及黄
铁矿的炉腔等。

11.2，8.2 耐火粘土矿石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耐火粘土矿石中常见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189，

触“了刚火粘土矿石的东要矿物裹

A1∶O玉覆论.
硬 密度（g/cm"）喘敲 色矿物名称 化 学 分 手 式 含量（??

6.67.0 84.98白、灰白色 3.2~3.5AIOH腿水钼石
84.98AlovOH> 2。01～3.d63.5无色、微黄的户色一水饮帆石（物舞石）

65.40文乞记” 2.3~2,432.5～3,灰、浅红自色三水钢有
2，0-2-看3 41.20Al,(Si,00xOH。 2,0～3.$白色就其它色高岭石
学留2.5~9.6 3.13（分听）网上 白色欧褐色地 开石

39.a5《分断r25网上 2.6～35白色或警带黄色珍珀商土
34.662.～2，国1.0~2.5带各种色调白色Al(H:O)4CSi,O.(OH);院癌石〈多水高触石）

37.50（分断>KA（HQ?.（AlrtAiSi;O1间 2.5～2,8白色 2~8《五）∶-HO92）水云母（负将石）

岁当2,65~2.901.0～1,5Al;tSi,O:oXOH): 白、改绿、浇黄叶 腊石
21.48（分析）白色 2.0~2。72.0～2,(A4,MgO3)CSi,O:p)(OH1):2]蒙 脱石

11。2.8，8 耐火粘土矿石类型
（1 >耐火粘土矿石类型
根据耐火粘土矿石的物理性质、化学成份、矿物成份和用途，可划分为表1-11~190

所列的四个（工业）类型。
此外，还可按耐火粘土矿石中的杂质种类及含量，将其划分为低铁簇耐火粘土《Fe2

O;≤3.5??、高铁质耐火粘土（FeO3>3.5??、高钛质耐火粘土（TiO∶>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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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上笔霸火帖土矿石工业樊避表

代矿物成份 Fe∶0，含重 矿石外观耐火度A1O含食蛋矿 石工

二边用盆 备注（元）(%) 特 征次要矿物主要扩岗业 类 雅 (%)

高追更豆状、细状、角醋毒出 ≤3>50 耐火材≥170一水硬据石 碱状、缴密块状、高铝粘土

船学蔬纷以兼鲜计
构 舞 石 料坚硬粗箱状，土树

粘土质致密块状、M一水硬钢箱、
软、贝秃砍 醇火树三水船石、

片秒地开石、 ≤3.5 ≥1830>30～50根威精七 高龄石
伊利吞、
叶地石、

化学伊剩石、 结合剂≥1630≥26 缺状、片状≤8.5高岭石半软质粘土 弹萄一水硬银石
以康一伊别石窝岭石一 缩合剂土状、片裁≤3.6>22 21580教质粘土 解计多淆出！！章甜

高钾钠质耐火粘土（K∶O+Na;0>1??、高钙质耐火粘土、高硫质耐火 粘土 等类
型。

（2 ）耐火粘土矿石技术品级
在同一矿石工业类型中，按主要化学成分A12O。的含量、有害杂质的多少及主要物理

性能的差异，还可进一步划分表1-11-191所列的各技术品级。
11.2.8.4 耐火粘土矿床工业接标
1，耐火粘土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1）一般耐火粘土矿床参考工业指标
按现行《耐火粘土矿地质勤探规范》提出的耐火粘土矿床参考工业指标，详 见表1-

1-191。
最小可采厚度（真厚度）;地下开采0.8～1m;露天开采0.5～0.8m。夹石鹏 除厚

度，0.5~0.8m。
2>高杂质耐火粘土参考工业指标
（1）高K;O·Na;O高铝精土（K;O+Na，O>1??的参考指标除按一般工业指标

要求外，还要求K2O+Na;0<2??TiO，<4.5??可用作低级高馄制品和无荷重软化
温度要求的浇铸用砖。

（2）高K，O·Na2O硬质帖土。当其它有害杂质含量较低时，其一般参考指标大致
为表1-11-192所列。

（3>高钛耐火粘土（TiO∶>4.5??的参考指标、除按一般工业指标要求外，对高
钛高帮粘土一般要求TiO;<15??或不作严格限制;对高做硬质粘土一般 要 求 TiO;<
7.5??

（4>离铁耐火粘土（Fe∶O。>3.5??的参考指标，高铁耐火粘土的铁质以结核 状
黄铁矿、白铁矿等形式存在时，如采用破碎、球圈、煅烧工艺制砖，指标中Fe∶O;含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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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197筹火粘土矿床参考工业报标豪

八撮”学 成 分 县岩详化
备建可理性矿石类m 矿石品饿 FeaO (%)A1:O: Cao 统 减

≥170≤15≥部5特级 ≤0.6≤2.0
≥170≤15≤3.≥80【级 ≤0.B

羁制豁土 毡学瘤分眼亮释计
甲 ≥1770≤15≤0.8≤3.0≥70I级

≤15 ≥1770≤0.≤8.0≥60e
≤15≤0.8 曾过。<2.6≥50Ⅱ级
≤15≤12 ≥750≥44特级 -

曝照粘士
≤16≤2.6 ≥1730】级 ≥40 - 2
≤15 ≥1670≤9.0“阐 ≥35 ：

“岩 ≥1536≤15≤35≥30 -
≥1600≤16≤2.0

料敏照裕击
235【级 ，

1~25

船幸戚分以栏斛计
≥1670≤16≤2.5≥30】级

≤16 ≥1530≥25置纸 ≤3.5 O
≥1870≤I8≥301级 ≤2.0

新坚缓+ ≤IB ≥2,5≥1610≥26一嵩 看少。
≤18≤3.5 ≥158≥2”岸

表1-11-1392高K∶0、NA20硬质粘土参考工业指标表
(%)景冷化学 耐火度 酱 注品 级 t)Fe:O: K.0+Na OAl;0

≥17a0 可制温用碑<13≤18产山一岗
对萤”斛尊≤I8 ≥1670≤2.8≥40一虞
可制下注我≤4.0 ≥1630≤<2,2≥38筒

它;以上各品级矿石有害杂质总量均应<9??

般要求<5??铁质以分散状态或其它形式存在时，如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处 理，指 标中
Fe2O。含量一般要求<14??威再适当放宽（以处理后的原料在经济上合理为原则），

2。耐火帖土矿床工业缩标实例
玲国一些耐火粘土矿床采用的工业指标，见表1-11-193。
】1，2.8.5 附火粘土矿产品质量要求
耐火粘土矿产品的冶金部部颁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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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T~17-195耐火粘生矿床工业着标实例表

<%)化 学 成分 耐火座品级类 型矿山名称 开采牲术相标caoFe4O:AI:O,+TiOo 烧 破 入句”- 40～46 <15 >170≤0,5<2,5一 <1s35～40 >1670≤0.电园 放 <8.0小口山粘土矿 一 <16≤1，西内学印30～35 >1670
司 ≤15≤0.3≤1.24d～50 可聚嗓度∶≥1750鹌截 1.0m硬 乙 ≤0.8<1.8 ≤1542～48 ≥1730 夹石全部醋隙：酒博西山粘土矿 ≥1730≤15≤2.5 ≤u.842～d8岗 ” ≥1870≤15≤0-8≤3,138～42
青 ≤15S9～36 ≤0.8≤8.0 ≥1630一 ≤14≤2,0≥26 可采厚度∶≥1620

腾天0.8m。， 黏环≤30≥24 ≥1600 地下0，5m;

贾黄粘主矿 、 ≥1580 质 ≤18≤3,5≥20 夹石则路 厚费
良∶≥0.5血肖 ≥1540≤20≤40≥18~ ≤15<8.0 ≥170<0.6≥80 可采厚度④.7， ≤15<3.0 ≥1770<0,660~～80 目。离 = ≤15 染石题除厚度;≥1770<0,8<3.050～6

42～50一 Q.3四≥1736≤i8<25 ，质硬
>1679≤1830~42， <8.0 -

； <20 ≤18 >1670≥35 -岸将律雨泉太明石粘土矿 一 ≤18<3. 161030～35 -
<15<2,5L A <0.6≥68

司 <15<8.0曾等 <0,5
<15<3-0高 船 ≥70 <0.6人’

1B <15<3,0≥60 <0.6
e <15<3.0 <0,6≥50' <15 >17?>80 <3.0

可采厚厚∶0.7>o、 15<3.060～80高 豆。e >1770<15<2.550～60 夹有剧隙厚赵各庄辖上矿 、槲 >1750<15<1.24～0页尚 度∶0.5m一 >1730<i<2.536～50
>1B79<16半软质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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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化 学 分威 酮火度

品级类 型 开聚栈术指标矿山名梅 Fe:O: CaO 入句A1;0,*TIO- 烧 演

南 >u4 <1s<1.2 >1750- <15<2.5>62 >1730
硬 质氯作上刘住粘土矿 - <15 >1670<3.0>86= <15 >1680>30 <3.0

着 可采爆度∶≥167o<15≥35 ≤2.0
,0m;- <15 ≥1670≥30 <2.5

款 所水画棚粘土矿 夹石别除厚- ≤3.5 <15≥2 ≥1610
度∶>6.3m≥1580<15≤4.0≥20、、

≤15 ≥1710一 ≤2.5 可采厚淀∶>≥38 0.5m， <15 ≥1690≥85 ≤2,5
掌衡复州湾粘土矿 ≤I7置 ≤3,5 ≥1630≥80

豆 ≤25≤3,5 ≥1580≥26
着 >1750<1,2 可系呼度∶>44～35

宁“扫一>1730- <2,542～4 央石骗除厚硬员 ， >1670 度1>0.5m<3,038～42” >1630<3.030～88马家桥粘土矿 - >1670<2.035
>1610<3.030～35”质教 >1530<3.0·24～30？

<15 可采厚度0.7≥1760≤2.0Al0;≥42 -~累毛挥粘土矿 硬 m;夹石则除
<15.、且 ≥1710 厚度∶0.30n8.0A1;01≥38 力

传 12 ≥1?0≥38- ≥1760≥8 ≤1.6
质硬狭县粘土扩 = ≤2.0 ≥1730≥35

≥1810≥32工偏淳 ≤2.5；一 >1730≤3.080-70
-] >1710≤3。050～60

更二神物土矿 专 ” >160≤3.040~50r. >17io≤3.5混级 50～60- 可采厚度∶>>167a12～16<2≥35
0.8盟r>1610<3 10～1630～25“ 夹石别脉厚质软网关箱土矿 = >10<3 >1680 度，0.5m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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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 ”疏”成化 学 附火度

局最类 丘 开采找术指标霸山名称 Fe0O,AI:O+· Tioi 一句”CaO 瓷 减
污七十岩业一 <15 可采厚度;0AlO,>4 <1.2 ‘；初朴”

日” <15<1,5>42 <2,0骨 夹石融除薄硬方家山贴上矿 ， <15<1.5>36 <3:0 度18.7m(

<15<1,6>30表外 <3.2

（t ）硬质粘土熟料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94。
（2）商铝矾土熟料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列于表1-11-195。
（3）耐火材料用结合粘土产品的主要质暨要求，列于表1-1】~196中。

表1-71~14碳质粘土熟料产品的主宴质量要求表（YB2211-82）
(%)咸 分化 学

体飘雷度（g/cmn））谢火度（℃>矿 石 品 鲤 寸夕AI:Oy
≥2,45Z≥1750≤12轻~50特额品
≥240利 ≥1750≤1.64～sa

一般品 乙一 ≥2.8≥1730≤2.542~30
≥230≥1870≤3.58842二级品
≥2,25≥3163080~36三 假晶 ≤3.5

注∶产昂中的架质含量;将墩品不阔过3??其它品级不超过4??

蠢1-11-185高崛机土期料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表（Y 92212—82）
(%)眼 分学化

密度（g/cms耐火度（℃》矿 石 品 级 FenOCaOAi;0。
≥3,90≥1790≤2.0≤0.6特 烫 晶 ≥35
≥2,8≥1790一段品 ≤0.6 ≤3.0≥080
≥2,66≤3.0≤0.8 ≥1790即 70～80

二级品 ≥2.≤3.0 ≥170≤0,8。 60~70
≤.5 ≥1770 ≥2.45南即 ≤508；葛。

连∶产品中的杂微含量不超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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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11-196绪合粘土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痰（ZBQ42001-85）

化学惯分〔%> 烧碱〈??财火啶（℃）品 级奖 整 可数性指标不小于
不小于A1;O∶不小于 哨汁计 Fe;O.不大子

38特 . r101.5 4.015-软质粘土 16702.0 1530 3、6
么。25 18202.5 3,0c

里 2.51715803.020
白- 2.02.535 1630

半款质粘土 1650 1.513.0岂。’” 1810 1.0“2 3.
住∶表中所列化学成分接生料计算。

11.2.9 蓝晶石、红挂石、硅袋石

71.2.9.1 蓝晶石、红柱石、硅饮石的性质和用途
1，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蓝晶石与红柱石、硅线石为成分相同（AlzSiO。）的三个同质异象体，其主要的物理

和化学性质列于表1-11-197中。
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煅烧后形成的莫来石，具有耐火度高、烧后体积穗定性好、

机械强度高、抗高温急变性能好。以及抗化学腐蚀等优良性能，而被工业生产广泛利用。

囊1-11-197重晶石、红桂石、砌线石的主真性质表

矿物名称 物 理化 学 性 质

化学组威A!aCSiO）0，其中Al;O183.2??SiO35.??三解晶系，晶形常呈端平的 柱
状，有时呈放射状痛合体。在富帽暑有中，在中压每做区城喹质作用下产出，多与铁铝糟石共生

颜色为蓝色、青色，白色。也有基灰、绿，新红和黑色者。硬度6～7，陪渡3.58～3.6Sr/cm3。置晶 石 遵明至半遭明、性脑。加热到1800℃左右，从康玺腿阀时发生分解生成美来石，体积膨胀率L6～16%

化学组成AAJSiO4O，其中AlO383.2??SiO∶36，8??斜方晶果;晶体呈柱状，模断面近
正方形，有时在柱的圆角窄中心可见有愿色碳质包裹物，在断面上排列成规则的十学形，这种红
柱石特称为空晶石;集合体成散射状，形以荆花，铬券菊花石。为离相表石在低压离避疫质带的中串出
交质产物，较蓝品石稳定，常与幕青石共生

削色常为灰、黄。褐、玫瑰、红或聚燥色。硬度6，5~7.5，密度3.13～3.81g/cm1，造明至不透
明，性脆，不将于酸。如热到1380℃左有。品体表面开始生威莫来石，并题潮阅内部发展。体积
膨胀率3～5%

化学组成A】A1SiO3>，其中Ai4D382.93??SiO∶37。07??斜方晶系，晶体成无两帽晶固的
长注状或针状，常星放射状震纤维状集合体。是标准的焚质矿物，常与红柱石、蓝晶石、刚玉、
重育石等共生班携石 源色为白色、灰色或为浅绿色。疆搜6.5～7.5，密度3、23～3.27g/m3，避明至半避明，性施，
不熔于融，苍至与氢氟酸也不超作用，在风化过程中非常稳定。加燃到1545℃附转密为冀来祥，
体罚彰胀率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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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的用途
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开始应用于工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作为优质耐火材

料用来制造飞机发动机的火花塞。目前已广泛被用来生产优质耐火材料、高温降瓷、耐酸
创品、特殊绝缘体、翻砂楼面料、熔模铸造型壳、铜动衬里、磨料等，应用于黑色和有色

冶金、玻璃、陶瓷、航空、船舶、石油、化工、电器等工业部门。
在黑色冶金工业中，蓝晶石的烧制品主要用作高炉、加热炉、均热炉等的衬砖，生料

可作为一种优良的膨胀剂加入不定型耐火材料中，以提高其高温体积稳定性。红柱石主要
用作鱼霄、铁水罐车内衬，钢包、混铁炉和癌铁桶衬砖、离炉炉体砖等。硅线石主要用于
钢包衬砖、塞头、滑动水口、铸钢坩埚、高温保护套管等。

在玻璃制造业中硅线石及硅线石制成的奠来石射火制品，主要用于制平板玻璃的熔池
中。

另外，用蓝晶石生产的金属—纤维增强陶瓷部件，可制造超音速飞机及宇宙飞船的异
向翼等。硅线石还可用于技术陶瓷、内燃机火花塞的绝缘体、高温测定管，以及飞机、汽
车、火车、船舰部件用的硅铝合金。色泽优美的蓝晶石和色美透明的红柱石可作宝
石。

17.2.9.2  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矿的加工方法
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往往与其它矿物紧密共生，必须采用机械的方法使产品具有

足够的纯度，其加工方法一般是破碎、研磨、分级，然后进行选矿。选矿可以采用浮选、
磁选、重选、或电磁选、重介质、水冶等方法。其中以浮选法最为有效，而且为了除去各
种杂质获得高质量或合格的精睿产品，一般均采用以浮选为主的两种或几种方法的联合流
程处理。

17.2.9.3  蓝晶石、红柱石、硅烧石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1.蓝晶石、硅线石、红柱石矿床参考工业指标
目前国内尚无统一的蓝晶石矿床参考工业指标，一般采用如下工业指标∶
矿物含量∶边界品位>10??最低工业品位>15??
开采技术条件∶可采厚度≥2m，夹层剔除厚度≥2mg
2.蓝晶石、硅线石、红柱石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几个蓝晶石、硅线石矿床采用的工业指标，见表1-11-198.
17，2.9，4 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矿产品质量要求
（1）1978年日本对宝山钢铁公司用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精矿提出的一般质量要

求见表1-11-199.
（2）国外对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矿精矿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200。

11.2.10  叶  腊  石  矿

11.2，10.1 叶黯石的性质和用途
1.叶腊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叶腊石是粘土矿物之一，化学分子式为Ai。〔SiqO∶0〕（OH）∶，理论含量AlaO∶

28.3??SiO266.2??HO5??属单斜单晶系，晶体少见，常呈鳞片状或隐晶敏密块体，
有时呈放射叶片状巢合体。一般以叶脂石为主的多矿物集合体称为“腑石”（质软、富于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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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98篮晶石，硅线石矿床工业猪标实例表

矿物含监（%> 夹层副除厚度可采厚度
注备E亨 (m)(m)边界品饺 最低工业品位

乙 0 详查报会>10≥7邢台卫鲁蓝晶石矿

1.515 黄变报咨>1527沐阳筛山蓝品石矿

乙， 普查跟告≥10 >16秘南大王山硅级石矿 “ e 初步断振概告>15鸿西三道沟鞋线石w; ≥10

表1-11-199日本对雪解用蓝昌石、红柱石、硅缺石精矿的一般质量要求表

硅战石 虹 胜石蓝品石神砷

图料砷 69士3≥60A203(%>

化告戚分 ≤1.0 ≤2,0≤t.5Fe:O;(%)
≤0,E≤2,0≤2,5TiO;((%)

≥1850≥1830耐火度℃
0.30.37

搬膨单一缉“
500℃

兽乘检颜 。靠1-441000
13.35 9.561500t

-0.12？十雾我余膨胀

事1-11-200国外对族晶石、红柱石、硅规石精矿的一般质量要求表
剪到

廉汁道”醇一 商拳红柱在苏眼浆晶方 英 M樊届室晶有搜术要求 石岗建铝合鱼技术陶些耐火茗料 52～57>59>5>56 >56>54 >45Al:0;(%) 1~4,5<21.3<1.0<0.6<2 0.5~0.7sFe;0<%) <2. 0.04～A.00.7加1;2<0.8TiCa〈另）
者问p0.1<0.5CAO(%) <3.5敷量>0.1Mg0(%)
微置寸产纠’Ma:0+K;O(?.0~1.5 18,15 80区上35,48 100,200100,20程度（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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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感、由各种细微矿物组成的鸳密块体>。
叶腊石呈白色、浅绿，浅黄或浅灰色，半透明，叶片柔软、无弹性，硬度1～1.5，密

度2.65~2.90g/cm2，平均癌点1700℃，焙烧后硬化，绝缘性能好，加水后不水化。故无
膨胀性，对有机分子不能吸附，在有机液里不膨胀，没有离子交换和被染色的性质。

叶醋石是含水铝硅酸盐矿物中含水最少的矿收，加热到400℃逸出结合水， 并有吸热
反应。在加热过程中因脱水而产生体积收缩较小，而且脱水过程较长，脱水后仍保持原来

结晶结构。加热至700 ℃体积稍有膨胀。
2。叶腊石的用途
叶席石最早的用途是用于工艺雕刻，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目前已扩大使用于耐火材

料、绝缘材料、陶瓷原料以及填充料等工业方面。
传统的工艺廉刻石料多为质地细密、光泽好、颜色美观的叶腊石。这种叶腊石常以产

地或光泽、颜色命名，如闻名世界的福建寿昌石（宝绪石），浙江青田石、昌化的鸡血写
每。

金工业中用叶腊石生料制成不烧砖坯，真接使用。常用做钢包砖、高炉出 铁 慎 衬
料。由于制品受热后膨胀，可减少砖缝，不挂渣，抗渣性强，可延长钢包使用寿命。

叶臛石性柔软、硬度小，易破碎。具有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细磨后的料末为白色，
其白度随粉碎程度提高而提高，可用在造纸、橡胶、涂料、制药、糖果、沥青、白水泥，
装饰品、塑料等工业生产中做填充料。

用含有叶腊石的材料制成的产品，经焙烧后导热性小、热稳定性大、对酸碱的抵抗性
高、热膨胀系数和收缩率小，随着焙烧温度增高，产品硬度、机械强度增大，不易磨损、
不产生裂缝、吸湿性降低，可用做地板、墙板、电气器皿、医疗陶器及日常器皿等制品的
原料。

11.2。10.2 叶醋石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叶腊石矿石类型
叶磨石矿石可分为工业用矿石和工艺用矿石两个类型。现仅将工业用叶腊石根据叶腊

石矿物的组成划分四种类型如下;
1）离岭石-叶腊石
主要矿物为高岭石，次要矿物为叶腊石，微量矿物有褐铁矿、金红石等。
2）水铝石-叶腊石
主要矿物为叶腊石，次要矿物为水铝石，微量矿物有褐铁矿、金红石等。
3）石英-叶腊石
主要矿物为叶腊石，次要矿物为石英、玉髓和微量的褐候矿
4）叶瞻石
主要矿物为叶腊石，占总矿物90??上，其它为微量玉酱、水铝右、褐铁矿。
2。叶腊石加工方法
工业用叶腊石矿石的加工方法分为干法和湿法选矿两种。
干法选矿流程为;手选一破碎一筛分一磨细一分级。
湿法选矿主要是处理低品位的矿石，其流程为破碎、磨细，以达到叶赌石和伴生矿物

单体分离;分离出的叶腊石粉经脱水、过滋、干燥、粉磨、分级成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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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3 叶瞳石矿床工业指标
目前尚未制订有统一的叶错石矿床参考工业指标，现把几个矿床实际采用的工业指标

列于表1-11-201中、以供参考。

表1-11201叶量石矿东工业指标卖例表

化学威分（界》 可采厚度谓火度 失石测隙
矿石品级章床名称 MgoSiOFe:O, (m)(b>跳膜 CaoAl:O 厚度《m》

率工T<8

制火材料用
” <1<12 ≥1670≥24 - 块度<1

≥2 ≥2<5凸≤2 <1 ≥1650够烟叶崩石矿 P l≥20～24 --
她界≥1610<1<1 <5， ≤2≥16~20 ， 工业≥183
！

面探硫堡
- K20+Na:O<0.6<65>27 <0.5

≥1≥21- K:O+N:0<1.2<0.5 ，23~27 <70桑查时素石矿
K:0+Na:0<1.2衰外 0.51～2389～78

<0.5<76>18肉豪原斜用青田时腊石"

11.2.10.4 叶腊石矿产品质量要求
叶腊石矿产品质量要求，目前国家尚未统一制订。现将有关部门制订的叶腊石产品的

一般质量要求，列于表1-11-202中，供参考。

步1-11-202叶瞻石产品的一般质量要求表
入徽”化 学 分高’

Fe0 均失量产品名称 K:O+NaOAl:OSiO:
<0.8<0.5≥25≤70高望叶蜡石
<1-8≤0.5义≤175中铝叶嫩存

负<1.8≤0.>10低铝时蛾石

日本对我国宝钢所需叶腊石的质量要 求为;A12O，15?3，SiO279?2，Fe
O，≤0.5??K2O+Na，O0.15～0，2??耐火度（SK）≥29。

其它用途对叶腊石矿产品的一般质量要求如下;
（1）填料用叶腊石，白度>78～80??水份<0.5??叶腊石含量>80～85??
（2）制药、制糖用叶腊石，叶腊石含量>80～85??AS<0.0014??
（3）橡胶、电缆用叶腈石，水份<0.5??Fe∶03<1～1.5??灼减<8??吐腊

石含量>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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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旋饰、雕刻和细工石料用叶腊石。要求矿石致密、块状、浅痰色调，具柔性、

良好的机械加工性能。石料不应风化和有裂隙，颜色可以各种各样、色调应不被污染，没
有硬矿物（石英、玉髋）。

11.2。11 蜒 石 矿

13.2.11.1 轻石的性质和用途

1。蛭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蛭石是由黑云田、金云母等蚀变而成的铁、镁含水铝硅酸盐矿物，属水云规族，仍具

有云母的外统。由于在灼烧时体积膨胀变成蚂蝗（水蛭）形的弯曲长柱状，故 得 名 为摇

石。其化学分子式为（Mg，Fe，A1〕3【（Si，Al）4O。〕（OH>∶·4H2O;成份变
化不定，理论成份含量为∶SiO∶36，71??A120314.15??Fe∶O34.43??MgO24.62??
H，O20，09??蛭石呈谤片状，片状或单斜晶系的假晶，鳞片重迭，跳片微具弹性或无弹

性。灰白、褐、黄褐或古铜色，条痕白色;具强烈的玻璃光泽或脂肪光泽。质脆且软，硬
度1～1.5，密度2，4～2.7g/cm*，比热0，2，熔点1320℃。在850～1000℃的温度下煅烧，
绖石片即失水膨胀，厚度可以增大15～20倍;体积可以增大8～15倍，最高可达40倍∶密

度显著减小为0.6～0.9g/cm2，可浮于水面上。膨胀后的蛭石，细薄的迭片构成许多间隔
层。层间充满着空气，因而具有很轻的容重和很小的寻热系数〈0.04～0.06Kcsl/m·h·

℃）。使其成为一种良好的热。冷和声的绝缘材料。但疑石的电绝缘性、耐酸性均较差，

在常温下即能被盐酸和碱酸侵蚀，苛性碱侵蚀微弱。
2.蛭石的用逾
蛭石作为一种良好的热、冷和声的绝缘材料，广泛应用于建筑工业及其它工业中。经

煅烧后的膨胀蛭石，可以单独作为松散填料使用，亦可与水泥、永玻璃以及合威树脂等胶

结材料制成各种制品使用。
作松散填料使用时，可以松散状态填充和装置在建筑围护结构中，用于工业与民用建

筑的墙壁、楼板、顶棚和屋面等部位的保温、隔热、隔音层;也可作为热工设施、工业窑
炉和冷藏设施以及类似目的的绝缘层填充料。

用膨胀蟾石为主要材料制成的各种形状和规格的砖、板、管、壳等、可用于各种管道

的保温、绝热、冷藏建筑物的隔热保冷，礼宜、影剧院、广播室、电话童等建筑物的吸音
用。用膨胀解石为轻质骨料制作的混凝土，可现浇成预制成各种规格的结构件，作为屋面
保温层、楼板隔音层。蛭石灰浆可作为建筑物的内墙、顶棚等粉刷工程的墙面材料，以喷
涂、抹方式做成室内保翟层和吸音层。

在冶金工业中用疑石制品砌制冶炼炉的炉盖。
一些国家还把蛭石用于农业，作泥炭土的湿润剂和泥土的调节剂，以使酸性土变成中

性土并疏松土壤，促进农作物的生长。此外，日本正在试验用膨胀蜂石吸收海水油污，制

造香烟的过滤咀，以及配制动物饲料等。
1.2.11.2 蛭石的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I.蛭石矿的矿石类型
蛭石的矿石类型一般是依据矿物成份及蛭石的产出状态来划分的。内蒙、陕西一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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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鲢石矿将矿石划分为如下类型∶条带状透辉石型蛭石矿、浸染状透辉石型蛭石矿、分散
状透辉石型蛭石矿、透镜状团块状透辉石型蛭石矿、珊灰石透辉石型蛭石矿等。

2.蛭石矿加工方法
工业上使用的蛭石是经过煅烧加工的膨胀蛭石，其加工方法是首先进行选矿，滤除矿

石中那些在煅烧时不能膨胀或膨胀很小的矿物，然后进行煅烧。

蛭石的选矿方法有空气分选法、静电分选法、浮选法、沸腾 分选 法及振 动 分选

法。目前我国一些矿山主要是采用手选和以破碎、筛选和旋风分离器相 结 合 的 于法 选

矿。
蛭石煅烧采用立窑，煅烧温度在850～1000℃范围，煅烧时间在一分钟左右。 经过煅

烧达到完全膨胀的蛭石，必须急速使之脱离高温进行冷却，以防止在高温作用下过度的脱
去剩余的化学结合水，否则将会使蛭石薄片变脆而影响质量。

11.2.11.3 蛭石矿床工业指标
目前尚无蛭石矿床的一般参考工业指标，有关资料中建议的一般参考工 业 指 标 如

下∶
含矿率∶边界100kg/cm3，平均200～300kg/cm*。
膨胀率;体积膨胀二倍以上。

可采厚度1～2 m，夹石别除厚度1～2m。
另外也有建议使用蛭右含量百分数指标来圃定矿体的，其指标为;边界≥10??平均

>20??
11。2.11.4' 蛭石矿产品质量要求
根据有关资料，蛭石质量的等级是根据能石的膨胀倍大小、薄片平面尺寸和染质含

量的多少划分的。
1。按崛石的膨胀倍数划分
一级品;蛭石具有大的叶片、不能劈剥成完整的薄片。颜色为黄铜、青铜或淡绿色，

呈珍珠成脂肪光泽，煅烧后变成金黄色。崛石体积膨胀8倍以上。
二级品∶蛭石的叶片较大，不易劈剥成完整的薄片。颜色为棕色、暗黄铜色和绿色，

有珍珠或玻璃光泽。经煅烧后蛭石体积膨胀6～8倍。
三级品∶蛭石的叶片较小，薄片有些弹性，表面凹凸不平，颜色为暗棕色、深绿色，

有些玻璃光释。经煅烧后绖石体积膨胀3～5倍。
四级品∶微经水化作用的蛭石，和云母有相近的外观，并夹有未经水化作用的云母，

易劈剥成馨片，颜色为暗绿色或近似黑色，呈玻璃光泽，经煅烧后蛭石 体积胀膨3倍以
才。

2.按蛭石叶片平面尺寸的大小划分
一级品∶15mo以上;
二级晶;415mnm;
三级晶∶2～4mmy
四级品∶ 2 mm以下。
3.按蚝石原矿中其它矿物杂质含量划分
一级昂∶杂质含量占3??下（按重量计，下同）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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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品∶杂质含量占4～9%;
三级品∶杂质含量占10～15??

四级品∶杂质含量15??上。

外贸部门对出口蛭石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203。

表1~1-203外贸出口对蛾石的主要质量要求装

8学 <%)涵化
形状 级 果 脾隆产kgoSi0Al:O; FeO,FeO

平均在10” 2.285,8 16.78.118.8块状
乙 19.841.2 8.1 舒以上0.?)7,、

12~36cm<每平方时2目），
的 7～12ec四（每平方时4目） ---—，：

子户八 国 a.3~7cm（每平方时8肯） 。，，
1~3.5cn<每平时20E4）

11，2.12 膨 润 土 矿
11.2.12、! 膨润土的性质和用途
1.膨润土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膨润土又叫膨土岩或斑脱岩，是以蒙脱石（也称微晶离岭石、胶岭石）为主要成份的
一种有价值、多用途的粘土矿产。矿有中含少量长石、石英、贝得石、方解石及 火山玻
璃。染脱石的化学分于式为（Al2·MgO。）〔Si，040〕（OH）∶，成份复杂，变化不
定，理论含量为SiO;66.7??A1，O;25.3??H，05，0??属单斜晶系，二八面体型。其
晶体构造具双层状，在双层之间存在有层间水及一些交换性阳商子。硬度2，0～2.5，密度
2.0~2.7g/cmn"。

膨润土呈白色，含杂质时呈淡绿、灰白、粉红等色，具有强烈吸水性，吸水后体积膨
胀10~30倍。在水溶液中呈悬浮和胶凝状，具有很强的阳离子变换的性能，以及良好的粘
结力和耐火度。

2，膨润土的用途
科前膨阀土主要用于球团矿、铸造型砂和钻井混浆三大方面，其用量占膨润土总产量

的75??
作球团粘结剂用;在生球中加入膨润土以后，强度增加，于燥速度快，热 稳 定 性 能

好。在运输和焙烧过程中不易破碎，返矿量减少，粉尘减少，炉内透气性好，提高焙烧速
度，减少结瘤结块事故。脱硫率高达90??上。

作铸造型砂粘结剂用;以膨润土配制的型砂。于、湿和热态的抗压，抗拉强度的综合
性能好，高水强度、于压强度、湿压强度和热湿拉强度高，抗夹砂，不起皮，韧性好，起
模搬移不易损坏，不坍方，提高铸件质遗和成品率（约20??。

作钻探泥浆原料用∶以膨润土配制的泥浆具有失水量少、泥饼薄、含砂量 少、密 度



570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低、粘度好、稳定性强、造壁能力好、钻具回转阻力小、钻进效率高等优点。适用于石油
探井、高压喷射钻井、小口径并利不稳定地层中钻进。

作膨润土稠化剂原料;用以制造润滑脂、橡胶、塑料、油塑、油漆。膨润土润滑脂是一
种高温脂，使用温度很宽，适用于负几十度到正一百多摄氏度的使用范围，用于大型略气
客机、歼击机、坦克、冶金高温设备、合成纤维设备、地面卫星站等设备的高温、高负荷

摩擦部件的润滑。

作陶瓷原料用;膨润土在陶瓷工业中，主要做为泥料的增塑剂（增加泥料的可塑性）

和釉料的悬浮剂。
作油脂脱色和静化剂用;利用膨润土对有色有机物的吸附能力来静化石油产品（清如

裂化汽油，煤迪、润滑油等）以及吸附矿物油类、动物油、植物油的有色物质。

作地下连续墙用泥浆原料∶近二十年来，在地下铁道、地下停车场、地下油缸、下水

道等地下工程、及房屋基础、桥梁基础、设备基础等工程，船坞、码头、堤坝等水工建筑

中，广泛采用地下连续墙。在开挖地下连续墙的探槽时，需用膨润土泥浆巩固槽壁、保证

施工顺利进行。
膨润土还用作耐火材料、水泥、造纸、香料等填料、化工填料剂（肥皂中加入膨润土

可稳定泡沫，增强去污能力，减少干缩变形）以及畜牧饲料、化肥农药载体、沥 青 浮 浊
液的浮化剂、改良土壤、防止水土流失等方面。另外，以膨润土代替淀粉，用于纺织工业
傲纱浆，可节约粮食。

11.2.12，2 麝润土矿石类型
根据蒙脱石中所含的交换性阳离子类型和数量，膨润土划分为表1~11-204 的类型。

表1-1-204麝 润 土矿 石粪 贾 表

备昱串 韩交换性阳高子含量（??矿石奖型

E.." 义-≥50钠基膨润土 当比值<50??，以解离于交(7pC

Ecst 换量最大箱次大量联食命名划？”-≥50钙基膨洞土 CEC
分EMg' 义-≥5镁基廓第土 CE

ECa* 6~7-≥50酸性明塞膨润土 CEC

<6酸性彰润土

注。1.CEC为期润土阳商子交换容度（毫克当量/每百克样）。
2.ENa'为交茯性钠高子的阳离子交换量<毫克当量/纸百克样）。

11.2.12，3 膨洞土矿床工业指称
1。膨润土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目前没有制订统一的膨润土矿床参考工业指标。某些矿床普查阶段的评价指标如下
（1）蒙脱石含量;边界品位50??最低平均品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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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胶质价∶钙质膨润土≥40??钠质膨润土≥90??
当出现蒙脱石含量与胶质价不一致时，以蒙脱石含量来圈定矿体。
（3）可采厚度≥1m。
（4）夹石翳除厚度≥1m。 .

2.感润土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九台县膨润土矿工业指标∶

1）钙质膨润土
（1）紫脱石∶边界品位≥50??吸篮董≥22g/100g）

工业品位≥60??吸监量≥26.4g/100g）
（2）胶质价≥40??
（3）可采厚度≥1m。
（4）央石剔除厚度≥1m。

2）钠质影润土
（1）聚脱石边界品位≥50??吸蓝量≥22g/100g）

工业品位≥60??吸盐盐≥26.4g/100g）
（2）胶质价≥90??
（3）可采厚度≥0.7m。
（4）夹石副除厚度≥1m。
11.2.12.4  膨润土矿石产品质量要求
目前尚未制订有关膨润土矿石产品质量标准，现据有关用途对矿石质量的一般要求，

列表如下供参考。
（1）铁矿球团粘结剂对影润土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205。

表1-17-205球团粘结制对粤润土的一般质量要求表
贾   求Ⅱ要   求 项目项

>即胶质价<??>56SiO:(%)
1~8鄙胀腻（g/gh）Al20s(%) >18

>0,5×105副压强度（Pa）NaO+KgO(%) 2~3
24xt0*千压强度（Pa）<10烧    减（??
5000比西积（cm2/8）100.教度（<250目）（??

醒虎（水田）（?? <S

（2）铸造型砂对膨润土的一般质量要求∶
钠基摩润土，混压强度I级品>0.5×10°Pa，I级品0.3～0.5×10°Pa。

· 钙基膨润土或镁基影润土；湿压强度I级品>0.5×10°Pa，I级品0.3～0.5×10*Pa，
显级品0.2~0.3×10°Pa。

（3）钻井泥浆对膨润土的一般质量要求∶
遣浆率∶不小于16m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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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失水量，不大于15ml/30min。
动切力，不大于15×塑性粘度（N/cm2）

200日筛余∶≤2.5??

（ 4）润滑脂稠化剂对膨润土的一般质量要求∶
阳离子交换量∶60～100ml/100g。
蒙脱石含量.>85??
<2μ的粒度∶>50??
（ 5 ）油质脱色和净化剂对膨润土的一般质量要求∶

化学成份含量∶SiO258~70??A1O;15～20??MgO1.5～5.0??水份6～12??
烧硫6 ～10??

物理性质∶酸化后活性度≥15°，酸化后脱色率≥70??

11.2.13 沸石矿

11.2.3.】 沸石矿的性质和用途

1.沸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沸石是沸石族矿物的总称，包括三十多种含水的碱或碱土金属的铝硅酸盐矿物，化学

组成为变化很大，其矿物晶体一般为等轴晶系，四角三八面体或与立方体成聚形晶。纯净
时无色或蓝白色，常因含氧化铁或其它杂质而带浅色;硬度3.5～5.5，密度 2~2。3g/cm3，
具有较低的折光率（1.47～2.52），重折率（0～0.615）;易被酸分解。以吹管焰烧灼，
大部分沸石膨胀起泡。犹如沸腿，故得名沸石。

沸石的晶体具有四面体骨架结钩，其骨架中的每一个氧原子都为相邻的两个四面体所
共用，这种结构形成了为阳离子和水分子一—沸石水所占据的大晶穴，这些晶穴以一定方
式互相连接形成互相贯通的孔道。阳离子和水分子有较自由的移动性，可以进行阳离子交
换和可逆地脱水，并在进行离子交换过程中呈现选择性。加热脱水后的沸石，晶体结构并
不破坏，脱水的沸石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重新吸水。当水分子被驱除后，还可以吸附其
它物质分子，直径比孔道小的分子可以进入晶穴，而直径比孔道大的分子则不能进入，从
而对分子起着筛选作用。由上可知，沸石具有优良的吸附性能，每克沸石的表面积很大，
因而吸附量大，选择吸附性好，吸附效率高，尤其是对水，即使在低相对湿度和低浓度、
高温等不利条件下仍能吸附。沸石还具有阳离子交换性能、催化性能，以及耐热、耐酸等
性能。

最常见的沸石矿物及其特征，列于表1-11-206。
2.沸石的用途
由于沸石所具有的特性，使其广泛用作离子交换剂、吸附分离剂、干燥剂、催化剂、

水泥混合材等，应用于各有关工业部门中。我国目前绝大部分沸石用作水泥厂活性掺合料。
在石迪、轻化工业用作石油炼制的催化化、氢化裂化和石油的化学异构化。重彰，

烷基化、歧化;气，液净化。分离和储存剂;硬水软化、海水疲化剂;特殊干燥剂（干燥
空气、侧、烃类等）以及用作造纸、合成橡胶、塑料、树脂、涂料充填剂和素质颜料等。

在建材工业中，用作水泥的水硬性活性掺合料，烧制人工轻骨料，制作轻质高强度板
材和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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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208量常见的沸石矿物及其特征表

专度。视度品系 颤 色名 脉 岗学 分化 ” (g/cm3)
单名 夕宁；夕司详嵩出 2,2～2.3瓷臼或得自色Ca(AISi:O,)⋯4H:0

无色、自色成频芥单铁 少4.0～4.5钙十字沸石， (K: NaCa)tAISi:Os?6H:O 堵哺。消，滋昨，
单解 2,18～2.22(Ca,Naa)CAlSi,O,J-6rO片 沸石 无煎，白包、砖红色 3,5～4.0

白威神黄色 2,1~2.2单泌辉 浇 石 (Ca,NaK2)AtSi:O7H:D 3.5～4.0
(《Na,K,Ca);~;[A1:(A],S 普益 2.1~2,23,5～4.0无色、自色铜发沸花 Si.:O。]·12H:0

白色六方 3.6一4.0 2.07毛 沸万 KN:CatA1;Si.O:J12H0
三方  2.06～2.10嵩曾试 无色、白色、浅红色<Ca,Na;)LA15,O,J6H:O 4.0～5.0

斜方 虫、决关色 2.12→2。153.0~4-0丝光佛石 Na:Ca[AISi:O:27H2O
无色、白色、溃红色 f2.24~2.295.0～5.乌率方 沸石 NaitAISi:Oa]-21:O

5.0无色、费色等轴 1.92N:CatA1Si:O,3,·6H:0八面拂石

在环境保护方面，用作废水、废气处理;从废水废液中脱除或回收金属离子，脱除废
水中放射性污染物。交换后饱和放射性物的沸石，又可作为辐射源使用。可以从合成氮工
厂的废气中回收 氨，从硫酸厂的废气中回收二氧化硫，以及从其它工业废气中吸附一氧化

碳和氨等。
在农业中用作土壤改良剂、保肥、保水、防止病虫害，以及作猪、鸡饲料的添加剂

（可促进牲畜生长、提高小鸡成活率）。
在国劝、空间技术，超真空技术，开发能源、电子工业等方面，用作吸附分离剂和于

燥剂。
11，2.13.2 沸石矿床工业指标
目前无统一的沸石矿床的一般参考工业指标，下面列出一些矿床实际采用的 工 业 指

标，供参考。
九台银矿山沸衣矿。
吸铵值∶边界≥50Mmg当量/100g，工业≥70Mmg当量/100g。
可采厚度≥1 m，夹石剔除厚度≥2m。
长春天顶山沸石矿;
吸铵值∶边界≥50Mmg/100g，矿块≥70Mmg/100g。
可采厚度≥1 m;夹石期除厚度≥2m。

11.2.4 高岭土矿

11，2.14.1 高岭土的性质和用途
1。高岭土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高岭土主要由<2μm的微小片状或管状高岭石亚族粘土矿物晶体组成，呈松散土状、

土块状或坚硬石状，白色或近于自色，最高白度>95??最低黄度<3??当含有杂质时
呈各种深浅不同的颜色。一般质软，有时较硬，硬度1～4，质软者具可塑挂，易于分
散，悬浮。其中某些主要由片状高岭石组成的高岭土，可配制成高固含量（固含量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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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悬浮性和流变性的悬浮液;而质硬者不具可塑性，不易分散、悬浮。此外，高岭土还具
有离的粘结性和良好的电绝缘性（200℃的电阻率大于101°Ωc，m，击穿电压在频率50Hz

时大于25kv/mm、化学稳定性（抗酸溶性）以及很低的阳离子交换量（一般为3～5mg

/100g>，较高的耐火度（1770～1790℃）。

2.高蛤土的用途
目前我国高岭土，主要用作陶瓷原料和耐火材料，其次用作造纸涂料、橡胶填料、塘

瓷釉料和白水泥原料，少量用于塑料，油漆、颤料、砂轮、铅笔、日用化装品、肥皂、农
药、医药、纺织、石油、化工、建材、国防等工业部门。如制造各种日用 瓷 器、高压瓷
瓶、高频电瓷、化学试验和卫生器材、各种耐酸腐蚀的容器、高级锯版纸、高温铸模、各
种高级光学玻璃和水晶等的熔炼坩锅，以及原子反应堆、喷气飞机、火箭燃烧室和喷嘴的
耐高温复合材料等等。在国外，用作造纸涂料和填料常占很大比例。

11.2.14.2 高螃土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组成高岭土的矿物有粘土矿物和非粘土矿物两类，决定其性能的主要 是 前 者。粘土

矿物主要是高岭石亚族，其次是少量的水云母，蒙脱石和绿泥石。高岭石亚族矿物共有高岭
石、地开石、珍殊陶石、多水高岭石和变水高岭石等五种，属层状硅酸盐，1 ∶1层型高
岭石———蛇纹石族二八面体亚族，其主要特征见表1-11-207。

蠊7-11-207高龄土主要粘土矿物衰

A{∶O理论含密 度咔 现 度式 色矿物名称 化 学 分 喇”旗”(/em)

41.202.0~3.5白色政其它色 2.50～2、舒3六约乞名乙巧了高 的 石

2,82 38，23（分析>白色戚调色 2.5～3,5Al,(Si,O.(OH)地 开 石
39.65（分断）2.502,5~3.5无色馈缴特黄色六图合巳义它艺珍珠网土

2.0～2.6 S94.861、0~2,5帮各种色调的白色Al,(H:O》,[SiO10OH),多水高酸石

白色 3B.《82.0~2.21~2AltCSi:O102xOH):变术高岭石

让∶多水高岭石又名叙永石、按筋石。变水高岭石又称变叙永石、俯澳络石或偏多水高岭石。一般由多水高岭石失
水变化而威。

高岭土中的非粘土矿物主要为石英、长石和云母，此外还有铝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铁
矿物（褐铁矿、白铁矿、磁铁矿、赤铁矿和菱铁矿），钛的化合物（钛性矿、金红石、自
榻石），有机物质（植物纤维、有机泥炭及》等、

1，2.14，3· 高岭土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高岭土矿石类型
（1）根据高岭土矿石的质量、可塑性和砂质的含量（石英、长石、云母等矿物，粒

径>50μm的320目筛上物含量），可划分为下列三种工业类型∶
硬质离岭土（高岭石岩），质硬，无可塑性，粉碎、细磨后具可塑性。
软质高岭土（土状高岭土）;质软，可塑性一般较强，砂质含量<50??
砂质高岭土;质松散，可塑性一般较弱;除砂后较强，砂质含量>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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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影响工业利用的有害杂质种类，冠以"含××"字样划分为亚类（其含量
允许<5??。如含黄铁矿硬质高岭土，含有机质软质高岭土、含褐铁矿砂质高岭土等等。

可参与划分亚类型的有害杂质有揭铁矿、黄铁矿、金红石、明矾石、水云母（伊利石）、

云母、蒙脱石、叶腊石、自然硫有机质等。

2.高龄土矿石加工方法
高岭土矿石一般需进行人工手选就机械选矿以提高质量。
机械选矿分干法和湿法两种，于法选矿比较简单，其工艺包括破碎、干燥、魔矿与空

气分级，适用于生产质量较差的产品或处理易选的矿石。
湿法选矿是目前较常用的选矿方法，其基本流程是;制浆→除砂→分级→漂白<除

铁、钛等杂质>→过港→干燥。制浆是将矿石碎散，为除砂或选矿制备适当 细度的悬浮
液;较硬的矿石在制浆前尚需进行破碎。除砂用把式浮槽分级机、螺旋分级机、水力旋流
器、振动筛等机械进行。

高岭土的漂白，国外主要用化学浸滤法除铁，也有使用超细粒浮选、高梯度 磁 选 法
的。化学浸滤法除铁时，一般用亚硫酸锌或亚硫酸钠将高岭土中三价铁〈Fe;O;）还原成可
溶性的二价铁化合物，在脱水阶段随滤液排出。在国内，由于化学浸滤法的成本很高，废
水处理困难，尚未能在工业中应用。强磁选除铁我国也进行过研究。测片工艺。是将高岭
土叠片剥成薄片以除去杂质和提高透明度，因而也提高了白度。剥离出来的高酸土呈薄鳞
片状，是一种高级涂料级，适用于作纸张的表面涂料，使纸张平滑。

1）.2。14。4 高土矿床工业指标
1.高岭土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高岭土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详见表1-11-208和表1-11-209。
2.高岭土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我国一些高岭土矿床地质韵探期间采用的工业指标，详列于表1~11~210。

表）-】7-208高的土矿床一般工盘霍标表
Fen02+TiO;(%) 胃 洗率 可聚厚度 夹石别除焊度A1:D

类 型式 其中TiO (m) (a)封’ 一美、邮鸣着(%)
D.7~1 0.3～0。5<0.6>30 <2风积型源言硬质商岭土 小型露天小型露关>18 <0.8<?热液性变整原矿 、0.7~1<0。6<2>2原矿软质高龄土 中大型需天中大型露灭e2<0.6>14 <2原矿砂质酱岭土 地下开采 地下开采!>16海洗钠矿（二 允中司 <0.?>24320目水锦）

表2-11-209被遗频澡料要求的一级工业指标衰
夹石剧陈厚度可采厚度（m）辅矿率〈??粘度（厘治）白度（?? (m)矿石熨型

醇天开采 露天开采>80 <500款质高时土（希矿） -->13<50>80砂质高岭土（销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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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5 高岭士矿产品质量要求

国家建材局1982年颁发的陶瓷、造纸、塘瓷、橡胶用高岭土产品的主要质量要求，列
于表1-11-211至表1-11-214。

表7-71-211胸貌用高伶土的主要质量要求表

化学威份（窝） 物意性触
主要产品

高亚占 |白度（??CaO+K,O+“[Fezosio:A1∶0，烧失量 气告辛外观质量要求 2os℃Na:OMgO C.中 用逸名称
叫州 不小于不不小子

白色，有时带有少量

要冲限基季兹噜号
帧绿和脚色之块状，芜 0.50 177086.D0.60jo.10)0.3o37,00 0.40|48,0018。00]可见石类及其他杂质。Ho
1300℃姬烧为白色。接
度10～100mm

电子元 白色，有少量其德浅

手蓝一 1770e0.00.50件、秃学色或水锈狂较，无可见 0.80.5048.018.00 0.200.5%37.0产 表璃坩埚石 英 及其 他 杂 质。
融料基 1300℃量翼为白色

光学疲| 白色与其他 浅 色 相

辛薯二专
病坩埚，间，无明显石英及其他 1750一宁0.6035.0 a,200.7o1.0013.00 49,00高压电境杂质。1300℃煅烧为白H: 色，许雷有少蛋其他

浇色

高压电 深篮、灰黑、挑红等

多造三号
竞、目用杂色。1300℃短挑为白 17180.00.81B.00 ：l0.501。00[1.2034.0c 51.00) 丶陶烧、建色，允许带有少量其他Hz 筑陶瓷、钱色，有少重斑点，无
弹基连道霉谨

手蕴因号 化工离无石块、黄泥等明威 S 言多506.0o岁名一H。 18,00y28.50瓷、词火杂默 ，，
鼻
换料、白色，秸带其 他 浅叫够当 ！ o-so！g7。00 9,z03.0olHn 0.8048.00)18.00;

宽一号高级填料色∶无明显明积石纳核
玻确坩 白色与其他 浸色相手透队 0.80-0.2qt.0of式 18.0o 1.004S.00]35.00烟，高级阿，无明挑明矾石培核

赢二号填料变
电费、目 灰膳色与芙他杂色相

手速矾】用育慌、间，1300℃嫩杂为白色j 1.00 30、03.00 49001.50r8.06 0.50d.0ol
意 筑 同】带其它没色，有少蛋 亚硫乏号配、高级!黑点，无熔爽

耐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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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理性能化学成份<??，

方 主要产品 白向庞（??“召 耐火K:O+[可占土
读'OSlve:Os乙。M:Ola|饶失量 T13Do外观质盐要求 os℃MgoNa:O用途名称号 才

至公大 不小于不宁出 *
电子元 白色，无可见杂质。
牛、涂料，1300℃煅烧为白色。配 曾夕o.6o 177?o茎。 L.00o.eqi机选特号 48001B.Oe37.00 C0.20|1.0c及 ，

译皱 遂纳度1250月烯众不大

|于0.5%

电子元 白色，稍带米黄成战

品裂【中
繁病埔灰色。1300℃煨盗为自 1770?2。00.801.00可还三1.0018.0ol26.0o, d8.00o不

M: 附色稍带其他混色。泥聚埚

传、电瓷
阐度;260目鲜余不大砂轮
于0.5%

高压电 次自，嵌黄色。泥紫

机盗二号
能.日用加度∶260 目筛余不大} a17501-000.8o 0.51.2085.0o 1.2018.00,超9.00
陶銮、建于1%M: 黛硝
花空、砂
j论

表1-11-22造纸用高岭土的主要质量要求囊（JC818—82）
物理性馅化学威份（??< so:FeOol产品名称 外观质量要求 峰浩于勺访疗 矿石股 度自

”颗心 〈%)
不大争 宋关手 不小于不小于

78.0 80.0造纸工业用 白色，无可见杂质。混依润度∶ 2,00 1.00.7o48,oe]Pmo 14038,0o 83,0 BE.0
250目筛寒不大子0.3%机连得号
白色别带贫色或族灰色，无可见架避纸工业用 75.01.0z2、0049.00a5.00l 1.014.00日、

机选一号 做，滤浆绸度;250目筛余不大于0.5%

表1-11-233痛瓷用高蛾土的主要殿量要求装（C919-—83）
份（?? 驹理性化 学 腹 者

内 CaO+图二Fe,Oy产品名称 响禅褐魔失量Al∶Oo，|SiO∶ 白度求外 乳质 量 MgO “韭”(%)9 不大于 不夫针不小于

德烧工 自色，无可焚杂质。1300℃煅
1.09| 1.50 LQD80,00、6014.(037-00dg。00.Eino 业用机逸 烧为臼色。混浆帽度∶250目

套弹 师余不大于0。5%

糖瓷工 白色，荆带淡黄或族灰色。130℃∶ 1.00 75.0 1001.-501.0o电8.0o36.06]!14.0时省 最烧为白色稍带其能浅色。栀业用机选
一银 蒸躯度∶250目前余不大于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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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1-11-214缘胶用高愉土的主要质量要求表（JC320—82>
能性理物 化学成份<??

有 量冒漏 说失量A!∶O，SiO∶DPG水份 l;8.降体积白度
严品名称 (ml/g>PH （第>吸着率 净25目谛(%) 100目筛

不大于不 小 乎肾八滚“象（??。 不小子汁叫 不小平<%) 不火子不大予

粮胺工业用 。6-0一 “豆 50.0d,34.0n1。 ,0.0045空 83,Q1.50 可合！矽空4.0
100岩白密甘参 ，

橡胶工业用 。5-0一 1.9 50.0o丝复12.0675-0 0.0451.50 4~0Rf, 5.0—-8.0
10.0一号宽土粉

像联工业用 。 1.5 二夕图名6,0- 75:0 62.0e33.0ol1r.olRf, 1.50 台？56-a.o
10-0|二号凝土粉

徐胶工业用 。 g.oD 58. o2.0 28-0o75.03.0RF 1.50 .0-9,9.0-8.q
三号安土粉 。校胶工业i 18-06)宁皂2.5Ro。 1.50 ：‘
四号瓷土粉

11.2.15 碱矿
11.2.。15.1 碳的性质和用途
1。磷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磷有11种同素异构体，最主要的有白磷、赤磷和黑磷三种。
白磷呈自色、蜡状，在阳光下常呈黄色，又称黄磷，是一种剧毒物质。黄磷可分 为a~

黄磷和β-黄磷，极易氧化。氧化时能发磷光，在空气中会自燃，故常保存在水中。黄磷的
密度1.89g/cm3，熔点44.1℃，沸点280.5℃，不溶于水，易溶于二硫化碳。

赤磷呈红色或紫色，又称红磷或紫磷，具鳞状结晶，无毒，不 发光。 化学性质不活
泼，在空气中480℃才燃烧。密度2.34/cm3，熔点590～610℃，常压下加熟升华。

黑磷是白磷在高温高压下所形成的产物，化学性质极稳定，并具有金调 性，密度2。7
E/cm"。

磷在足够的空气中强烈燃烧后形成P2Os。
心薯塔迪酵磷主要用于农业，它是磷肥生产的重要原料，世界上有86??磷矿石用于制造各种磷

肥，4 ??来制造农药和饲料添埔剂。
磷在国防工业中可用来制造照明弹、纵火剂、曳光弹、熵号弹和烟幕弹等。在冶金工

业中磷可作金属的防锈剂，防腐剂和某些合金的附加剂。
磷也是轻工业原料之一，如火柴、食品、纺织、染料、陶瓷、玻璃、医药等，均与磷

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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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2 磷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磷矿物种类繁多，在自然界中含磷矿物达200多种，其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

-215。
确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表 表1-11-215

P∶Os含干 官/smy停●不物名称 鹿度朗    色化学   式   分 量（??

Caur PO*)F: 无色、淡绿色 <5氟碑灰石 42.3 3.19
<5M上Ca:otPO,)。Cl氯磷灰石 3.2 41

抽 42.4<5Ca:o(PO,)。(OH)2 3.15么氧磷产石:

罪
35.97<52.96|Ca|o（PO*）6（CO））或Cano（P·C）；（0·Oli）ac必修员布石修

训品赛灰石拟
白色，次自 35.973.13～3.15Cain(P·C)&tO·F)I.?（买氟磷灰石） 色、灰墨色美

34,52F1CaioPa.ICI.1021.5Fx(OH)1-:摩尔斯克斯
38.78CanPaCyOaF.(OH).厘论识函码灰石
44.92LiAltPO,)F 6白色、淡燥色 2.98~3.15磷 留 石
34.47混绿、浅黄 .3~4LS*Z~SE*ZAL6(F·OID)*(PO-)*H:0银 星 石昭 32.565~6鲜绿、钱缘 2.60~2.83绿松石 CuAl,troc);(OH)x5H2O答
30.755.1白色、杂色 3.1SrAlx(PO*(HPO*)牌绍视听鲁
41.10CaAl-UPO心（OID.HO辅 纤磷钙铝石
36.86(Na-K)CaAla(POa)(OH)+3HO确州钙钠石书

5,6~6 22.71呈白、 3.11CCCa-Sp)Abj(CoH)6(SO.-PO2)2) 黄、花色硫酸衍锶矿

11.2.15.3  磷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磷矿石工业类型
根据现行《磷矿地质勘探规范》，磷矿石工业类型及其实例分别见表1-11-2167；

表1-11-217。 表1-11-216确矿石工业类型表
脉石矿物种类及含量（形） 辅助指标 烘卿CaO含磷矿物矿石工业类型 砼质矿物 破酸盐有物 P:05（或硅胶盐）

（1）富矿一含调矿物业>碑灰石窟磷酸盐富贵 75??P∶Os合量>30%<20%>80%胶囊矿（防晶）硅质磷甲 （2）脾灰岩寒一台磷岩
1.3一旦乐质磷灰

恭喜欢者扩 20?80% 石受变质作用形成的官爵80?0%硅钙（铁）斯姆矿 田） 灰石矿>80%<20%订（铁）质弱矿 （3）磷灰石岩矿一推内生
增一粗粒 形成的含瞬况石墨矿石
*灰石磷灰石岩，那灰岩矿

<Q
创新教监管
鸟滑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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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磷矿加工方法
1 ）机械加工
将磷矿石磨细成磷矿粉，直接用作肥料。

2 ）酸法加工
用各种无机酸分解磷矿粉，并进一步加工制作各种磷肥和磷酸盐，如过磷酸钙、重过

磷酸钙、磷酸铵、硫磷酸铵、硝酸磷肥、沉淀磷酸钙等。

3）热法加工
将确矿石与硅石、含镁矿石配成适当比例。在高炉。电炉感旋风炉内经高温熔融后，

经水淬制成钙镁磷肥。

将磷矿粉与硅石、钠盐等在转窑，沸腾炉内烧结制成脱氟磷肥。
将矿石与硅石、焦炭配合在电炉内加热，使磷还原，制得元素磷。
4）选矿
低品位磷矿石需经选矿富集后方能应用，目前有以下儿种选矿方法。
浮选;处理对象为磷灰石岩、硅质和硅钙质磷块岩和自云石磷块岩。
焙烧一硝化、处理对象为钙质磷块岩和硫酸铝锶矿。
破碎一筛分一-洗脱泥;处理对象为风化较严重、含泥量较高的矿石。
光电选矿;对条带状白云石磷块岩或采中混入大量白云石时。经破碎。筛分、旗洗

后、再用光电选矿，可除去粒径10～180mm的白云石，从而提高矿石质量。
重介质选矿和化学选矿，近年来进行试验，已取得一定成果。
11.2.5.4 磷矿床工业指标
1。磷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根据《磷矿地质勘探规范》，磷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和缺磷地区磷矿床一般参考工

业指标见表1-11-218和表1-11-219。
表1-11-218确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表
夹石期融厚度（m）叠低可录厚度（m）录低工业品他P2Os（??边界品位P∶Os（??矿床类型

1~20.7一210~115～8画灰岩及磷灰石岩矿床 1~20.7~212～158～12确县治矿床

裹1-11-219缺磷地区确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表
丧石别除厚度最低可来摩度边类品位 最低工业品位

前床 夹 型 (m>P;O3%)节.20;%>禅

2~32~54~52~2.5露天开架啤灰岩 唯一群矿床 r~31~2雪了心可碑灰 4～6地下开采
石岩扩 2～s2一53～42~2,5露天开采床 可综合利用 1~21~25~62.5~a施下开来善消 0.5~L.5~19～105-8调换岩矿床

2.孵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研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详见表1-1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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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磷矿伴生有益组份综合评价参考指标

当前对磷矿床伴生有益组份综合评价指标为;铂>0.02～0.03 ??碘 >0.004～

9.005??铁（ 'TFe）>12??

11.2.15.5 磷矿产品贡量翼求
我国各种磷肥和元素磷的生产，多直接使用商品矿石，由于加工方法不同，对商品矿

石的质量要求也不同。我国对磷矿石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221。

表1-1-221确矿石的一般质量要求车

过研酸等 毕取碑散重
脾育粉索尊蕃蛋电法元素磷晚 醒 管 过磷醌钙武

淀磷酸钙口 切酸碎虎
项

一般要求最截要求蓄本要求运水要求 最低要束基婴求 级抵委求

？ 10～2020±>24>302834AP:Os〈??
<2.11.~1.5<1.6<1.4<1.4CaO/P:O; <1.4
<30<1<121:③:/P;Os(%) <B

<10Fe2O/P20、%)
<20Al.O/P:0s(%)

50-705-等<.3MgO/P:03(%)
<1.0SOz!P:O;

o，8主siO;/CaO
<15CO;/P:O;(%)

100目电炉5～10mm
>5加国 >90%--100目>80%极 度 高护25～50mt

注∶1，表中矿石是指天然窝矿积选矿后的精矿。
2、磷矿粉肥要求构樱率越药效好。
3.很化法硝酸鼻层要求M-O/P∶Os=10～15??

11.2.16 碱 可

11，2.16。1 硫的性质和用遗
1，硫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硫在常态下呈黄色晶状固体，性松脆，不溶于水，能溶于二硫化碳，四氯化碳和石油

等溶液。硫的导电和导热性能很差，极易燃烧，熔点112，8℃，当其被加热到444.6℃时，
开始沸腾，变为橙黄色的瘫蒸气;若遇冷，则可不经过液态而直接冷凝结晶成 粉 末 状硫
（亦名硫华）。

硫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在许多方面与氧相似，只是活泼程度比氧低。 硫 是 变 价元
素，可呈多种价态，其电价随氧化程度的增强而提高，它的氧化物有SO、SO，、SO。、
SO，及S.O3，其中以SO2和SOs为主。硫既有氧化性，又具还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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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呈游离态和化合物形式广泛分布在自然界中，它的化合物主要有碗化物和疏酸盐两
类。白于硫的化学性质活泼，故其产山形式多种多样，本节只述其中的硫总矿（包括黄铁

矿、白铁矿积磁黄铁矿）及自然硫矿。并统称为硫矿。

2.碱的用途
硫矿是化学工业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原料，它的产品——硫酸和元素硫（亦名硫磺>用

途非常广泛，除主要用于化学工业以外，几乎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球。我图以开采硫

铁剪为主，产量80??上用于制造硫酸。硫酸的主重用途是生产化肥（例如普通过磷酸钙
和硫酸铵），其次用于净化石油，溶解矿石、酸洗金，、合成树脂、造纸、水处理、加工
铀矿石、干燥氯气和氢气、制造颜料和染料、生产其它酸类（例如磷酸、盐酸）等。元素
硫除早已用于纺织、医药、染料、橡胶、食品、火柴等工业以及制造火药、焰火和杀虫剂
以外，它的断用途是制造硫泡沫保温材料、硫混凝土、硫沥青铺路材料，交通划线热溶油

漆、啮涂墙壁以及做多孔材料的浸渍物等。

11.2.16，2 硫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自然界含硫的矿物种类很多，主要工业矿物为黄铁矿、白铁矿、磁黄铁矿和自然硫。
碱的生要矿物及特征见表1-11-222。

襄1-11-22P硫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康

玻论含账量度密争色 私雨 性暂物名称 化学分予式 命 入魂。(g/cm3)

58.4～a,5 4.9~5,2FeS:赏铁矿 浅黄铜色，表面常有黄褐色痛色

53.44,85～4.9FeS: 6～6.5西肉制 浅簧铜色，侵带浅灰或浅燥色博 ，

病 386,47暗膏悯岗色，带祠色销色，有时雪 3.3~s5 4.6~4.7磁黄展列 虽黄斯色
10心 钝者至筑、断腹或黄棕色;含杂 2.05~2,0&1~z自 祛 碱

质时呈红、绿、灰成铜黑色等

注，（1）磁贸铁矿的实际含磁危为38，4～3???学分子式中的x我示Fe愿子的亏损数量、其值喀于0～0.223。
（2）自然碱亦名灭然痛、斜方硫。

11.2.16.3 硫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硫矿石类型
硫矿石可分为硫铁矿石和自然磷矿石两大类。
1）硫铁矿石类型
（1>碱铁矿石自然类型
按矿化程度和矿石结构构造。硫铁矿可分为缴密块状、浸染状、条带状、粉砂状、团

块状、角砾状、结核状、条纹状、树枝状及星散状矿石等。
按矿物组成，化学成分及共生组合关系可分为∶黄快矿型、微黄铁矿型、磁黄铁矿-

黄铁矿型、闪锌矿一铁矿型、黄衔矿-黄铁矿型以及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黄铁 矿 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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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等。
（ 2）硫铁矿石工业类型
粉砂状矿石;矿石松散。呈粉砂状，含硫量高。一般无需破碎筛分和选矿，可直接用

于制造硫酸或提取硫磺。

块状硅酸盐型矿石∶矿石坚硬，未受次生作用影响。其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及长石等
硅酸盐类矿物。此类矿石的自然pH值较低，在酸性介质中很容易浮选。按其含硫量 和加
工要求可分为三种品级∶富硫铁矿石——含硫量大于35??不需选矿;中官硫快矿石-_
含硫基25～35??可以选矿，也可P不选矿;贫疏铁矿石——含硫量12～25??需经选别

富集。
碳酸盐型矿石;矿石中的脉石矿物主要为白云石、方解石等碳酸盐类矿物。在沸腾炉

中烧制时，它们分解成CaO、MgO与SO，并反应生成MgSO，和CaSO，导致硫的烧 出率
下降;分解的CO2稀释炉气中的SO2，降低SO;的浓度，自云石在高温下分解之吸热 反
应;造成炉温下降，从而增加硫酸厂的生产成本。故对此类矿石必须进行选矿。

磁黄铁矿型矿石∶矿石矿物主要为磁黄铁矿。此类矿石极易氧化，使有效 硫 含量降
低，同时使破碎后的矿石粘结成块，并且容易自燃，故成品矿石不宜长期堆放 和长途 运
输，由于制酸时其SO，浓度和出酸率较低，故单独使用时，中低品位矿 石 必 须 经 过 选

矿。
多金属型矿石∶硫铁矿（尤其是其中的黄铁矿）常与黄铜矿、方铅矿、闪锌矿等金属

矿物共生。该类型矿石一般指其中的金属矿物组份含量低于其单矿种工业要求，但可综合
回收利用的矿石。据其不同的共生组合情况可分为黄铜矿型、闪锌矿型、方铅 矿闪 锌矿
型、黄铜矿闪锌矿型硫铁矿石等。

此外，根据制酸工艺对矿石有害组分的要求，对其超过允许含量的矿石，还需划分出
高碳型、高氟型和高砷型流铁矿石等。

2）自然硫矿石类型
根据矿石结构构造及矿物成分等因素可分为;晶质自然硫、块状自然碱、砂砾状自然

硫、条带状自然硫、胶状自然硫、砂质自然硫、泥质自然硫、粘土质自然硫、碳酸盐型自
然硫、石膏型自然硫、钟乳状自然硫、裂隙硫以及含硫泥灰岩、含碗 油 页岩 等矿 石 类
型。

2。硫矿石加工方法
（1）富硫矿石（含硫>25??经被碎筛分后可直接入炉焙烧一净化一触媒氧化一与

H2O化合制取硫酸。
（2>贫疏矿右<含硫>18??可直接供窑式炉或甑式釜提炼硫 磺，亦称热法加

工。
（3 ）中低品位确硫矿石用于制硫酸，除掺入高品位硫矿石直接使用外，一般多需经浮

选法富集，方能利用。其中，煤系硫铁矿多用重选法〈当矿石中含碳量大于80??，应作
焙烧试验）。磁黄铁矿用浮选-磁选联合法。

（ 4）碳酸盐型硫铁矿石须经过选矿，除去碳酸盐矿物，并且还应做模拟好烧试验，
了解有效蕴降低的程度，获取焙烧制酸的各项综合指标。

（ 5>火山型自然碗矿石的加工方法，采用溶化、蒸馏、烧结、浮选、溶剂萃取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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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或几种。
（6）盐丘型自然硫矿床，利用硫的相态变化，采用弗拉斯法（即过热水溶解法，亦

名地下溶融法>开采。溶解后的含硫液体通过管这输送到地面，然后加工成结晶硫磺，或

直接以液态硝作为产品。

】1，2.16，4 硫矿床工业指标
1.硫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根据现行的《硫铁矿地质期探规范》资料综合整理，硫铁矿、自然硫矿床一般参考工
业指标以及自然碱矿石品级划分，详见表1-11-223至表1-11-225。

表1-11-223硫铁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豪

有害组份最大允许含量【?? 最低可 夹石别股低工业品位边 界
FeAs 除序度来瓜度索 品 位 cjPb+Zn电

m) （血）Sk%) S(%) 水选粘水浇甚酸洗法 酸洗线

101在.05日.20.1 5～8>351级 品
0.7~2.0 1～225～351 级 品

自 12~<25目 级 品

表1-11-224自然碱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表

备S(%) 惰别糕
块度20～25mm≥18密式护、平护嫩碗

富秒。≥25
压热盈橼硫 贫矿。>8

产子泥灰岩中最低工业品位，≥i5
用弗拉斯法开采 严乎石烹岩中最骶工业晶位，≥10

有客杂质（地撕青、弹，顾、二氧化硅和有机质等）总量≤6??其
制硫酸用 申有机脆≤1%

表1-11-225自然硫矿石品级划分表

火山型矿球沉积型、缺丘塑矿床
矿 石 品 最 S(%S( %)

六10≥25， ≥20≥r8
儡酬≥8 e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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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硫铁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26。

硫铁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表1-11-226

有害杂质免许含量（≤，??厚宽（四）晶位S（??
矿区名称序号  注梦?最低 Pb+Zn盯采 山夹石剔除 As边 K 不工

举一黄铁矿0.050.512云浮蓟饮矿 响一 A /V

肝非斑铁矿 单一黄铁矿0.5 0.0312 118 12
单一贯怯旷0.5问山镇铁矿 0.0513 1NN9

小 单一员传*0.50.7 "0.05龙街*供销 14 0
单一贯快矿0.050.5云台山旋铁矿 !12 11 1v 7

125 ?
多余再黄0.5 0.05炭寄口硫铁矿 Cu 10.50.3- 7 v

找零1.00.5Zn
S 12 in

原生 0.70.5Pb 10.5冀化 4四1 0.059谭山院铁矿 1P- -
1W生 0.8

Za 5氯化 9

首黄找矿0.050.516 1张家沟森铁矿 1m00 ~
煤与货铁矿100.03~0.050.50.612 11柏山藕铁矿 D=?

8~12同上0.5~0.70.5～1 网15 1网东硫铁亭 12 110 5
注，炭密口疏供矿的有害杂质允许含量无等于创。

11.2.16.5  硫矿产品质量要求
1.我国硫铁矿产品的一般质量要求
据1981年出版的《化工产品手册》规定，我国流铁矿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

227。

表1-11-227碗铁矿产品的一般质量要求表
中教度（200目）占合 5 合 C份 串关

产 品 名 称 (%)(9) (mm)1%)(%)

/ <200<5~818~35葡萄干石 一
55<14磁铁精矿 3/小

用于生产碱酸的硫铁矿（包括件生硫铁矿）的一般质量要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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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石有效硫（S）含量 50～25??并分为优质品∶50??48??45???等

品∶42??40??38???等品r 35??33??30??三等品，28??25?Ii个等级。
<2>粒度原矿≤250mm;≤3mm时，破碎费应计入。
（3 ）有害杂质含量要求，见表1-11-228。

2.元煮硫的一般质量要求

可参见表1-11-229所示的苏联资料。

表1-11-228硅铁矿有霉染质要求桌

有 害 杂 质 含 录，小 于（??
项 g 三等品“截酮-一等品优质品

0.150.10.05A 0.05
0.05 0.20.05F 0.05 ” 八Pb+Za 0.5 小。，r0.5C（有机买）

8 1010水 份 e
注;脊项成份含量除水份一项外，淘以于基计算。

表1-11228苏联元素硫的一般质量要求表

杂 质 允 许 售 量（≤，?? 眼 经吉 s
质机产品级别 多控水份灰 （<，为“？专 C As总 量

义岸 0.0050.00050.2 0.0480.060.0599.9
0.24 D.0050.006s2.0 0.30.299,8一赏

0.52.00.5置印 0.010,0080.8I 缓

注∶酸皮值为换算H2SO.指标。

11.2.17 硼矿

71，2。7.1 础的性质和用途
1。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硼是典型的亲石元素，在自然界只呈化合物形式存在。固态晶质硼为暗灰～黑色，具
金属光泽和金刚石外貌，硬度9，3，密度2.31g/cm3，熔点2300℃，沸点2550℃。人工 制
造的非晶质硼呈深褐色粉末。

硼的化学性质较活泼，在自然界常与氧构成络阴离子，从而形成硼酸盐矿物<如硼铝
石）或以普通阳离子形式在络阴离子根外组成硼酸盐或硼银硅酸盐（如硅钙硼石）。

2.调的用途
硼及各种硼化物在治金、医药、玻璃、制革、沟漆，颜料、橡胶、农药、木材加工和

国防工业等部门得到广泛应用。
玻璃和玻璃纤维中加入适量的硼沙，可缩短玻璃熔化时间，增加其屈折率、机械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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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蚀及抗热性能，制成高质量的玻璃、绝缘材料和玻璃钢，用于建筑、机械和军事工业。
冶金工业利用硼熔点高、磴度大的性质，用硼铁炼合金钢，可提高合金的熔点和硬度。钢
中加入适量的硼，可部分或全部代替钼、锰、铬、镍等合金填加剂，而增加钢的机械强
度、抗蚀和抗高温的性能。氮化硼又称“白色的石墨”，高温下其热稳定性比 金刚石还
高，用以制造磨削工具。硼、氢、锂、铍的化合物作高能燃料，广泛用于航空工业。因硼
烷发热量高（72.57kJ/E、燃烧速度快而作为火箭的主要燃料之一。硼的锆、钛化合物用
于生产喷气发动机喷嘴。碳化硼的硬度接近金刚石、熔点2450℃，具吸收中子特性而用作
原子反应堆调节棒、防中子幅射的保护材料、防弹衣、飞机外壳、高级研磨材料及高硬度
切削工具等。农业上，硼用以制造微量元素肥料和杀虫剂。

11.2.17.2  硼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含硼矿物已超过150种，但具有工业价值的主要是硼砂、硬硼钙石、硼镁石、硼钠钙石

和水方硼石等。我国目前疆加工企业利用的硼矿物为硼镁石及遂安石，国外主要利用硬弱
钙石、硼砂和硼钠钙石等。

硼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230。

表1-11-230题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表
B3O2理论值密     禺

限夜圆色化学分子式矿  物  名  称 ig/cm') （第）

2.62～2.B 41.38白至黄色MgHBO, 3~*罪 候 石
46.342.91～2.93 白    色 5.5~5,9MgICE.Os)建 安 石
36.5L2~2.6白，淡灰、淡兰、淡绿色 1.715Na:CB.Os(OH)-8HrO硬砂
51.022.6白眼无色 1.908Na.[B.O.(OH)2)-3H-O四水**

无色、乳白、黄白、 2,d23 50.814.5Ca[B]O,(OH)*)-H.0硕藕节 灰，浅果色
无色攻白、操带灰、 62.152.91~2.977~7.5MgstCHBrO)方嘉石 黄、绿色

电 42.851.9552.5白NaCa(BsOr(OH)A)·6H/O挪的博石（钠锂娜石）
3.6 49.562.H元  色NaCa[BsOr<OH)<D-3H,O基性郁钠钙石

37.321.78~1.792.5色无MgCB30;(OH)sJ+5H:0水暖楼石
13.5~17.83.605~6（Mg，Fe**）2Fe***CO1301） 华 色膈候步骤

11.2.17.3  硼的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硼矿石工业类型
硼矿石的工业类型，目前尚无统一的划分标准。现根据矿床成因、产出特征和矿石加

工性能划分为如下类型供参考，详见表1-11-231。
2.硼矿石加工方法
硼矿石有害矿和贫矿之分（各国标准不同）。目前我国主要用不经选矿处理的硼镁石



第十一章  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工业要求 565

表1-11-231语矿石工业类型表

K 床 成 因 类 型 类     整矿石工业 地

辽宁、占林、胡南、苏联、邪侧不孕
路尖供矿型 罗马汇亚

司使工-健铁矿垄
羲佚矿-邢映快矿型接触交代矿床
现锁石-磁铁矿-网锅铁矿型

苏联、苏六科、捷点赛黄品垂
硫草钙石型

意大利武尔托诺含墨素汽亚火山贸气矿床 托斯卡纳含形微汽-热水溶液型
贵海、西欧畜砂-硬隔男石-副钠钙石墨
土耳其比丽迪瓷碰带钙石型

埃默特疑确钙石-曜钠钙石（基性确钠钙石）型
阿权廷、贸利、火山沉积矿床 霸钠钙石膏
秘密白确例不型
美同布朗第 砂 型
土耳共克尔卡葡节-UPA钙石-水方硼石墨
两   北铝方漂石墨 等相沉积矿床
美西温反拉银附例石型北类矿床 苏联上华辉方罪石-驿停资石·水擎楼石型 ----
笑国西尔斯洲比能卤水∶天然水溶液矿庆 苏联巴库训田卤水

苏联印送尔赠钱石型残积矿床
律尔来安盐丘水方吸石-硼镁石-翱州钙石型（有的归入盐类矿床）

口

富矿（B∶O.含量>10??制硼酸用B∶O∶>12??直接入炉（竖窑）经粉碎后用碳碳法
（个别加压碳解法）制硼砂；用硫酸一步法或联铵法制取硼酸。贫矿石须经选矿富第才能
为工业利用。

我国硼矿石的选矿方法，一般为磁一浮联合法，反浮选、干式磁选、焙烧一消化、磁
一重选、重一磁一重选、磁一重一浮选等，尚待进行工业性试验。对盐湖型硼矿的富集有
浮选法、溢流法和卤水蒸发等方法。

国外霸矿主要是外生沉积型，富矿多采用简单的物理方法富集，如自然风干-钢板上
焙烧————干燥法、硬硼钙石用筛分一冲洗一浮选法。潮盐水加工制取硼砂采用碳酸盐法和
蒸发法。制取硼酸则使用溶剂提取法，以及蒸汽及水流质碾多用土、石盐覆盖或用木桶收
集。

11.2.17.4  硼矿床工业指标
1.硼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蒴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32。
2，硼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硼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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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32硼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表

品 级别 分夹石明除厚皮可采厚度最据工业品位边界品位 B2O3%)邪稀争
争B;O(%)(B:0:%) (m)(m) -- 二a

>12工 s~121~2≥3■续在型 ≥5 ；25 ”≥9置镁铁矿型

0.60.3才1.5肉体前层
盐制确矿

100mg/l40umg/]卤水、晶阈∶水

注，咖镁石扩工业平均晶位B∶O，11~12??

囊1~11-233硼矿床工业瘤标实例表
晶级 划，好夹石期除厚度可采弄度最低工业躁位j边异品位 时入豪

郎 类 型
季。(m》四艺义谁” 一目”B:O(%) 二 级，--u 5～10>10①五O-矿 -25 S~t2≥!2≥1网 城矿 。： 5～9>5 >9~>1翁足构矿 一

0.3 0.G>8>1.5固体硼矿
大  旦 “宝召肖吧”告豆忽水、品间西水

11.2.17.5 硼矿产品质量要求
目前我国硼加工主要原料是未经选矿处理的硼铲石富矿（B.O3>10??，加工方法

几乎全部为竖窑焙烧一被碎一碳解—硼砂（或硼酸〉的碳碱法（或酸法）。对硼矿石的一
般质量要求为;

（ 1）块矿的块度50~300rm;
（2>有益组份BOs>10??要求品位稳定，以利配矿和炉温控制;
（。;有害组份氧化铁、氧化镁存在使烧密炉温不易掌握，易结瘤。且前还未作定量

规定。
苏联要录盐丘型硼镁石、水方硼不、硼钠钙石不经选矿而用于化学加工 时，B，Os最

低含量为12???卡岩型硅硼钙石精矿和赛黄晶精矿加工时，要求B，Os>16???硼盐
类B，O;含散可低于2??钙及镁的碳酸盐、Fe2O3、A1∶O、SO2均为有害杂质，过高
时增加硫酸消耗。

11.2.18 解 盐 矿

11.2。18。1 钾的性质和用金
1。钾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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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为银白色金属，有光泽、硬度0，5，密度0.86g/cm3，熔点62.3℃，导电和传热性

能良好。它的化学性质较为活泼，与氧能迅速化合，即使在空气里，同样化合迅速，所以

保存钾必须和空气隔绝。在加热条件下，钾在空气中燃烧，呈紫色火焰，生成黄色粉末状
的过氧化钾。钾与氯气反应也较剧烈，在常温下即可燃烧。

2。钾的用途
95??钾用作农业肥料，还约有30种化工产品均需利用钾，最主要的化工产品是KC1、

KOHI、K，CO3，KNO;、KCIO。、KMnO、K，Cr∶0、KBr，KI等。它们用于火
柴、焰火、黑色火药、医药、农药、纺织、染料、制革、制 皂、印刷、玻璃、陶瓷、电
池，航空、汽油及钢铁和热处理等工业部打。在钾盐镁矾和无水钾镁矾的加工中，也可以

取得镁的化合物。
11.2，18，2 钾的主要矿物及其守征
钾的主耍矿物及其特征详见表1-11-234。

表1-71-234舞的主要矿物及其特狂表

K含位寄 度

颜 溶解度（g/1）及味道度弹色矿钩名称 化 学 分 子式
<%)(g/empy

256（20℃时）威味，统净者无包透明，但

52.5略带辣体KCI 1.87~1、09W 石 盐 因吉杂项可成灰色，红 “宁钢
/e

不均匀溶解645KCL纯净煮无色进明。含
1.6 14.]2~3 （18.8℃时）威微谎，有KMgCl·C1-8H:O 杂质呈淡色欢褐色光西 石

辣味

11.2.18.3 钾盐的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哪盐矿石类型
钾盐矿为类型按其化学成份一般可分为;

1）钾石盐矿石
主要矿石成份为钾石盐，与食盐共生，形成红白相问的纹层，矿石常为 红色或 杂色

（红色或乳白色钾盐和白色或蓝色的石盐共生）。矿石中KCl含量可达40??一般20%
左右，其余成份主要是石盐，还有少量硬石膏及粘土物质。为提钾的主要矿石。

2）光卤石矿石
主要矿物为光卤石，主要共生矿物为石盐，有时杂有钾石盐及少量硬石膏。矿石为坎

状、条带状或角砾状构造。品位较低。一般含K，O在10??右。光卤石吸湿性强，易 潮
2。不利于长逾运输，也不能直接用作肥料。

3）硫酸盐钾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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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矿物为钾盐镁矾、无水钾镁矾、杂卤石、或软钾筷矾等。主要共生矿物为石盐、

硬石膏、硫镁矾或泻利盐等。按其含盐矿物种类，又可分四类
（1 ）钾盐镁矾为主，含有石盐和杂卤石的钾盐镁矾矿石。
（ 2）以石盐、钾盐镁配和无水钾镁矾为主，并含有钾石盐和硫镁矾的无水 懈 镁可

—钾盐镁税矿石。
（3）以无水钾镁矾为主，含有石盐和杂卤石的无水钾镁矾矿石。
（ 4 ）在盐丘顶部受表生作用而生成的石盐、钾盐镁矾、软钾镁矾、泻利盐和杂卤石

所组成的矿石。
4 ）混合矿石
钾盐矿物中的所谓"硬盐"，是泛指含有钾石盐和其它硫酸盐类的钾盐矿石。硬盐的

矿物成份不一致，主要矿物是石盐、钾石盐、钾盐矾镁、无水钾矾馍、硫镁矾、硬石膏或
光卤石。各种矿物含量不一致，在一个矿段就有几种不同组份的硬盐出现。

2.钾盐矿石加工方法
1）钾石盐矿石的富集和精制的方法
（（1）浮选法
此法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的优点。
（ 2>溶解结晶法
一般与钾石盐矿的溶液开采法相结合，也用于富集精制开采出来的固体钾石盐矿石。

它是利用氯化钠和氯化钾在热水和冷水中的不同粮解度而进行分离的。具体工艺是把矿石
破碎到小于3目，用NaC1—KCl饱和冷溶液洗漆、脱泥成精箱液。再加热以溶解洗浇矿中
的氯化钾，然后冷却结晶折出，经分离、洗涤、干燥后得产品。母液返回系统。并可用再
结晶方法精制工业用氨化钾。

（3）重液分离法

该法可直接获得粗粒氯化钾产品、由于氯化钠和氯化钾的密度不同（氯化钠2。13;氯
化钾1.98）已单体分离的钾石盐矿石在重介质分选过程中，氯化钾将上浮，氯化钠下沉。
从而达到氮化钾和氯化钠分离的目的。

2>光卤石的富集和制精
光卤石的寓集方法，首先是分离氯化萎。有冷溶法和热熔法两种。
（ 1）冷搭法是在20～25℃把含有氯化钠的光卤石用水或淡益水浸取，氯化筷优先溶

出。实际上，当溶液中氯化镁含量增加时，溶出的氯化钾会再结晶出来。整制溶出再结晶
的速度，可以控制躯化钾的结晶大小，固相是NaC1一KCl结晶混合物，然后用离 心机将
其从氮化镁中分离出来。

（2）热溶法是在约100℃时溶解光卤石矿，在分离不溶物后进行冷却和蒸 发，得 到
KC1一NaC1的结晶混合物，然后再用上述富集钾石盐方法进行加工。

11.2.18.4 钾盐矿床工业指标
1。钾盐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钾盐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35和表1-11-236。
2.懈盐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钾盐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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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35钾盐矿床一般参寿工墩指标袭

KCIk%)
项 而9 伴 生钾 盐 洪

田策 向 水

边 界 品 位 ~”
在岩盐矿中伴 生”售 r工 业品 位

KCl>6，5?计算识
司 ≥1制

盐随量品缎划分 ” 6～12爹’
9.3谱判

可采厚度（m） 0.5劣秒
0.5夫谷副染厚度（m）

裹111-236液推孵盐矿床考工业维标表（g/1）

巴？LiCBr一KCI组 份 名 称

融度养善水刀品西秸下水 裂 夕 品 卤品 斑由歧 水
眼长善

矿 床 类 婴 水 粉 清闻 水团靥一藏”间水 次

1.5 0.电目 1边界届蚀
乙单 梁 10.02”乙工业品控
0.52.6边界品位 ，

缘合开采 4.00.53.0 1.5.0 1.05.0工业晶议 >0.291，

辗1~1-237算盘矿床工业建标实例毫

夹石则确厚度可来那度象低工业品位 级品边界品位 新 注型矿山名称 嵩 《mKCI(%)KC1(%) 一自”KCI(%)
适用露关开采可高矿≥712。某光卤 无代盐湖 力 采邦度不作要求贫矿6～12石矿麻
在者盐矿宋中

古代饲益某钾丝 0.50.S KCI>0.6?作1B13
（圆捆） 仰生钾矿开果矿床

11.2。18.5 钾盐矿产晶溃量要求
根据产品的种类和用途不同，其质量要求也不同，轻工业用氯化钾的主要质量要求见

表1-11-238。
农业用钾肥或复合肥，目前尚无国家标准，通常以表1-11-238中三级品为制肥原料。
我国所产的金属钾，目前亦无国家标准，个别生产企业规定金属赞产品的一般含钾应

大于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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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1-11-238轻工业用氯化舞的主要质量要求表（QB35-83）

NaCl<KCI S0.<Mg"<品 级 一偏”《%)(%) 一输”

串 ，90， 。 1.50.48级人

营三 级 80

11.2.19 天然碱矿

11，2.19。1 天然破的性质和用途
1.天然碱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天然碱的颜色为无色、自色或因含杂质呈黄色，玻璃光泽，硬度2.5，密度2，17g/cm"，

易溶于水，为化学沉积产物，与苏打、芒硝、无水芒硝共生。它是含水碳酸钠、碳酸氢钠
的矿物，分子式为∶Na;CO。·NaHCO。·2H，O，含Na2O41.14??CO;38.94??H，O
19.9??

天然碱为NB、Ca、CO3和HCO、所组成，它们是在水中普遗存在的溶解 组份，但在
自然界中能形成有经济价值的碱矿却为数不多，只能在特定的地质条 件下才 能沉 积成矿
床。

已发现的碱矿述多位于大陆于旱地带的浅水或深探永静水湖沼中，因其在于旱条件下盐
度不断提高，Na、Ca、Mg离子不断浓缩富集。碱溯需有季节性的潮湿环境与干早季节相
交替，在潮湿季节，湖中得以繁衍大量藻类和其它生物，形成碱矿组份中碳的主要物质来
源。当有机质量不足以将全部芒硝中硫酸根还原时，碱矿常与芒硝等硫酸盐矿物共生。地
表的水渗透，通过以硅酸盐和二氧化硅<如风化花岗岩和粉砂）为主要成份的土壤。能变
为强碱性并使碳酸钠富集起来，形成碱矿床。

2，天然碱的用逸
天然碱是含水的碳酸盐类矿物。是制碱工业重要原料之一，用以提取纯碱、烧碱、小

苏打等。主要用于玻璃工业、炼铝业。在制肥皂、洁净剂、造纸、纺 织、制革、石油精
制、橡胶翻新、农药及制糖、食品等方面，也有广泛用途。

11.2.19.2 关然碱矿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天然碱矿主婴包括天然碱、苏打、水碱三种矿物，其特征见表 1一11一239。
11.2.19.3 天然减的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矿石类型
我国目前发现的天然碱矿床较少，对矿石类型划分尚无一致意见，从现有资料分析，

可划分固、液相两大类。现列出代装性矿床，供参考。
1）固相类型
<1>河南某古代盐类天然碱矿床，其矿石类型，按化学成份划分为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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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39天然碱矿主要矿物及特征表

矿物名称 →失        歉 打推 水

Na;CO,·H:O化学分子式 NazCO,10H:0Na:H(CO2):2R:0

50.3（31.8℃）.味成40（30.3℃），韩虎易搀于水，咪成溶解且（g/100g水）及味感

无色、白色、有时为机 无色，白色或黄色无色、灰色、混土黄色朝  色 色成黄色

1~1.5 1~1.15乘 2.5~3  度
2.262（计算）2.14~2.13（计算） 1.46~1.455（计算）密度（g/cm3）
NasO50.03,CO235.45,Na1021,66,CO215,38。NasO41.14,CO:38.94,| 言量（?? H:014,52H:019.82 H:062.96

含盐天然碱类型，NaC1≥3??
天然碱类型，NaCl<3??
（2）内蒙古寨干门诺尔现代碱湖矿床，其矿石类型划分为两类∶
芒硝——苏打 型，含苏 打 65～80??天 然 碱0～5??芒硝10～30??石 盐0

～5??
天然碱型，含天然碱80??苏打5～10??芒硝>15??
2）液相类型
按其水化学类型，可分为HCO?-C1*-Na*型、HCOTa-Na型和HCO-SOL--

Na*型。
2.天然碳加工方法
我国天然碱加工目前用两种方法，即苛化法和碳化法。以天然破为原料，用石灰乳进

行苛化生产烧碱的工艺、设备，与以纯碱为原料苛化生产烧碱基本相同，唯苛化后淡碱卤
蒸发时，天然碱所含Na.SO.、NaCl与未反应的NalCO3先后析出，故破渣量较大。以天
然碱为原料，用石灰窑窑气进行碳化生产小苏打的工艺较氢碱厂简单。碳化晶浆分离时，
天然碱所含Na2COs、NaC1留于母液中。

苛化蒸发碳渣与碳化母液的利用，目前也有二种方法∶碱渣按计算量与石英砂、煤粉
抿合，在反射炉内熔制泡花碱（水玻璃）；部分碱渣二次苛化并兑入碳化母液，蒸发过程
中析出Na.SO.，分离干燥后即为精确（95??或粗硝（85??，滤液生产烧碱。

11.2.19.4 天然碱矿床工业指标
1.天然碱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天然碱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40。
天然碱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41和表1-11-242。
71.2.19，5天然碱矿产品质量要求
（1）碳酸钠（苏打、纯碱）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243。
（2）化工部于1972年颁发小型联合制碱企业的藏产品质量要求，见表1-1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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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240天然碱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表

亚项 指 标李象

20边界晶控Na∶CO3+NaHCO;<??

25工业品位Na，CO;+NoCO（??
0.5-可采厚度（进》

不作灌定Na5C
国”NAC有音杂质最大允许含量（??

网 上.不 溶 物

注∶天然镇中的Na?SO4、NaC!及水不酪物，在生产过爱中可以分商利用，应予套明（含量不作烧定>，以供生声
中选择分离方法时参考。

表1~11-241内家古现代碱湖矿床工业擅参卖
夹石则有害组份最大允许含量%>Na;CO.+ NasHCO:(%> 水不谱物可素厚度
除厚度四 E项 CaNaCf (?? <m》NaSO工业品位边界品位 (m)

<12520 <12 6.1<1 0.6<3<I2天然碱石 ：
表1-11-247河前菜天然碱矿床工业指粽表

Na;COa(%> 矿石类型则分要求（?? 最低可采那度夹石账除薄度
开采法 《m)小厚”含盐天然碱中NaCI工业品疫 天然碳中NaC!边界品位

中霭≥23 0.1<325本 果 17
日≥3 0.2<32517审徉

表1-71-248碳隐钠（苏打、纯碱）的主要质重要求表

Na,SO, 器障单yHaCI 水不据物铁含量换算成总碱度换算成
种 小减”品 (%)(%)一浪” PezO;(%)NaxCO（（哪）

0.50.05o,06～0.150.03～0.10.1~10锈种工业用 9.0
身0.080.151.0 0.01一级品 8.5

一股工业用 0.70.10.0Z 0.121.2二级如 98.0

表1-11-244小联碱厂减产品纳主要质量要湿表
Fe2O3《以干基计算）NaCl（以干等计算>Na，CO1《以干蒸计算>

御草 (%)一潭”(%)

0.034.595,6一饭.品
0.0d6.5势中二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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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氢氧化钠（苛性钠、烧碱、火碱）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2-11-245。

表1~11-245氧氧化纳（茜性钠、集碱、火破）的主要质量要求装（GB209-63）

NaC F4O3Na:CON。OH 色厥品 种 (%) %)(%) (%)

曾器 ≤2,8≤1.5 ≤0.01隔膜法 一。
困 汐岗 ≤8. ≤0.02≤1,8级“ 主体自色，许可带衡

色发头≤0.1 ≤0.004≤0,4窗道学硕级
≤0.005≤0.8≥98、0水妞法 二 饭 ≤0.15

≤12 ≤0,01≤0.15≥9.0三 级

级 ≤17≥g碳 ≤9.01≤9.3荀化法 最 ≤t.01≤2.5 ≤1.5≥9二

狐宁名≤0.3 ≤0,04≥46法馄

改
*

各详 ≤l5 ≤0.03≥42 ≤物
≤2≤1≥42级 ≤0.3

隔腹法电
水宁己<豹≥30二 级

11.2.20 芒 硝 矿

?1.2.20. 芒硝的性质和用途
1.芒硝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芒硝即自然界中钠的疏酸盐类化合物总称，它们可是含水盐和无水盐两种形式产出，

如含水芒硝和无水芒硝;也可与其它化合物形成复合盐（亦称复盐或复式盐）如钙芒硝、
白钠镁矾、之钙芒硝、钾芒硝、盐镁芒硝、碳酸芒硝和无水钠镁矾等。

含水芒硝中的结晶水很不稳定，在常温下易失水变成无水芒硝，当温度达到90℃时，
结晶水可全部失去。无水芒硝在低温潮湿空气中容易水化，逐渐变成粉末状的含水 碱 酸
钠。无水芒硝的结晶温度一般在33℃以上，高于含水芒硝。二者都易溶于水，它们在不同
温度下的溶解度见表1-11-246。

衰】-11-246不同温度下芒硝的唐解度（??

度比 (℃)韶摄
董 50台。 100兽7032010 一8.2 --28、自16,14.$ ，含水芒隔

29.930.030,53“户四33.5无水把硝 ， ，

当温度达32.384℃时，含水芒硝的溶解度达最大值<33.33），发 生异元溶 解，分
解成无水硫酸钠及其饱和溶液。在水的临界温 度（365℃>下Na∶SO，在水中的溶解 度 趋
于0。当NaCl存在时，可降低Na∶SO.的溶解度和无水芒硝形成 的温度;在NaCl饱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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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17，9℃以上就能形成无水芒硝。

钙芒硝缓慢溶于水，蒋解度很小。经受风化作用后，可变成含水芒硝。
盐镁芒硝在空气中易分解形成粉末状白钠镁矾。

2。芒硝的用逾
芒硝矿的主要化学成份是硫酸钠。硫酸钠在化学工业上用于制查硝化钠（俗 名 硫 化

碱）、硫酸铵、硅酸钠及合成泡沫材料等;在造纸工业上大量用做牛皮纸纸浆（亦名硫酸

盐纸鉴）、在玻璃工业上用以代蓉苏打粉制平板玻璃t在洗浇工业中是琳想的充填剂和需

释剂;在医药上用作泻剂。此外还用于陶瓷、纺织、染料、玻璃、皮革、颜料、水玻璃、

人造纤维、感光化学、有色冶金和冷藏等工业部门。
71.2.20.2 芒确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自然界的芒硝矿物约有十余种，目前具有工业意义的是含水芒硝（亦名十水芒硝>、

无水芒硝和钙芒硝，其特征见表1-11-247。

表1-11-247芒确主墓矿物及特征表

理论含澄（??密 度南低学分子式 度矿胸名称 e Na:O SO:(g/emn)
无色遗明，有时呈自色或 1.491.6~2 1824NaxSO.10H:O 24.85含水苦确

带浅黄，浅经、没蓝包

2.682.5~3 48.7056.30无色、灰白、黄或黄综色Na:5O无水芒硝
67.522.292772,5～a无色、自色、灰或红色Na;Cat(SO)钙 芒 阐

注∶含水芒硝略带告味。无水苦硝略带威味。

1.2.20，3 芒硝的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芒确矿石类型
芒硝矿石一般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晶质（块状）芒硝矿石∶无色透明、白、灰白或浅黄色。Na;SO;含量较高。

矿物组成以含水芒硝或钙芒硝为主，次之为无水芒硝、石益、白钠镁矾和粘土物质。含泥
量一般小于10??含水芒硝在空气中易脱水变成无水芒硝。此类型为芒硝官矿石。

（2>团块状芒硝矿石;矿物组建以钙芒硝为主，多为半自形晶或粒状集合体。钙芒
硝呈团块状与泥质共生，有时含少量团块状硬石膏。此类矿石含Na∶SO.中等。

（3）混质芒硝矿石∶矿物组成基本与晶质芒硝矿石湘同，粘土物质含量较离，NaxSO，
含量一般比较低。有时在淤泥质亚粘土间夹钙芒硝晶体。

（4）白钠镁矾矿石∶无色或乳白色，半透明。矿物组成以白钠镁矾为主，其次为钙
芒硝、含水芒硝、无水芒硝、粘土物质。在空气中不易氧化脱水。一般呈薄层状或透镜体
夹于晶质芒硝中。此类矿石Na;SO.含量中等。

（5）次生芒硝矿石;为钙芒硝的次生风化产物、呈皮壳状覆盖在钙芒硝矿体之上。
矿有矿物以含水芒硝为主，含少量无水芒硝和钙芒硝，脉石矿物以粘土质为主，并含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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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碎屑物等。Na∶SO，含量大约10～30??

（6）岩盐芒硝共生矿石∶灰、灰黑色或浅黄色。矿物组成以岩盐、钙芒硝或岩盐、
含水芒硝为主，呈星粒状共生。有时含天然碱较多。矿物颗粒分布不均匀，并掺杂有泥质物

等。此类矿石综合利用价值较大。

（7）液相芒硝<亦名卤水）∶棕黄色。可分表层 卤水、晶 间 卤水和承压卤水等。
NagSO.含是高低不一，常含NaC1、MgSO.和CaSO.等。此类矿石有综合 利用 价值。

2.芒硝矿石加工方法
（1 >滩田法;冬季冻硝，获得含水芒硝结晶，夏季利用自然气温脱水而得硫酸钠。

亦称天然脱水法。
<（ 2>真空蒸发法∶含水芒硝矿石经熔化一蒸发结晶—分离一干燥而得成品硫酸钠。
（3 >平锅蒸发法∶含水芒硝矿石经溶解一沉降分离一蒸发一干燥而得成品硫酸钠。
（ 4 ）火塔法r含水芒硝矿石经溶解一火塔蒸发一分离而得成品硫酸钠。
<5）水浸法∶钙芒硝矿石经粉碎一球磨一浸取一过滤一精制一蒸发一分离一干燥而

得成品硫酸钠。
（6>燃烧法∶元明粉（即含Na;SO，≥99??的芒硝）与煤粉混合后经燃烧一冷却

一水浸一分离而得Na∶S溶液，也可再经蒸发即得固体硫化钠。
11.2.20，4 芒硝矿床工业指标
1.芒硝矿床一般参考工亚指标
钙芒硝、晶间卤永和伴生芒硝矿床，目前尚无一般参考工业指标。现代盐湖沉积芒硝

矿床（含水芒硝及无水芒硝）的一般参考工业指标是∶
11 ）边界品位;NazSO，含量60??
（2 ）矿石品级∶
1级品∶Na∶SO（干基）含量>90%;
】级品;Na∶SO4（干基）含量>80%;
Ⅱ级品∶Na∶SO.（干基）含骶>70??
对矿石所含NaC1、CaSO、MgSO4、Fe;D;及水不溶物，应查明其品位变化和 分

布惰况，以便分离和综合利用。
2.芒硝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芒硝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4B。
3.伴生芒硝矿床参考指标

伴生芒硝矿床参考指标尚无统一规定，阿陋井岩盐矿伴生的芒硝，产于岩盐顶部，其工
业指标是∶

边界品位∶Na?SO，含量7%;
工业品位∶Na.SO。含量10%;
可采厚度∶5m;
夹石剔除厚度∶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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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研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表 表1-11-248

NatSO。(%) 米出垩 矿石品须NaOSO，??最小可矿 区
除厚度采厚皮 事石 美型； -工业品位名 称 边界最位 (m) 《m)

69 含水芒丽、着盐0,2 >70>?0>300.05
七 角 先 无水芒硝0.1

og/l 晶间卤水
含水芒硝达 布斯 平均≥28≥20 >0.3” 表层岗水平均2.5思 诺 尔

含水艺硼>15 0.6监海 子 >20一
钙芒 硝≥35 ≥250.5>16 ≥I5>10

球 16被类度 承压商水12波笑度
钙芒硝≥201.52.0 ≥302015

互 助
次生芒硝“乙1.1510

注。1.七角井矿床Na2SO，含量以千基计算;晶间卤水中的NAC1工业品位愚100g/l，芒硝各品级对有膏 组分 的要
求，见衰1-11-249。

.达市城愿谱尔矿压指标还有、利采比1∶ 15，NaC】≤3??水不喜物平均≤22??自定水不 激 佛边 界≤

36??表中卤水期标条袋工业都门批言。
8.盐海子矿床的晶位指标还可似ND∶SO.+Na，CO;＋NaHCO3+NaCl之燃和来代警，则边界品 位>25??

景断工业员位>-30%.

4.新体矿对夹石副隙厚度未作要求。是因为畅探取样时已将夹石全部副除。
5，互端矿的分∶采厚度定为4m。

6.波旋度——为菌度的另一表示形式，对于比水重的液体，其执算公式为、
T45 'Be'。145K高度- 1》密度=一 岳度165-'Be

式中 "Be'—奥制标准波典度，
145——换算联数。

捷1~11-249七角并矿些硝各品级对有春组份的要求

有 害 组 份 九 许 含 量 （<;??
节郸矿石品复 FoOCasO 水不器物MgSONeCl --- a05 各组分含量-- 以干蓄计算10e⋯， ” 总水分度加卜’

上 以分析20网 才一”P
11，2.20.5 芒硼矿产品炭量要求
（1）工业疏酸钠的主要质量要录见表1-11-250。
（2）元朗粉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251。
<3）运城矿芒硝产品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252。
（ 4）作玻璃配料用的无水硫酸钠质量要求见表1-1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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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格劳柏盐（医学上使用的高纯度加水硫酸钠）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I1-254。

表1-11-250工业确酸钠的生鉴质量要求表（HGL--520~87

有 害 杂 质 允 许 含 重??≤
NaSO。(???i p时值草别 F。NACl 水不辩物CaSO,+ MuSO。

脊 0~80.经20.02 0.05 0.50299乌
0.70 0101.20 6～80.005消缓→

闽 0.701.50宁岩 0-03“ 。’
1.50级们 1.00“图要2 -

3,002,.03-5087级舞

接1-11-251元明粉的一般质量要求凝

有害杂质允许含量（??≤Na;SO。 pH便日 塑度（??≥色 年拿 引产台 NaCl水不语物含量（??≥

6～8鸣田6-0020-15D.05“写99圆内要求
68田 8O出口要求 Ca+Mg≤0.1 0-0020,599 一

注∶细度一项系衡温过100何目筛。

表1-11-252运城矿告硝产品的一般质量要求装

备NaSO，含量（??≥ 有害杂质（Ca+Mg总量）允许值<??<产品名称 垫
5 0.7八 五 硝

宁本驾九。五 障
0.3 亦名级体伸九 七 壤 87

亦各元明粉计计摩 q.I5g9

囊1-1-253玻璃配料用无水硫酸辅的一情质量要求表
有 膏 杂 质允许言量（??<

Na1SO4含量（??≥ Fe:O 水不路物CaS0。NaCl 。1,6 0.21.2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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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54搭劳柏盐的一般质量摆求事

有 各 杂质允许含量（?
NarSO，，10H∶0含董（?? FeNaCL 俩盐、砷越、更破核盐 置金属（Pb）的临化物水不语物 腺热、硝代雍腹盐

 0.030.003夕台0.1 0-00050.00599
注，格望拍盐的其它甚求还有∶不食潮解术价;其水籍液应呈中性反应。

11，2。21 石 叠 矿

11，2.21。1 石屋的性质和用途
1，石墨的物理化学性质
石墨是碳的结晶矿物之一∶具六方晶系或三方晶系的层状晶体结构。银灰色，条痕为

黑色，有较强的金属光泽。硬度1～2，密度2.1～2.3g/cm2，熔点为3850±50℃，沸点
为4250℃，薄层具挠性，有滑感，易污手，是热和电的良导体，有良好的耐高温、涂敷、
润滑、可塑及不于酸、碱和有机溶剂等化学稳定性能。

2。石墨的用途
石墨的用途较为广泛。在冶金工业上主要用于制造石墨坩埚，冶炼有包金属和特种钢。

在机械工业中石婴常被用作机械润滑剂。

在电气工业中石恐主要用做制造各种电碳制品件。

在化学工业中石墨是优良耐腐蚀材料。

在玻璃和造纸工业中石墨被用作磨光剂和防锈剂;在染料工业中是颜料、黑色复写纸、

黑色印油及黑色油漆的主要原料;含碳95??上、细度10μm以下的鳞片石姬，是制 造高

级铅笔的重要原料。
在原子能工业中石墨被用作原子反应堆中的减速剂和防射线材料;在国防工业中，石

墨用作火箭、导弹的隔热和耐热材料。

11.2.21.2 石量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石墨矿石工业类型
石墨的工艺性质主要决定于它的结晶程度，不同结晶程度的石墨具有不同的用途。目

前主要根据矿石中石墨的结晶程度，把石墨矿石分成两种工业类型。

1）晶质（显晶质）石墨矿石
肉眼或显微镜下能见到石墨晶形，其晶体直径大于1μm。根据矿石构造又可分 为鳞

片状石要和缴密绪晶状石要两种。

（1）鳞片状石墨矿石;主要由鳞片状石墨、长石、石英、进耀石、透闪石和云母等
矿物组成。石墨晶体皇薄片状或叶片状。按石墨片的大小，分大颌片和小膜片（大于100

目的称大懈片，小于100目的称小境片）。瞬片石墨矿石的品位不高，特别是大鳞片石强在
矿石中含量更低，所以价值较贵。鳞片石题矿石品位一般为3 ～5???者可达20??上。

可浮性好，需经选矿提纯才能利用（选矿后，精矿的含碳量可提高到80??上）。其滑腻
性、可塑性、耐温和导电性均比其它类型石墨优越，因此，它的工亚价值最大。我国的南
墅、柳毛等矿床均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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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缴焙结晶状石最矿石（又称块状石墨矿石）主要由敏密纯晶石题、斜长石、石

英、透闪石和绿泡石组成。此类石墨结晶明显，晶体肉眼可见，排列杂乱无章，呈徽密结

晶状构造，矿石石墨含量较高，一般为60～65??有时高达80～90??其可浮性，滑腻性，
可塑性都比瞬片石墨差。这类矿石较少，以斯里兰卡最为典型，我国尚未发现。

2）隐晶质石要矿石（土状石墨矿石）
隐品质石墨晶体较小，一般小于1μm，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能见到晶形。矿石呈 土

状，无光泽，润滑性差，但品位较高，一般50～80??少数高达90??上，可浮性较差，
浮选只起到初步富集作用，所以生产中采用浮选法不多。开采品位达不到工业要求时，需
采用手选提高品位，品位太低者一般不开采。

这类矿石在石墨矿床中占有很大比重，世界总产量一半以上的石墨均来自该类 型矿
石。我国湖南、吉林等地均有开采。

2。石墨矿石加工方法
鳞片石墨表面不易被水润湿，具有良好的可浮性，采用浮选法能得到质量较高的石塾

精矿。
11.2.213 石差矿床工业指标
1.石墨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我国石墨矿床工业指标中的品位指标，系以固定炭含量来衡量。以往石墨矿床的一般
常用指标见表1-11-255。

目前我国石量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58。
表I-17-25石矿床一能常用工业循标表

言固足 费（（??
工业昂 位 最小可采辉度（m） 夹石别除厚度（m）矿石奏型

边界最位 影单费 矿 --义3~52.5显晶质石显

1-≥8065～8080隐晶发石虽

表1-11-256石量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装
夹石副除量低可采石墨含量（??

矿石类彤 厚准《m）厚度（m）正边界晶位正日 凝保工业晶位

9-5～8,60~2a 需买开架。
8.3~726～40 中小型1～2，中、小型2，60～40显质石量矿 2,5~3,5 49～60 了～5.5 汁甾大盟4
6.5～4的～80

地下开杀;
1级晶0.7， 中、小塑1～2，555隐a质石墨矿 ， 大型2~3“萤由艾

住。1、正目系糊＋100目以上，官量高者，品位取低似;含量低着取高值。
昂。大、中、小鳖某指开采姚模。2.1级品系指含炎量大于如0??1级属含挑量5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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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墨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石墨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57。

囊1-11-257石显矿床工业辖标实例表

含 园定 炭（?? 最小可采 夹石删腺 备 注旷区名弥
厚度（m））边界品位 工业品位 藤度（m）

矿化夹思2r 各指标护最于≥2岳石矿区当帮 如 非矿化夹层1
地质报告，按目--石最矿 ≥3≥2.5刘家庄矿区 前技术经普来需， 人≥25≥北墅石感矿皮家酰矿区 量，该指标均客

2，。23 在问题≥2.5什报气石墨矿 -≥3≥2,6 ·梅蓬石循矿 -≥6≥4 ？金困峡山石墨矿

23 气、≥2.5宜岗三岔罐石晶矿
乙25≥3栌毛石是矿

>76母塘石墨矿土软
曝天开采0.4

>63>5烟商山石缓矿; 地下开采0.5石 墨

1.2.21.4 石墨矿产品质量要求
1，鳞片（品质）石墨的主要质量要求
根据国标GB3518--83规定，鳞片（晶质）石墨的主要质最要求 见表1-11-258至 裳

1-11-261。
2.无定形<隐晶质）石是的主要质量要求
根据国标GB3519--83规定，无定形（隐晶质）石墨的主要质量要求见表1-11-262及

表1-11-263。
11，2.22 石膏、硬石膏矿

11，2.22，1 石膏、硬石膏的性惯和用途
石膏、硬石膏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表1-11-258高维右是的主要质量要求表

出 用要 橙水分食量不大于（??制定炎含量不小于（??
加胀石墨雷效材斜、填料

99.99 代善白金坩埚，用于化学试剂培融
夕 邮胀石墨密衬材料

99.9 滑润剂蓝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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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59高碳石鼻的主要质量复求表

去 用 塘水分含量不大于（??遇定紫含量不小于<?? 喘

填充料滑 翻辨基料涂料99 0.5 ：
带润削基料、源料毫’
滑润剂基料

兽 电测原料
雨火材料、电猴制品

0.59 电池原料、好笔原转

电碳制品昏’
8d

表1~11-260中碳石量的主某质量要求痛

国 兽要主水分雷量不大于《??固定凝含最不小于（%>

93 坩埚，酚火村料，染料
91

坩埚，耐火材料，铅笔原料，电池票鲜89 0.5
87 坩埚，那火材料。髓造缺料
8S，，

耐k材料，特造愉料80

表1-11-261低碳石量的主薯质量要求表

用 渲要主本分含隘不大于（??国定炭含量不小于（??

75
?0

2.0 沿 海6
8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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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62无定形石墨的主要质量要求豪

水分不大于L陌）国定换不小于（?? 溶于盐酸中顿不大于《%挥发份不大于<?? 主 要 用 途

2.892 婚笔，电池。
0.73.090 电碳焊条及石量2.0当 轴承等配料8

3.4 0.8雾
83

3、0，
80 1.02.0 电池玻饰用抓料18 3.

4.075
当。曾 饰造涂料、赋

6 3.2 火树料染料等
不检测3.485

63 3,6
3.580
4.078
4,275

仰造涂料不检测2.0. 70

秒？’
60

4.555

豪1-11-263无定形石墨粒纳主要质量要求烧

针煤国群水分不大于（??挥发分不大于（勇〉固定龄不小于（??
旅酬增碳及耐火材景 3.4 1.5~2

料，碳停电极物原料3.88
4.78 电极棚原料1~2
4.75

石膏的主要成份是硫酸钙，按其含结晶水的多少分为石膏（CaSO。·2H，O）和无水石
膏（CaSO）即硬石膏。

石膏为白色，晶体常为无色、透明，有时因含有各种杂质而呈灰、揭、肉红、灰黄、
黑色等。硬度1.5～2，密度2，31～2.33g/cm2，性脆，在酸中溶解度比水中大，在加热煅
烧过程中，具有在不同的煅烧温度下产生不同的煅烧产物的特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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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石膏白色，混有杂质时则呈浅蓝、浅灰或浅绿色，硬度3～3.5，密度2.9～3.1g/cm3，
较石膏不易溶于水。

石膏、硬石膏主要用于石膏建筑制品、水泥缓凝剂，其次用于土壤调节剂、肥料、农
药、造纸、油漆、橡胶、塑料、纺织、食品、工艺美术品以及文教、医药等。在缺乏其它
硫资源的情况下，石膏、硬石膏亦可用以制造硫酸和硫酸铵。

11，2，22，2石膏、硬石膏矿石类型及品级
1.石膏、硬石膏矿石类型
根据矿石的矿物组成和含量，石膏、硬石膏矿石（指CaSOL-2H∶O+CaSO.≥55??

的主要类型见表1-11-264。
2.石膏的工业品级

襞1-11-264石膏、硬石膏主要矿石粪壅表
矿石的主要矿物成分型

松中
杂质矿物膏  可   物类里类大

石膏须经
纤维石膏 石    黄 选*获得

石膏钡经选
石 膏 矿状得成矿石石   青径一作品石膏

不导选矿石膏
（石膏+颈右膏 石膏+颗石膏大石    膏275%)石    膏 于85%

（石膏≥ 瓜 粘土矿物浪质石膏（粘土质石膏） 膏
硬石膏） 瓜 欺酸盐歌歌盐师石膏 春

石膏，硬石膏（石膏理石膏一石膏 →裹石膏大于55??硬石膏一石膏 石
混质硬石膏一石膏石膏 不啻、硬石膏 粘土矿物

石膏+裂石膏 K（粘土质钡石膏一石膏）
<75?50% 石膏、硬石膏 豪殿盐碳酸盐质硬石膏一石膏 经

硬石膏、石膏（微石膏一硬石膏 石膏-石膏大于85??石膏一鞭石膏 烟
泥质石膏一硬石膏（粘 粘土矿物石膏 狈石膏，石膏石膏+赛石膏 土质石膏一理石膏）硬 石 膏

<5?25屑） 歌歌盐硬石膏、石膏张隆盘质石膏一碗石膏（石膏<
贺石膏+石膏>85%硬石膏歌石膏）

黏土矿物泥质领石膏（粘土质颗 硬石膏
石膏）

硬酸盐美石膏羲散盐质易石膏

石膏的工业品级见表1-11-265.



612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1.2.22，3 石膏、硬石膏矿床工业指标
1。石膏、硬石膏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石膏、硬石膏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66。
2.石膏、硬石膏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表1-11-265石膏工业 品级囊

章、 结晶水含量（??戚制矿 (%)一
品 绒 B 型A 型 H:O*CASO,2H:0 CaSO·2H10+GaSO
1 ≥19,8>295
乞 ≥13,79业乌

≥:5,70≥75。 ≥13.35业动
≥13.60产2664 ≥1.96285
21.51≥2555 ≥10.56≥255

表了 -11-266右膏、硬石膏矿康一般参寿工业指标表

夹石削除厚丘殿 小 可 采 厚 度最低工业品位
矿床樊型 《m)(m)(%)

儒天开果2唱天开来∶2阻状石训、硬 CaSO,2H:0+CaSO;255 泡下开米;∶1地下开采;1石青矿床
舒维石膏编含矿率≥1??其中，纤组石膏景 地下开采∶1CaSO,·2H:0≥05纤维石膏矿床 小可采单层（脉）厚度2cm，采高1.7m以上

线食誉率∶Yz+Ky0≥16??其中∶层 状石纤维石膏∶
膏，硬石膏可采单层厚度≥10cm1Ca5O4·2H;0≥95纤维石膏及层

网 上纤维石膏兼小可采单层（脉）厚度≥2cm层状石青、硬石膏∶状石膏、硬石膏 CaSO·2H:0+CaS04≥55 Yp一酐维石青线含矿率，??
物汛 一层状石膏、硬石膏级食扩率，%;

k一折含系数。
采海1.7，意仪K值0。2

曙天开采∶2松散层中的轻 需天开来∶2CoSO-2H:O≥86
一伟晶石膏矿床

我甾石膏、硬石膏矿床工业推标实例见表1-11-267。
11.2.22.4 石膏、硬石膏质量要求
石膏、硬石膏的一般质量要求见表1-1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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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267石膏，硬石膏矿床工业稍称实例表

景 抵 可 采 厚 度（m）品 位〔?? 新组采离夹石鹏
多 层矿区名称 扩石类型 单层 间距赊厚度边界品位 工业品位 入自”(m)纤膏 一由泥膏(m) 含矿率〈?? )l(ea)勺当”

边 界15，显体石需澄是伍家岭 “
块段平均25

着 “”当谦理城四分 ≥614 。≥53谷膏7 “蜂端 10】（好膏）若 05刑门麻旋德
硬石膏 皆予 喜。

售1413虾 毒衡山白果

1.7F+E理-30%
占纤青 1-挚 8.70.6 ≥45 ·纤膏食矿率255定 见膏 诈卟

泥膏含矿率 ，-≥65石 背 ≥45针灵 ，！≥65石 肾肖设

辨 ，有意 、蛾蜗大为 硬石膏 - 0、6>45石 膏 >6大波口北西遍

0,20.7石 需 ？景伊显执馏放

且一->的当着普定太平禁 >46
且≥85≥60出喘消 。南 ≥60硬石膏 ≥65

0,5法62石膏 悦密 1.6东 ≥68皆药’硬石膏 - “≥85班石膏年 石山

1；出”， 2≥65
龙门映 盼平硬石膏

囊丨-11-268石膏、硬右膏的一般质量要求

硬石膏CaSO《??石背CaSO·2H20（??宽泪
含量≥55含量≥55水混满凝剂、农用

≥15石餐建筑额品
≥85模 塑
≥5经用、食品

言量≥8食匮≥85础 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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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云母矿

11.2，23，1 云母的性质和用请
1。云母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云母是一组层状硅酸盐矿物的总称。形成工业矿床且开发利用最多的是白云母，其次

是金云母。
白云母和金云母都有较高的绝缘强度、较低的电介质损耗和抗电弧、耐电晕等优良的

介质性能;具有高的耐热性;坑压、抗拉和抗剪强度均较高;能沿 {0 01}底 面 劈分

成极薄的薄片;有很好的弹性和柔韧性;具有 便 于 冲、切、粘、卷 等有 利的加 工性

能。
云母具有稳定的化学性能。碱对白云母和金云母均不起作用;抗酸能力较强。云母的

吸湿性及吸水性亦低。

2.云母的用途
片状云母主要用于电气，电子和光学工业作为绝缘和支撑元件，其次用在隔热上如作

冶炼炉的炉窗、护目赣，还有用作高压蒸汽锅炉的观察水位表窗、氧气呼吸器隔膜等。近
年来，云母新的用途也正在开辟，例如作氮氖激光器和检测仪表。计算机誉头中的隔板等

等。
碎云母主要用于磨制云母粉，制造云母纸、耐热云母板及建筑材料等。
云母粉可制做电子工业应用的云母玻璃和云母陶瓷，还可做油漆、橡胶、塑料、水泥

等的填料，以及电焊条、消防器材、建筑材料等。
锂云母是制取锉的原料。
黑云母粉可做干性润滑剂，质量好的黑云母片可用在光学仪器中。
11.2.23.2 云母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自然界出现的云母种类较多，云母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洋见表1-11-269。
11、2，23.3 云母矿石加工方法

云母矿石的加工方法包括云母矿石的选矿和云母加工。
云母矿石的选矿是为了富集生料云母。我国采用的选矿方法有手选和形状选。国外对

于晶体轮廓面积小于4 cm2的细碎云母采用浮选法进行分选。
需要注意的是，工业上主要是直接利用云母自然晶体加工成所需产品，没有缺陷的云

母晶体愈大，其经济效益愈高，所以在选矿过程中要求尽可能保护云母自然晶体 不受 破
坏。

将选矿后获得的生料云母进行初步加工即成为工业原料云母。然后将工业原料云母再
经过劈分、加工成各类云母产品。

11.2.23.4 云母矿床工业指标
目前，我国进行勘探的矿床仅限于白云母矿床，因此只能提供有关白云母矿床的工业

指标资料。
1。白云母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白云母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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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母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表 表1-11-269

晶    形 硬度化学分子式 糖度（g/cm）矿物名称 朝    色

无色、浅黄、灰、長六方形政董KIAI:CAISISOION(OH)z)白云母 2.76~3.102~1
视频、棉橱等色形的片状，板状

灰、社黄武浅织磷片状K(Al:CAISiaOuoJ(OH)1)鼎云丹
绿色 -

但六方形的片 浅华至级色KrtFe:'Mg(Fe**AI)a(OH).SirAIOao 2.8B~3.152～8铁让白云母 状或板状
很六方形的板 各种色谱的演 2.7~2.85IKt(Mg)+Fe<+>IAISiolo3(OH,F)t) 2~~3金云母 状、短柱状 黄芪、绿色等

画色、深褐色假六方形承管 3.02~3.12K ( Mg>+F >+ >s[AISi3OLa)CH)2)果云街 2~3
有时带满绿色等形短柱状

致脾色，谈紫算合体成片状
2.8~2.舒Killiz.xAliaCAlaSiu-aonopF2} 色、有时为白色. 2～3程 公 料 献阐片状

找汇色

假六方板形。 2.9~3.2褐色腻暗眼色K (LiFeAICAISISOLo)Fal 2~3铁幔云母
 奥合体成调片状

表1-11-270白云母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推标表
开采技术条件工业原料云母官矿率

积价

夹石切阶厚度北新可采厚度最低平均含矿厚边界台矿串
(kg/m') (m)(m)(kg/m:)

当含矿非高面矿体裁时，可按
≥0.5 米百分比计算，若米百分含矿率1-7

符合要求，账应挑为矿体

2.白云母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白云母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I1-271。

单1-71-271白云母矿床工业推标实例表
最低可采用度 央石副除酥皮工业跟料云母平均 货票安买体店有工旷”区 名 称 (m)(m)含矿串（kg/m3）含矿率（kg/m2）

11.5阿勒森云母教 .
14’ 1丹巴云母矿 V

在。平均含有率1～4kg/m3，其锦量列竹壁不利旧储量，可采用度不及1m者，以米百分含矿率计。

11.2.23.5  云母的质量要求 -
1.工业原料云母的主要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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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原料云母是矿山的生料云母经消除脉石及共生矿物后，晶体有效面大于4cm2的
云母。

根据部标JC49—82规定，工业原料云母质量标准如下。
1）分类
工业原料云母按其云母晶体任一面之有效面积最大一块的内接矩形分为5类，详见表

1-11-272。
2 ）厚度
云母晶体最小厚度为0.1mm以下者另行包装和处理；楔形云母晶体最厚边的厚度不

得越过10mm；板状云母晶体厚度不限。

3）分级
工业原料云母按斑点所占有效面积的比例分为甲、乙两级，见表1-11-273。
4）技术要求
工业原料云母片的技术要求详见表1-11-274。
2.厚片云母的主要质量要求
厚片云母是工业原料云母经劈分和切制后具有一定厚度和任意外形的云母片。厚片云

工业原料云母类别表 表1-11-2721

各类中另一任一面之最大 最大轮廓固积
面有效而积学 注一块有效而积 备赠 （cm3） (cm+)(cm2)

分类以有效尚积为主，有24婚 2*420≥65兑
效而积米达交中规定者应降"

<420 24240卖- 到该帮积所属类别，最大拍*

24<2020 廓面积短过表中规定者，按卖二
有效面积降一类，内接矩形24<12020类20 前边长比为1∶1~1=3

24<BD24类四

澳1-11-273工业原料云母婴别表
灶雄聚点占有效面积（??级卵名称

甲级内允许含乙级的量按片数计不得K25A 缓
超过20%净 >25乙

表1-11-274工业原料云母授术要求表
在   云    母           体    内在    有    效                    内

不允许有易于蒙幕的云母存在，边沿上的非云母矿物不允许有裂缝、穿孔、沙眼、粘站，严重雏纹，米填
滑径向不得超过 4mma 脚入角内的非云母矿物。其深物、连生物和羽毛状视于展；不允许有失去弹性和挑曲
度不得超过 7mm；不允许有凸出于云母晶体表国的非学能的严重风化和水铜的云母
云母可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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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再进一步加工可生产出电子管云母零件、电容器片、薄片以及各种规格片，其下脚料可

制云母粉。
根据国家颁"建标50-61*规定，厚片云母的质量标准如下（仅"分号"参照现行 情

况增加了"8号片"）∶
1）分号
按片内最大内接矩形面积分为9种型号，见表1-11-275。

2）厚度
厚片云母的厚度为0.1～2 mm。

3）质量条件
（1）各品级厚片云母的外观质量条件见表1-11-276。

表1-11-275原 片 云 母 型 号 裳

驶号 有 效 画 积（cm4）号 出滋遇党一。雪””

十号 20~40号>230材 。’
号 售力 10~20155～230 丶” 8～1090～155 号母2

4～68 号号 6～903
40～B6号“

卖1-1-278厚片云母外观质量条件衰

多品观外品 级

（1）表面提珍珠光泽、孟明，腰色一数，酬面光滑;
（2）质烤坚硬、平整、允许带被纹，不允评有重波、城救、交叉纹络和烟纺;
（3）无任制责点;特 授
（4》无贯算杂质，粘结、逢生物、散填物;
（5>必须巷切全部边缘的三分之二以上。允许小子对径四分之一的裂雄和凹入角有在，恒不

得超过两处。在裂缝长度内允许穿孔存在。裂端不允许伸入型号面积之内

<1>质媳经碗、光滑、避明、龙金彼和围凸不平，允许有轻隙的波纹;
甲 铁 《2）燕成不得超过云母片面积的5%;

《3》与特假之（4）<5）两项相同

（1）两面光滑，允许有慌纹和轻费的皱饺;
（2）瓶点不德超过云母片面积均25??斑点占面积的25～5??，不得超过该号 总质量的

Z 段 10%:
<3）与特级之（ 4）（5）两项相同

（1）允讲有波饺和能纹∶

丙 弱 <2》避饮矿艇点面积要求小乎该号衙积的50??其它震点不限
《3）与特级之（4）（5）两项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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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气性能要求∶特级和甲然厚片云母在温度为20±5℃下和经清洁处理后，其电
气性能应符合表1-11-277。

乙级厚片云母击穿电压不得低于表1-11-278规定。

对具磁铁矿斑点之乙级云母片，要求其耐火花电压∶在电极间距离为10mm，施加 不
低于6kY电压并保持一分钟，不应发生火花。

3.薄片云母的主要质量要求
薄片云母是由乙级厚片云母经剥分和裁制后具有一定厚度和任意外形的云母产品。
薄片云母的质量部颁要求，见表1-11-279及裘1-11-280。

表1-11-277特级和甲锁承片云母电气性能表

介质损耗（介质损耗角 正切值）表圆电阻 介质强皮（kV/mm）出体积电阻 介质带戴
(1=10Hz)(a> （片厚25±5μm）(2·cm)

>61~3×10-4>1806×1015 1×18i4

表1-11-278Z级云母击算电压表
己”西 压电穿

厚度 每母 云响白容（μm） 最 低早 均最 低平 均 “” 1-02,Y J.815±5

3.2 1.7“钟42025±5

表1-11-279薄 云 母 片 银 格 票 求 赛

生 8？仍。占。置谨南
。；细6~1010~1520~30 15-2030～40>65 40~50图！雾武机（cat）

表】-1-280薄片云母主要质景要求表
聚点占云母 表 阎 容 锰掌称型级 别 物 纯面职的（??传

平组、微渡纹10？夕心？“：？“？了己岗
平坦、微波较25？广屯：叉“：？“？乙 敏 波纹、激皱纹

平祖、微波纹
3职、位、队险的号" eo区嵩 被牧、微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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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子管云母投料片主要质量要求
电子管云母投料片是由优质工业原料云母分剥、裁制而成的具有一定厚度和任意形状

的云母片，其有效面积按不同直径的圆形划分。
电子管云母片规格要求见表1-11-281。
电子管云母投料片外观质量要求∶表面应平整、光滑、透明；有效面积内不应有以下

缺陷∶任何斑点、裂缝与穿孔、矿物夹杂物、层皮、鳞片、折曲、凹凸不平、显著波纹、
划痕、伤疤、分层、连续气泡。

投料片再经冲制加工可成电子管云母零件。
5.云母粉主要质量要求
云母粉是由工业原料云母加工成厚片、电子管投料片、薄片及各种规格片之后所剩余的

下脚料经粉磨之后加工而成的。近年来亦大量使用小于最小有效使用面积的云母碎屑，乃
至某些矿石选矿的副产品，经粉磨后而成的。

云母粉主要用于绝缘、电焊条、塑料填充、沥青纸、橡胶制品和建筑制砖的云母粉的
一般参考质量要求，见表1-11-282。

表1-11-281电子管云母片规格要求表
类种

Ⅶ清 n ?" 754 9M
有效以积次的零件直径 90 t0070 1195030252018(mm)

>0.30>0.30>0.25>02 >00.3>0.30>0.30>0.25>0.2厚虎（mm）

云母粉的一般质量要求表 表1-17-282

(%)他 分蟹有
水分（9）教贸（日） FeiOl Na:0K20MnOAliO,SiO. O

60.62 15~18≤1.88 买0.80≤1.0≤0.4≤47.5 431<10

11.2.24 石棉矿
11.2.24.1  石棉的性质和用途
1.石棉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石棉是一种具有纤维结构、可以劈分成极细而又柔韧的纤维状矿物的总称。按其矿物成

份和化学成份不同，可分为蛇纹石石棉（或称温石棉）和角闪石石棉两大类，其物理和化
学性质见表1-11-283。

2.石棉的用途
由于石棉具有优良物理和化学性能，所以在现代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目前，石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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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已达3000种，为二十多个工业部门所应用。石棉制品一般可分七大类，见表1-11-284。

表1 ~11-283石 稳 物 理化 学 性 质衰

顶 角 闪 石 石 棉 类蛇 较 石 石 棉 类嘧
较 啤色颜 一般较浅，为浅蛾、淡简咸灰白

物 密 度 较大（3.1-3.2）较小（2，4～2.6）

较高，纺织性好 较骶，坊组性些机械强度（g/cma2）
尝 电绝缘性 较差（四含性量高）较好<因含恢量纸）
离 低（最高为1300布史寸 离（1550）

低Mg的含量 高（高于角闪石石调突4倍）

冀 离Nh的含量化
季、Fe的含量 高（高于蛇欲石石棉）0倍>

学 结 构 水 含量少（小于4第）含量多（太于10??

由 为雄状碰隐盐结晶拘造 为层状硅酸盐
较差（因含赞高） 时酸性能好时殿性肉 较 好较 好购统性

彪吸阴（获石拥）能不吸附放射性响具

兽遭鄙斜涵酷嵩 骤1-31-284

所 用 石 郁
出序号 主 要 用 *酬 品 名 称类

种 提 级等

酌出董 塑筑、电工村料3～6石锦水泥脚品 石棉水泥管、瓦、板”
传动、创动、童假、电解1~3 石 椭石榨纱、级、绳、布 槽布

块石确纺职品育 石稀手套、鞋、罩衣、朝 温 五 靠 1~3罩
长纤虚 耐段碱、防腐材料羰（背）石棉蓝（青）石棉盘惧、布

保温地熟材料、地能 村瓢石 棉 “各种石都绸、货胶、石棉” 石荆保温绝燕制品 新、燕薯村料混等 铁 石 棉

消 汽车，拖拉机、飞机 等 传胶、塑料冶棉制动帮、2 部石 棉石熬也动、制溃制融 1~3 动、制动材料离合器片
忠工材轩3~5Y 酯出尊石棉电工材料制品 石善水泥勘弧罩、石神带
建筑、公路、能藏、防潮

温石 棉 5~7u 石棉沥青朝品 万棉侧青资、钻，装等 材料
火常、卫屡、导弹等的耐石柳陶鉴纤维复合材料、

热、地热材料石棉石墨复會材料、石棉金
画打 0石棉的新用造 属侧合树料、石梯尼龙复食语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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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4.2 石德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蛇纹石石棉主要成份为含水的镁硅酸盐组成，而角闪石类石棚是由钠、铁、钙等成份

组成的复杂含水硅酸盐，与蛇纹石石棉的不同点在于钠、铁的含量较高，馅的含量相对较
低，结晶水少。石棉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285。

表1-1-2a5石棉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裹
主要化学成份（??密度。库矿物名称 色化 学 分子式 嘴 FoHRo*子图 冒台。便自

0.040.95蛇蚊石石神 37.7832,67 18.69 2~3Mg,tSi,O。(OH。 白、淡每 2.4～2.5 叫

0.24L.3g12,9941.942.19<即源右棉）

辽7.05夕望2.501-3750,66皇 石 够 售 亨心了少业薯蜡端。H,Na,Fe8'Fe]'Si:O3: 2.8(入晋善出垫二 2。622.2851.49 19.39
26.1t2.433.9647.U4 1.05

2.7HMgsFetFe3AI∶Si1sO∶|提灰、槲铁 石棉 5.6~6,0
7.日D 3B. 803.005.8950.2

8.000.50贮岂16.0051.00
3.025.5～6.q蓝 绿角闪石石槲 H2Mg;SieO 2.00雪号 1,202.631.00

11.2.24.3 石棉纤维的梅脉类型和加工方法
1.石棉纤维的棉脉类型

根据石棉纤维与脉壁间的关系，以及石棉脉在圈岩中产出的形态，石棉脉可以分为横
纤维、纵纤维及块状（或斜）纤维脉三种类型。

1）横纤维石棉脉

石棉纤维的生长方向与脉壁垂直，与纵纤维比较，其纤维长度一般较短。按梯脉在围
岩中产出的特征又分为∶

（1）单式石棉脉
以单一的石桶脉出现，棉脉比较平直，两侧都是蛇纹岩或蛇纹石化碳酸盐岩。
（2 ）复式石棉脉

由教条彼此大致平行的石棉脉组成一组脉系个别棉脉沿走向有分枝复合。
（3 ）网状石棉脉
这种棉脉类型主要产在与超基性岩有关的石棉矿床中。是由两组以上的 石稳脉 纵

横交错排列构成网格;按组成网格棉脉的间距大小。可分为大网状与小网 状 石棉 脉两
种。

（4）环状石棉脉
多产于碳酸盐岩有关的石棉矿床中，石棉脉围瓷原岩中的隧石结核和小透懒状、团块

状的蛇纹石的边缘生长，石棉脉呈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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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细脉型石棉脉

石棉脉呈雁行状。微细平行脉状、楔状、星点状分布。
2）纵纤维石棉脉

石棉纤维的生长方向与脉壁近于平行，呈较长的纤维束状。根据石梯矿床含神裂隙的
性质和石棉的产出形态，可分为∶

（1）节理石棉脉
石棉 产 于剪切 节 理 中，含棉裂隙壁上常具有明显的错动擦痕。分稀、密网状脉两

种。
（ 2）叶理石榴脉
多产于构造滑动裂隙的强烈叶理化带中，叶理多成网状。
（3 ）构造石棉脉
石棉主要赋存于构造挤压带中或构造角砾岩周图。
3）块状纤维石棉
石棉纤维的分布无一定的方向性，或者呈放射状集合体。一般石棉纤维较短。角闪石

石棉类矿床中，此种类型较多。
上述各种类型石棉脉，并不是单独存在，而在同一矿床中往往是数种棉脉类型的组合，

但是往往以某一种棉脉类型为主。
2。石棉矿石加工方法
石棉选矿工艺流程的制定取决于许多因素，诸如矿石的性质（矿石含棉类型、纤维含

量、纤维的等级分布、纤维结构、围岩的硬度、矿石粒度组成、矿石湿度及含泥景）、设
备的性能、用户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及矿'山的生产规模略。

不同的石棉选矿厂，工艺流程不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可以适用于
所有石棉矿床的标准选矿流程。但是，各种不同的工艺流程都应遵循对石棉选矿的共同要
求;保持石棉纤维的天然长度和机械强度∶最大限度地从矿石中回收石棉纤维;尽可能除
去石棉纤维中混入的砂、尘和其它杂质;按照纤维的长度合理地进行分级。

11.2.24.4 石棉矿床工业瘤标
1。石棉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蛇纹石石棉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86。

表1-11-288隐皎石石梅矿床一般参寿工业衡标表
工业品位 夹石别除厚度边界品位 可采厚度 备 注氧 (m》看 (%)(%) 小目”

>>0-4AA一门殷

够均妈来R
晶位即含梯率

其中AA一V级>总含 -0.50.3 。
福率25??

匈 其中AA-I级>总售尚 0.50-4 0.60.2锑奠头钻 椭率2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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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纹石石棉纤维长度分级见表1-11~287。

2.石锦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蛇纹石石棉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288。

病1-11-287蛇较石石棉纤罐长度分级装

省 往南降 纤维平均长度<mm）品 级 师孔直径（mm》

手 造 >18AAt特）级 谈分级系地预分级为”. 犯8 矿忠评价用级1 名” 126.3律 ，。’
日，间 O

岗运 2,812 5S
每，2 251,620

工 -0.550级
吕 0.70.25岗单

表1-1-288蛇较石石槽矿床工业推旅实例表
最低工业晶位边 界 品 位形 夹层制隙厚院可 采 厚 直床

《最低工业含锦率）《边界含棉率） 小菖”(m)型樊 (%)饰攀 (%) ， 1特级～■级>25??，为特级～Ⅱ般>25??，

区三仅餐体 超 〈品夜高，解度小于】0-4～0,5为0.2
m，按米百分败让算）特级～V级>25??，特级～Y饿>25??，害 为0，5～1，0为0.3

盐 特龄～夏段为1。0特级～训级为0.4

直特最～重级为1.0 2特级～可级为0-d。
邮 型 <盛位高时，厚度小于
李石 2m的按米百分骤计算） ，特透～W级为160 0.5侍纸～重验为0-5替”盒州省 岩棉

部断制 （品位高时，限度小乎
售 。罐 0.5m的搜术百分数计算》

11.2.24.5 石棉矿声品质量要束
根据建标54-61规定，温石棉的主要质量要求于下。
石棉成品中不准有木展、纸属、金属块等杂物。
石棉成晶的吸着水分不应大于3??如大于3??不算度品，在验收时扣除其超额水

分。
手选石棉应符合表1~11-289的规定。

机选石棉的筛分分析结果，应符合表1-11-29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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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89手 选 石 棉 规 格 表

主体纤编 含 石最致维长度即别缓 。 (%)八滚”（不小于>〈mm）

a特1 级 特一1 。己“宫

特一2箱 2 级 2.5605o
18净！”手运1级 心

手一2 1012手烷2级 ·事-3 20手速3暖

17.2.25 金 刚 石 矿

11，2。25.1 鑫别石的性质和用途
1.金刚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金刚石是碳的晶体。质纯的金刚石为无色遗明，含铬呈天蓝色，含铝呈黄色，还有
的呈褐色，烟灰色等，其它颜色少见。具强的金刚光泽，硬度10，是自然界中最 硬的矿

物。密度在3.47~3，5g/cm2之间，一般为3.52g/em3。电阻率很大，为5×10''Ω·cm，
具有良好的绝缘性，但Ⅱ;型金刚石电阻率较低，具良好半导体性质。有良好的导热 性，
特别是I，型金刚石，导燕性很好。金刚石在白光作用下，特别是在阴极射线、紫外线和

x射线作用下，发出不同颜色的黄光。受日光曝晒的金刚石，在暗室里可以发出天蓝色 的

莹光。
金刚石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难溶于酸和碱，仅溶于硝酸钠、硝酸钾及碳酸钠的熔融

体中。
2.金刚石的用途
人们很早就把光彩夺目的金刚石作为一种宝贵的装饰品。金刚石在工业上主要用于切

削和加工工具的材料，以及拉丝模、硬度计压头，地质钻头等。Ⅱa型 金刚右用于固体微波

器件和激光器件的散热片材料。Ib型金刚石用于半导体材料，以及整流器和电阻 温 度计
等。因此，金刚石广泛用于地质勘探、矿山开采、石油、冶金、煤炭、机械、电气、光学
仪器、玻璃陶瓷、电子工业和空间技术等工业部门。

11.2.25.2 金刚石矿石类型和加工方法
1。金刚石矿石类型
原生金刚石的母岩为金伯利岩。金伯利岩（矿石）一般根据其矿物成份、结构、构造

的特点，分为块状金伯利岩、金伯利角砾岩和金伯利凝灰岩等，详见表I-11-291。
2。金刚石矿石加工方法
金刚石选矿是对金刚石矿石进行机械加工或化 学 处 理，从矿石中选 出单体金刚

石。
金刚石选矿方法是根据金附石的物理化学性质、坚硬耐磨、密度较大、疏水亲油性、

导电性，在x射线激发下发光 性、化学稳定性，以及要求选出的金刚石产品，必须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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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90机选石棉的算分分析结果表
砂粒粉尘古量（??筛 余 量（?? 第四只

神针掌结构 第三层第一层 （橘底）第二层号 其中砂表Ⅱ牌 染(%)(1-35)(4.8)(12.7)装
火不不 小 于 于

168.410硬一特一80尊 @
183065 N硬一特一55将

母 2650硬一1—50 31 公
34 24硬一1——38级 88 4!

?4720 28硬一2一202
构 12 0.548砸一3一40 40P 1

0.53020 5粗一卷一20 50"
15 5（半）——2——30 50OE? 7

90 1915 中（半）——2——152
1330 53半一2——302 A

51515半 半一2——152 15
0.5"70 10半一3—70赠 Bo
0.5M60 1030半一3—60P
0.5"1650 35% 半一8一50

福 0-5 4.5204535早一一35U
5 0.52258半一4-20 --4 30

抑 0.55.570 25*半一4一5- "
1.5133565净一5一66?
1.5145050??—5——605

10 N40 e半一6—406
0.583 "12$9软    3 --551
0.525 565软一4一10 10

软 0.55.5255 70软一4一54

L.51240软一5—60 605
神 19.560 N40软一6-40白

2170 N30软一6——30
考 247030 N（软）-6-30B

10 2720（教）一6-20 1
合

注∶1.（半）是界于硬结构棉与半朝线构相之间的产品；
2.（软）为降尘宜中的软结构棉，
3.各主要筛余量超过时，允许下层凋余置适当减少，但二层之和不得少于表1-11-293规定的重字；
4.主要解余量，特，1、2级为一层阑，3、4级为二层卵；5、6缀为三层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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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291票生 金附 石矿石抛弧 豪. 费 云矿 石 碎丽含量
结构 主要矿物或岩石碎鹏威分

童云 母型戴搅石型 (%)类 形（金达母<50??金云母>50??

冲 证晶∶操栀军、鱼云母、横铅物石喘针尚芽

华型领每三知
<15轰 状 基质∶散据石、金云母、磁恢矿、精铁矿。金伯剂岩 金帕则岩 锈快矿、碍灰石、蛇纹石、硝酸盐等

粮善端幅 粒当停 乡 <15端需瞄 矿物成分与上相同，制无粗大斑品
序金的利若金伯荆省 粒伏

娶修长 帘 虹碎屑直径 碎质∶包括绪晶等底的交胺岩和各覆篮层的

金他集 角镓 大于2mm 各种随岩虽 的占5D以I.上， 胶结物∶斑状金伯岩事

碎刑∶岩周以金怕利岩为主，次为其它各种蓄哥通、遭碎
四

全的剥崔殡划
岩石。矿物晶腾以被概石樱象为主。

直径小7
参’ 其次有模钼惰石，筋遗辉石;钛快矿，屑

2.mm的 量云母等
置结物;细粒状蛇纹石、碳策盐、磁快矿、状 占50以上泵

金云母等
孕节

地保持晶体的完整性等原则确定的。
金网石选矿包括分选前的准备作业，粗选、精选三大部分。
准备作业对矿石进行破碎、洗矿、筛分等。
粗选∶将经过准备作业处理后的畅料中的金刚石和其宁重矿物一起富染到粗将矿中。

通常采用跳汰选矿或重介质选矿等。
精选;分离粗精矿中的金刚石，选出金刚石单休。目前采用的方法有油膏选矿法、表

层浮选法，电力选矿法、x光电分选法、苛性钠熔融法、选择性磨矿法及手选等。
11.2.25.3 金刚石矿床工业指标
1.金刚石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
金刚石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指标见表1-11-292。
2。金刚石矿床工业指标实例

e
表3-11-292金附石矿床一般参考工业措绿表

坑责进尺米最小国收额工业品位边界品挖 粒 直 经 毫 克 值床 黄 型矿 （mg/m3） (mg/m)入当碎丶占“ (mm)
200.230娠 黏 标 20

岩 做 型 告0-2喜高 影 标 40
0-21510低 消 标

岩 管 型 日响”3D20高 指 标 ，，
注。金刚石质量单使用mg减克拉表示（1克控=F00mg-0.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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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石矿床工业指标实例见表1~11-293。

1.2.25.4 金刚石产品质量要求
根据原建材部1970年颁发的《金刚石工业分类分级标准》草案规定，金刚石的主要质

量要求见表1⋯11-294。
表1~11-293金刚石矿床工业殖辉实例表

最小可采坑辽遗尺最低工业 城小回收边界晶位矿区及矿体 书粒 备、 在米毫克值 !厚位电 径 。汇

一自吧自义氢 号 (ms) 小日”(mg/m)(mg/mi3)
坑道进尺mg/m值，指坑道康面离1、Er、0.23020胜利一号岩管
冤2m韵坑道在1m长变内所合金则五、

悬低工业品位是按当时收购价格计算的。0.2151042号，50号岩性 岩欧可采厚度太小，是不符合开采技术经

济指标要求的0.2 0-06153020红滤一号若脉

11.2.26 宝 石 矿

11.2.26.3 宝石的性溃和用途
1.宝石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1>室石的物理性质
（（1）颜色
宝石具有鲜艳美观的特点。一般以红、鲜红、淡红，蓝、翠绿、金黄等绚丽夺目的颜色

为上。
（2）光泽
光泽较强而灿烂、均匀，给人以明亮的视觉。宝石具有金刚光泽、玻璃光泽、油脂光

泽、蜡状和丝绢光泽等。
（3 ）透明度
按光线透过厚1cm以上宝石碎片或薄片时的选光程度划分。宝石碎片或薄片 底像清

晰，为透明;底像不够清断为半透明;底像轮廓模糊而边缘可辨为微透明;全然不见底像
为不透明。

（4）闪光
泛指宝石发光的闪亮，与颜色、光泽在意义和成因上都有差别。宝石常见的闪光有;
一般闪光∶最低级闪光，如一般玻璃或脂肪光泽的闪亮即是。
宝光（或勒光）;具有很闪亮的"弧形"、"三角形"或"人字形"亮带反光层的闪

光，如许多红〈蓝）宝石、晶宝石等。
变色（变彩）闪光∶转动宝石时，光彩变幻闪闪迷人。为具"变色"及"晕色"矿物

宝石所特有，如欧泊、贵蛋自石及月光石等。
丝状闪光∶具六条或四条等长放射状或十字状放射星光，闪烁耀龈，为宝石之珍品。

如某些刚玉类、石榴石类及顽火辉石宝石。
猫眼闪光（也称猫眼效应、俗称"活光?>;一些具平行丝纹软、针状之纤维晶质透

明或半透明宝石，当光线在其抛光弧形凸面上散射时。呈现一条带状丝绢状金 黄一黄 绿
色"闪闪活动"的亮带，犹如猫眼中的虹膜，宝石学称为"猫眼"。宝石界所称猫服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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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94鱼 刚 石 主 要 属 最 要 京

体 章品 、套、规 格
则着 醇

（克控/粒） 透明度甾色晶形与完整程度 跳放、包体及其它

完、透明、无为均匀的无|悉明或 无裂纹，允许有色囊和各种单晶和最小径长

工艺品 包体、色燕者为辛透明 繁中分布于小范围内的色、蓝色、 2与最大径长 之比为
一级品其余为二≥0,6 包体，包体分布不得颜浅绿色、红14 ?的碎块、双晶
肉却用金湖石 过品体最小轻长的五分色、浅董色

2-
透明、无色骤包透明或鼎色和深棕 允许有色瘫，裂就和包八酸体、曲圆蔓形十

半避明 体、裂纹者为一色以外的浅 体、但沿裂纹延钟方向二商体及其康形，以位 丝模 级品其余为二级分隔晶体后所提费大部色晶体及外形为国形、靠器0.1-~1~0
分不少手原体积的四分形之晶体、届体最小

用金喇石 羲
之三，且此部分不得有链长不小于1，4D血

包体
无敷纹、包体、晶体的无色、浅绿 造明或晶体外形为长方形，

率刀用 异带干萝色，不得为红色 串透明栋圆形之偏状常，其 色、浅黄色

尽女联斜蛋体
≥0.5 敷色，允许有少最色亮漫小经长不得小于

金刚石 3 pm
弗 造明或无襄纹，晶体中心允许燕体外形为长柱状威专

半透明有少量包体强一向挣长之椭球状， 贷刀 用 早0,2～0.05
金刚石 轻长不得小于2血m

建明或 避明及无骏放。允许有色蒸，最体边蒙!颜色不限。八面体，曲西萄形十
硬度计压 半建明 包体者为一级品，有包体及晶画有不步响无色，我毁、二面体、曲面穴八固

0.2～03 其余为二级高使用的聪蚊浅黄为好体，及八圆体和曲蚕
头用金刚石 旋形十二圆体的猿形

据有用晶角的多允许有裂筑和包体。晶体形状不限，但应
砂 轮 刀 事与裘就包体的级品不允许有裂饮，二、具有两个以上的有用

不 限 限不≥0,35 发育情况分为西三级品有用温角不得有晶角以晶角多和形状
级要纹和包你用金附石 完整品体为好

出圈岸一八园体。画面葵形十
驶 璃刀 苹遗明二面体及八面体和曲 限哨0.14～0-01面妻形予二面体的豪
用金附石 （海

不 限限不地质帖头 0.3～0.0]晶体完整、形状不限
用金刚石

略 料用 凡不属上述各种用速的金酮石，均可作为磨料用金醇石
金 隔石

主要指金绿宝石质的金绿猫眼。自然界中不少具纤维状结构或含针状包体之晶质矿物可制
成猫眼。如碧玺、海蓝宝石、水晶、月光石猫眼等，总计不少于20种。

（5）硬度
主要指"刻划硬度"。采用摩氏硬度计为标准。硬度是宝石矿物的重要条件之一。只

有硬度大于7度始可作高档宝石。但也有侧外，如欧泊硬度偏低（H5.5~6.5），但具有
特别迷人的变彩，也很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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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质地
要求结构细腻均一，应是完美的晶体和质地均匀的"敏密块状"体。没有或很少有解理纹

和裂纹，没有或很少有杂质。如用于首饰原料，晶体大小一般要能切出一个"戒指面"为
准。

（7>脆性
多数单晶宝石矿物性脆，硬而不韧。玉类宝石韧度较高，质地细腻密实而坚韧。

（ 8）解理与裂纹
解理是宝石矿物固有、稳定的特性，具完全、中等解理的占多数。苓纹是宝石矿物沿

一定方向破裂的性质，常不具稳定特性。解理与裂纹对宝石加工工艺有重要意义。
（9>宝石中的包襄体
俗称"瑕" "棉"或"绵"，影响宝石的纯净、透明度、颜色和外观美丽，严重者影

响宝石品级和加工献式的选择。但包裹体如果颜色、形态特别，则有时不仅无害，还可作
为另一类宝石处理，如发晶、聚晶和水胆玛璃等。如有些纤维状包裹体作特 殊 的定向排
列，可能导致产生星光或猫眼效应。包裹体的不同还有助于识别天然和人造宝石。

（10）发光性
一些宝石矿物能在X光线或紫外线照射下呈现一定旗色的可见光，称为发光性。发光

性对研究宝石有重要意义。特别在识别人工合成宝石上效果显著，如天然蓝宝石无蓝光，
而合成蓝宝石发红色萤此。

（11）二色性
光线进入一轴晶宝石矿物时发生双折射现象，出现二色，如红宝石垂直光轴方向出现

紫红色，平行光轴则呈现黄红色。很多高中档宝石具有二色性。二色性影响 宝 石加工工
艺，同时也是识别宝石质量和真伪的重要标志之一。

2）宝石的化学性质
宝石的化学性质稳定，在普通酸碱中，在较高温度条件下，均不应发生任何变化。
2.宝石的用途
〈1）主要用做各种首饰。
〈2）很多高、中档宝石，如金刚石、红蓝宝石，碧玺和黄玉等是现代尖端工业的特种

矿物原料，应用于电子、激光、轴承、光学仪器、冶金，钻探，研廉方面。
（3）有重要的商品价值，可以作为重要的商品出口或内销。
<4）由于其体积小、重量轻，精美华丽，价值高，耐磨损，又易保存携带，在某种程

度上成为一种""硬通货"。
（5）由于宝石稀有，稳定而不断升值，宝石和宝石制品的贮藏具有有利可图的投资作

用。
（6）一些宝石具有医药功能，如玛瑙、萤石、琥珀等，在医药中常是不可缺少的珍贵

药材。
31。2，26.2 蜜石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
宝石的主要矿物及其特征见表1-11-295。
11.2。26，3 宝石分类和加工方法
1，宜石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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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自然界已发现透明矿物约2300余种，可当宝石原料的有200多种，国内外各 家根

据宝石的应用领域、相对价值、化学成份、矿物岩石及地质特征等因素进行了分类，但燕

未统一意见。
想据宝石商品档次、价值和我画对宝石的传继认识、将宝石划分宝石、玉石和饰石三

类，具体分英见表11-1-296。

囊1-11-296宝石 分类表

设 鼎要 别 出端缺八批，善“出

极贺重室粒 馅万∶红宝有，遇签石，祖母绿
战 安重宝石 功翠，犹眼，变石，赵脉削，珍球

大红宝行，贵振白衬，机蓝立石，托帕百，鹦玺，界髋有，子汗，筒源，葡子右，” 量刊
判录石

卖 微篦石，风佰子行、身松百，紫品，跳痢∶金红石，紫懂蜂石，混拓行，脉宝石《绿管?宝石
$石）黄水品，月光石，日光行

硬王，软玉，谐念行，玛乳，澳离灭，孔企石，*晶

科省靛
诺名哨剖

天何石，粉华，T密紫，笑善石，烹腰贫玉、做玉，试展石、数品行，?限石，董膏"随下福
石，寿山石、置'

石 类 大理岩、叶脂石、弹飞、贤石，驱趣岩、硅化木、小文统化品署;谓瓦爽快片者询 

2.宝石加工方法
宝石的加工方法包括宝石的染色和车工工艺。
1）宜石的染色
天然宝石的染色处理，一般是用放射性辐照（如Co*°、伦琴射线）和热处 理 等物理

方法使之改变宝石原石的颜色或加深变浓，往往可以达到永不退色的程度。
2）车工工艺
宝石的车工工艺指宝石的款式设计和原料的切割、车磨、抛光等加工工序。
11.2.26.4 宝石矿床工业指标
我国的宝石虽具有悠久历史，但宝石矿床的普查勘探工作才刚刚起步。我国的宝石矿

床基本尚无工业指标。主要原因有如下情况。
〈1 ）我国目前还没有单独作为宝石矿床勘探的实例;
<2>我国目前独立开采的宝石矿床极为罕见，宝石多同其它矿床共（伴>生;
（3）宝石的价值很难确定。有些矿床产出1～2颗资重宝石就成为著名的宅石矿床;
（4）宝石加工后，随宝石的车工工艺，玉雕工艺及彩石加工工艺不同而价格悬殊很大。
安石矿床的工业指标;在今后勘探开发中会形成具有我国特点的指标。但应特别注意

国内外市场销售情况，宝石的品种、含量、品级、出材率及宝石的试琢试雕，宝石新品种等。
11.2.26.5 宝石对豚料质量要求
宝石对值料的-般要求见表1-1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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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97主要宝石对矿物原料的一般质量要求

章。 标品班名 称

壁小尺事<mr， 连备
色明厦;大小（克拉） 优 质 标 准者（矿窃名痧》 本工塞Ⅱi项论 ，，e0.al

泼绿巨，色纠正，无吸 允许能欠∶ 色混、有濒绎、中绿、深祖 母 缘
液 明0.2~E.32×2×2 柳最住，染少乳狗。深

咏色一禁部出” 些量包期体，半透明绿鲜以为优质

红、紫红、括红、 诊贵宝石，作名贵让单 鸡制虹垛作，2兴拉以红完 石 o.5 涵2×2*2 当带根浅紫站红色 上适无里者为珍品八型出”
法紫孕临色、程、 纯正践色为上晶，又以鉴 宝 石 ； 同上2×2×2 级、斑、球望，函冠 ; 美存血色融位小藏钠” 沪红、无色

族愈鉴黄，必指闪犹、半途明- 尚档寥石，做甾缀汽猫 滚 喜 货卖-指黄、绿色 解直然中，网胬读出三

乡 饰础（金绿空百） 边觉芒为最优胺

蒙部一诸？ 夏色炒应兴、扫光、人 离梢生存，霞名鬓节变 石 运 明红-紫红（羟炽光j龄妥巴蹈官梯湿藏沼i-3
色（会螺至百> 色度中涨为住 等

允许娘欠1包设、蓝海蒸色限档、经色调收天蓝、道·母紧宝石 e 顺但，少居烈饮及包透4×4×d 等服色 少，民纹旅少 体<绿柱石）

晨擀媒色分别称为绿虾惊迎，深到建色，金究体人彩律递宁绿 空 石 ,$ 的，红色，会色解空遗位、型纹及包宴体极”晶义小丫
过念黄色。必绿色 少9（绿石）
根括跟色分鞘称为红、红色，操色∶执 双诱红色，杂际色。要碧 组 透 明4×4×4 铝，绿酒级红、科色 故少>20mm，藻灌色（电气石）
允许缺欠∶褐红、略眠红，浅觉、泽 极杠色、鲜红色，裂义紫 牙马 谱罢6×85 红、肉红色、书透勇少>20mm虹、金酱，故红区（柘圈石》
高档宝石，作高级苗

翠 知色半透明 款愧色正为符优质5×5×5 饰剥 尊
主体为向和槐灰。卤绿鲜绿、贾示、褐癫透明一 补档工石，作玉器色占3??上者为优级25×20 绿、虹褐、白色、（硬五） 半透明 玉石灰色

照寓色整彩强或乳白色鹏、踩、宽、 高档宝石，作高级首景谱 - 变彩性好为优M，透明半透灰自、花臼，乳 兽度离，变彩酮积大种论八肆端西出” 黄、隙、般、江色

恶中档道Z，作高透鲜草绿色，大小3x3×3草绿、果绿、执1.5×1.5犟 崔 石 禅晒 消海项a以.上白摩色等×1-5（钙性摘石）
高中椅学石，作高级关蓝色、玫现色和测黄夫混，粉红、玫托的 百

色，大小15×15×12血m!董饰鹌 现、抓赞、极黄、量!s×e×5 。
以上红褐色（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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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皮 量 省费 叶

名 称
最小尺寸（由血）; 传球透明度大小（克拉》 色 优 质 标 准

（矿物名称》 车工家石原 石
允许缺欠∶其它色半红、蓝、黄，蒙、风信子石

红画、蓝色，>15mm透 明 进朗，少量裂放，包3×3×享
灰色（始石） 裹体

深蒙色、紫红色、匀净、紫、紫红、紫罗象 
明偏 高中档宝石，微箱物裂纹量少，>15×16×丫平义

螯色小喘米酮” 12mm
橙，红、金货色，>15黄、摄、自、红 高档宝石，作高级首驶 珀 5×5 遭 ×15mm 含完整显虫擅

色崎 伸饰，高档玉石作玉游小辈播” 物包体
允许缺陷;颇色发白。黄、绿，黄绿、 鲜绿色、金贷-绿 色、南薯出 3×3×3 透 明 中档宝右作首饰草绿、金黄色 色匀，>8×目×8mm小岩毒善出

无色、灰、蓝、透明- 无色、谈绿色，具满眼月 光 石 4×4×4
因光或变彩绿、红色半遗明（月长石）

允许纳陷、设塬色，聚绿色，紫红色，舞理橙 辉 石 含×8×3 螺、红、紫色明专 不明量>20mm 视红色，半邃明小首濡汕“

深紫色，梯红色，颜色 允诈缺陷，茂掌色，40×20 第红、涨红、紫丁香 煮
半透明 均匀，质增细腻，>50x

色 颜色不均匀x20（慢云母） 80×30mm
裂纹和包囊体极少，烟无色、烟色、痰15×15水 晶 高中档玉石，你玉器明避 e×1 是和篆隐要求藏色均匀（水晶）
天蓝色，酮色约勾，重 高档玉万。特级品作

天蓝色1S× 20 不进明2.5缘 松 石 出薯量5g以上入番谱昌义
羊验白、奶黄、解绿色、白、绿、蓝簧、霍透明一岸勒 15×2 高档玉石。作玉器质地匀细，>100×100

贴不遗明入蒲誉显“八煮出” × 50m口以上

允许缺陷;花纹不明续性和同心承带状，有微进明-15×15鸡 难 显，有石英夹 层 制名种藏色 明显细胍花救。≥30×
半透明×15 <30%a6×30m坦（玛璃）

解草燥色，同心状康带30×30 高档王石你玉器淡绿-般色不避明孔 室 石 和放射状花丝浦斯×20小出瓣出”
特级品作首御，高荷深蓝色和紫蓝色、质地10×10 岁兽晋一律 金石 各种色调蓝色 玉石作五锋细腻×]0（青金五）

鲜绿色、天蓝色。颜色醇触遇 中树玉石作玉簪40×20 绿、盈缘色天 河石
不透明 均匀。>80×30×30mmx20（散斜长石>

中档玉石，作玉得、玫观红、鲜袍深虹，爱数进明-各种红色50×50粉 翠 售地匀细不遵明×50（新兼解石）
中档玉石。作玉善，攻蓬色、红色、裂纹领4O×20 迹 明虹色，救魂色英 暮 石 苜饰少，>50×30×30mmx20（蓄薇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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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孝。欧 标量名 都

最小尺寸（mm）， 备注大小（克控） 惨进明度 优质 拆 准色
（霸物名称） 车工宝石瓶 石

色 禹档玉石。作玉阴、绿 玉 霞 扭每绿色，颜色均匀，10×10 啬巢遇绿
首饰×10 >20×10×10mm一善出旗”

色绿 祖母绿色，婴效极少，选 明第透弊石 $x3x3 高档玉石，作首峰
>5×5×4mm八蕃斟高的“

融-不 允许缺陷。红色单调100× :00碧 玉 多色，花蚊奇钟，颜色多 色
参 地段<25～50%崔x100 斑驳，娘不同额色条带（碧五）

银灰色，有虹卷，成颇 允许缺陷∶黑色和高150×150 龈炙、黑色和褐尿 電 岩
不选明 色鲜艳，有斑点。颜包

色 色X100 高！（需障岩）

半透明-20×16堂 石 低-中档玉石，作玉餐紫色、红、绩等 紫色、绿色，无裂纹
不遗明×10八瓣出”

芽孳出。斋岁酯那玫瑰色，浅灰白色，石灰白、玫魂、黄150× 150 不透明地文蒙伟晶齿 饰石英豪晶较细，质地细腻×100

11.2.27 大遵石与花岗石

所谓大理石，是建筑石材的商品工艺名称，与岩石学中的大瑾石概念有所不同。它是
具有一定装饰性、并可直接加工利用的、主要由碳酸盐类矿物或蛇纹石、橄榄石类矿物组
成的岩石统称，由我圈云南大理出产的著名石材而得名。不具装饰性的碳酸盐岩不应称为
大理石矿。

花岗石也是建筑石材的工艺名称，它是一种色泽美观、质地坚硬的建筑石材。几符合
建材工业要求的花岗岩、闪长岩、辉长岩、辉绿岩及变质的片睐岩等，均可称为花岗石，
与岩石学中花岗岩的概念也是有所不同的。

11.2。27。1 大理石、花博石的物理性能和用途
1.大理石的物理性能和用途
1）大理石的物理性能
大理石的物理性能取决其矿物成分、结构及化学成份等因素，一般包 括颜 色、光泽

（板材）、半选明性、抗风化性、硬度、密度、绝缘性、吸水性、抗冻性、抗折强度，抗
压强度等。不同地区和不同品种的大理石具有不同的物理性能，我国部分大理石物理性能
和化学成分见表1-11-298。

2）大理石的用途
（1）板材
大理石板材主要作为高级建筑物室内饰面板、外饰面板及地砖等。
（2）毛石和碎石
用作建筑石料，如砌墙、铺路、做混凝土的骨料等。毛石还可修整成阶石、柱石、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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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理 石我1部分

年 晶草匮 磨6量” 存体 结工艺名称 色颜代毒 岩 石 名 养拳、。 六宁日 (cm硬 度，售，置 ，。日言 当、
制乳白色写 花 52.82.88粗“ 1520睹当 白云质大弹符

32. 22,502.87粒缩” 双白玉房山 乳白色;“名 白云死大项岩 乎一

乳白色 中 细 较 24-345.4薇些 2.82鸳花白 自云质大理岩“3

乳白色 2,88教。 20-9550汁鞘 苍白宝07 白云质大通粉 善’
出 想乳自色 6,6158.32.87310-1乳山 花 白云质大理岩、 槽’。 省动白色 状大 理 岩 17,50贮谱粒装山 02 站导

白色 S7.5e 12.85状障哆品 白 Ni2.72铁山 理大028-1
49-6花岗变晶乳白色 19.04i 2.70单燕岭 消费函413 大 理。
43，色s17 乳白色大 理 壮 !2、74花岗变晶由 可的向.

“亡色58,32-71沈赏色 阿蛇效石化大理岩 ”莓蔫喘蓝类o
多 15.7835.62.63间上网 上 上出弹11 i 念麻资

43-0国” 22.522.?7染黄 似 斑 状大冶 D40占 消类野以岩着诲

5,3 10-6S网上 2.68花岗变品铭 管候山 024 含白云质大理岩13
14.81费 粒 50,22.80淡绿色金 玉涵刊 126 蛇定石化大理馨14

44-2 18.95签色 2.65河格变祥当 蛇纹石化大理岩淼浮鄱32015
47.9 24.50片伏、粒状田中 2,71丹东绿 纹蛇石化融搬驴卡粉谨兴 217“

22 742.8 58,2花岗变晶践实色白云质大现岩艾吐青房由 10它
挚。 21.14雪子司粒 2,B7单灰色蚂丝随 云10还韦13 令’

19.9463,1阿上 2.73图读茨形空 杭 灰6619 岛’矽
同 59,3 4.652.6深买色 人同 上福博 8会 齐 灰20

49,8综色 21、9!2,78常芹喘到条带状大理岩状 层芹四 02S21
T4.9167.02.75深灰色百 改 洋化 醇 品下油2 025 。’

67.82.74 B-U2阿网上含白云质灰岩灰妨螺 人“’957叉强皆
16.-2154-8上 2-72同灰白色岩粉 荷 灰缸031下陆3 “占业制 、谨， n:12谱消昨 网 44.6云 芘037大理25 乜

响 5.457,12,71腾同上理 句噪 药 大o10“区26
“却2.76 57.8死岗业晶深炙色大 理 容占 云 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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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28理 性 能 和 化 学 成 份

《%)抗压 果韩命折就 析库将 项
寿祥腾1o 10s

NaoKolrio.一它 Fe:0;MgOs1s0o, 施 央MnOCaO《Pa)sio.
当1g高理 2019 2322116142312

日 0.03 460.510.110.1915. 夕日13-61s2 21.646.0 30,8 e 0.07 48.3宁泛D.0f0.17191.215612.7 20.s7办-230,81 空上“” 。 43.7B夕涵0.0l113.6 18-8 0-e1o.D30.552.181c6s 33-73“学却 o 46,200.099.0420,13 0.120.011.5 瓷上”0.1So.1912,8堂”

自 41.48D.轮6.0r0.ot0.072L-2829.817.8 0.315.91168226.8
自 。当工台6-030.0G c.ei 0。09。116- 0-L 0,1355.部“岂“ 0.69

？ 42-370.04 0。08a.0C.13宁日 1.3258，花0.19173.6艺它 0.39 e” 夕 0.31 43.6A.02积.045-%0-240-925E售211.3
户 0.34 43.240.01o9.他5.370.270.0916.2 0.3e247

3-290.10夕区夕互0050.261915I.28 欢;25r2.63311261
30.500.040.80.09oes0.4经1.03 2937 I20.2016.79255,1o71 ” 45,880.020.e2o-0136.4:17.400-13 0.18古岁}T16、Bg102IOT. e 43.630.05夕浴0-%6 0.032,2852.12O.机10.2113“宝一
35.570.0O.46l0.e30.0z“ 0.d8z,67但97 4.7628596. ” 0.04 39,230.060.82 0.928.41.28 22,12竖 19.92163.2193.7
i6.53夕乌 012宁台0.064G.5B 1.@.240.02304.5roca92.7 36.84 。 宁乌 4、31t.020.0121,23 n-0a30.91104. 0.151rs 0.831o9.1 。 48;B.15 宁体Q0.0330-18D-29 21.92D-19107.5 89-31574

自 43.659-07 0.07了0。00.95.00.76119.81814 0-20“宁
梦凸0.07 0-1。 0.01 0-010.0554.5822 0.060.3713.0召 36.000.18“”0.10.920.4S-6545:90.877.53188乙夕己” 68日 。 49.4o-040-040.010.12945智纪0.1508218。31158

0.05 42.780.03 0-1802OA0.313.2407 49,59sre 2.25205.8 o 43-596.340030.02夕互 6.0455.230.15合”170-1049173.6 。 学”o.14宁品夕己54.81 宁” 0-03角.150-3296-8756113.3 、。 3.54了0.02。 0.0154.77 0-080-28宁石213.41325 a 43-SB0.030.01”。0-0i52.05o.16 2.貌宁231.11o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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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序 密 院 则耗量氏

缩工艺名称产 地 阈色 构代号 岩 石 名 脉

号 再硬ke/em) 需男“”

身： 。” e卤 ”乙。 “
大 疆 岩云 花 43.92.74似班状灰色 18-8323 403

晚 食 12，6容59-72.71隐 品石 灰 岩唐山29 潮黄色108
13-8460-吵谱”同上 上司院 震融义 108-130 含自云质石灰岩

s1 54.-7 11-97同上凝 香 石 灰 脊 2.72召084下陆 令。
2.15石 灰 岩 61.2符 细 粒咖 哗其兴 深灰色32 052
2.74 16-3059.6韵大 理 岩 乳点色 细奶 演宜兴 058邑’

同 18.302.76培黄色 55.2着虎 皮客铁山 碑上34
13-4563，良2.70同上龄 屏821 花岗变晶圈下胺35 ，人
151950.7z,70域上同 粒单上叛 登085下陆3

获制 2.75 5.2 宁告3 ” 红色篱忙 岩行磨 理113
国 11.422.71网上 50.7栋 红 大 理 岩113平山3B

当。 50.8 “亭2.7回 上紫红色同广州红 ，小
喇细 20.把53,42.75网上 同上恢岭红40 219铁缺

?.1485.92.78教岗粉红色较质奶油金县 76a1 灰质白云大理滑
15-356522.72紫红色 花岗变品木林风 含白云质大藏岩大冶 26si

隐 12.6564.92.77肉虹色金县 东北红 自云质石灰岩21843 ，毫’
网 上 12.31622.75紫红色石 灰 岩堂 红肖嵩。

西 9.2762。72.78喝紫红色石 灰 牲红皖螺055灵壁45
网 乡气53。22.75上多 同上紫豆船 竹叶状炙岩105获鬼

7-9B553“”提色 状嵩暴 玉 客白云质整状灰岩获施 1047
12.4187,0网上 2,79部晋石 灰 岩大迷嘉23串邮48

物 12.18曾召 60.8同上生物 次 岩暴底白花阳测 075 舍49
52、12,7S风上 晶石 灰 岩 昌河席展31850

14-4网上 56-02.71不导粒大 惠 岩027 最 碧大。
彩上 2.74 14.8雪隐 落龟 星059 含白尝质大理岩铁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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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数 折数医 学 小谯”界化 弥析安
1810光泽度

 K:OTrio.MnOMgocao一之乙sio Na:O予石。 柴 失(PacPa)

201815 “ 2322211912 161413 24。。 43153气互宁占0-0z52.198r830 0029，含 宁“

寸”一夕台0.01o.50rao 40-240-34宁115.1 50,042.205铝5182、7
3.6. 0.680.51 42-83·-150.099-010.1199.2u82 i 50.03.1310、9

o.110.71 43.060.0s宁富G.o10-41.04 6.9153.87135.81o6
宁占0o.0r 43.530-30 0.020,020-01135.58ug 0,d90.39112-8 54.50

43,68o 0.040.02。0.2119 夕0.的3望。”12z3o 0-53189.3
41.700-050.01 0.45o.os2,25 0.0z“52.250-67142.465倍113.5

自0-37 0-06 43.200.045-370.74 0-350,29180.2104 ，督’
占 宁气0.-02夕细o-16 43-05。乍0.81 54.600-28150.5Bd8

39.870-04夕 0.49宁富 0.886.01 T.49“广谱185,5 184-7949 49.05
0.170.阳 42.280.280-34 o.o10.031.051.70161-7 53.05683108-3
o-01 0.3o 43，如0.02宁品1.3553.400-25162.271r 0.18 o 货智08夕亡一1.301-21 1312-76 34,1628 12.0482z120.8

自 0-080.090.17 45-66a.oz10.2235,960,500.52993187,3108。2
0-87夕台 0.080.89 b。012、d1 o-os7、16 47.85 40.14227,2102180.4

0-10-740、0cz0-41 40.29008S58547 43.652.74160.912re
0.070.200.31 0.60 40.890.071.71 1.924.82 48.05168、1956

o.0 0.070.93 准1.240-200,130.7350.711.13.369oB228.9115.4
1.34 41,06C.030.19夕0.02S0.741.13 1.27230-61. 3.3914rs

42。030135o.03 0.050.010-510-89 2.201-55艺 51.38154e14.3
40.720.05宁剑 0.820.61宁却1.5s3-9 49.631.781239190.6 。 0.04一夕？ 0-05宁名 43,8夕“”127, 59.840.291452 0-281n1

自” o-O 43.370.030-061.3153。180.211.051473238。1 “ 0-070-10o-06.08 43880.5653,600.530-70“占，”627112.9
0 6-04043e-0o.58 40.48中笛47-95508189.8 I49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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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部 分 花 岗 石 顿

把”
施

W3
产· 颐色工艺名称 主要矿物成份署石名称 构结

号 号 掺：即密 度
(10'Pa)I g/cem

高-我立昌平 151白虎的 13732.59谐粉红石英、长石、鼎云母少质鼻云母花岗岩

岗e 235北系凸平 2.58花南口红 粉红【石英、长石、黑云母少重■云母花岗卷

陶多 图中石 17132.62灰白602 花岗岩福建寒安 石英、长百 老
2.88 “空省古山红607橘建惠安， 暗红r;黑云毒花岗岩 ：石英、长有、需云母少量 砷

要o 21422.61608 蜡出 没红石类、长石、烈云呼少质然云母非岗岩调建谢安 e 。 15z.62一 高四引橱建惠安 浅灰 仰不英，长右、黑云母少盘果云母花岗岩密询

匹龙 “室2.73？ 没实笔山石 花岗岩 五类、长疗691福建惠安

充 高 21432.82花岗有 石英，长石花岗岩诚建南安 粉虹|6i6e
9 31922.58粉红 岗花花岗岩花岗行 有英、长街广东汕实 431

画材花沟再 1578|石英、长石 2.58粉红我岗岩1o广东汕头431

岗朴 2.6212.87选灰花岗发花因有 石英、长石吕送田县21 30

“飞2.8712 请正 花花岗石 石英、长石出东牟平 花岗岩359 考
21z42-61国石英、长作红灰 花花岗容我树石30613 山东萌山

不等粒花岗空战石类、长石 180号谱悉好长滑花 2.65没红35314 
肉红 2.81不等粒花岗花岗岩嵩都忙351 心的中石英、长石“

幸 岗 1036z 62汁当还涡 灰白建的安 角闪花岗岩614 石英、长石、角闪石少箭富、
的 1498家白 2。61厦门白 王英、长行花岗605”审端膳、17 弟置门】

2.61 812!釉虹花岗岩花岗石 石剪、长石.I临 稀母
21762.82a粒花岗事安绿 灰烈百英、斜长石、角闪石电东素安30 花 闭四长界:9
2622长 3.0台 灰黑济商商 斜长石、辉石辉饺岩301 令

3.09 1628长盗肖 孵so1 斜长百、解石、摊榄石灰黑库着雀怀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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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性 质 和 化 学 成 分 裹1-11-299

(8) 偿性 成    分化    学理

视觉光 TiOSiO:抗折 Fero,CaO.MgOAliO,究失 随  度 K0 NaOMnOFeO(105Pa)

4.94.980.230.52 1.081.140.4313.9972.44D.192.6236.5 0.0292.8

5.14.600.130.040.660.690.1313.3189.7 0.8074.500.19203.7 1.32

14.05 MI0.120.210.37 0.071.431.200.2072.620.5171.5 1-8007.8

4.24.330.240.050.711.330.581.0513.2373.580.196.57102.6 101.5
3.54.250.140.07t.240.080.960.1012.4376.220.162.9394.1215.4
4.33.300.05 0.300.89 1.841.631.6315.0370.25D.127.33233.6 103.0

小93.420.2413.68 1.560.620.95 0.051.3I73.120.2012.1D7.3216.9
M4.50P.M0.050.B40.370.780.4512.6275.98105.1 0-115.63213.0
+14.870.120.02D.Z60E°075.62 0.530.6012.920.096.3889.0 80.5
3.44.670.080.0513.17 1.210-440.760.9774.141.043.14101.8 92.8
4.14.180.310.001.550.881.141.5314.3176.540,228、0200.0157.1
5.33.270.250.031.720.191.1666、42 2.7317.2A1.047.41144.0 94.6
45.020.240.051.53 1.400.870.5813.4571.8899.7 0.062.36184.0
3.75.240.1B0.021.0872.58 1+451.070.6818.401.79110.6 0,282J8.7
4.04.390.080.01D.451.1375.64 0.650.2512.620.504.2!212.7 86.3
3.73.030.300.072.651.9015,9267、86 3.150.930.317.5387.4162.6
⋯10.34 4.340.130.071.271.4974.90 12.75G0.420.31177.2 01.2

0.1d 4.14.990.001.650 0.551.3513.7672.030.253.75163.7 104.0
4.32.790.073.57 0.412.6415.57 2.874-0061.480.713.4098.5288.2

0.37 2.10.490.188.0514.548.80 1.3912.5448.80.8610.8770.8876,3
2.00.350.190.019-450.349.4514.80 14.6648.580.6911.1674.8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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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等料石。
用于生产石米，彩色石米是生产彩色水磨石和做外墙水刷石的上好原料，白色石米可

代替方解石做现浇水磨石的骨料。

用于雕刻工艺品，如雕刻人像、花瓶、文具、灯具、茶具、酒具、烟具等。
碳酸钙成分较纯的大理石可用做冶金熔剂以及水泥、玻璃、陶瓷、石灰、电石和碱的

原料。
用于生产人造大理石，用聚酯粘合碎石，经真空振荡成型。再加工成板材。
（3）板材边角料
可加工小面砖、拼花大理石、冰纹大理石、台历板、镇尺、画屏、花盆、骨灰盆、扬

声器、电闸板、行道线板等。
（4）大理石粉
可作建筑用砂和铸造用砂，碳酸钙成份较纯的大理石粉可作电焊条原料、生活用煤的

联硫剂。
（5）废石浆
可做水泥原料和柏油路面的填充料。
2。花岗石的物理性能和用途
1>龙岗石的物理性能
花岗石的物理性能取决其矿物成分、结构及化学成份等因素。一般包括颜 色、光泽

（板材）、抗腐蚀、耐风化、耐够损、硬度、密度、抗压、抗折等。花岗石的物理性能因
地而异，我国部分花岗石物理性能和化学成分见裘1-11-299。

2）花岗石的用途
（1）装饰石材
花岗石抗腐蚀、防火、美观，因此用于大型建筑的饰 面 尤为 壮 观。由 于其 硬 度

大，抗腐蚀性强，因此比较讲究的现代化建筑的柱子和外饰面多用花岗 石而 不 用 大 理
石。

（2 ）耐酸碱石材
由于它耐酸碱，抗腐蚀的特性（比不锈钢、玻璃钢、铸石还强>，因此它用于各种型

号的贮酸碱的容器、槽蝶。其优点是使用年限长、加工安装简便、造价低廉，故被广泛来
用。

（3 ）精密仪器的平板和量具
花岗岩在这方面的用途已有一、二十年的历史，并趋于逐步扩大。如研磨平板、电磁

吸盘的平板、定位块、调整块、平行规、直角尺等。
11.2，27.2 大理石、花岗石的工艺分粪及加工工艺
1。大理石的工艺分类及加工工艺
1）大理石的工艺分类
目前，我国大理石依其光面的基本颜色由浅到深可划分为白、黄、绿、灰、赭、红、

黑七大类。其中每一大类以其光面的色彩和花纹特征义可划分为若干亚类（工艺上称为品
种）。我国大理石工艺分类见表1~11-300。

2>大理石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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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00我■大理石工艺分樊表

+，类 别 岩 癫色及其就因 燕 种 举 例·且 3叶

着色元素含量 极 骶（Fu1O∶0.02～ 仅白玉、雪花、置农白、雪浪、晶

自 色 白云滑、大理岩 白、苍白贯、禁岭白，河南白等017?nO0～0.0??TiO:·%
显白色，少量灰白色

芝麻黄、看葱黄、拂货、朝警等因食黄色轮纹石和少量泥质，显课浅蛇纹石化大理岩为主，

散 色 不网腰色少量含泥熏、自云质大理

岩
爆、丹东频、金玉哪因含姆色蛇饮石和帮檀石，虽源浅不蛇纹有化大理岩和蛇抗绿 色 网举色石化微摸石翻卡岩
执灰、云秘、艾叶青、樊葡、化丽因含少量有机质莉分散璃化快，虽深石灰碧和大理岩为主，灰 色 物换不同家色少量白云滑
晚置、咖唯、院皮、爱餐、奶淘。因食氧化铁貌离（FeaO;0，02~0.58石灰岩加大理岩错 色 惮原等??，盖红调色或红色花牧
横红、紫豆儒、铁岭红、红晚慧、凋含氧化禁（Fe∶O;0.02~1.34??和

紫红、貌身奶迪等红 色 大理岩割白云岩 领化证<MnO0~1，???较高。星源浅

不同红色
滕买、大盖黑、温晶、黑底白花、因含较亮的有 机质、蚜青质和分散状

龟登，量骗、河南黑等果 色 石发岩为主，大瓢岩次之 蕴化快<黄换矿、白帐矿等），呈深浅
岁国命

大理石板材加工工艺如图1-11=1所示。
2.花岗石的工艺分类
花岗石的工艺分类依据色分成三大类，大致能反映其成份，结构及工艺名称，.详见

表1-11-301。
11，2，27.3 大理石、花岗石的一般工业要求
1.颜色及花纹的要求
色泽美观，龙纹调和，不存在灰黄等易氧化矿物荣斑。岩石中矿物颠色调和、暗色矿

石呈微粒均匀分散，且不含粒状易风化矿物。
2.机械强度性能要求
岩石坚硬，具有良好加工性能。岩石结构以做蜜、中细粒为好，颗粒细密均匀。无孔

洞，不存在微裂隙，强度适当，中等硬度。良好的石材强度为;抗压强度7～11×10*Pa;
抗折强度0.8～1×10'Pa;抗剪强度0，7～1.2×10'Pa;胃氏砸度一般50～60HS;普氏
硬度3～5为好。

3.其它物理技术特性要求
（1）透明性∶岩石中矿物作定向排列;雕刻工艺要求真有半遗明性。
（2）绝缘性∶电击穿强度4～6 kVAmm。
（3）抗风化力;不产生风化裂隙;矿物颗粒不剥落;在水份和温度变化时;能长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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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荒斜
人博

善兹高参

园 石杯
大板先费机

毛板维新

小减先钢后磨粗磨
龄 rl侈

翻◆领
光 板 w

哨兽半 糖争 党晚整修 肯

酬 整 传售 略旋
制 串专书 率式：
韵 嵩

摩入

图.1-11-1 大理石抵材加工工艺浇程

海1-1-301.花州石工艺分樊豪

当 石 举 例类 野 工艺 品 种色

粉虹、确红、我红肖· 白算狮、前口红、古此红、秦石、长 倦靥案。圳率祥要谨红色花岗石
.精花，棉率红、花陇红、崂山红红、宽缸色

、花阵岩。云番在陶状。角钙田中石。意山石、花阑岩，大篇白点、灰白色花岗石 犹灰、灰白、自色
当楼蛋鲫厦门白、峰自面

花岗闪长墙。辉长岩、撤撞济南青，杂安罐、黄阀燕次膈、膈青。镉绿色，灰黑名花刚石
辉、长岩

持磨光面光泽。
（4）抗水性（吸水性）;吸水率低于0.25~0.5??
（5）抗冻性∶抗冻失重经25次冻融小于2??翼度降低小于25%6
4。荒料块度规格
国家规定量小规格为90×48×25cm3;部分生产矿石最小规格为60×60×30cm*。脊

层单层厚度或单向节理间距小于300cm时，岩体无工业价值。

5.荒料率和板材率
我国部分大瑾石矿山的荒料率和板材率见表1-11-302。

6.开采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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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能料率、拔材率实例表 我1~11-302

板材率（口'/m'）实际验料率（??潮论觉料事《??事 山 铝 称

43 1777,1～84,黄山龄大理石矿
15~18.19。631.462,2～70.1二道测大想石看

20~30亚刺当汁增出钟
69.1~71。0 23.7~28.再语山大理石矿

18.17,0~20.5五石解大理石醇

最低可采厚度为2m;夹石鹏除厚度为2m;最低开采标高应高于当地侵饺基准面。
剥采比应小于0.5。

11.2.27，4 大理石、花岗石产品质量要求 ■

1。天然大理石荒料
天然大理石荒料是指从矿床开采出来的具有规则形状的石材。规格料的尺寸分为九

种，见袭1一11-303。

泰1-1-305大理石楚料规稽分提表（cm）
“萄“ 149198 “气130羁含to长
140“馨 13098e8驾4高
告40告4 台4022825宽

0.728 9.B疗益0.510 0.7850.-3910.1670.108 011体积（m2）

荒料两个成材大面上不得有裂纹，超过40cm宽的荒料，每宽40cm时，在四个侧面上允
许有大致平行大面的裂纹一条，但裂纹两端所影响的宽度不得大于5cm，见密1-11-1。

词确宽度’训卤出净寻每框熔有关对荒料的其它要求，可参见国家建筑树料工
/不需试5ca.

业总局所颁标准JC202一76。
顶E2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

天然大理石建筑板材的各个品种，以其加工麝光
菖再后所显示的花纹，特征及原料产地来命名。定形板材 水。

为正方形或矩形，其规格见表1-11-804。
其它要求见基家建筑材料工业总局所颁标准IC79

团1-11-2 大理石荒料规格示意图2一84.
.3.花岗石荒料
荒料可根据岩石的基本色，结构特征和产地进行命名、编号。荒料规格尺寸见 表1一

11-305
荒料形状为矩形六面体，六面名称如图1-11-3所示。
荒料表面的颜色应基本一致，晶体颗粒分布均匀，无裂纹，不同颜色的色线长度应小

于色线顺延方向荒料长度的1/10。不同颜色的色斑长度大于5cm。其它要求见建 筑 材料
工业总局所颁标准JC2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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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304大理视材规格表（必须） "·
+ 拉1长厚K+

152 20159 SOS300 20
3015S0220SOU300

29.30561020400 200
d1061020 20400400

20611 01520300600
762106720600000 中

209151220600900 40
207601070
206001200
209001200

表3-1）-305花岗石荒料规格表<mm）

找 100210 169 84130160贸长

70$896100130119更高 v
340≥4045 32507795赏舅

大面馆

树面

条面
50

长

花岗石荒料外形名称圈圈1-11-3
表1-11-50B花岗石露筑板材螺格表（四m）1

宽长贺 ★1算宽半 些
30530520 2060090020300300
30520 81020 207621070400400
610610 2020300600
810915 2020600600

4.花岗石建筑板材
花岗石建筑板材规格见表1-11-306。
其它要求，详见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总局所颁标准JC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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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写单位 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马鞍山锅铁设计研究院

苏州非金属矿山设计胱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化工矿山设计研究院

秦塑岛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晓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

长春黄金设计院
鞍山暴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化学矿山规划设计院

吉林省冶盒设计院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贵州省冶金设计院

长沙化学矿山设计研究院
编写人 张茂胜 其全伟∶李新文 葡铭芝 鞫毓较

挑剑辉 李运汉 杨长森 杨景生 祝修怕
桂文华 陈绍兰 沈志平 李最喜 邱世联

命玉焙 肖远秀 王循绪 昊摄超 刘志庸
冯汝江 高怀义 雪玉祥 陈遇灏 王恩乎

、.杨学敏 注济灿 .谷源长 何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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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金属矿床类型及工程间距与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12.1.1 铁矿

12。1.1.1∶铁哥浆病置
1.铁矿床成因类型
根据现行《铁矿地质勒探规范》规定，我国铁矿床成因类型的划分，见表1-12-1。

泰1-32-1姜矿床 威团黄显泰

矿床工业矿石矿物及皓
矿麻安例停生服分成矿地质特征震回卖型 矿林邢态漠横

构构造特 值莘

B 如占一1 中3 o
攀校花帆探明饰量占岩张 弹生有Cu、Co.矿体是较频整产于舞长岩一 业属矿物以铁

钛磁快矿咪全国快矿总德脆期分 看铁矿为击，粒微解岩等基性、 的多层拟展状， Ni,Ga、Ma,P、
量的第二位，异型快 S0，Ta，Sc及懒矿体（层>累积 歌保恢矿为次，幅基性署荥者体

矿床 矿石开采量占族元素零中。单个售矿岩 并含少量融黄使厚皮数十至二、
全国教矿产量矿。黄铁矿及其作断选理长账公 三百米，延深数

的9%它储摸碱化物。百事平米以上，里至费十公凰，直 宽一赢几会里 脉石矿物有薅规模多为大塑
石，基选斜长石、

嵩 很檐石，碑灰石

响 等。矿石具霞鼎

状、条带状，执

伏拘造。因铁做部 晶结橡，固填体
分解馆构

制 大庙帆软常见金红石、岩浆 矿石矿物愈分产于窝长岩和 矿体形状不规
磁快矿床革 岩林中局部可形晚痨贯 和化学皮分，购鲜长署岩体中， 师，一数盈角豆

成单独候明矿体入式矿或产于它们的按 大体与岩菜貌惠状。氨除状。分

麻 禁司矿 分异型类似。扩支复合、成群的
石呈霞槽块状琪。苹个矿体长

响 搬来，舞十米虚 浸聚状构渣。矿
石中有用矿物颗戴百来解度数

粒较租大来至数十米，猛
派数十 至 数 百

米，颁旗为中、

号催

！ 大冶铁矿排明烯量占弹虫有Cu，Co、产于中一融性 矿体个散不 矿石矿物以碱换意
床Ni、Pb、Zn、Aa、 全国铁矿总微虹代型 铁矿为主，银象辱，大小务异，慢入件与模酸盖

触咨淘国芪。Ag,WSn、Mos铁矿床 那度，长度变化素铁矿为次，有樊岩石的接触粉
其中炼焖用铁串的出视较多莫恢较大，有似屋状、
矿石约占全国矿。脉石矿物以制豆状，泉状等。
三分之一，矿遗解石、石酱于矿球氯满一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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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床工业矿石矿啊及铕

伴生想分矿体形态烷模成梦地质将征鼻函游儡 矿床实树
构抱造特证 本

唐3？ ?。多 博
石开采量占全石为主，角闪石、中小型，少数为
国块矿产量的联限盐默物领次大型

个 20%

乞檗膜交代！ 基章饮矿弹生有Pb、Zn矿石矿物;亮矿体形态有脉热液 矿咪分高，中、
出、集避子温矿床主要为碱现*产

物低雅热液矿床， 状似层状、迹能

身碍采铁矿、赤托旷、多与陲时别的接 状及其它不耦则

触瘫代矿床相伴 贫铁矿，中低温形状。矿床规模

-赛测举份送
以中小型为主 矿架为赤铁矿、产出。多产予暖

酸盐岩层中 荧铁矿、漏铁扩;
非金属矿物∶高
泾矿床有阳起石

等，中骶温矿床
有石英、方堡石：

律生有V、P、S 矿石开采戴 ; 即山、他矿体舰镇大小 矿有矿物有的与陆 产于火山碎展
纬 山候矿床占全国铁矿产福火山 不等，以纷岩体 以道铁矿为主，粒中的火山沉积

量的7??多数顶部及其周园的 很裁春骶牙、赤一怪入言床;产于玢岩
铁矿床含饮品活动害 铁矿为次!也常火山岩接触带中体内部及其周运

关的嵌 位校高，减石的火山岩接勉律 以亦铁疗、要象的矿体规额 量

矿康 晏选，但有的矿永快矿为主的;大。大型事体长中的缺矿寐;玢
石食有一定数痰铁扩告量因不千米以上，厚几将体与规撕况释
量的诞铁矿、网矿区而异。第十至二，三冒*，岩袋触带中慢矿

”界 黄铁矿、硅貌石矿翰有遗解宽数百型 近千
铁矿幽解、形石、阳起石、藓米。扩体形状虽
鸭速矿效果灰石。矿石算换拟层状，饼状遗

日与夹叫！侵入活动有类的模言岸
状、表染状、常德状，钟状，环

涨状、提杂横、软。团级状。产
状多近水平成慢条带状等构造

章尊
大红山铁待生有Ca、C。如着 矿石敬物重饮矿体呈层状、产于地糟程皱

矿床S、P.V唯相火山 矿与鑫铁矿互为似层 状、避 销带的峰雇火山喷
主次，另有银氯 衬状、脉状、墅状，一般入 发中心附近，矿

活动有 亦快矿，英换矿常成群出 现、体赋存 于一套

关的快 粗疏化物。就石单个暂律定网长由火山碎膊岩一

矿郎 矿领有石类、帅几十米至千米，破雕选岩一油牲
长石、端云母厚几米至 几十（佩播岩与角斑
等。矿石构遍与米，最厚 选百老）组威的建遗

中 陆相火山使入滞紫。瓶深百米以

动有关的矿床推上、产状平验，

侈中小矿体产状较

或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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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律
矿床工业矿石矿脚及结

方宋实师怜生组分扩体形态妮梅黑因类翠 成扩地质特征
枸构盗特征 价 值： 3售2 ，的- 。

虎戴堡、结稀一 螈明储量占宣龙式硫神合宜名我矿石以矿层走向长激震且震置龙式

火拢坪等饮相沉积 ，全国第三位。量按低;宁乡式幅秩构造为主，公里，延课数百旋饮矿、索铁矿
传涌尚有豆状肾状构算啤邢 确高需低 由于矿石性质床。矿层庭板为来，一般有兰、

避 复杂。难滤，细砂岩滚砂质页 国层才，单层

首石开采量仅宁乡或矿石类原0.7～2m，宁岩，颞板为爆色页
型以赤卡矿、囊 占全国铁矿产乡式含矿一整队米夹膏层砂释，小，一 铁矿为主，其次 响密装。敷断展较发膏 层，累积厚度不

刷 民 革
大，但较稳定泥盆藤宁乡式 济败益驶盖，为露爆泥石矿有

国着卷出强博菱铁矿含矿愈遗 及上述几种的混

石，尚难利用合型矿石以砂页糌为主、
恢矿层洲皱较发

方*
磁 蒸江，土一般磷高疏低、有裤随 矿夜以接快矿矿屋 层 位稳含换腰写煤系

台、大罗舞的矿区食蟹、招。定，有似层状，地层关系密切，交餐一 为主，我以索换
铁矿麻鹏相沉 流较高有的产于碳酸盐 矿为主，或网者座状，进情状，矿

积铁看卖岩石使 蚀因 兼有，除石有导朕姚搞多为中。

刺 小型 混石、石类、粘上，习铜土矿、粘
土矿物等土矿共生

鳞明觉量占 弓长情、多蒙矿区含硅党光 矿体多是层 矿石矿物一般、道称"震 山
向芬、东驶企园总椅量细较高。少戴矿区锂荪融式"铁矿。矿体 以重换矿为主、状，制层状，延
山。羊鼻山一位，矿石大产有富疗。含赛铁矿床 有的矿区燕 快长儿百米至几千一般大雨黄，物
零低矿床多易遗。首石当帮’质服份一般较膏 言、假集赤快矿米，少败可达十

善噪 并采量占全围单。为铁硅费况 余公里。延潭欺
铁产量的52%职积趁造要区城变 扩有中箭遍食百米至千来 以

夕量的碘酸快、上。铁驴有的是质的矿球分为三
多层，血有一、 硅雕恢，脉石矿冷糕。菏艳下
二层的u 畅有石英，塬混于以角闪黄岩石

石、樊快闪石。

京 察
矿腰厚省司达为主并夹有具云

二、三百米 换咽擅石、具云变粒着等着石的
母、碳盈盐等。岩腰中，有时夹

宽 矿石多具杂就条有石贫提，快矿
贵状构道、表岗

岚挚
户子以赖云母震

变晶、瞬片整革撮混石渡千校岩
结构和片岩为主的物

崇 是中;有的荧
扩产于夹有大理

莓 若的片老、片牌 ，保 岩及垄粒着的脊 。层中，常量复或 ：：相敏，使矿体置

复的孤
大黑于换矿石矿物有排是变 产乎千枚者、 矿体星层状，

矿策拟层状，扁 快矿、荆换矿、大理岩、自云质质硬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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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常

矿床工业出博售煤宏成矿地质输征成圆类型 伟生盟分矿体形志规摸 矿床宾例
构构造特征 申价- 叫 ”司手48

豆状减不就测状

‘安变厥沉飘使矿辣
大理容、都岩等盐铁矿 画铁矿。高铁

蒙 矿。脉石等物有各卖将腰之中，
或其擦触面上， 谐券。搐润稀常

以矿体厚度变化 洪石等。矿石持

大和高矿占比例 造以块状为主，
大为特征 铜软、条带状次t

观音山、矿石开染量常含Pb、Cu、矿石以疏粮多矿体形寥受地声锁矿<有的
占金障铁矿产As,Co、Ni,S、孔类铁矿为主。矿区含穗化物） 大塞山、大形及构造影响，
量2% 降坪。分富、风化游湖褥快矿 Ma。W、B等杂圣不规则或胸豆脉石为石英、硬

质 临握等快矿状，规携一般小床会属孤化的 酸盐柔、粘土矿兼 宋风化淋辑福换矿 胸等。具桃状，型，也有大盟矿藁础 蜂海状。葡利状宋到4 床;食娩豪化物
或土状构造砂卡当风化淋海兽、 抛快矿∶宝武发富

铁 风化淋选直痛
换。本类矿咪以
"快幅"分市广 1

泛为糖征 、
石碍铁矿开采量占全慢矿体以下有矿石以含确片矿区主要为一 缺矿体主要败

团铁矿产量的单激的铜钴矿你状薪快矿及石英存于白运岩、自套视赛两箭相况
B??优质寓矿为主、并含少量云质粒晶灰类中飘，由砂岩、砂
网名页岩、泥质自云 蕴铁矿石及学很的遗解有逊闪石

世、自云岩、自 象赤换矿，铁骑内，虽层状，似

玉毒屋状产于复或的云质灰岩。换矿
麟内。主矿体长断嫩或，并能受

气 2平米以上，宽丁程度较浅的区'
城变质煮一定的 400多米，最大利
搜触变武作用 输深430m

色
自云那博矿石粗价复与稀有特土矿铁矿体产于自扩床地层为首 铁矿X主要的

候矿叙，矿石难造共生，有馄线旷、云着中或白云岩磁候矿、赤铁矿寒武纪浚变煎的
黄憬五、新解石、与磁质极岩搞触 电底，含少量至石粪岩、板岩、
然易解石、视员微量的装化物。处，呈似屋状盈白云精夹云母片。 燥石、但钙矿、然石矿物有量幢状顾层产出。备 献铁金级石、包出。速着出差含扩带东·西长

帮 头矿、父育矿，闪石。云母、重为1600m南北
减屠石、献碳神品石、自云石、宽1006～2000m引

石奖等 矿等。近矿圆发主矿体长1250m，
中食有确有稀土水平厚度 平均
元素，有的可成245m，真厚99m，
单蚀矿体"最大熊深9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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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现行《铁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铁矿粉探类型，见表1-12-2。

费 1-12-2铁 矿 床 勤 舞 露 盘.嵌

拳著潜恺。 矿 宋 地.质 怜 旺. 矿 束 实 阀

（1>需套质沉积矿咪∶博夯换山、黄柏峪胃歇，·雕矿体分布燕寓广，长达数公里以上，是层状。似

山王家量于二、三扩区，层状。厚度、产状和矿省质量稳定，构造饲单孤较， （2 ）矿体<层）厚成益擀稳定的海《潮）我地配飘快阗单，有的矿体中有少量夹层
矿∶良家级矿区<10-26号勒颈线狗遗较菌单区）

（1）矿体规镇区大，厚度模定，但要盾期饬层或矿博很龙向长达一公里以上，矿体形状较规则，
岩脉切割穿罢的受变质况教矿床煮惧做益铁矿床∶迁常为层软。似层状或大型避德状，厚度户状和矿石

安水厂、尖山，狮校花等快矿，质量貌雅定，构滑较筒单;或规摸巨大，但受屏第
（名》看体形态较规则规填大至中等，产状较垃定， 断座、岩腺如氰膏捕的矿体。矿撑中常见典膳

的摸触交代重家火山经入有关的旷康;梅山、大顶。
国当物筹略

（$）规模大型、抑造校侧单的其它矿康∶自云哪

痛、石碌北一矿体等

大冶铁矿（突软山、龙调、快门坎矿段>、金岭快矿体烷祯一般为中雪、形状不够规卿，常基层
誉、矿山村、玉 聚的、愿石门、插山、风凰山等换矿状遭青状和肩豆状，原度、产状变化较大，矿石员

量不签稳定，矿床构追中等或软怎杂，矿体中夹层
或包体较多

大庙、符山（6号扩体>、大冶铁矿<实山36候 以矿体规惹小，影状复杂，一般呈中、小型的道觉

京段】风显山《小张山服），马鞍的大东山、大熹∶状、跳状、膏状、肩豆状轴不幅则状。厚度、产状身 于峰换矿麦化大，矿石质量不够稳定，矿体多不速统，常成
矿体牌

12.1.1。2 铁矿床徽探工释间距
根据现行《铁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锁矿床新探工程间距，见表1-12-3。

囊1-12-3铁 矿 床 勘 舞 工 爆 同 肥 豪

约 操 工 程 闻，距（m>
级C 矿球实例B级勘舞类型
菲当章沿 概 斜 铅 定 肉毅 走 阿.

期.表1-12-220～402， 0一200 409200
国 上” 200 100～20050~10o10o

网上50～1001005050.”
疗 上 网50，争

我国部分铁矿床采用的实际勘探工程间距及探采 对 比 总 结工 程间 距，见表1-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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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i-12-4我虞部分铁矿球端舞工视阀距裹

矿束类量 都采对比总第工程间距《m）地质新探工程风醇（m）
矿球名称 抛现 C激B敏A影C毁A级成因类型 B级撒郸”

夹变质况机南芬铁矿 20D×150～180
B媛下律考铁矿 “，” z08x15～180， 2co×1k 1007J200×100200×15b～18D

〈Fei,,Fea)(Fe:) 200×100减工程控制
(Fez>)

虚浆量换 在C级招围内液海相况积

V 缺矿床 按荚形加密越100～120;- S80~408×200
0170～180另离x160～120!
分为30～200

葛岩策能期分崔谟祥南 100×100～12ol200× 300~1201~1
钛磁铁矿 ×50～80异型烘矿康 100× 106~120100× 50~60

与火山一侵海山铁矿 ， 4a1×1411ao × IQo入活动有关
的铁矿限

其它量要快 -石证铁矿 1的0×60～106ho0×50 50×502o ×1Q
可麻

100×50~10t50×50L7S益触充代型 100～150l大冶铁矿 工~y 50～130×50!150×50～75
个别50×50【在20×10o内>×50～75换矿床

蛤山快矿考火山一授 ：， 109×18050×5G入活动有关
的铁矿寒 ：：

尊。橙效晚剂贯 10~25大雇帆收 钻∶30×50坑。 境∶50×60 25～60x30~650×30～的身破快矿 入式铁矿宋
尺台才丝B级外微25X30 钻∶ 50×30 钻∶5x30

大孤山铁受变质沉积 1- “吕严富” 40 ×200 20g× 100~200| 400×200200×100 106×1
申 饮矿束

12，1.1.3 铁矿床备级筛量比例要求
展据现行《铁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各级储量比例要求，见表1-12-5。

囊1-12-5铁矿床备级储量比例要求表；占 ，
(%)章比 别琳 矿 床 实 制角规类型 D 级C 级司，

i0~30 见表1-12-210~20- 50～80-
体：司10~30E0~8D1 10~20
上网10~30. 60～8010～2 ·>？

网= "上C服监大于50%叶

2.1.1.4 婷份族矿染物舞程度应连意的问。
（1）B级储量一般应分布在首期开采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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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复杂的小型矿床，探求C+D级或D级储量，供探采皱合使用;

（3>矿床勘探深度一般为300～400m，言矿体勘探深度视具体情况确定;
（4）地表槽井探工程间距一般可接同类型的勘探工程间距加密一倍。如第四系覆盖层

较厚，可改用浅钻或山地工程，按地表槽、并探工程间距进行控制;
（5）如地形有利，经济合理，也可采用坑遣探矿。

12.1.2堂 矿

12.3.2。1 懂矿床类委
1.锰矿床成因类型
根据现行《征矿地质撕操规范》，按成因类型将性矿床划分为表1-I2-6所列四大类型。

奏1-12-6仁矿床 咸 因 樊潭 表

矿床现赏 矿肉实例谱气常咸固 典 型 床 熵

8 v心” ·
下雷、龙多为大中产于硅质教、阁 矿床分布于自盆或白摘区，首屋主要产予含矿着系的混质、

饱气帮 美、大通等质灰岩、猛质权脊 硅质权脊段内。周破酸愉类数矿石，多为凳丝矿型、铜莫国矿一
鳖时束中的碱酸超丁床 盆方懒石盟、锰方解石蚕，其泌晶结拖，纳接状、豆状、微层

吹构造
多为大中 潮霉、龙产于漏色页岩中 食矿誉系或食矿者段为属色合碳真销、粘土者、夹灰岩、白

型霉床 理、松稿、的碳膜望驴家 云岩层求遗情体。矿石为碳酸堡类型，最管道看是便懂矿型，

就 逼义、镜口其次有锈蘑蟹矿-保方解石型、堡方解石型。具混晶结构、成
伸涌粒结构及少量饰状埔神，块状、条耆状狗逾

帮 瓦房子、产于细亮谓发中 食矿岩系为杂色粉砂贯页尝、暂砂岩，常夹有视质灰者、泉
南绪丁宋岩。原生矿石有氧化督类塑和碳霞质类型，前着主要为水置矿型，跨肯辛南。身善南珍旷床 层着有蔓堡矿型、钙套暂矿-氧为解石型。有的矿区主要为锰

的氧化物<福征矿或水锰矿），与堡的破酸燕矿物施合类塑，
积 矿石其细粒解合体及嘱状、球粒状堵构。癫带状、块状角构

当“含矿誉系或舍矿段为自云岩、检砂质白云岩、白云质家岩。产于自云岩、自
水白显锰市矿石有莞锰矿型、但方稀石-美饼扩型，显晶验或窗晶嫩将，云质灰岩中的氧化
荣侧状，豆状。禁状、秦带状持遍。另外有经次生氧化隆避。'主东铝、玻败促矿床

禀为教堡矿型矿发箱水量省一复水猛矿四扩石

真托沙盆一量害为含矿岩系属火血喷发编导或火业喷食阅歌票的正常降招沉职产于火由沉积岩
像调甲、小塑官碎属将与硕放鉴着，矿层产在峰朋岩中或南豪戴举猪法渡处。贰中的钢化蛋、额 申矿展中需出现藉玉条尊成国换。矿石主要为蒸证矿脏，提酱矿融锰床 -.-

和暂的穗腹盐以博货状出痛∶基晶粒状、建粒状障构、换状，
新春状、河脉状荷造

家营、-藏为睡岩多为千枚袅、绿片暑樊，重来的沉积宋多属子膏相沉产于热老质或区
酱困卷，算中、小型矿

枢飘曼芽真矿棘
积矿床的用三个盟撕。矿石主要为薏鳖矿一类备扩盟、捣暂扩城变就者高中的氧 物郡杏南看 一属懂矿型，一般有性的硅酸盐出现，具表晶或竞细结构、条
等芬拳誉了：

美申-般为圆岩为板岩或缘色片岩类，主要是由峰相沉积矿康类接触豪声乎勤变震载区 中、小型矿 消路南质或其它变质作用形成。有疏锰扩一茱督矿或建①一轻白量域烧测岩系中的赢 需案石型矿石，也出现少量的酱硅眼盐，具变是及球腔状纳构、条八专怪矿、碳酸猛矿床廓状热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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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徉
兼消单矿银规模薯国薯崔 床 鸿 质 特 征“”

多 ，一差，。’
后江断、一般 为本我矿痢在第～地区，常产于菜整比较固定的屋位内，明量

患按智梅钱檬矿照
中、小型矿玛骗山等蜡爱到后期改造作用。矿体多呈遗髋体产出，产状与陶岩近似，

新 制稀但不完全整合，分技复合、摩境现象显着，并常伴布算切国容

层碰的矿款。原生矿石有方船矿一菱证矿、痛锰矿一微铁矿型

和何傍矿一切菱铁矿型，至验状、兼粒状埔构，换状，摆原状，

姻脉状构跑，次生氧化后，杨基著高痛。有软猛矿一硬绣矿、

效篮矿、硬证矿一揭量矿型矿石。解够育防在半氧化带有白铅
剪、铅矾零，在氧化带有船硬哲矿、膳钟候矿等一樊矿物

着当。确矿体保持愿来音丝岩层的产状、梧追向压续较长，抢倾青爱沉积含锅卷展的
平、芦嘉等酚噪 氡化带郎皮控制、矿石主樊由各种次生雄的氧化物、氩银化物组
南属，真次生辅构和构遣

高梯、小风 热表或展控嘴矿 产于某一地区艘抑矿床产出的地层的风化带内。矿体量遗羹
费、塔山、形成的修模矿东 体，脉状、囊状，矿石由各种次生的罐的氧化敬、鳖制化物组
七宝山、连城;常见铅误儒矿、燕评锰矿、水锌懂矿、黑爆暂矿，含懈停
绵等锰矿宋常较高。具次生结构，构造8 与热液贵金属、多金属矿床有关的换餐限，矿石显土状。角

砾状。食大盈粘土或岩用，其使、烟含量只达一般警鄂 静边
界品位，但食金、婴、韵、钾、钢零侈种有蹈多质

术主幅矿一最淋障餐矿宋 常产于食偿沉积、岩屋的构造破碎带、层间制高带、驳戴、
帮中、小型着糖洞中，矿体呈除状、造愉状、熹状。矿石玉要由次生氧低

张锅、摆载化锰矿物组成，具胶状、网脉状、空霸状、土状构造
家 大、中、 八一。术矿石由各种褴矿的次生氧化物、氯填化物做威，是角延状、第网系中的增积

圭、平啄，小型矿床均窗矿床 次角额状、豆粒状积亮于楼散的砂重士集中。丁体呈层状、似
着 盖尊橡南层状。产状与地冒坡度基本一致。麦含锰层的出霉和地貌形备

的控制 ●
2.锰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现行《懂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昼矿床勤探类型划分为表1-12-7所列四个类型。

表1-12-7塑磷’色’雾

实视订宋翩翩警 矿 床 地 质 赞 征

锅罗井髓矿潮属·1 晨布面积大，矿层检宠，构造筒单的矿宋
前类矿床为4南七矿白姑矿段、后抛矿床晨布曲飘大，构造间单丽矿层病穆定墨不稳定的矿康，矿层v 为龙其管矿稳定，构栽 戴单贡晨布面积中等的矿床
前亮矿康为癫撑锰矿，殷类矿床为瓦房子晨布面积中等蕙大，矿屋稳定或尚遍定而物遗复款的矿床;8 储矿、愿党、风属。平乐等堆职蟹矿展布贾积中蓝大，构筒单至中等弧扩躯不稳定的丁麻
术去罐矿” 矿体小圆稳定或小丽构避复杂的矿床

12，1.2.2 循矿床韵探工程问距
根据现行《锰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性矿床勘探工程间距如表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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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矿康敬探工春间愿表 嵩“上节砷

距（m））箭 探 工 程 闻

B歇辣类型 C 矿床实例极级

沿 走 两治 顿 料橙 定 向 沿 惯 斜- 100～20 见表1-187200400230” 阀上200～300宫’“荟等 100～200” 网上50～1001c0～200180～60 毫’
6069 两上司 ，

12，1.2.3 鲨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球
矿山建设设计所需的各级锰矿石储量比例要隶一般为，大、中型矿床，B级储量一般

应占总储量的10~20??C级应占总储量的6D～70??其余为D级。小型矿床或属于Ⅳ墩
探类型的对床，可不探求B级绩量，只探求C+D级储量，其中C级储量应大于50??

22.1.3 铬 截 矿

12，1.3.1 络统矿床侧量

1。骼铁矿床成因类型
铬铁矿床按成因类型一般划分为表1-12-9所列的内生矿床、外生矿床和受变质矿床

三大类型。

表1-12-酱铁 矿 康 食园青四 编

矿床 赏 惧腐 特 征矿 床康因类型
p 8，？’

今蜱吕常？矿体与母岩没有明墨的养限，产于超基性岩体内的矿体，孤状常为就展状透

半溯绪孩矿炽
领体、浸染状矿条等。矿石矿物为骼先晶石，粒度烟小，多为自影晶。脉石矿
.动主要为微模石（蛇纹石化>;其玄矿物则很少。矿石构避为均匀的不闻渭贵

星 的浸编状
产于基性一超基性杂岩体内的矿体多氯层状，并构成韵特状的矿晨，矿石罐

构为细粒自形晶，构造为雅硫到稠密没染或颁密块状

生 东风、陶南。3756.矿体在者体内的产出部位不面定，也不完全展鲜在缩微搓辑相带减汽散揽岩

分异式矿束
气等肃响异高体内，矿体与图岩界服为遥渐过孤或超速过藏。呈拟酷状、途幢状、费染状

的矿兼矿囊等。矿石矿物主要为焰央隔石，脉有矿物有戴镇石、蛇纹有、遗算

雕翔措媒矿阵
石、美横矿等。的势隐箭央晶石的稿责程度的堰加，粒度肉中阻粒变为躯粒到
作晶，枸造、有均匀浸嘉状。斑杂状、条带状及敞园状

护尔托海、密云等矿体在发体饰广出部拉以及近矿国脊网分师式矿床，组矿体与理划界履需然

概人<情场送
警找矿

命’ 清楚（浸染状音体泡不例外>，星制露状、避营状。'浸染的旷条矿混等，此外
尚有脉状、板状、售状，广修外级常有统被揽着或绿混石务亮。矿的组份、城
构、构宣啤与分异式矿限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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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康 实 例底圆类型 砂 床 地'质 带 征

卓一 e
矿体在岩体的产出督位，近矿圈岩，矿体与黄岩界股，矿石矿物、佑构等与

熔草访矿煤
分身式矿球相同。矿麻主要由熔育作第形成，在内酿力的作用下先形成缴小的
点满状，热后聚篆成豆状重剩状，骂步从残荣中分高出来，如受重力作用，豆

制垒矿算
状及帽欢临栋矿沉职跳著庭整，可影成薇疏到稠密的瘤状矿体，骨乐地可甩

到受医力作用形成的嘴状矿石惯入的脚状体。本类矿床规操常很小，而且很少
单魏形威工业矿体

额据加送
阀未发现有经挤价矿床受岩体内裂酸控凯;呈】状体产出，卖生矿物有绿混有、阳怎石、煮石、

值的矿床超石等，矿床规模较小，某成因也尚硝争仪，主要是骼央量石不可能被热腋前
畅

两寓有 登原生筋铁我积及坡 扩床产于原生伤快矿序隔遇，具有一定的烧模，可快开采刹用
才床附近有此类矿床积矿宋

本 卧区。崔着湍逊酥是顺生筋快矿官超基性档体瘀过风化、淋滤形成的矿床，与热带湿阀气候有
胡 类矿球虹壤化残关。倍快矿经风化去肆作用，就填分解成粉末状，常漂有粉末状亦读矿、搞顿

矿按矿来 矿。矿石品位较高，有的是岩石风化后滞虚形成红土建 遣，含 骼、镍、姑、
南。萍龟泓靖束 寒高岛、萧风络铁原生培铁矿成越基性岩风化局，曼地表水的振滥分选，在河谷或海燕堆积成登育郎 伊套停话

碾限查山熵铁矿矿床经区域变质作用家超变惯作用，胃形成的变震矿床。禹岩为下元古代怒

泵壁真矿算
‘受质的混合花岗誉、条带软福合岩及鲜长角闪片廉岩等，断五无大帕超基性岩

体，仅有角闪石卷、避闪石岩的小覆体;矿体呈豆荚状、盖德状、不飘则共
事;矿石矿物主要为骼尖晶石，脉石矿物儿乎全为螺色的介骼金云母，蜡帕以
自形一华白形晶中、蜗粒为主，枸逢以能染状为主，块状次之

注;锚铁矿床划分为三大类箭自《怎样找恪美矿》，地质出服社。1974年。

2。铬铁矿床锄探类型
根据我国已知婚铬铁矿床的地质特征，再综合勘探、设计及生产的实践，将铬铁矿床勘

探类型划分为Ⅱ一V类型，见表1-12-10。

囊1-12-10馅 铁矿 床·橱 操 损 胆表

翩融 矿 球 宾 例床 地 质 代 征德
薯叫

ry 单个扩体长度大于300m，形盏规则，厚度变化稳定，扁位变化均匀
鲁截山3758矿床的 73号矿单个矿体长度200～300田，形志规贴到貌抓则，厚度变化稳定到不确定;且 神、》布涉Ⅱ矿群的37号矿体品位变化均匀或软均匀
信鱼、萨尔托腾阳矿群n 单个矿体长度50~200出，形毒较规则到崔不规则，厚度变化较稳定重不

稳定，品位变化均匀或较均匀
产尔托鹰八矿群的主矿冰单个首体小于50m，形壶不规则到催不烧则，厚度变化较物定到板不律定，刀 局位变化较均匀或餐不约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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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2 铬铁矿床额探工程洞距
表1-12-10所划分的馅铁矿床勘探类型相对应的勘探工程间距，如表1-12-11所示，

套1-12-11俯铁矿床场探工粗阈距

勘 葬 工 疆 闵 電（m）

B纸 C最动颗类炎 矿 R 实例

滑 起 向 沿 硕 缺治 定 陶滑 领 研

40 8080I 40
叫 见获3-12-140402020
y 网20当 e

用冒药型瀚视工程阀距额求不到C模v 国A
储最时，可供舞系纳合使用

12。2.3.3 帐铁矿床各级储量比例婴求
按《金属矿床地质勒探规范总则》规定，大中型矿床B+C级储量占B+C+D级 储量

的70??上，其中B级储量占B＋C+D级储量的10~20??

12，1.4帆 矿

12.1.4.1 帆矿麻类跟
我国帆矿床按成因类型一般划分为表1-12-12所列内生矿床、外生矿床两大类型。

泰1-12-2机矿床成因责型表

才求案剑制哥韩旱着响成 园 类 型
攀技花、大广岩浆晓期帆钛 矿床统模大小不察，机以伸生组分赋茅于看床中，矿体曼似烂状、高豆

等铁矿程 略铁矿床 状，似脉状，矿石以帆饮能铣矿为主，教状就铁矿次之。矿有具漫康状、

胡 条赞状、致密换状将造-脉省为药性解长石、城携石、确灰石等
凹山、御等

命 与陶帽火山一 矿康规嵩大小不等，凯以毕生绳分戴存于矿床中，矿体鼻似愿 状。饼
快矿·便入活功有关的 状、源能状。神状、并状、困蠹状，矿物以磁快扩为主，假象宗快敬、赤

响食佩激数背床 铁矿次之。陈石有遍峰石、制趣石，确灰石，矿石具块状。授染状角碍
状、衰杂状、条带状等构造

新开滑帆矿、沉积型板矿康 帆多以种生返分赋存于沉积的铁、等、储矿床牺燃层以及石编中。加某
混江口石煤矿、些沉职的侧状亦铁矿石中，VO;食量常可达0-1???土矿中 也蒲食

弗 杨津叠帆矿等了∶O;选0.1??上。气在媒层和有油中舍量较低，但其铺量大，兼主要的
含誉其岩是碳质页将及硫震页岩，前省YaOs可达1～星痛.且者0.业～0.S%

圭 形属子育帆教石和矿床的氧化善中，壁危孤带，构造泵假费控制，多产淋积型视矿麻
于砂岩域其岩约验隐中，显摩状、造情状。黑份复杂，有多带元素鲢仓类知 型;帆、舞、馈共生组合较为多见，其中寓食帆隐怀锁扩、水销扩和惧蛋
堡啊矿前。并有石膏生。矿石含UO∶0.5??V;0y1~1.5%

果一 氛、铝组合产于禁型多盘病矿床的机化带，矿石由气酸侧铝矿、佩铅脊
矿里成，VQs含量1~3%

目前我国尚未制订桃矿地质勒裸规范，还没有统一的勤探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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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2 机矿珠勤探工程问距
由于我国还没有统一的钙矿床散探类型标准，而一些矿区所采用的搬探工程间距差别

较大，现列举如下矿床的勘探工程间距，供参考。
（1））攀校花钒钛磁铁矿 见表1-12-4。

（2）大庙钒做磁铁矿 见表1-12-4。
（3）新开堂钒矿 B级200×100m，C级400×200m（工程间距过稀）。
（4）安化某键矿 C级40×40m。
《5）宜昌某钒矿 C级100×100m。

12.1.5 钛矿

12，1.5。1 钛矿床类型
根据有关资料，我国钛矿床按成因类型划分为如表1-12-13所示的类型。

表1-T2-15帖 矿 床 成 因 类 置 表

矿R实例替矿 康 群成 因 类 夏

3e1
邻技花邻矿R规惧大，旷体虽疣规整的多层似层状，以帖戳快矿为主。粒状院期岩聚分异型矾就盛

做意铁矿床舞电彩 钛铁矿次之，矿石具漫染状、条部 状，块状构邀，脉石省瓣石、基性
斜长石，抛粉石，鼻灰石等

沟燃萄霉还螺 甾伽诞
大腐帆钛矿体规概中等，矿体形状不期则，一般里雇豆状，似脉状、分支复晚期若紫贯入型惧钛函

兽薯伸渐
铁矿宾 会，成群出现。矿石矿物与岩浆洗期分异型类似，矿发基做壁块状，授

染状构造。矿石中有用矿物颗粒较粗大

矿宗规树变化大，矿石以钙伙矿一扶蓝快矿组合为主，次为锦锈技超基性碱性杂岩中

碱检绵端中增奠院快银
的钛矿康 矿一伙髓铁矿组合。主要虽量浸免状部分为嫩密状矿石

矿体类德层状，由浸染状矿石组威，除食钛外，还含愧、怕、需土■石正长岩类中的假

世矿床 元素，有时还有激射性元们。矿石矿物以杖馄绣铺矿为主，矿床规棋24会
工矿邦 不大

矿体呈小矿比状、矿染状，或为设聚状矿馆。矿石樊型有钙钛矿一牡鸳石正长岩和瑞性
瞰赞矿石，曾污快矿一钛避铁矿石。矿石申含畅、塑和稀土元素。合钛正长岩的伟晶岩中的

钛矿康 矿物以损石、金缸石为主，其次为似快矿。矿床规崔不大
大尊山金矿R有为含钛较高的粘土岩发生强烈变质而形成金杠石煎钛铁矿的喘记芹专浙！怜常出‘奔常

虹石矿床钛矿床。其次是含饮衰多的侵入将和喷因者发生变质时也胞形虚窝含矿闲 金红石和钦恢矿的伙矿床，如大单山金红石矿、为古老的含钛铁矿的
基性岩体受自变质和区填热变费作用葡形成。鱼红石分布在变质基性
者体内各类措石中，但宝要分布在石榴忽闪岩中，其次为石测富闪制
腾宿石岩，而角闪的费帘石省聚少
另愚在某些前寒武系和卤生界的砂粉中，含有率富的钛铁矿、板钦

矿、锐钛矿、白钛矿，羟强烈的变质作用而形成变质钛苷床。矿床规
模出小显到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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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虑实例矿 床炮 质 特 证成 因 类 型

叫” n
保定、南矿床规埋由小型到大型都有，官含金红石、自快石化钛铁扩、白沉积铁矿床一现代薄熬钛砂矿

球 灌饮砂矿床修石、馅石、独展石等。根娟形状和生成条件分为∶

沙丘动矿—一规式模较大，但其中有用矿物含量较低为10～20k威m'
逛滩砂防一较高，但产在营层中。重矿物的含置，数十药数百kg/m3

疾海底流砂矿一其厚度、长度和宽度都很大，重扩物的食量、独十
到敷百kg/mn3

风化钛矿康 主要为残坡飘和风化壳两种皓矿床，有工业意义陶矿床多见于膜生
钛矿床地区，并且是由原生钦矿床风化随形威，一数规换不大

目前我国尚未制订钛矿地质拗探规范，还没有统一的勤探类型划分。

12.1.5.2 钛矿床勘探工程间距
由于我国还没有统一的钛矿床谢探类型标准，而一些矿区所采用的期探工程间距差别

较大，现列举下列矿床的勘标工程间距，供参考。
（1）大阜山金红石矿 B级为100×70m，C级为200×140m。

<2）海南岛保定钛铁矿、独居石、错英石砂矿 B级为400～500×40～80m，C级为800
×40~80m。

（3）海南岛南港钛铁矿、独居石、锆英石砂矿 C级为400×40m。
<4）攀枝花和大庙钒钛磁铁矿的勘探工程间距，见表1-12-4。

12.1.6 铜 矿

12.1.6.1 铜矿床类型
1.钢矿床工业类型

根据含矿岩石特点、矿体形成的条件、形态以及物质威分，现行的《铜矿地质勘探规
范》划分的我国铜矿床工业类型，见表1-12-14。

囊1-12-14我国铜矿床工业美盟表
扩原实例伴生组份规模及品位扩体形状常见的金属矿物成矿地质特征矿床工业类壶

骨 ？叫“ 5售 4：
衡厂、玉龙、帽、碱、金，规模中、大度状、似屋斑岩阴矿 产于各种斑岩 以黄炯矿为

多宝山。铜矿银、镍、铅、型至巨大型，状、巨大避镜主，少量解领矿、<花岗只长距
体 峪等铜矿床饲、钴等品位较贫、一亮螟矿、货快矿，脊、二长彪岩、网

般0.4～1.2%解钼矿等长耗岩等）岩体
及其周图岩层中

娟官山、贸铁、硫、鸭、似是状、滑 规横大，中、以筑侧矿、黄沿中酸性侵入营响醛密伸’ 录山、永平、帽、铅、停、小型均有，品儒状、膨豆状铁矿、政铁矿、磁体和碳眼盐类脊
麸门山、式镉、鼓、银、位一危大子为主，还有筒黄铁矿为主，少石接触带的内频
山、华制、难1% 镧、储，幅、金、状。除状零量挥组矿、辉销带袁离开岩体没

者，截稀 王发、弓解子矿、方铅矿、闪怪脂岩岩层产出 等锅矿床律、白鸿矿、报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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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琳
伴生组器矿体形状 规模及品位 矿味实例觉见的金属矿物成矿老所特征矿本工业类型., ？售5<32

以黄销矿、再 规摸大中型层状、似层 沥丹、易门在型质者（自查质岩层状 疏、悟、锌、
铜矿、货铁矿为银矿 为主，品位～状、避能状、 狮山、胡家峪、云发、大瑾岩、 碑、佣、谭、
主，少景挥铜矿、自豆状等 般大于1% 红透山等铜矿片着、片廨岩等） 钻、盈、似、辉碑做矿、方铅

刷、努、铂族中沿腰产出 矿、闪作矿、解 、孝’
锥矿、磁性矿等

帕族。结，炭惧大，中、似层状、不连 金川，力马黄娓矿、方黄超基性岩炯 产于超据性岩
金、银、硒、续大透债状等密 小型均有。品 河、金平、盘佩矿、需贷恢矿、八塔草善蚀，霸
硝等位一般 小于 石让旗岭等谓螺黄铁矿、紫碗截着、嫩解岩等）

1% 镍矿床储铁矿哥岩体的中、下部，

矿石中假够共生

六置、郝家硫、铅、银、规模中、小型缺层状、启以解铜矿为砂岩钢矿 在红色砂料中
河、车江、大为主，晶位大 帕、俄等，一般主，少量亮钢矿、豆软、遗施状的灰至捉龈色砂
同厂等保矿床极有畅收价傲那分大于1%贫铜矿，自然偏、岩中阳层产出

黄铁矿、方铅矿等
硫、给、铸、 白姐厂、红透镜状、大以货钢矿、赏 规 镇 大、火山岩篮快 产于变质火山 .]

铁矿为主、其次 插，怜，插 沟、刘山岩，小不等的扁豆 中、小型均当（石英角露矿型销矿 为辉惯矿、确钢 砷、硒、碲、 大红山等铜矿状、层状等 有，高位一般岩、编费岩等） 营、钢蓝、方悟 铟、蚂、贫、中 2??有矿、闪锌矿、避赏 /绘
惊、轮，汞等铁矿、磁铁矿等

哲状、鼓状、 硫、铅、锌， 穿山溯、钢规模中、小以贯钢矿、斑产于各种省石各种园岩中
前帮转 型、品位一般 牛井、铜井、金、懒。捣。螺矿、黄铁矿为（使入验、喷出脉状锅矿

大于1% 懈佣、钻等 石花衡、二遵主，其衣有辉帽岩、变质岩、沉
洋盆等保等床矿、因锌矿、方积料》的断裂带

铅矿、删炯矿等中。镇斜常羌

2.铜矿床粉探类型
根据现行《铜矿地质教探规范》，我国锅矿床勤掇类型划分列于表1~12-15。

表1-12~15舞矿疾物挪尝避 售表
矿床宾例商绿 主要组价分布均勾程度厚度粒定性矿 体形 态主要矿体规根糊端
鲁兴氰厂班堵均匀（晶位套化系戴小演单（规 则的 层规模巨大<走 物定（厚度变化系

身？子40??玉骏地匀（昆位状、巨大的避慎状、 数小于40??至较粒购 长 度 大 于- 变化察教40～100%>1500m) 构混破坏很小） 定《厚度变化系数40
~80%)

较均匀 易门狮山变质较稳定巨大墅大（走 随单至救悯单（较
老厘状期矿规照的做层状。似极向 长 度100～肖 1500m> 状、大透螯状，有嘶

层餐场破坏）
白饰厂火山岩较稳定至不 稳 定 较增匀篷不均匀（品他较简单距复杂<不大置中事〈走

赏铁矿型铜矿、整化系缘100～T60??（常度班化系臧断0～规则的避髓状，有分考长 度 200~
当畸夕结传130%)被复合现象）100m)

狮子山移卡岩均匀至不均每较粮定至不疆定很复欢（很不规则，中至小（走岗
空制护的选能状、囊状、膨

长度小于100m>置 状等，分枝复合类变
现象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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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

勘探 扩床实例主要组份分布助勾粗度厚度稳定性祥辣形颜主要有体规模美业

果复杂小 华铜砂卡岩型较均匀至我不均匀（最牧老定至很不稳定
位亚化系数大于150??7 铜矿（黑胶变化系数大于

130%)

12.1.6.2  铜矿床勘探工程间距
根据现行《铜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铜矿床勘探工程间距及其勘探手段综合整理于

表1-12-16。

赛）-12-16铜矿床褥探工程间距及勘察手段表
C 级饮B

备探索塑 工程同愿（m）工程阐雨（α） 勘探手段助  探  手  段 带倾斜凹等奖治领外滑定向
一般用贴探探探求一般用帖探探索，地形条件 100~200200I 100100 有利时亦可用坑监探求
用帖探探索主要用粘掉探索，一般需用

100～120坑道脂证。地形条件有利时亦 80~10050~60 40~50-
可用枕道探求

用钻探拨求80~100 60-~80一般用城道配合钻探探求30~4040~501
主要用地道配合钻浆求得或  40~3040~601 坑道钻探结合求得

可争展下类型工程问取控制到D级可供探采集合V

T2.1.6.3  铜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按《铜矿池质勘探规范》规定在详细勘探范围内，大中型铜矿床一般要求探明B+C

缓储量占B+C+D级的70??上，B级储量一般应占5～10??要求分布于首采地段。对
某些地质条件复杂的铜矿床，经用较密工程仍探求不到B级储量时，可探求到C+D级，
其中C级应占60～70??

小型铜矿床一般只探求C+D级储量，其中C级占50??上。
复杂的小型铜矿床（V类型），经用较密工程仍探求不到C级储量时，可探求D级储量，

提交生产单位探采结合。
12.1.6.4  评价帮矿床勒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从全国冶金系统设计院对我国20多个铜矿床探采对比总结成果来看，在勘探布置探矿

工程和设计部门评定勘探工程控制程度时，表1-12-16所列工程阐距只能视为基本的工
程间距。对于具体矿床的勘探，必须充分研究矿体形态和组份的变化规律∶在变化大的部
位适当增加工程，始能有效地控制矿体形态和组份的变化，确保相应级别矿体控制的准确
度，保证设计建设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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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铅  锌 矿

12.1.7.1  粉锌矿床类型
1.铅锌矿床工业类型
根据综合有关资料，铅锌有床可划分为表1-12-17所列七个工业类型。
2.铅锌矿床勘探类型

净1-12-17招牌矿床工业类型划分表

矿石矿物质站矿床工 件  生 矿床实践可床价值矿体形态及规模属等地质特征 姐  舟**差特征双板刃
船饮山、红麦静位中~主要金属剪物∶闪**星数码 馆。矿床产于前震旦系变威岩

山华奶奶茶味∶寓，规模为锌矿、方奶矿、黄铁 镉、镓状、通情状，理、结晶片发、片麻着地屈中的似
大型细等 沙赛文（加拿大）广，黄冈矿层中，岩层受强烈挤 长可达千米以好状遗镜

和罗传希尔（赛丛书矿物∶野泥石、上，理聚可达歉压形成急顺斜背、岗状船锣矿
大利亚）、霍洛百米，厚几米至 石英，铜云母、钠长斜。矿化受岩层片理多

币 德宁（苏联）几十米带和角哥岩化带控
矿石具它形晶粒、制。矿体沿 层间裹

交代、乳烛状结构，碎带的片理方向扩
条带状、饱纹状。块展，产状与围岩一致，
状、浸染状构建围岩蚀变强烈，有紫

泥石化、烟云母化、
硅化和钠长石化等

小铁山、冷水品 位 中钢、主要金屑矿黄铁矿体呈似层矿床产于灰水岩、火山打
坑等帮锌矿床够，规模为馒、金、矿、闪拌矿、方粉状，适懒状、脉有时勿且状唢出著职岩中的
樊泽尔，考良话镉、镓、大中盘状，题长可达千 矿、辉仪矿脉石矿中。矿区内常见线状似层状透
夫，里捷尔科物为石英、爆云母、 级米，辉深数百米。侵入体。矿体产于岩*状多金
（苏联）姆泥石、长石及由长厚几米至儿十米**床 屈乎规神软脊线附

石油塑产生的云母，近，或背斜翼部层间
以及方解石等。等石酸补带中，形态较稳
具品粒状、交代状，勤定，产状与围异一致。
熔分离状结构、没痛围岩常发生角岩化、
状、决状、网球状构钢云母化、螺泥石化、

黄铁矿化 造

歌卡岩类 违章、夏山、金、矿体呈透镜 主要金具矿物为方矿床产于花岗岩类按触交
天宝山、喧仁等品位中~根、镉、帮掌、闪锌者。黄铁状、不规则脉状、使入体与歌腔盐类暑代及彩卡

贫，小型居 粉锌等床矿、有时见磁铁矿、筒状、薏状，形岩墨不规 石的铁触有及其附近 +
水口山、黄沙多备石、白鹤矿等态产状凭杂。题状** 围岩中，矿体昼换触

交代型中 坏、小西林销摔主要脉石膏物为矽矿体个数由十几带、断裂带及褶虫的矿床 矿床芦帧（苏卡岩类矿粉、石英、 高等为主，个药上百个，大控制，喝岩多砂卡凿 联）马扎罗夫规模为大中方解石等小不等，长儿十化、大理增化、硅化、
（保知考亚）、型矿石具白形一它彩米至数百米，再绿泥石化，有时其男
普希布拉姆（镜最教熔健、乳浊、交崖不等，延探达显的分带性 文）代残余结构，浸染状、缴百米

块状。眼睛状、角画
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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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衰
伴 生矿石矿物及结矿家工

矿康价值矿体形部及混横成矿地质特否 弯床实例
构构遭特征业类变 1 份。

富矿石， 凡区，白示糖、馄、矿体显 透髋石灰岩 盘员矿物 为方铅矿床主要产于乎增光
中至特大型中的交代 关门山、大票予蒲、镓、状、似层状、不矿、因侏旷、黄铁矿教为活动地带的石农

等铅胖矿床莓，端一脉石矿物以 方解型不规则 舰则脉状、寓柱岩及锈质页恐中，矿

状阅锌矿 区内一般无酸性侵入 石、自云石为主状、囊状等，形
矿石具自形晶一隐哪 体，有时仅则基选岩 态、产状竖化大。

矿体个数由几个温撒粒状。生物状铺脉出露。外国常见花

重几七个。长孔 构。浸杂状、园块状。岗岩基便入。矿体产
层状、条带状，胶状，百米、厚几米至出受料性、屡位及断
狭状物几十米术等裂和 椭 坡 控制、形

态，声状复杂，召岩

有第云母化、薄泥石
化，健硅化及黄铁矿化

蛇、 中～窗审层控型 金款、广顷、矿体 呈似层 金肩矿物 为闪锌矿床产于演海相石
石，中至物 道薄些截菇荐也状、避幢状、层层状拟具 餐灰岩、自云眷、有时 矿、方阅矿、黄铁矿、

新 大型 床，密西 言比状铅锌矿 自铁矿、蒸悦矿状，多与围脊些为陆相碎渭着成膏盐

保 （莞国）阿 复脉石矿物 为方娜食产出、矿体成趁造地层中，帮近常
赛、沙 尔基 里石、置晶石、石英、层、成带，产状无岩蒙樱入体，有时

晒青等 （苏联）莫美兰撰模很大、个别仅见解地岩其出露。

采（保解利豆）、掌石其胶埔储构、矿体巨厚矿体产出受层 位控
状尔岸希《横兰）晶粒状同心环状、环腐，产状与国岩一致。

带状、张筑状结构、障摩头国嘧景罐凿蹈

问构遮对后期高集家 胶状、附条状构造
邀起明显控制作用，

国岩有碳赠盐化、能

化、重员石化等

假、 精林、集安、贫～中首扩体显宽脉 矿石金属扩物为方矿床产于千枚岩，断 裂带
石，中至大专日 青城于等姐锌矿状、透蟾状或复 胃，像、始矿、闪降矿，有时板岩、片麻当、砂真型充填脉
塑 联∶芦惯（苏联）状铅饼矿 见贫循矿、白鸭矿、 尊，除带滑酸碎帮分者、鹿岗段内的折压

床 马扎罗沃（保加布、具分技、复慢石、脉石需物为石'破碎带中，矿体的分
滥”当聪合、那缩费象。布受张扭性、张性断 英、做石、重晶石，
（罗马尼显）督佣云母等具自形一它单个矿体长几耳裂构遗控制。虞矿以
希有拉解（瘫算）五千米以上，厚形晶粒，交代溶恤培热能充填作用为主，

构;细脉，浸染、角度不等圆岩常见姆泥石化、
鄱、晶洞约造赠云母化，硅化、素

石化、置晶石化

会泽、老广、中高矿毒矿体 县 似层扩宋产于第四碱残 金属矿物以船悴氧我填积
右。中、小邮章等始锌矿来根服、业、化物为主。欧石首物洪积经中 状、激愉状，多域积、洪积层中
型晒为钻土类矿响阴氨度状 为单层产出、规

矿石兵土状、师窝砂龄着环 损一般不大，厚
软、髓状构遭几来至十几米

根据现行《铅锌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我国铅锌矿床勘探类型划分为五类，详见表
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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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T2-18铅钟矿床聪绿类型划分表

据器银影
厚皮变化矿 体 复 杂 程 度矿体还展规模 有用组伊分布

矿床宾洲品位游碑一产状 需存竹造 变化系败尤向长度分布面积 幅度规则情况常体形态i总体规视? 变花 菱花破坏复谷 (%)数（??“串” 一才丑叫”

龄蚀高荨均匀没有一般为规则 小一般特大型 “
无或雅层状或 至较 矿1号矿<80或， >0>1200 <50证E好似 约匀 80～100草

层状
消硅小至按规则 提水、需隔单小 一般一般为太理，

品~窝 勾至中等' 铁山、厂蜗塑 100~18a似层状、个别为 或规财800 D.4 仲
”自 或， 均匀脉状， 坝等婚锌特大型 o.8。、

1200 <80 物’个荔为
层状

不均 小铁山。中等中等健单以敏层一般装 较大，以中整

响‘叫蜗片 桩霞山、追”一为主 100~～1890.02160 中等状，层状、首湿。 至中

皱均 嫌山、凡或个则烧 为主固藓害芦6.gno 出则 口等敬解层害 80～180
矿
水口d、不均中至中零不规则 以中号赚遗儒状、<150,小理为 <0.02 100~180

汁 当” 关门出峰至复中等等为薯南芽至根不雀个端等。才 或
”式 >00杂胃 极不 爱样矿或大或陈欢规则0.02别中型 150 150~20电

约匀080
大 青城子、被不有时复杂判极不烦多为小号融翩

西前院、均匆则 有断衡状、镀小型 <0.02
层破 天宝山等产甾氧 150~200或 >10q<150P ”韩 组蜂矿软、小0-02

商柱状0. q

12。1.7.2 给锌矿床勤探工程间距
根据现行《铅锌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铅锌矿床探求各级绪量的勒探工程间距见表

1-12-19。
铅锌矿床勘探手段，第Ⅰ、Ⅰ勘探类型用钻探可以探求B级和C级储量，但 第Ⅰ类型

的B级储量应有少量坑探检查验证;第重类型矿床用钻探可求C级储量，B级储 量一般应
由坑探探求或坑钴结合探求;第Ⅳ类型矿床一般用坑钻结合探求C级储量。

在地形有利，或不适于钻探施工时，1一Ⅱ类型矿床也可用坑探探求各级储量。
12，1.7，3.铅舞矿床各级髓量比例要求
对铅锌矿床地质涮探范围内的操明储量比例要求，须视矿床规模大小和复杂程度分别

咖定;大、中型矿床一般要求探明的B+C级储量应占B+C+D级总储量的70??上，其
中分布在首期开采部位的B级慷量应占5～10??对某些地质条件复杂、经用较密工程间
距控制仍不能求到B级储量时。可探求C+D级储量，其中C级情量应占60~70??? 某

对小型矿床一般只探求C+D级储量，其中C级应大于50??上;对复杂 的小型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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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规模较小而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其C级储量比例还可适当减少。

铝峰矿床勤探工程问距表 表1-12-19

当喇 (m)售目晶、?
极 级韵 摸 类 双 。’吻

沿 走 向 君 定 陶 沿 倾 鲜药葛兹

力。 20o 100～209160 50～100
少 80～10010～50 100～1650~8服

参 40～50 40～5080～10040~50
√ 40～5040~50

一般沿走向为40~50，沿顿斜为50探求D级供探采结介P
往∶1.表中所列工程问距，深撤操矿工程控制矿体的实际距离，

2.当矿体规模、形态、晶盈变化愉况船领斜较沿走向釉定时，如简状、柱状矿库，则表中的定肉工程闻眶可意
益加密，倾斜工程阅距可适当放释。

3，为详细研死矿体烤存特点，逸表糟、井揉工程同愿，一般应较相腔类型的定向工租阀尾加密一作。

（如第V勘探类型），经用较密工程仍探不到C级储量时，可少求C级，或探求 D级储量
供探采结合。

对地质勘探深度范园以下的深部矿体，用稀疏工程控制的D级储量，可不列入计算各
级储量比例。

12。1，7，4 课价铅钟矿床勤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髓
由于铅锌矿石的氧化程度对选矿工艺流程、选矿指析等有较大影响。因此在勘探过程

中，除应有勘探工程控制矿床氧化界线、正确围定"三带》外，还应正确计算铅与锌的氧
化率。在多数情况下，同一铅锌矿床铅与锌的品位、氧化释度、氧化深度和描图以及强度

都不一样。这时须视矿床具体情况，结合铅和锌的晶位高低、氧化程度的不同给选矿工艺
造成的不同影响，合理地计算其氧化率，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圈定氧化界线和进行矿石工
业类型的划分。

12.1.8帕 矿

12。1.8.1 锦矿床费匮
1.钨矿床工业类型
现行《鹤矿地质撕探规范》划分的工业类型，见表1-12-20。
除表1-12-20所列几种主要矿床类型外，云英岩型矿床、作晶 岩 型 矿·床、砂鸭 矿

床等，因品位较低矿石难选或因规模小、形态复杂，目前开采利用极少，画 次 要 矿床类

型。
2.钨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现行《悔矿地质勘探规范》，将鹤矿床勘探类型划分为四个类 型，见表1-1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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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铭矿味工业类型 泰7-12-20

主要伴坐主要工业矿物
成矿围表工业粪型 涡湍菡矿床 价值孝体形态产状

组 分及组分含量

Sn.Mo石英大脉 大吉山、含鸭品位多控扩体型独立大花肉岩及浅变 矿床烯填招邀较
翌鸿矿床 欧酸倾斜板状产 Bi、Be,Cu、质砂岩和板岩的 大，大、中小型均 西 华 山、中等到较富，分

乡 Pb及霞铁布不均匀。以石内、外接触带。 盘吉山，邓有。由于矿石易选，

海帧南各馅矿迹 良仙、石人回收率一般80??矿、霉砂等英一属鹤矿一锦
峰、长智岭上，此樊扩床目前石，石卖一黑钨计，产于内接触

扩（及少重白钨 等钩矿带的占54??外 在我团具较大工业
扩）一破化物规 价值，销量 约占接触带的点3??

合狭多两者占90% 50贴左右。产盈占
90??上（月裳国

座位）

Mo,Pb、 上坪钨前花岗着 及砂 有用组份分布石类细则 愈鸿品位较低但矿体呈带状。

Cu,Be均匀 组较 贫∶滑螯妈矿 分和比大脉 型驾岩、板岩，页脊、 由比较密集的食

主要矿物为黑锦鹌烟脉，并常夹片岩等的内、外 匀。矿床规模乡收

为大，中空。看石搜触都 有少量含馋石英矿、懈石
美选，但选别敕果大敌及不含裤的

困核瞄烤 略次于石施大脉
载。评器害粉国

开案均按脉 带 进

行、目前在我屋部

分被开采利用
撞兼淳Mo、Hli, 鸽食量多调中答由赛来细小含， 矿的组会主要出湍晋碧 花岗岩、花岗

墓花山、阳Pb,Sn、Zn径染型钨矿 湖较贫，分布均匀。闪长妄岩，石类 呜石英脉陶络交为自钟矿一瓣换
御 善跨繁响矿一陈化物床 妮模较大，由大，织，互相寿切想斑岩，个别产子

中型到巨大型，矿成。其中也有部猪近的离粉中
石有按易迹的，也分较大的含鸭石
有软取造的。较品类脉，矿体星巨
遗的回收窜电不及大块状，似展状
石蒸大脉型。这奖条带状和登堂状
矿床目熏只有部分等
开采利用

煤煤晶Pb,Za, 本矣时床舰栖多层控型印 扩物 胆 合简控制矿体的她 含矿限由一屈
安，大明山、砷葛端擦矿床 属大、中型。组份单，常尼的为自到录层，稳定、层，主墨为元古

制薯常钩， 南积田苷势含量贫到中等。矿将矿（黑弟矿）一厚大、分布范隙养碎屑沉积岩夹
硅黄铁矿 费顺教较粗时为较 矿碱化物。另有白广。但工业矿体火出岩和碳酸盐

易选的矿石，呈浸铭矿一孵贷矿一岩，察武系没变 规模相差很大

自然金嶂 聚状的细粒矿物较与地摆产状基质泥砂岩夹酬盟
多时，为烧选矿本一致，以缓懒盐岩或炭质板岩
石。这类矿乐，目料的较多夹博层硅肺岩以
瀚只有边到中等邑及泥盆系、石碱耳
位且矿石易选的才砂页岩和烫酸盐
被开采利用岩或火山碎属岩



670 第一篇 矿山设计地质工作

续表
主要伴生主要工业矿物

工业类犯 矿床实例语伸器兹 矿床 价值才体形态产状
及组分含量 组 分

Mo Sn. 瑶肉性、主要矿物有白噢计读恺莓 本秀矿 床 规 模矿体 呈 似层矿床产于花岗
C、Za、Pb,矿乐 新田岭、衡大，中、小型均有，妈矿、黑蚂矿状，凸锡状、弯岩类岩体与碳酸
Bi，等 坪、宝山、矿石中含帆品位中盐条带状和囊状盐类岩石和部分

挡沟圆橡离等翼铁喷。并具网碎别岩的按血岩等

及其附近，有大 郁富集特征、主要 矿

最矽卡岩扩费存 工业矿物白构矿往

|在 往呈应状、漫杂状

均匀堪分布于防卡

岩中戴砂卡岩的裂

欧中。因钨颗粒翔

小较难选。本类矿
床（包新复合型。

目前产铸量仅次于
石其大脉型扩康

囊 1-12-21输矿床勤视摸型划分表

勒探为护
矿宋规糖厚庆验定性 矿化连操性主要组份分布

<厚宜变化 体 形态 均匀理度（品矿 体 现噶
及实 例（含矿系数）跟纸??位变化系数??

霓大型，厚度麦化小 矿体基本连续矿体形害侧单至较矿体姚稿大至巨大 品位较均匀至

(<aD 膨槲薯 还尊高1.巨大型∶ 均匀（较约匀侧单，产状救稳定到
（连续0.9～1.050~180，均长>150m 稳定，同∶简单规则 3 句

箱本违丝创8～<50)探>B00m 法状，似层状，构造

0,9)2-大型∶ 碳坏小~ 长1000～1500m 较侧单巨大的凸髓

深 500~800a 状。巨大的近似等箱

状，厚的带状或局的
板状。构建薇坏性小

至中等
中至大型矿化基午连续厚度变化不大晶位较均匀矿体规模中零至文 矿体形态较筒单，

漂圹 快矿(50～8O) （0，思～0.(50～130)型 产状较稳定，较胃单
（【，量矿1.火狠 同上 者即巨大的凸情状、

帮）， 2、中等， 巨大的避似等轴状、

长300～100m 厚的带状和 厚 的 板
聚200～500m 状，枚造霾坏小型中

易。
中型，少矿化 基本连品位一般不均 厚度娩化不大矿体频模中等，少 矿体形态较筒毕至

聚大型或小幢，少数不连续至较大数为大型 勾，少量骏均匀较震杂的凸镜状、血
<不连续 句（变化较大中等∶ 或很不均学豆状。不规则带状和令 耀东焙置0.5～0.8)80~100><不均匀为130经织增构复杂的愿状长300～1000m

～260接不均匀深26～E00m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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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萄探梦型
矿床爆模厚度称定性主要组价分布 矿化连续性

（厚度变化均匀程度<品矿体 张 态可体既 模
及 实 例系致?? （含矿系数）位变化系数??

多为小型矿体不连续。厚度变化较次形态较复杂至很复可体熄测中至小型 品位不均匀至
至很大 少数中型少数蓝率连续很不均匀素的测状型化大的肺小型∶长<300u

棕树坑将矿（变化很大>10）（不均匀为软和不规则状。构遣深<200mn 0）（不连法0.6～0.8◆
酷本连溪130~250覆不均被坏中等至较大

0.8～09)每>250）

12.18.2 钨矿床拗探工程间距
现行《钨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的勘探工程间距，见表1-12-22。

表1-12-22彝矿拗煮手段及工程词距表
湖 探 工 程间 退（m）

甜絮梦型 叫 银 级勺歉 探 手 段

潜 走 向 蒿离兹沿倾蚪船 走 向
100一20020D100 50一100素滴[
100～i20图！宫 -10～12050～100城泵（穿除或橙脉>

10o 80～10050~100 40～50钻 探
“宫：40～S0统探<沿脉》

80～0080~10， 40～5040～50幂常小硒需苜碰谱郡”
6党了与钻 探

40~550~E6坑振（沿除减穿脉加短粘脉>” 4050紫银

I类矿床一般采用钻探，但B级储量需用坑遗检查，有条件时，B级也可用坑道求得。
C级储量一般用钻探求得，有条件时，也可用坑道求得。Ⅱ类中的石英大脉型矿 床，B级
储量一般用沿脉坑道求得，C级储量以沿脉坑道为主、钻探为辅求得。若用穿脉加短沿脉
坑道，耆有同沿脉坑道对比的资料。其它类型矿床的B级髓量用坑道求得，C级储量以钻
探为主，统道为辅求得。Ⅳ类矿床中的石英大脉型矿床，C级储量一般用沿脉坑道求得，
经过与沿脉坑道对比。可行时，可用穿脉加短沿脉坑道探求。其它类型矿床，可用坑钻结
合求得。另外，在一个矿区中，各矿段（区段或脉组）应根据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分别
确定其勘探类型，手段和工程间距。

12.1.8.3 鸽矿床各级铸置比例要求
现行《钨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的鸭矿各级储量比例;大中型矿床，一般要 求 摆明

B+C级储量应占B+C+D级储量的70??上，B级俯量应占5～10??因地质条件复杂，
经用较密的工程仍探求不到B级储量的大、中型矿床，或难以探求B级储量的 隐 伏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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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探求C+D级储量，其中C级应占50~70??小型矿床一般只探求C+D级储 量，其中C
级应占30～50??非常复杂的小矿床，经用较密工程仍探求不到C级储量时，可探 康到D

级储景，提交生产单位探采结合使用。B级储量一部要求分布在浅部首期开采池段。若浅

部矿体多属贫矿或小矿体，则勘探部门可与矿山设计部门协商，另行选择探求B级储墙地

段。
12，1.8.4 评价鹤矿珠撕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我国钨矿床地质勘探工作的实践和探采对比总结，在钨矿床的 勘探 过 程中应注

意、
（1）钨矿床品位变化较大，大多数脉状钨矿床开采与勘探比较，其品位或金属量误差

比脉幅或矿石误差大，因此应注意品位的控制。
（2）鹤矿勘探手段应以坑探为主，钻探为轴。在探求第Ⅱ勘探类型的脉状矿床时，单

独的钻探手段不能求取C级储量。坑钻结合一般也只有在矿体稳定部位或深部远景地段可
以求取C级储场量。单独的穿脉坑道不能求取C级储数;经过与沿脉坑道对比可行 时，可用
短沿脉坑道（12～16m长）'配合穿脉坑道求取C级储量。求取工业储量所使用的沿脉坑道
比例不应小于25~30??

2.1.9锡 矿

12 1.g.1 矿床粪型
1.原生锡矿床类型
我国原生锡矿床类型划分一般如表1-12-23所列四大类十种矿床类型。

我1-12-28我国膜生镉矿床类型划分表

那锁政共生及伴 砂市实侧丁康费做矿体形衣竭质 产 状 常 见 矿 物 筛品位生 租份矿床类型
88· 日3“” 2

个旧、花太、 分市广，规漠Cu. Pb、脉状、芦于花岗岩樊岩 磁黄换矿、考沙、
输、长埔、中、小Zn、S,Aa, 巨大，占全国探层状。黄铁矿、黄的矿、方}体外法做带的将造
肾水门、厚整督品 明端量的24199%CaP。,Iz、裂隙，层间磁欧及 铅矿、内锌前、锡石。 营邵

位中 婆均、九退左右。较唯退，G,Ge,Cd,状、凸黄训矿。地泥石、金节理发育的碳魏盐
下A重，Sc 橡当龟’是我园编矿的主专 输状云母、钢觉母、有类地层中。硫化锦虽

R一懈 以 零 识
要类型和帽生产方解石、长石，电气网脉状重块状充填

”韵赴
的主鉴矿石来源石、石榴于石。氧化交代。矿石中现化

物占70??上 后多为松土类矿物和

含例、俯、锌等氧化物

的褐铁矿、郝饮矿石

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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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规模及共生及伴 矿味价塑矿体形态矿床类型 常 见 W畅地 质 产 校 矿球实测编品位生 姐分

上 7占？ 。。 w。
Pb、Za、 大厂91、大型、层状、产于远离花岗岩 舰模反大，储验贫铁矿，黄缺矿、

Sh、S、As、类岩体外接触带的 登集中，占全园特大型 92、100 号毒砂、闪锌矿、方铅

糕化钠！幕推垄
似层状、

倡操明 饰 量 的愉品位In、Ga,Cd、 等镉矿体构遗裂隙及层间挤 然状。矿、黄炯矿、龋石、

香！Ag德状、 27，28?? 省。得鲜饲铅矿、融硫悦压带中、圈当为腐
网脉状 校雕选，是我回资矿、焚钥矿、菱铁豆状灰岩、条带状

燥矿的主姜工业灰岩，灰页岩耳胚、矿、方解石、石英、

湿k一懈早零煤
类型卖石、电气石、石膏蓬质岩及意灰岩。

萨化物、癫盐类矿
物呈网脉状、块状

充填交代

小型 飞凤山、Cn,S脉状 探明铺量占全贫低矿、敲贵款矿、产于混质砂粒、
褥品位 馄瓶山等锡

缘宽石型
胆的0，63??一页潜的构避凝隙中鹏石、戴帐矿、辉炯

勒 般酸平馆。有小 矿旷、绿泥石、石英、
规惯生产金云母、鼎云母，有

!幅子石、规渐石
大、 哪龙，个Cu、Pb、 摘量较大。占层状、 些产于花岗着勾徽 碱黄铁矿，磁恢矿、

将!曾家垄;全阻探 明 铺低中塑娜似层状、Zn、W,Mo、锻盐类投石的距接霉砂、黄铜矿、方铅
饮甲等贴矿品位喷Si,S、CaF? 26.9??矿石成凸镜状、矿，铁闪锌矿、黄铁

路斗那角 平 迎 期
触带及外接触带层

～中 分复杂。要经重Jn,Ga,Ge,囊状、矿、督石、黄馄矿。饲溪威中。碗化物
Cd、Ag,Aa 一浮一破等复杂帮哨马来亚石、白俯矿、昂漫聚状、网脉状、

流程处理。大多野矩矿、挥铋矿、石氟密块状、丁体形
可选。大部区开态复杂 截子石、透解石、阳
※我用起石、透闪石、角只

石、符山石，硅灰石

限一询 方住石、绿帘石、黄
石、云够、石英、斜

青 长石、方解石
大。Fe 大面，护铺量较大，含湘 层状。邀铁矿，碱政黄统矿、产于龙岗岩与灰 古;灾岗;中型领似层状 胶态铺 疏 化俩梯拿，向出。油卤岩、白云质次岩、费 祥附截编邮命坤高，唯选，大部矿、快闪锌矿、群珍，

曲喉矿矽卡浩看
购少岩、火山胎费 列为表外，鉴矿货快矿、辉相矿、硅触带及其附近悬绸

石中僵石具子粗
裂像中 钙锅矿，调沃铁矿，

教级时可 以 莉石推子发、避焊石、
用;锡石是微毯附起石、选闪石、角
含案时，正在播内石、楞续算石、符山
过遭冶联合流腰石、爆帘石、粒建换
图收镉铁右、金云母、撮泥石、

硅灰石
大中 分怜圈常涵蕃Cn、W、 一飘、云脉状、得石、黄铁矿、融贫嵌产于花岗将体外

制石！石孩类
龙、个旧老型孵品当 量3～3??易选。细状、矿、黄钢矿、绿柱石、

电气村型
接触带的破质岩地

厂、卡房等黑偏矿，事物、电气石、 位中心大部已开采，工腰（砂岩、粉砂岩， 凸桃伏石英、钾微斜长石、条 善 镊矿角岩、变挥敞岩）。 业意义被大越长石、自云母、贺石、联薇盐地层及据合
爆混石、石糖子石、进花岗骚体内的神造

裂酸中 解石、符山石、方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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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共生授伴 规模及 矿床实剑矿麻价值矿体形态地 质产 软 常 见 矿 前矿床类差 篇监莅座谊分 · t。毒 w61 砷。’
汁脉状、 当，纬W、Cu、 占全国懈择明产于花岗岩雾岩 黑钨矿、德石、黄

中、小细脉状、Pb、Zn、Be、 山峰、珊骑储量15??易选，体内及外接触带圈铜矿、方销矿、闪等

高 Mo、Bi 等锅矿型品位闷脉状、 分布广。大解已验的构避袋察中。 矿、简慨矿、毒砂、

莫型 中～背凸罐状 开采利用、工业白鸽矿、缴柱石、鲜圈岩有花岗岩、砂
意义较大钼矿、石獒、钾微斜岩、教岩、石英云

每片岩、灰岩霉 长石、黄五、萤石，

不！省 白云母、嫌瓶石

W、Mo。 大营、宝操明倘量比例小型似层产于花岗岩顶部 镉石、黑筑扩、黄

芽 畅品位 山东销矿C。 少，岛选。小规

吞尊挡塑
和岩体内约造联黥 状、凸髋快矿，四锌矿、为铅

力刻券 喇 模生产，有一定状、墨扩、磁赏悦矿、厚铝
工业意义矿、黄铜矿、辉铋矿、 状，账

载、绿柱石、额砂、石英、
白云锤、董石，剪亚，

绿彪石。长石

Nb。Ta、 香惕 聚木、老营阅 害磺垫瘤。卤馏、帆、粗等鱼 姐促锰矿、能快矿。
W 虎头等端T当邮命状、包亮 共生，占全国馒属矿制呈浸项状产 但金虹石、自晶石、

楼壁花岗岩壶
贵 撕明神量的1、6%锡石、黑均矿、毒砂、于花岗岩体顶解的 善

左右。嘉法，已自蚂矿、窗帕带石、钠长石化、云英者!
开采腐用，具有盛货铁矿、钾掌斜长化、黄五化续变带
一定的工业意义中 石、物长石石类，铁

檀云母、银云母、

否！长石 做石、黄玉

编坪银岩慷背软大。幅W、Mo、 大、等釉销石、黑势矿、辉相产于花岗斑辑着
得矿Bi、Cu 中，小石颗粒细，但可状、扁柱解 矿、解铋矿、黄警扩、简、岩株项部的独

型、锡”谢 选。日部 分 开状，财状俊铁矿、方绍矿、闪碎变（云英岩化、钾带 最位贫采，有一定工业”最 矿、融铁矿、赤铁矿、化建化、青盘眷化）
∶价值”秽噤中 面黄换矿、石英、白云

”萤 母，感云年、饼长石、

黄玉、电气百、绿泥

有

2.锡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现行《锡砂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我国原生够矿床划分为四个勘探类型，砂惕矿

床亦划分为四个勘探类型，见表1-12-24及表1-12-25。
12。1.9.2 编矿床勤探工程陶距
根据《锡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原生锡矿床一般采用钻探和境探综合手段进行，其

间距见表1-12-26。砂锡矿则以钻探（砂钻>为主，其间距见裘1-12-27。
12.1。9.3 铜矿床各级储量级别比例要求
大、中型矿床一般要求探明B+C级储贵占要求勤探深度范围内B+C+D级 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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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24累生锡矿级探类型划分表

矿 化勤操 厚度缘定性 有用组分均匀性
常床 安 例主要矿体形蒸、加模、复杂理皮

类型 连接性（安化系数秀》 （品位变化系数??

一般不均匀 大厂长桉区磷化物硫盐制层状、特大型（走向长>- 槲第一德定（<50）
型92号矿体(120-200)1600m）、筒单

大厂长坡区就化物-硫肆凸极软为主、大型（倾斜长50O
～200m）、智层状、大型（准向 表91号矿体，松树脚集石一， 一般不均句 痉徐 疏化物砂卡岩效1—工矿体长1000～700m）、凹盆状。彩态

简单玺较简单
锡山锅石一石英型18号方似层状、中型（走向长700～

一般救均匀较 急 定 体，更术老虎头独竖花岗岩380m），板脉状、中型<走向长
谨钩伟（60~120》至(60~10 槲1000～40Om慎斜20～150m 》、 续

凸愉软、中型（做斜长 20～
不均匀100m）。筒单至较情单” 马拉格畅石一疏化物型22管条状、大塑（例斜长>508现，

及4号矿体，长埔锡右一石截面积>20n2>，板脉状大型 不 均 每 连 续 英型V∶矿体（走向长>3000m，倾斜长530～
200m）。形态复杂

大厂长坡区疏化畅一硫盐连 蛛不 驰定矿石类型复杂的脉状、大蹙 型0号矿脉
老厂饼石一离化物型2一似层状小型（准向长<9的m）、

一般很不均匀 4、11-3，卡房1~2～1脉状小型（走向长<400m、懒斜 噬梯薯一不碧 定 饲山栅石一石英型⑧号矿体(>20)长<150m）、凸慌状小型（倾◆
斜长<100m）。形多猫复杂

表1-12-25沙额矿倘视寓型划分表

有用组分均匀性长、宽、厚要着 扩 床 实 例基料起伏情况主系矿体形态。烧模、复杂唑度 品位变化系数??度稳定性类型
一般较均匀形海简单的带型层状冲积柯谷砂矿、

离确 牛层坡砂蝎矿较 平 罗- 或规则的闻型坡积砂矿。特大型（长 (50~190 )
>8000m，宽>>400m）

网谷砂矿中形态得单的河谷砂矿，分布不规则的
阶德砂矿，磅坡积型，山瘾斜坡砂矿。 一般软均被 德 定 牛物岭防骗矿等着平级或起， 中型（长590～1000要，宽100～2D0m>，

伏大大壶（长1000～3000m，宽200～40m》
一般较均匀至 额桂观坡 积砂畿岩溶发育、形态较前单至霾杂，中提至小型（长重 不 鞭 定 矿、乃服排冲积砂语不均匀（100~～起状大2500m，宽<100m》

50) 弯

白面山、珊勐、木一般较均匀至岩格作用 很下餐定形态很复杂的不规则状、测斗状、营图 不均匀 避头等砂僵矿烈状，若溶充填砂矿及小型人工堆积砂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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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1-12-26原生杨矿床地探工程闽距装

C四 蜱防探 ‘’
工程阔距（m）工器间距（m）体 形 态帐

勒 跟 手 段谢 梨 手 段类型 君色斜语述间 沿走向拾遭窒

乡 探被蒸获- 50一60 100～120钻强、坑道检查50～BD 100~120凸感炎.y 由似应状 当钻探，城道险蛋“台才岂 80～0Q80~10040~60色德状，
刺苏实 朝煮60~30坑药熔合390~打D 40～8030～30
色缝拔_

身钻菊含高 道30～40脉 状 40～6030～轧 60～8芽网
其道坑3040 60～8020~10串管条 我 10～20 疫道值合坑内做

似层状 规帖绪合30～4040～50色锁伏
坑被结合脉 状 80～4040～50帮
坑 道30～40管条 铁 10～20

表1~12-27砂锡矿床粉解工程间距表
协 探 工 要 间 距<田）o 撑B级勘探类婴 成 因 类 墅

沿 贺 锁橙长 轴 踏蔺苗韶长 韵

408004040斗积河谷型； “宫10010 200晓披积山旋型
20～404a0209 20冲积河谷型” 80～10089～104～50 40～50我核积山炮型
10～2020910～20100仲积河谷致= 40～6010 60～6020~40残坡积型
4040崔瑞瞧薛广日常党仰

70??其中B级储量一般应占B+C+ D级储量的5～10??对某些地质条件较复杂的大中
型矿床，经用较密工程仍探求不到B级储量时，可探求50～70??C级储量。B级储 量一
般应分布在首期开采地段。

小型矿床只探求C+ D级储量，其中C级应占40～50??复杂的小型矿床，C级储绪量还
可降低，经用较密工程仍求不到C级储量时，可探求D级储量。

12。1.9.4 浮价沸矿床勤骤程度皮注意的问题
当奶矿石中存在多种含惕矿物时，要用多种手段系统查明奶的物相及其分配比。当不

同的锡物相（锡石锡、瘫化锡、胶态馄等>在空间分布上有规律可循时，要分别圈定。设
计建设和生产实践说明，衡量一个锡矿床的勘探程度是否能满足设计建设要求，高度重视
锡物相的研究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审查勘探程度时，必须特别注意对锡物相的研究
结论是否明确，是否有充分的分析和试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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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 钼 矿

12.1.10.1 钼矿床类型
1.钼矿床工业类型
现行《钼矿地质勘探规范》将钼矿床划分为内生和外生两大类。
（1）内生钥矿床到分为三种主要工业类型，见表1-12-28。

表1-12-28内生钼矿床工业类型表

工业 矿石矿鞠及矿 体 形 律生组份 矿账实训矿床价{矿 飞 地 质 特 征
类型 查 规模 站构构逊

金堆城5, 篇菲叫巨大长柱状。 解钼节、黄妖矿床赋存在花岗斑尝体内及其迈矿形
惯矿大。含MoC6、Pb.鑫 长2200m以上， 矿、贺娟矿、磁岩中。矿体形态，产状产格受者体内外

2a │0.09～0.12厚50～600m， 铁矿、方橙矿、

岩 接触管控制
另.工业价风伴旷、辉铋矿延深大于800m，主霉体形布简单，呈巨大长柱状，在

刻 值很大等，矿石具细脉矿体大部分县低主矿体网蹈边缘纠分枝尖灭现象

参 地表 表块状构造圈省蚀实发育，老体内部具 绢 云 母
化，高岭石化、云英岩化!国释为损碧。 岩，具角页岩化、睡云母化、钾长有化，

床 矿石由含御相矿的布类细脉及北肟穿控

均矿化岩体与围岩构成
畅家状S. 大 中露相矿、黄铁主矿体呈不规矿床赋存于花岗斑岩与碳酸盐滑接触
幅矿型，含Mo|Cu、Pb.则脉状产出，长

矽苄岩型
矿、黄钢矿、破带的砂卡岩中，矿体形嵌取决于搜触带

皆 j0.06～0.15佚矿、方铂矿、大于1400血，厚和敬卡者的声状。食矿砂卡岩主要是拓
粥，工业纷闪日等零。臀石13，5m，垂直压惰子石遵辉石动卡岩，尤其是烟富矿往
丝较大具没集状、细裂深一般为 250～柱产子相搜子石筋卡岩中。在呼面上具

隙浸染状构造剖 400m。分技了体有带状分布物征。国岩为灰岩和砂岩，

魂 星透够状，一般蚀变主要有矽卡岩化、硅化、销云母化，
长50～330r ，延呈带状分布命 释60～350m

W、 青田、激为多种金属阻合;矿体呈脉状矿体浓芬于裂隙发育的地质体中，由

麟型制芽兴
苜石峰、Cm、Pb:中小型，泪鸿矿床、妈炯含辉钼矿的脉体组戏矿石。矿脉帝见的
锅牛并等含 Mo品矿床，钼瓷矿床，脉石为石类脉，也有花岗伟品岩和碳酸
插令位高，有还有单组矿床盐脉。若岩脉中含矿细脉带成群密集度

工业价值育，可问藩岩型矿床过渡

（2>外生钼矿床主要有砂岩型和黑色页岩型二种，目前我国较少利用。
2.钼矿床勤振类型
现行《钼矿地质勘探规范》将钼矿床勘探类型划分为四个类 型，见 表1-12-29及 表，1-12-30
12.1.10，2 组矿床拗探工程间距
根据《钼矿地质韵探规范》规定，勘探工程间距如表1-12-31所示。
12.1，10.3 钼矿床各级髓量比例要求
报据《银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各级储量比例要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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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29细矿床删探类型划分骤准表

有 备准目 如党
少y响汁 大 中 禅宙亦目义

主契矿体规模 载窄思当计引”
<300×<0。08|j300~1000×0,08～0.5>1506×1 1000～1500x0.6～1

很 复 杂较 侧单胃都 复 杂
很不规则的避筒状。送髓状，不 不规财的虚镜状、长驻状、似层

矿 体 形 态 量状、脉状、马脉状，夹石较多，内连续的制层状，夹石状、夹石极少，
部站构复杂 能妆、囊状，夹较少，内邮缩约较简内部站构简单

石很多，内部结★
构银复杂

不晓 定 厚度变化系器不稳定较 融 定稳 定
数，（??厚度稳定程度 >10080～1060~80<60
函业建化累极不均匀不均匀 僵不均匀毅 均 勾

崇入漱”主要组份均匀租度 >150120～150g0~120人尊

囊1-12-30细矿床游探武型囊

雪床实例矿石主要墨分均匀番度矿体形在 矿体厚度越定履度主要矿体规模曲蓄煤踏

较 均匀 金准编钼矿遭审口 巨 大 酿定至较稳定

奈川倒矿大 较 葛 定 棱均匀至不均匀较调单1
杨家饮子帽矿不 均 勾复 蜘 较题定至不像定” 中
石人肉钼扩极不均匀卫 很 复 杂 不稳定。很不稳定小 至中

泰3-12-31帽矿床编探工塑问愿来
自”勒 探 工 智 间 距

矿床实例B 岗级勘探季段勘探类握 o
沿领鲜铅定 向船 定 向 沿便 斜

见表1-12-30100~200200“弓 100葡- 钻
同 上a0～100100~120) 50~60 40~50钻探
理60~80银 80～100 上D 专 40~60就 4050建
网上40~6040～50统钻配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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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中型矿床一般要求探明B+C级储量占B+C+D级储量的70??上，其中B
级储量一般为B+C+D级储量的5～10???其中复杂的矿床，经用较密的勘 探工程仍
探求不到B级储量时，只探求C+D级储量，其中C级储量应占60??上;对某些极复杂的
矿床，其C级储量比例还可酌情减少。

.（ 2）对小型矿床，一般只探求C+D级储量，其中C级储量应占50??上;对 复杂
的小型矿床，其C级储量比例可适当减少。

（3 》详细粉探深度以下的D级储量，不参与各级储量比例计算。

12，1.11 德 矿

12.1.11.1 德矿床类型
1.镍矿床工业类型
根据现行《镍矿地质勘探规范》综合整理的镍矿床工业类型详见表1-12-32。
2，镍矿床勘探类型

凝 1-12-32德 矿床 工 业类 型 表

矿石矿物及 钩深煤享矿床价值筛生想分矿体形老规模工业换型 矿床地质特征 结物构造 ”632- 。 。
金川锦矿Cu、PY、 有工业价避黄铁矿，集黄快似尼状、避 钟矿床声于微感岩、 一章区Pd、Co、S值。含Ni0.3

岩紫熔幕矿阵
矿、黄锯矿、愿钢矿、状，长数冒米至千辉石岩等含矿岩体

～0.7??个衅集矿、矿石呈淡染采以上，犀数采至的底部，岩体分异
别达3%状、海绵晶恢状和块数十米，贴深败百现象明墨。矿体与

状米国脊一般呈渐变过

挡残瓣离摸稼铅嘲模矿珠
渡失系

CH,Pt、 红旗岭裤工业价德做恢矿、磁黄恢矿、似层状、避镜状、矿床产于横栀岩、 Co、 矿、金川德较大。合Ni,Pd、 

淤镧读费青入制矿此
黄锥矿、方黄铜矿、含解糖捷岩中。矿 住状，脉软。长百

矿二矿区Sa、Te 1~3%是铜扩算镍矿、罗石采至千米以上，厚体形态与愿生断层
皇海绵晶饮状，授染数米至嫩十米，整构造有关。与禹岩
状深数十米至数有米呈突变换触

金用碑矿工业价值磁赏恢矿、德贷铁避筛状。脉状、矿体产于含矿港
二矿区特值较大。含Ni矿、贸调矿、蛋就镍扁柱状。长数来堇体的庭部、中部和 3??上上 矿体，力马平铁矿、藏铁带。以块百术以上，厚几米边能，与围岩量突 河懈矿矿为主，角颞状次之至十杂米，延深数变接触

十米

二淼慧酶化博！神化噻矿虚
一般含NiCu、Ag、 万宝体螺杠碎愉矿、砷慎矿、脉软。同脉状、矿床多与酸性、 听0.2～10%S、As、Bi。解砷媒矿、砷储矿、似层状、通镜状，中性出体有苑、产 Co黄炯矿、黄铁矿、毒管状等。子岩体表障及与闺

粉、磁阅铁矿、斑烟规模一般不大岩（砂岩、页岩。
矿，辉银扩、针像矿、灰着、流较凝灰岩
闪诧矿、方铅矿、台等>的淡触带中
然命、沥背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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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牌

矿石矿物及
矿限实饲矿床价值律生组分工业黄型 矿体形态规模矿床地质特征

结教 构遗’ ?。Le: 3

Fe、 Co 新略里多工业价髓硅横部矿、含德最层状、似婴状，含镍翅减性岩体
很大，含Ni

肉制贵氧化崇
尼定、古巴泥石、慢铁矿、针波暑律地爱后，经风 巢状。分布商积达
准08～2%,矿，赤铁矿、猫饮矿、数十平方公里、厚化，形成大画枳的

拉土技策化售首萨
少数达 5～铬纸矿、钻土。帮的似层状风化尧氧化 微采至数十米
10??言Co氢氧化物、铁诏钻玉帝。矿体由铁疑红

惨 0.08～0.3元土坛和其下鄙的含
单蛇纹岩层组眼。

染以卖质网级或氧
化物形式仔在于铁“ 的教化物、舞氧化

物和粘土矿物中酬 含N0.8Fa、Co 墨江解矿绿高岭石，镍绿泥是屋状、似层状学 矿体产于能纹岩
~1.8??石、带镍蛇$石、蒙求平分布。固积达风化亮中，其底版

矿 部达2～3%脆石、快馆氢载化数平方公里，厚数形状受裂察、节理

再 米呈数卞米 物、氢氧化物的影响，呈需齿状

F。,Co 嵩少圣脉状遗偿状， 换的氧化物、氢氧矿床登构造裂障溢律

素鑫钻施

鸡优壳轧化铢稿幽钱矿床
化物、宫镍胶蛇纹规模小，向下延深带控制。虽楔形向
石、硅梯铺矿、锦绿可达150m下猛深
混石

F、Co 含Ni较似层状、囊状、 性和怪钻的躯氧化矿体产于蛇纹岩

邯端绑
高版中等，物、含水精酸银、多不规照状。规模中与灰器、混灰岩接
有 的离 达水高岭土、含馍蛇貌编触带附近，产伏较 12%石、硅模饰矿、檬嶂陡，延深软大

混石
Mo、Co、 大游集疗含N0.2掌 贫恢矿、相集合虽层状、适锈分布于我困湘方

～1，6??平U、V,Pt。体、解砷慷矿。紫施状。分布面积达赦下寒武统黑色页岩轵 均0-4??Pd, Ag、镍铁矿、得饮矿、途平方公盟，原0.1中。含矿层底板为
产 Mo 0.2～铁厂碰 ～1.0米，工业矿上震旦统灯影白云

2.7平均平 体不连续岩或自云质灰岩、
0.5??因矿耍根为板伏黑色页：， 体潮，品位岩
清。虹善潜哨
开采判阳宋

根据《镇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我国硫化镍矿床划分为四个勘濒类型，详见表1一
12-33及表1-12-34。

12.1。11.2 硫化镇矿床物蝶工程间距
现行《镍矿地质撕探规范》规定的勒探工程间距，见表1-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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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3集矿床勤探樊型划分标准表

准善 标 种阁◆
国片 小申大 莘吊雪沼一当”

矿体规视 x沿理斜长（L）<20×<200>100×>600 200～501× 200～400500~1000×400~800

芝 同单河 单 很复杂复 杂

不熄岩迟懒状、跳状矿体形态 似层状、透螺状、简似层状，外形 即 状、囊

规则分核少 单脉状，外型较规见。 状。不规则状桂状，形态不规则，分;
美分枝担有规律 枝无规律

厚度变化系较 稳定 不 物定物 定 很不稳定矿体厚度
数（??100~12O >12050～10<50穆定程度

不均 匀 品位变化系很不均匀均 匀 较 均 勾有用组分分
数（??>10060～10030～60<30布均匀程度

骤1-12-34破化镇矿床勘探类型表

有用组分分矿体厚度 她质构造 矿床窝例种探类型 矿体形态矿体规模
都均匀塑度稳定霉度

简单、较简单 金川倾矿一矿- 简单、较摘单巨大 均匀、较均勾较稳定

较简单 红旋岭缺矿、 较稳定 均匀、不均匀较简单大或中等
较简单均匀至较昏定至筒单塑M 中等 力马何懒矿
至复杂不均勾便不稳定复杂
商单至均匀至不稳定至复杂重 金平饰扩小或中等 较复杂不均匀根不稳定◆ 根复杂

表1-32-35硫化镍矿床勤探工程阀胞表
范困 “言篱和 释刊

C 要B 红勒探类型 勤授工程

形重当沿 走 向般倾 蚪沿定 句
100～15050～g 100～2D0100钻操、凯适
的9～10o80～1940~50- 50～80同上
50～8050～R025～40自 国中 25～50
40～5040～509 网上

12。1.11.3 锦矿床备级猪量比例要求
根据《镍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凡属详细勘探的大，中型矿床，一般B级应占B+C

+D级矿石量的5～10??B+C级应占70??上;小型矿床，一般只探求C+D级储量，
其中C级应占60??上。个别极复杂的小型矿床，虽用较密工程也难以隶得C级储量时，
可仅探求D级储量，实行探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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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分期勘探，在其勘探深度以下的D级储量，不参加各级储量比例的计算。
B级储量一般要分布在首期开采地段。

12.1.12  钴   矿
12.1.12.1  姑矿床类型
我国钴矿床的成因极为复杂，各种成因类型矿床都有产出，如∶销售

（1）岩浆型∶含钴钒钛磁铁矿床、含钴铬铁矿床、含钴硫化铜镍矿床
（2）矽卡岩型∶钴铜矿床、含钴铁矿床、含钴黄铁矿床；
（3）热液型∶含钻铜银矿床、含钻铜矿床；
（4）沉积型；化学沉积钴矿床、钴结核砂矿床；
（5）沉积变质型∶含钻铁铜矿床、含钻银铅多金属矿床；
（8）表生型∶风化残积淋滤钴土矿床、风化淋滤铁 钴 矿床、风 化残 积 钻 土 矿

床。
上述各成因类型矿床中钻多为分散状态伴生或与其它全属共生。根据现有资料，可供

开发和综合利用钻矿床类型，详见表1-12-36。
12.1.12.2  钻矿床勘探工程间距
我国钻矿床尚未制定勘探规范，已勘探的矿床一般参照苏联1955年制定的《钻矿床储

量分类规范》划分的勘探类型和工程间距要求进行勘探。我国部分钻矿床勘探工程间距见
表1-12-37。

12.1.12.3 评价钻矿床勘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单独钴矿床极少见，大多数钴矿共生或伴生于其它金属矿床中，为正确评价矿床中钴

的综合利用价值，应注意如下问题∶
（1）要查明钴元素的赋存状态及其主要依存矿物的分布规律；
（2）对于确化矿物比较富集的部位，以及近矿围岩或夹石中含有硫化矿物时，要确

保应有的矿心采取率（75??上），并对采取的试样进行基本分析；
（3）合理确定回收含钴矿物的最佳选矿方法和工艺流程，并根据钴元素在依存精矿

中的含量，正确计算在开采过程中，所能综合回收的钻元素的实际金属储量；
（4）当伴生钴的地质品位，达不到综合评价工业指标的一般要求，但通过选矿仍能

获得符合工业要求的钴精矿时，所计算的伴生钻的储量不宜列入储量级别，但要说明经选
矿富集能够综合回收钴的金属储量。

12.1.13    蝉  矿

12.1.13.1 锑矿床类型
1.锑矿床工业类型
佛矿床工业类型，见表1-12-38。
2.锑矿床勘探类型
我国尚未制定锑有地质勘探规范，勘探工作大都参考五十年代的苏联规范，苏联缺乏

大型锑矿床，在规范中锑、汞并列。在四个勘探类型中，仅有B型和T型（相当于Ⅱ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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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36蛄 矿 床 主要 樊盟表

含量CD 矿 床矿帮
矿床类过 矿体形态规模色异棕调寄前 矿石矿物及钻物构避

(%)命单实例

晶雾已回丁否呈以层状，通矿体赋存于自 金属矿物，黄铁矿、黄悦矿、磁黄装

荧 收利用中0，15、 铜才癔状，主矿体东云岩或透解石遗 矿、少量解储矿。脉石扩物∶白云石、

～0.26西长纳1210m，闪石当中，钻主 方解符，进解石、遗闪石，颅泥石等，
钢

平均宽度 310r，要呈卖胶网像赋 矿石结构它形——半自形晶粒状，自

中诊 形——半自形品粒状、链斑状、塑核状。存于货数等、碱 平均厚度 45～

再 矿石构冶r块状、监状——同脉状、有6,3m黄铁矿中
平 密状、爱染状。焱带状

已国 大治矿石岩 矿体均赋存于 金属矿物∶磁性称、健保矿、黄快矿、邮查融婷。棋

炸钟收窝用中0.025音 磁黄恢矿、自铁扩、假像幸快矿。搞恢喷状、不规则状、闪长岩类侵入体
童状，走向NW姆型 矿、辩蓝辉纫矿邮，脉石矿物、方解石，勾中下三造统大
W，频向NNE震 白云石、金云母、爆泥有、锈铁郝石.冶灰岩换触构避

参 建解有等SSW，领角30°带上。储主要是

哺 ~90*;夹向长呈樊质同像赋存
360～76Om，厚于黄铁矿黄惧歌年 证 度10～180m

8门已开矿区身不规则扁登 金属矿物∶括土矿、含钻调供扩，妹含矿原岩为白

繁萎接舶投+你出
来 老厂站平约云自，钴主要以 快、量状，其产 钻土矿、发坝矿、赤铜矿、孔做有、费

占气夕“教钢矿肇。脉石署物1石英、站土订曾状一敞上缓U10°帖土矿，次为含
等。矿石储构构造∶是薄膜状、土状、钻褐快矿、钮钴 ～30">，下 

表 粒状、皮壳状、智状及葡膏状等（50°～b"），概土矿的形寄存在

向北西
岗未 上高矿区是以层状，平 金属矿物∶黄铁矿、方诞矿、闪锌矿、碹化矿尿氧化

国收利七宝山平均贡铜矿，库惰矿、磁款快矿、次为针换带帖矿床，钴呈均厚度39.49m，

年筑革 好务些
胆 铁幅变0.079走向NEE、倾向矿、水针铁矿、赤铁矿、水捧怯矿，枚吸附和类质同像

轴矿SW，千角6°～ 怀矿、硬场矿、自铅矿、灸缔矿等。且
尝 两着软态网时存

285° 石等物∶石英、方奶石等。等石结构L在于褐快矿和锰

矿物中 交代残余、阿格状、胶状、针欢一充貌
状、花岗压砷、似角赢状等结构。矿石
构渣∶土状、块状、嫌唐状、同心层

状、皮壳状、晶测状等构难

安定

藏积爽积结土葡些
可开类 矿床金属背物∶硬锰看、禅铁矿、微置络呈不规附状，在钻士矿中∶

平均 采窝用船丁钻隙地形呈波状起 铁矿，铬跌矿、疆嵌矿、孩府石、婚石事。帕量吸附及类质
土矿宁图脉石扩蟾。纲云却、咏泥石、万英等。伏，矿层平均厚同像的状态默存

扩石结钩构造。片秋。葡萄状、嫁状等度L。87迎，倾角于硬猛矿钓和梅
9*～12*铁矿中

尚未电出 太教金同矿物∶帆做略饺矿、饮铁矿、饮层状或似层状。矿体颗存于解

幽阐岩装型有钻约枝镑矿寒
回收 章宗强中一裁走间东霞，长3000 铁尖晶石、模鞘尖晶石、做货纸矿，黄铁长岩中。繁主要

算甲为0.D07～4000m，煤向矿、贯例矿、德贯铁矿、硫估矿——感虽类贯问像财存 ~0.027削，延源600m以 镇钻矿、每估矿、发碹快族矿、砷迫矿于做黄铁矿中。
上，煨角55°～ 等、脉石矿物舞石、斜长石、截摊石，少量财存于黄铁 70°，需体水平 用闪石、澳灰石，绿混石、蛇就石等，矿石矿及钦避恢矿巾 总厚度400～800 绪构∶海蠕除娩、反应边、嬉蚀交代、须
日。 余、那梨等。矿区构造∶层软、澄染状、

块状、就杂状，云雾状·条带状、廉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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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含Ca 矿 米罢一可

矿来美型 矿体形态规模矿床意质特征 矿石矿物及结构构藏
(%)价 值实 树

已回矿石 金川硫单斜层状。走 金属矿的∶紫院惧铁矿、镍黄性矿、矿体赋存于超

崇有型含销的核化制矿脚
化锅银收利用中一般君货快矿、黄铜矿、方货铜矿、黄铁陶延长为1500m集性岩体下都和

制0.024厚度为13～110矿、截价拨矿、络铁矿等，伴生矿物有中部纯懒视 岩
带、解石敢检岩 称的矿、启然暂、碲铂矿、含 铂自洽m，延律650m以

上，微向SW， 金，自然能、铋硫钯矿、缺钯矿、金帕带和二算嫩榄岩

其 倾角70"左右 钯矿，含宪钯的 饼金 矿、启热鱼、恨带内，钻主要以
矿、把金矿、碲佩矿。铬限钯矿、碲语类质问缘赊存于

驴等。脉石扩物，撞槐石、辉石、蛇就集黄恢矿中，其
次是磁黄铁矿、 石等。矿有结构构造∶主要为息点渡染

黄铁矿中 状和海绵晶铁状，局部有触密块状

水平可综制出呈遭镜状、含矿岩层为论 金局矿物。种瞬铜矿，黄调矿、戴换
回

母税安凝剂鉴绿论送
合利用梯暑户中一般脉状。定啊长度质泥岩、怀质泥 矿、白恢矿、含沽黄铁矿、毒砂，食帖

者案响潜宁总100～180m，宽岩、粉砂岩，帖 毒粉，结黄换矿、帖毒砂、恢硫肿情

床～0.1矿、辉砷镍钻矿、辉恬矿等，贴石矿物∶40～60m，平均星类质同悔财存
平均为于谢恢矿、白云 厚3m 左右。走 石英、白 云石、凳馋疗、铁向云石、

1.074问 N 65*W，倾 长石、捐云母，次生矿物有孔雀石，娟石、毒沙矿物
煎，具藤石、揭恢矿等。矿石错构; 固中。钴的单矿啊 角0°～30°
形晶、华育形品、交代、交代殖众、静有钴病快事、钴型 蚀、环带、周边、压辟等型构。矿石构毒秒，辉砷镍情

旷、麻蛄习等 造、倾密块状、网能状、浸聚状、角睡状等

上离司擦矿石星透髋状，似矿体赋存于壶 金属矿物1黄使矿，方铅矿、闪诗

合剩用七室山

守迅老程型锆部铵，味
层 状。倾 问 矿、贪钢前，譬驾饰矿、饮碱神始穿、 特芦平

天石灰者中每和
钻铅碎0.05结高砂，次有辨结矿、毒诊、解铜矿、NNW、领角25*底部，以及泥盆

矿床~a0* 亮饲矿、壁贯快矿，白缺矿、钻举、烫素上续幅矿山姐
估矿零。欧石矿物∶石英，方解石、白石英岩的中上部
云石、殿制石、婿云母、电气石等。及顶部。钴主要
矿石站构∶结晶，填隙、胶状、变代我赋存于钻的单矿
余、文象，阿脉状、反应边等铺构。矿石物及黄铁矿中
构造;浸染状构造，块状构意

表1-12-37我园国部分钴矿康编深工程间距表

令、莓材 司 {m)程 网

。草 D 级B 级等 床 名 称

沿倾料醋谱西沿碾斜沿走向沿领斜沿走肉
10o160 200“岁“号 “名定安居丁钻土载沫
葛2001001005050轿顶山钻锰旷床

20~30 60～8050～6050《阶放高>石碌钻训矿床
（穿脉侧距）

2550 25～50弥勒山炯钻扩床
工业脊量控制工程间距为50×30～50上高铁子岭脑铁矿床
工业储量控制工程阀距为50×26～60上商七室山铭悟锌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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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38佛 矿 床 工 业 类 型 表

矿束工
矿床实例矿医价值矿床地质符征 伴生退份矿石矿别及结构栲造特征矿体形毒、翼模

业类型

Hg、Pb主要矿物为解矿，少矿体 量似层圈署为石灰誉、白云 节净蒿 码

Zn.Au、 模中至大量黄铁矿。矿石呈自形、岩。背斜控解矿床。断要 山、坐湾校、魔豆状、进
亚。嵌酸 Ag等镜状。 半白型晶、粒状、胶状、锁 、本科、薇碎带、层阳破碎带、层

具置贸嫩钻构，换状、角砾状，矿体长意百* 公馆等鲜阳剁高，蛋腺为喀矿空网纳端嵩
工业价值玉干余*，小者 细脉状、同腺状、新 带 矿

绿矿R 数十*，厚 2～ 状、昆点状、设染状构造
∶7m 延神 100～

600al
青险大Hg 矿床规主要旷物为解饰矿，少网岩为火山孤积 鉴默 矿 体量似 原

火山 厂佛矿模中至大状、壹镜状。体 量贡铁 矿、莓 砂、门 然岩，硅化凝灰质精土岩。
[。 看。

避。状、例脉状。祝积岩 Au、Ag、火山作用校翻成矿，断裂 金。矿石端构以自形、举

毫 共重要自形晶为主，构造为块状、矿体 长100~被碎带为容矿空间型锑矿 工业价值同脉状、角碱软，层状、450m不等、厚2
承 崩博菁一4m

沃漂、矿床规产寸，矿体为脉状、 主要矿幽为辉锐矿，次围岩主要 为 板省、页
龙山、板模小窒中W、Ag霉为霉珍、黄铁矿。言石主要阱林状、避镜状。砦、片岩等。分布在古隆

变度 摸、符竹为自形、它形晶、放射状、矿体长 30~ 约’起上及其隆起边级回陷沉

溪等梯矿具戴要85bm 不等、师 残余锤皱、压碎划构。具着型韩制盆增。矿体多为含烯在
工业价微0,8～0,8m 坎状、爱染状，脉状。角英休，主要潜 啊空 破碎

矿
每状、条督状构造带、层闻裂财带、片理毋

充填阅逮

独山单矿宋观微矿体为激状。 主要矿物为解锈矿，倘国岩为砂恶。但斜教制
坡等矿模小至中见整铁矿。尊噬一 一般长敷十采至矿床。矿体 沿 断裂、裂

现，个别矿石具或赔 状、角 砾盘百米，爆 2m隙、片理充填酚成型梯矿 大型，具左在 状、卿脑状、脉状等构造

麻 最要工此
亭单

Ⅳ类）的划分条件及工程间距，如表1-12-39所示。

泰1-12-39苏联族范编却类型及工程伺诞豪

勘 探 工 程 阿距<m）
特 径勒 微美型 床

C 锻B 最

（1察脉。30～80（2）熔脉，15～36
（2）准脉不超过两个生产中段<1）层状矿床∶含矿画积系数>06

（2）帖孔与铅肽∶B型（留类） （3）帖孔.40～80
（2）巨大矿脉，含矿面歌累数>0.3 49～80 <4黏孔与沿意∶80～120

（1>事脉∶15～30（1>）层状矿体及巨大矿脉，含矿圆制系数<0.6
《2）钻孔与沿脉∶40～80（2）层状矿体被密集新层切制剧烈

r型（W）宽<3）短的矿脉
（A ））矿厢及其它不规赌的不大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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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3.2  锑矿床勘探工程问距
我国锑矿资源丰富，储量、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但经过正规勘探，按程序建设的矿山

不多，因此积累的勘探资料少。现将我国部分锑矿床勘探工程间距列于表1-12-40。

我国都分排矿床的探工程间更表 衰1-12-40

勘探工装问题（m）
有 体 形 新勒探类型百家名养

B     级 C    靛

地质最探坑街配合地质量探∶坑帮配合30*15~30矿体为似层状、扁豆状、警矿山 30~60=30~60生产物探城钻配合透信状、囊状. 生产物探；坑钻配合** 12:5~37.5-12*5~37.5 50~75*60
地质勘探∶钻探50-100沃翼 矿体为脉状= 生产物探·坑钻配合50-25铁矿

地质谢券∶钻裸100-80矿体为似层状、脉状、进 地质勘探∶坑探50-25~50坐闻 - 镜状、趣状 ~B0情节

地质粉棵坑钻配合矿体为脉状龙山 坑r40~80-40■
鲜* 站50-60

**院 祁脉探矿中段高40矿体为薄脉状I-V销等

72.1.13.3  评价梯矿床勘探赛度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锑矿床地质勘探资料分析，在勘探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上下矿体的关系；注意矿

床综合勘探、综合评价；注意原生矿、混合矿、氧化矿的研究和划分；注意老采区和废石
堆的重新评价，以保证勘探程度满足工业设计需要。

12.1.14  录   矿

12.1.14.1  汞矿床类型
1.汞矿床工业类型
根据我国汞矿工业利用特点，我国汞矿床工业类型按矿石主要组分划分为单一汞矿床

和多金属汞矿床两类。单一汞矿床是我国汞生产的主要来源，多金属汞矿床中的汞钿钼亚
类已为工业利用。其工业类型划分，见表1-12-41。

2.汞矿床勘探类型
现行《汞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汞矿床划分为四个勘探类型，见表1-12-42。
汞矿床勘探类型划分的各项标准，见表1-12-43至表1-12-47。
12.1.14.2  汞矿床勘探工程间距
根据现行《汞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汞矿各勘探类型的勘探工程间距，见表1-12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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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1-12-47我国主要录矿床工业类盈分类表，
矿宋实例矿物组合矿体形态规模含育着系工业类型 主要伞膜 主要控矿为遭及层位

兴善拟屋状、层费 辰沙、黑 m受牌皱构造控制，沿槽装轴部

帮 砂、解梯矿、冈锌党。槲喜芦谱或近制的翼部都分;矿体主要产 万

单 山等汞主，时见脖状、在层闻断裂或层内梅造裂隙中。 矿、自然歌、雌韩 主要金属
碳雕社料 不规则状等小矿 黄、蝶黄、白云矿体产状可敢层产状一致碱感事 普

亚 为Hg，有 林。矿体一般石、方解石、石一数。产出屈位主要是测武累和

类 英等时伴生 Sa、 大、中型，得见典陶系具有遗挡层和签矿层的有

咳 小型矿体润岩性组合中
As 等可供

新犁
展砂、自然罩愉状、脉矿体沿断孩分布，月限在断彩 宓录综合利用的

承、解惮矿、四状、扁豆状、囊 四相厂带中及其两侧次细或燕生构造中
非金展视份 碳雕业岩 状、不揽烟状。 停矿、革窝、白

”曳棋 等汞矿常集，矿体受区城性的含矿层控
矿体舰模一般中云石、方解石。制。主要产出层位有奥陶系和穿

肖 教以下武系 石英等

遗憧状。脸豆 展砂、禽黑、 白装矿体受向斜构造和层问断裂的以Hg 为

联 罪 婴乡 戴帽黑、钙钠云状、裳软。矿体 洞录矿控制。产出层位寒武系（合7t）
业，其次U， 母、鲜组矿、孵一般小至中型

童 Mo 铀矿、有执发含

碳酸盐岩 铀，有机质含恨

围类” 白云石、方盖

石、石英、置量” 石等

一县惕圈麦
股秘、辉舞扁豆状、脉 公留胃斜翼部和断裂控矿。产于泥以Hg为， 郸岁已？ 霉、自云石、方录舞扩桢。囊状，不规

碱酸盐料半，其次 则状。矿一般娜石、石奖、有

再 膏、重晶石等中型以下Sb

裹3~12-42观 矿床梯操类型 表

 床 实 创动 跟类型 矿 床 地 殷 特 征

水油厂矿床449号背体、老木售矿体规棵巨大，形态筒单，矿化连续，内都结构前单，； 置矿床矿床烧锁巨型
岩虚坪矿床、沙幕湾一图 龙含矿体规属大，形态较复杂。矿化基本连续，内藤馆构- 课矿床较复杂，矿床规模自、大一中理
宏发厂省床、交章、赔鹏、含矿体规懒中塑，形老复杂矿化不连续，内邮站构复杂，1 公靠等矿束矿床斑模巨、大一中费
五兰、冷风器、肖家坤等矿脒含矿伴筑模小，形态复杂，矿化不连续翌敏不违族、内y 郎结构极复杂，矿宋规惧大、中一小型

出。售矿许系摧受阔一地质康件控制的，矿体较密驱的、有工业价值的炮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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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43含矿 体 舰 镇 表

食 矿 体 规 模 面积 （m2>想 纳（m）长 触（m）

>100巨 型 >200 >20000
200~100大 1000-600型 200t00～60
100~40型 600～200中 6000～8000
<40小型 众雪名<20

捷1-12-44含矿体形态复杂程度表

特 霍及产形状混杂程度 善
调 政 似层状、产状变化小级变化规推明是

胶复 杂 似层状、层带状、自豆状、遭髓状，产秩堑化较小
复 杂 偏豆状、造德状、脉状、条带状等，产积变化较大

极 夏 杂 柱状、不规则逻馄状、户豆状、楔状等

注11.产状变化小威较小。聚控于单一的渡状根皱（或断裂），含矿体产状与控矿构选一致。
2.产状变化较大，受控于产状复杂的稠皱（或断裂）食矿体产状与控矿构造基本一致。
S.产状变化大。控着构造复杂，含矿体声状多变。

骤1~12-45矿化连 续性 表

备系 数含 杂连 续 程，度

续 ≥0.7连 矿化连续性旅含誉寒数
<0.7~≥0.5套 本 连 续

不 连 续 <0.5~≥0.3
<0.3极 不 连 续

表1-12-46含矿体内部地构复杂程度囊

施 构兼复余程度 喜
简 章" 矿体产状与含矿体一致，矿化富果规掉明显

矿体产状与含矿体不一敦，矿化寓集规律明显较 筒 单
矿体产状与含矿体不一致，矿化育集规律不太明显复 杂
矿体产状多变。矿化窗焦规律不明益极复 杂

表1-12-47矿 床 规 镇 表
肿备？ 规 核 熟糊床矿

≥500 矿限惩模按乐金制总储量型崎’
翩大 <500~≥200

尊 <2000~≥500香

些 < 500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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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48柔矿东缴探工程偏题表

“甘”距阀勘 探 工程

D 级C 级物梨类型
线上工 瘦 距勘 探 纹 距 线 上 工程 距湖 蒸 线 距

自740 240120？” 40～20 80～40240～120120～60

直 4b～20 党了120～8060一30
T 40~2020-620~1060~-30

汞矿多呈带状分布，当含矿体长、短轴之比为5 ∶1～10∶1时，宜用勘探线法布置
工程，勘探线的方向应睡直于含矿体长抽。勘探手段采用钻探和坑探。矿床为Ⅰ、I勘探
类型时，以钻探为主探求C+D级，1类型用坑道检查验证，墨类型适当配合坑道探矿。Ⅱ、

W类型以钻探配合坑道探求C+D级;探求C级时，夏类型配合一定数量的坑道，Ⅳ类型以
坑道配合坑内钻探。

12。1、34.3 含汞矿体各级髓量比例要求
在汞矿床地质勒探阶段不要求探求B级储量。探求C级储景的比例，要根据 矿 床规模

及矿山可能的建设规模确定。
巨型及中型规模的矿床，探求C级储量比例为总储量的30～50??一般不小于20??

含矿体附近的卫星矿，所获远景储量，同样列入矿床总储量，远离含矿体者不列入。对多
个小型矿床集中的矿田，衡量探求C级的益储量按矿田计算。独立存在的小型矿床或投产
矿床的延伸部分，不要求探求C级储量。

12.1.14，4 评价汞矿床韵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1）由于汞矿床开采对象是矿体而不是含矿体，因此汞矿的勘探对象必须是矿体。

只有在矿体规模很小，在含矿带中的分布无明显规律，而勒探工程加密到一定限度仍不能
控制矿体时，才圈定含矿体并以此为勘探对象。

（2>汞矿床开采实践证明，勘探时提交的含矿体C级储量，只是一个在含矿体范围
内的储量统计数值，不仅可航强不高，而且无从反映工业矿体的个数、规模、形 态、产
状、空间位置及其变化等情况，因此不具备C级储量应有的条件，一般也不能作为矿山设
计的依据。

（3>为适应汞矿体的地质特征，在汞矿勘探时应以坑道对有代表性的含矿体中的工
业矿体透行验证性揭露和控制。

12.1.15 铝 矿

12.1，15.1 帽矿类费
1.铝矿床成因类型
根据现行《铝土矿地质勘探规范》的划分原则，我国铝土矿床成因类型分为沉积型、

堆割型和红土型，其特征见表Ⅰ-12-49。
2。铝土矿床粉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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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行《铝土矿地质勘探规范》的划分原则，沉积型铝土矿床勘探类型见表1-12-50。

表1~12-50始 土 矿 偏景粪 型 表

征着
韵保类型

规 顿 造构 矿 床 实 例内部 罐构限 度形 态” 克像而 单 简 单大 简单～较简注稳定～不稳定

中~大 商单～较简印稳定～不秘定桩简单 贾沟、王村同部～较商单I

置 置单～复杂简单～规杂复 杂小～啤 老常擅不稳定～餐不稳泡” 简单复杂 张签脱z号矿体假复杂 复杂～很复杂小 极不稳定

由于堆积型和红土型铝土矿床开采少，实例不多，其勘探类型划分可参考广西某堆积
矿床实例。

该矿床的矿体平均长1376m、宽296m、厚4.42m，傍量大于100万t，品位较富，变化
系数为38.13???矿率平均892kg/m*，变化系数为43。15???度变化系数为81.35??
斯探时，按I一Ⅱ勘探类型，以50m工程间距求B级、100×50～100m求C级、200×100～
2抑0m求D级。其中有一矿体长I690m、平均宽178m、厚3.34m、变化系数86??含矿率
1014kg/m°、变化系数30.0??品位较高、变化泵数60??矿体形态不规则、规模小。经
工程间距验证后定为Ⅳ类型，以50m工程间距隶C级储量。

12.1.15.2 铝土矿来勘探工驱阁距

铝土矿床勘探手段以钻探为主，地表露头及浅部可用糟井操。其勒探工程间距见表1
-12-51。

表1-12-51绝土矿床编探工程间蹈表
命甲勒探 (m)程工

B C 级勘探类型
沿走向册倾蚪沿促 向 沿俱斜“ 20020100 190- 140 “畜占“台 e” 10o 10050
35~50g 35一50

12.1.15.3 铝土矿床各级髓量比例要求
一般大、中型铝土矿床，B级储量占10～20??B+C级占70～80??漏斗矿很发育的

大、中型铝土矿矿床，B级储量比例可适当减少。小型矿床一般只求C+ D级，其中C级不少
于40～60??当矿体形态复杂，难以勘探而开采条件好的小型矿床可少求或不求C级储量。

12.7.18 金矿

12。1.18，1 金矿床类型
1.岩金矿床工业类型
根据现行《岩金矿地质勘探规范》的岩金矿床分类资料，综合整理为七个类型，详见

表1·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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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52岩 金 矿 床 工 业 类 型 寝

矿矿床工 可 体 形发歌 矿化将征及 有R 男
近矿国岩产出世置 独变作用矿物共生组合

作用 态产状业类裂 伴生根分 例提 实填
，- ， 身？e“ 。 10。

来应金常分段基醉状、地台边 各类变 型小（1）金一黄铁矿旋政 硅化、

缘、古险 当。响窗艇，矿化复肺、网膝质岩，主 自括鱼、黄性矿、 型大检朴

特大型起边缘、 很不均匀。 厂峪、要为变溃售 霉纱、就炯矿、石带产出。沿 化，题云

小舞盘、类、组云郎、方解岗陷区或 主要为窗砂岩，板 走向及频向。 境老苄；写

张的、乔降带 石。岩、千枚 泥石化。矿、伴生碱、其分核、莨变
试 课冀，书岩、片岩、 高龄土砷，帽、船、（2>氯一多金朋建迢合膨胀、侧

古糖、端 角闪斜长 化、碳酸曰然金、黄铁矿、 评、悔、馨斑、再班霉

挑花等参 盐化片麻岩、 效解矿、方怡矿、现象。以硅

卖 斜长角闪 企矿闪锌矿、石荚、销例解为主。

岩、变粮 云母、方解石，需体是脉状、

岩等 单害诈，固 （3）金一砷建造

豆状、煮状 自然金、毒砂、
产于脉体中碰货铁矿、挥钼矿、

电气石、萤石、辨

质 灰石，石葵、钾长验
石。

脉 （4）金一钨铺建造

塑 自越金、白钨矿、
够矿、贯饮矿、

石英、胡云母

东风地合意 蒿库五 矿伸常与 中 型敏密破快矿、磁 碰化、金分布很
山金矿石类、含起边缘地 铁矿层伴生 大 型不均匀，一 黄铁 矿货铁育、毒砂、黄

叶 陷带 转大型钨质沉积 产出、多产 般品位较作、恢矿，辉估矿，红 化、闪石。巷 睿、登质 常伴生的、砷佛矿，月热金、乎烘矿层下 化、燥泥

泥质板岩 密人熟。密铁闪石、透辉石，部成底板， 不化，娟

类
命棒

云母化、其产状基本拓槽石、簿亮石，响 常长石化石英等与地层一数

的 或稍存交伯。

尚 矿体呈层瓶 状，似屋状、
避镜状、麝
豆状

模尊盐越品中的石英对纬石蝶肖路塑
曲肖小 型温硅化、理状灰 金的分布碰化烛变带、地槽基 自然金、琦黄、

底潘解边 山、金黄 按丁岩、白云 很不均匀， 大角源岩带， 货恢矿、解梯矿、 白
厂、事化、碳酸绩拗陷区 岩、合碳当 常悼生碎、受处层不同 族黄、骞砂、方帮

家沟、盐化层固、层商质板着、减准地白 矿、四锌矿、石拢、 汞、樊、确，

叫澄等区录酸盐大理岩 重隔石、为解石、构造，岩层 姐、部，嵌

备 金矿自云石等分布地区 裂数构造控

制。产状多

变，矿体影
醋 似层、悉镜

状、瘤豆状、
网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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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成意 深矿保工 床矿 体形 矿化特摆及

蚀变作用产出位置 矿物共生组合近矿国器
态 产 牧作用业类型 停生组分 实 皆模规

才5‘e ”回， 10身ev 6

金主要赋 大 型地台边 沿裂隙屋状、富 自盆业、黄铁变质碱
特大型缘或古陆 有朗云母存在砾者的管 错、砂丽矿体常虽祭 矿、赏铜前，虽质热 化、绿泥岩、石英 胶结物中。躯矿、濒背的矿、轴疗隆足拗隘”釜 岩 石化、黄区内 金胆分分布铬铁矿、银椒矿、产状陡视橡 长矿化辩至中等 较烤匀，晶

亭， 储英石、独腾石、

酬 位中等。伴成 瓶橱石、缘滤石、
生超分主要石葵，削云母
有帕、旺

摘家、中型至黄散矿分布于 金分都均矿体赋存表岗岩 幅金矿、贫饮

三山岛、特大型化、硅化、英、花岗 勾至很不均于构造断裂 第、方船矿、冈锌台凸或隆潜 物第谓 云 母匀，赋存于超巨大斯 带内，强脉 矿、货帽矿、差饮闪 长 岩
易杜鼎化、钾化、藏化物中，矿，石英、绢云母，状、似板状、裂一侧次 要、篇合

浆 帮钩孢 酸 盐芽宁

品位中等。花 岗 岩 长石，方解石、兼膳寓炉，噬级断受带
证 伴生超分有 化、绿泥樊、混合 混石、重晶石等态筒单，靓

会

矿学
者类 石化、意药。部。高

响蔓着挫
棋大。矿体

晶百化受断裂带煌

被 制。产状中
等至院顿斜

房螨，的小黄铁矿金主要献分布于 矿体受断花岗暑 以赞饮矿为主;
攀 复 山化、硅化。 中型存 予黄铁樊、花岗台凸破隆 其次有黄佩矿、方裂、裂睛控

丝织张煤史虹领只进到
淘、望矿，黄调矿、而冈 蜡矿、闪锌矿、私 、朝云母制，与函岩闪长 岩
儿山峰化、绿泥方铅矿、黄铁矿、银金矿、!界规清笼。类。混合
金矿。 石化、硫锌矿等赢化自然金、石葵、捐矿体形态复花陶岩类

顾盐化等物中，呈包云母、长石、方解杂、呈脉状、
石等 体金、裂隙遗髓状、脆

金形式产状，扁豆状。

熟 出。具有分枝、
金分布很复合、影联

旅 不均匀，品现象
位一般中
等、个则较.- (◆

汐 金瓜青暑岩金分布很 型中新生 矿牌赋存 自然业，概金矿、火出熔
出。谨不均匀，品

×日现长×三驱目
化、硅4 保e.于火山岩及 森金矿、针确矿、代损皱带岩、喷发

入 提沟、大·型位熬至中其断驳中。火山盆德岩及其相 自然银，黄铁矿、
团 结等。伴生组解梯矿、方铅矿、 ，，

培纬 应的沉积 显欧状、澄
由 陶、部分有银、磷、 广化闪锌矿，黄洞矿、碎题岩、 愧状、浸鼎

雨沟、混石化，焖，铅，锌、隐佐、中 状，形炎复 榆黄、耀黄，玉盖、

熟 义光弈居 电 气 石杂，产状具 状石英、方舞石、性、少氮
等金旷化、碳酸为碱性方向性， 自云石、明矾右、一

龄荷勒档 浅、超浅传常滴国 蛋白石、重晶石寄
或小侵入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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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岩金矿床勘探类型
现行《岩金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金矿床勘探类型划分是根据金矿体的规模、形态

复杂程度、厚度稳定程度、有用组分分布均匀程度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参考激据，见表1

"12-53至表1-12-56。

?
费1~12-53金 矿 体 舰镇 到 分 我

断规 (m) 死 深 或 宽 度 （m）度*
>10很 大 >100

大 50~1000500～]000

200~500 色！图名中 签
小 50~20050~20

<50<50备 小

寝1-12-54金 矿 体 复 杂 粳 度 划 分 表

章 缘性复杂程度 矿体矿 体 形 告

迹 缘筒单 层状、板状、规则的巨大遵镜体

矿体违域，或断层、脉岩对扩体慕本无破坏较阅单 似层状、似按状。大遵横体
基*逢辖，或有断且、脑岩懒动矿体”端 不观则的大握镜体、大脉
矿体有间解、或断层、默岩愉动矿体校多不规则的避魄体、然状，矿柱，矿蠹很复杂
矿体不连法，或断且、脉岩管动矿体甚多母复杂 不规期小溅髓体、小雎、小矿柱、小矿囊

矿体有 用 烟 份 分布均 匀程虞裳余矿体原度幽定疆虚表
囊 1~2-56表1~12-55

品 位 变 化 系 敷 <??均 匀 程 泼碑 定 程 反 岸 度 变 化 累 数（??

钩 匆 < 3D营” <40

较均 匀 50~10030~80驻 推 定
不均 匀 100~16080~1330不 穗 定

150~220很不均驾130～180很不稳定
>220极不均匀>180极不稳定

按照上述因素、结合矿床特征，我脑岩金矿床划分为以下四个勘探类型; 
第 Ⅰ勘探类型;矿床规模大到很大，形态较简单到复杂，为似层状、似板状、大透镜

体。厚度较稳定到不稳定。主要有用组分分布较均匀到很不均匀。断层和脉岩对矿体无破
坏。如焦家金矿I号矿体等。

第Ⅱ勘探类型，矿体规模中到大型，形态为简单到复杂的脉状、透镜体。厚度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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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不稳定。主要有用组分分布不均匀到很不均匀。断层、脉岩对矿体破坏不大。如银坑

山金矿Ⅳ 矿带、金厂峪金矿Ⅰ～5号脉体群、金橱岔金矿9号脉等。

第Ⅳ勘探类型∶矿体规模小到中等，形态为复杂到很复杂的不规 则脉 状、矿 柱、矿
囊、小透镜体。厚度很不稳定到极不稳定，主要组分分布很不均匀到极不均匀。断层、服

岩对矿体破坏较多。如九曲金矿4号脉、全厂峪金矿Ⅱ一2号脉体群等。

第Y勘探类型∶矿体规模很小到小、形态为很复杂到极复杂的小矿脉、小矿柱、小矿

囊、不规则的小透镜体。厚度很不稳定到极不稳定。主要组分分布很不均匀到极不均匀。
断层、脉岩对矿体破坏甚多。如古袍金矿志隆 1号脉等。

12。1。76.2 岩金矿床勘探工程间距

根据《岩金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岩金矿床勘探工程闻距见表1-12-57。

表1-72-67卷 金矿 床 物 器工 稷 闷 距 表
“皂厘程同勒 操工 半

C 级B 级
融振类型 错 探钻 都 尊退翰葛

穿 脉 定向×倾料段高（个）·定陶×领斜噪荐段菁（个）
80～100x80~100” 40~66个日了了一闺（一） 30～A0 40~50×40～50

40~60×40-5030～40<一）~（二）”
小！” 30～40x30～4020-30俺" 以第i 釉据类型工理同距勘探，供锋采结仓用

注∶1，表中坑道段高（一）<二）（三>分别相当下】、2、3个生产阶段高度。当矿体院频时，一般生产阶段高
20~40m龈倾时，一般生产阶段为将牙料40～80m。

2。帖探闻距一表推设倾斜的实际距高。

3.当矿摔在走向上或频斜上的型化程度不阅时，工程间距作等矿体变化相应的调蟹。
4。第1勒探类型探求B级础管的钻探工程树距，是配合冰道使用的观距。
5.莽求D致储量的工程阈距，可在C级工租阿距的基确上放稀一伟。

由于岩金矿体的形态、厚度和品位变化都比较复杂，因此在地质勘探中应尽量采用坑
探手段，一般做法是;

第I勘探类型;应用坑道求B级储量;探求C级储量一般以钻探为主，以 坑道作为检
验手段。

第Ⅱ勘探类型∶C级储量一般以钻探与坑道结合探求。
第Ⅳ勘探类型，探求C级储量一般以坑道为主。稳定的矿床，毗邻坑道的一排钻孔可

求得C级储量。 :
12，1，18.3 岩金矿床各级髓量比例票求
~般情况下，岩金矿床各级储量比例应达到以下要求∶
特大型或大型金矿床，属于第Ⅱ勘探类型者，可在C级储量基础上加密勘探，探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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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B级储量。B+C级储量应占勘探范围内B＋C+D级储量的60??右。
中型金矿床，C级储量占墩探范围内C＋D级储量的50??右。
小型金矿床，C级锈量占撕换范围内C+D级储量的 0～30??当矿体比较横定且规

模大时，其C级储量比例还可比30??高一些。

对极复杂矿床，用第Ⅳ勘探类型工程间距进行勘探，仍求不到C级储量时，可提交D
级储量供工业部门作探采结合用。

勘探深度（一般为300～400m）以下的D级储量，不参加储量比例计算。

12.1.17 喂 矿

12.1.17.1螺矿床工业类型

世界上有70～80??白恨是铅、锌、销、钼和金等矿床的副产品，以单独开采白银为
主的矿床只是极少数。因此爆矿床工业类型很难划分。大体上将其分为伴生银矿床和单独
银矿床两个工业类型。

1。伴生银矿床
目前已知的与铅锌期矿伴生的银矿床，主要为热液充填交代型的铅锌矿、层控矿床、

块状硫化物矿床、砂页岩啊矿床和斑岩型钥矿床。其中以热液充填交代型铅锌矿为主，银
与铅的关系密切，其矿石含银品位较高、矿床销量规模较大。据初步统计，我国银伴生在
铅锌矿床中的占57。4??在铜矿床中占34.9??在石英脉状矿床中的占1.7??其它占6??
另据156个含银的矿床统计，品位较高者占矿床个数的10??品位中等者占30??品位较
低者占60??虽然高品位银矿床为数较少，但其储量所占比例较大，面有的矿床可以根为
主进行开采。

2.单教银矿床
世界上已知以银为主的矿床，多是与中-新生代火山岩、次火山岩有关的浅成热液 矿

床。此外，一些中深热液型的铅-锌-钢一银矿床和钴-铀-银矿床。曾作为 以银 为主的矿床
开采过。近年来，由于加强了对限矿的找矿拗探工作，我国已不断发现以根为主的矿床和
单独银矿床，如海相沉积变质的含银菱铁矿床、沉积变质金银矿床、银锐矿床、多金属和
热液充填交代矿床等，其臻量较大、品位较高，有的已着手开发利用。

12.1.17.2倾矿床湖舞要求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银矿地质勒探规范，且多数银矿与其它 金 属 矿 床 伴 生，因 此

一般以勘探其它金属矿床为主，同时加强矿石质量及回收银的研究，计.算 伴 生 银 的 位
量。

对单独银矿床。其拗探要求大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以银为主，伴生铅锌的银矿床
其勘操类型划分、勤探手段选择和勘探工程间距的确定，大致参照同等复杂程度的铅

锌矿床。例如破山银矿，勘探时定为铅锌矿第Ⅱ撇探类型，以结探为主要手段，探京C级
储量的工程间距为100×50m，由于矿石氧化对银的选矿效果有较大影响，因此 亦按铅锌
矿床标准。将矿石划分为原生矿、混合矿和氧化矿等类型。

2。以金为主的金银共生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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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矿床的矿化特征和勘探工作特点与岩金矿床接近，因此勘探要求亦参照岩金矿地
质勘探规范。如银洞沟银矿即大致相当岩金矿第Ⅱ勤探类型，采用以钻探为主、坑钻结合

的勘探手段昏，以50×50m的勘探工程间距探求C级储量。

12.1.18铂族 金 属 矿

12.1.18.1 铂族全属矿床类型
自三十年代以来，铂族金属矿床（以下简称铂矿床）类型变化不大，在储量和产量方

面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基性~超基性岩硫化铜-镍型铂矿床、铬铁矿型铂矿床和以 铬 铁 矿
型铂矿床（主要的）及含铂基性-超基性岩体、含铂的老沉积岩层 为 原 生 源 的 砂 铂 矿
床。除上述三种主要类型外，在其它矿种的某些矿床中也常伴生有铂族元素可供 综 合 利
油。

1，硫化铜-镶型铂矿床
目前世界上约90??上的铂族金属储量和产量来自硫化铜-镍型铂矿床。世 界上大型

寡化铜-镍型第矿床均产于地合区、地盾区或二者的边缘地带，铂族元素与惕-锐磷化物一
起赋存于基性-超基性岩体中的苏长岩相、辉石岩湘、微横岩相、辉长岩相及辉长-辉绿岩
相、透辉岩相的一定范围内。铂族元聚是朝-镍硫化矿石中的主要伴生有益元素，井与硫
化物密切共生，尤其与钢的依附关系密切。在所有的各种矿石中铂矿化都不均匀，以漫染
状为主，也有细脉浸染状和缴密块状的。第族矿物主要呈碎、硫、碲、锑、铋等的化合物
产出，也有少量的是以自然合金或类质同象产于硫化物中。一般矿石中铂、钯含量较高，
而铑，钉、依、饿含量低。

2.馅铁矿型铂矿床
骼铁矿型铂矿床的经济价值远低于硫化锡-镍型铂矿床，铬铁矿型销矿床多 产 子地壳

活动带内的基性-超基性岩体（带）内。大部份是在岩浆早期分异作用时 形病 的。亲硫的
钼族元素一般富集在超基性的纯微榄岩或铬铁矿中。

3.砂铂矿束
砂铂矿床是人类最早开发利用的铂矿床类型。由于大型原生铂矿床的发 现 和 开 采，

而使砂铂矿床退居次要地位。砂铂矿床有冲积型、滨海型、残积型及坡积型、岩化型等，
其中以冲积型砂铂矿床工业价值最大。含铂族金属的砂矿床成因间分布广泛的砂金矿床成
因类型相似，并且有些围家还从开采砂金矿中回收部份铂族元素。

4.其它类型铂矿床
除上述三类主要铂矿床外，在其它矿种的许多矿床中也或多或少伴生有铂族元素。如

矽卡岩型矿床和热液型矿床中铂族元素的综合利用价值正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并认为这两
种类型矿床对寻找新的铂矿床类型、开辟铂族金属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主要铂矿床类型实例，见表1-12-58。
12.1.18.2 常族金属矿床撇探要求
目前我国尚未钢订铂族金属矿床地质勘探规范。实际上，铂族元素主 要 是 作为硫化

栩-锦矿床、铬铁矿床及其它有关矿床的伴生组分而存在，以铂族元素为主的飘生 铂矿床
甚为少见。

华北某超基性岩型铂矿床，矿石中的金属组分以铂、钯为主，勘探手段 采 用 地表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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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旗 金

矿 床 辽 质 特 征 侧 介床 类 型

6
海网期含怕的超基性岩体呈射城状侵位于某地块南谦隆起帮之业侧候旦系混合真化制一镍型邻矿床（矿床成因

老，片麻发及大理誉地层中，岩体由中淘向两截大藏分为含牌微模料、解长含舞类型可分为岩紫熔高型，深都熔离
前揽岩，二辉嫩榄岩、斜长二舞微散岩、粮憧筛石岩、舞石誉、蛇效迷贝紧泥片*上侵型、交代型及热很型）

岩（边缘相），各着相均以二瓣檬换岩为主并且均含矿。其中以崖畅重深都的穗
化物含解微模投相食矿性最好，较大的帕把富集体分别位于诞镍富扩作的上部和
中能部，并骼辑相阅浸触，之软弱曾分布，矿石骏孩碎

膏圆病含销的恢质超基性岩体将一深断现帮之高侧一粗凰行排列的裂隙是岩地单帕盟铂矿床（矿球成因类提可
软侵位于前震旦系麦质岩中。岩体中钣膨大，两端步增，岩体的岩相分异明属，分为晚期岩疏分异型及热孩型）
曲中部向外椒次为由镁质偏高的避解石卷，阳起透弄石岩，癫云阳超进算石岩房
遐成，称为途孵石粉相，两侧力铁质盖畜的角闪石脊相，帕矿体产守透舞石岩程
中，矿祥具分祛、交支、铜节、复合等变化势征

含偏的超怎性杂岩慢位于箭震盟能古老变质岩减中《混合岩化的片麝着和批食怡恢矿型怕矿来（矿职减因契费 发>，其梁触界费与变顺数的层理一取。ü体的分布形状有如肉北突出的弯月形，可分为岩媒早期及岩戴户霜阿种类 各岩相显带状展帝，缩懒揽当相位子岩体轴心强位，供解辉振岩相和遗瓣解微岩型） 相分住等橡缠省相而侧及岩体的酒要。主要籍挽矿化帽位手投棒能大向北爽岗
的想粒饨幢据为中，锦族元素即赋存 沪骼快矿化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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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类型实例 表1~12-58

矿体形态及规模  矿  床  名   称铂族无素官置（g/t）主要矿石矿物

04 ?

西北某销售有床1号铂NAN（1）能砖记矿、快碲带合弗斯林坚进黄状、似层
P: 2.43钯矿、含钯硝售银矿、含状。在二矿区围定出塑料个帕窝
Pd 0.43铜碲快递矿。角牌，其中1号及2号侬常泉

（2）协笼矿、整眼侧 2号*寓集体体较大。
Pt 2.01矿、含帕德自然会。1号铂富舞体
Pd 0.6B（3）德金矿、含铂钯走向长约500m
此外，*石中均含有限矿、合铑燃的铂金矿、儒超深约400m

量的Jr，Op.Ru，Rh把钓索。最 原 度47m
（4）含钯碑金铂矿、锑2号铂寓集林

把钓索、佛钩泥带定向长约300m
起课均150m
邝 控2~8m

华北某帕**Pt+Pd>1砜怕矿、硫把矿、碱锂怡旷终呈枝状、影状及遗糖
Pt:Rea711铂y、铜机矿、砷铂矿、状等复杂的形态，矿体规模不

碑悦言、红石膏（PtCuAg）、海，其中1，2号矿体较大，
广林广（Pd）As）、丰集矿1号*体
【Pdr（As，Sb），粗炼矿、地表出露长的4I0m
制拍矿、钢筋依矿平均厚度约20～30m

至保约100~200m
2号矿体
老向长均60m
厚度钓5m
延 深 约40m

2 华北某咨询有床银椒拿、大方做饿矿、矿体呈膝状、进镜状产出， Or帕铁带扩、粗铂矿、硫酸一般规模不大，6号矿体为主 0.00/t2.镶矿、碎砂帐笔、蒸味灯要矿体。老岗长大于100m，最
Ru镜*，钟拍前大斜深190m、一般厚度1～3m
Pd、Rh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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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深部坑探与钻探相结合的手段，其勘探工程间距见表1-12-59。

表1~12-59华北某铂矿床粉骤工程同距表

“自心勘 深 距程 P梁 工

矿段号 D勘探手段 级C微

君 走向彩离常 沿 概 解沿 走 向
25探重. 50矿 坑 40

段 50钻：印 矽’
孝、季 25二v 30~40嵩 50~60坑

念 50储 辣 色’

实际上，华北某铂矿的矿体形态变化及产状变化均很复杂，应属于极 复杂 的勘探类
型。通过对矿床地质勘探程度的分析、研究，采用表1-12-59中的勘探工程间距 是 控 制
不住矿体的，对于查明矿石类型、质量而育，勘探工程间距过稀。总之，由于第族金属矿
床成矿地质条件复杂，伸族元素在矿床中含量低而分散，决定了其矿体产出特征及矿石类
型复杂，因此采用多种勘探手段和较密的拗探工程间距是必要的。

72。1.19 稀 有 金 属 矿

12.1，19.3 稀有金属矿床类型
1。稀有金属矿床成因类型
我国稀有金属矿床成因类型及其主要特征见表1-12-60、表1-12-61。
2。稀有金属矿床勘探类型
1 >稀有金属内生及风化壳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现行《稀有金属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其类型划分于下，
第Ⅰ类型∶矿体规模巨大、形态简单，呈层状、似层状、板状，巨大透镜状与脉状，

矿化均匀至较均匀。
第Ⅱ类型∶矿体规模中至大、个别巨大，形态简单至较简单，呈似层状、脉状与透镜

状，矿化较均匀。
第Ⅱ类型∶矿体规摸中等，个别较大，形态较简单至复杂，呈似 层状、脉 状及透镜

状、矿化较均匀。
第Ⅳ类型∶矿体规模小至中等，形态复杂至很复杂，呈透镜状、脉状、网状、巢状及

其它不规则状，矿化较均匀至不均匀。
2）稀有金属矿床勘探类型奶分标准
（1）规模（长×宽或延深）
巨大∶>800m × 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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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12-60我国稀有金属矿侏主要成因尚型表

实型类 当奏 型 坪 价

结 蛲山工业类型微解长石花岗滑塑矿床

耳容重要工业员型纳民石花岗岩型矿床花岗岩型可床

吉桥某矿碱性花岗岩型旷束 工业类型
内 可可托海花岗作晶岩型矿床 重要工业类型

伟晶岩控官床
消蒿涨合团收对象碱性饰晶岩型矿床

香 花岭生 重要远最类型含数条袋岩型矿床

万 丰 山工业樊型云英发型矿床
气成热液型矿床 网 上 画 用 项。 石奖融型矿床

柿 竹 照远景约型秒卡岩型矿床
腐斯波尔山火出报积型矿床 国内远众，圆外重要工业类型火山岩型矿床

靳 工业类吸 赛马碱性正长岩型矿床
埂远景类型 留碱性岩矿床 碳酸盐型矿床

白云事博武要工业类型自法鄂博型矿床
厚 岁工业类型风化壳矿床

网矫略尔资网上外 残一坡积型砂矿宋
残墟积矿及砂矿床 阿上学 东 两两流冲积型粉矿床

路 商 岛滨薄砂矿 重要工业类型矿

有 盐 洞兆景类梦盐湖园水矿床

网 上海水卤水育宋卤水背床

自 页工业类型井水卤水矿康

大 ∶400～800m×200～500m
中 ;200～400m× 100～200m
小;<200m×<100m

（2）形态
简单;外形规则、产状稳定的层状、似层状、板状与规模巨大的透 镜 状 和 脉 状 矿

体。
较简单;外形较规则、产状有变化的似层状、透镜状或形态较复杂而可肢解成数个形

本筒单至较筒单的矿体局探单元。
复杂;外形不规则，沿走向与倾斜产状均有变化的串珠状、阶梯状、回曲状矿体;具

分枝复合的脉状，透镜状或其形态复杂至很复杂而可肢解成数个形态较简单至复杂的矿体
勘探单元。

很复杂;外形极不规则，治走向与倾斜产状变化急骤的选镜状、脉状、巢状、网状矿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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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化均匀程度

均匀;矿化连续，有用矿物颗粒细小、分布均匀。

较均匀;矿化较连续，有用矿物颗粒较小，分布比较均匀。

不均匀;矿化不连续，矿化规模易掌握，有用矿物粗大（即达到或大于手选要求的粒

度）、分布不均匀。
很万均匀;矿化极不连续，矿化规膜性不明显，有用矿物颗粒粗大或粒度一般而呈聚

晶状产出，分布很不均匀。
3）稀有金属砂矿床勘探类型
详见本篇第九章第9·1节。
12。1.19，2 稀有金属矿床抛探工程向距及勘探手般
.）勘探工程间距
（1）稀有金属内生矿床及风化壳矿床勘探工程间距见表1-12-62。

袭1~12-82内生及风化宽测有金顺矿床勤深工程阀距表
韵 探 框（m）程工 ，畸’

C口南 级励操工程种类粉探类型
沿馄 舒 船 建 向 肴 频 斜沿 走 向

120~160150～200” 80～100 60～8钻 孔e的 60～880～18040～6040～g0
重, 就 49～6o49～80
孔 30～4040～B30～420～4物且 30～40 40～6040～8020~40麟坑

20～3030～40孔钻y 30-4030~40道城

注∶钻孔只能提供机选髓量，要提供手选覆有金属矿物蝴量，应使用坑探界毅。

（2）稀有金属砂矿床勘探工程间距，详见本篇第九章9·1节。表1-9-8。
（3）稀有金属的盐濒矿床参考勘探工程 间距 为∶B级1000×1000m，C级2000×1000

m。
2）勘探手段
根据《稀有金属矿地质勘探规范》，各勤探类型对勘探手段要求如下;
（1）内生矿床第了勘探类型，用钻探手段一般可提供B级储量。
（2）第Ⅰ勘探类型矿床，根据具体情况，对出露地表的碱性长石花岗岩矿床可用钻探

手段提供B级储量，对其它矿床应以钻探为主，辅以坑道。可提交B级储量，如地形有利，
经济合理，可采用坑探。

（3）第】勘探类型B级储量和第Ⅳ勘探类型C级储量，应以坑探为主、坑钻结合求得。
对特别复杂的矿床，根据据要可施工适当数量的天井或暗并以探求B级 或C级储量，对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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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深部或边部用钻操控制获取低一级储量。

（4）对风化壳矿床应能合地貌特征合理布置勘探工程，使用钻探手段时，应使岩心完
整、层次不乱，并需一定数量浅井验证。

（5 ）对砂矿床勘探一般采用砂钻，辅以浅井。

3）探采对比总结的韵择工程间距
经对全国儿十个稀有金属矿床进行探采对比，总结出的勘探类型及勘探工程间距见步

1-12-63、表1-12-64。

12.1.19.3 瑞有金属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根据我国稀有金属矿的勘探和矿山建设经验，稀有金属矿床各级储量比 例要求是∶B

级储量在大、中型矿床中应占B+C+D级储景的5～10??D级储量应<30小型矿床

一般只求C+D级储量;复杂的矿床，用救赛工程仍探求不到C级储量时，求得D级储量即
可提交工业部门探采结合。

规模巨大的矿床需要分区、分段建设时，各级储量比例应以区、段衡量。
无论矿床规模大小，B级储量均应集中在首采地段。

栽1-2-63稀青盒属矿床撇挥类盟划分重蛇

翰探堂显 品位化系数规横（长度） 掌 度 变 化本 化矿体 形备成酞类型 <%)(m)
变化较小，坐化系数连续均匀，矿化系敷 <50>100o~ 简单脉状、创被状 <50%0.7～1。0

范悦带晶挡矿媒及
较小、变化系数

了整霍测加话
基本连胺均匀，矿化 0~80， 500～1000髋单脉状、岩伸状 40～般0%系敷 0.5～0.8

较大，变化菜数不够连候均匀，矿化 60~10不规则膨状，分接复合 250~5040每 60～100%系数0.4~0.7脉状
大题很大，变化熏最不均匀至很不均匀， >100摄不规贴意状，分搜震” 10～250 >100矿化系数<0.4合脉饮;鼎窝
原度稳定均气'

花岗挡矿珠
以居状 >100

厚度稳定重较地定均匀至衰均匀且 300-100似强状、犀脉状、板状
校接定； 鞭均120~36账状、避慢伏
不大。变化慕数嵩兹一 >600似层状、壳状 <60%

区空架物张 较大，变化系敷;均匀玉被炼匀， 30～50a似层状、壳状 50～100%
变化大直很大，蜜化

被沟匀120~s00， 社屋状、脉状 系数 >108

注;砂矿温考床与稀有金篱矿床规惹划分相闻，散不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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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64稀有盒属矿床振采对比总站的潍舞工程解距表

物 聚 工 程 阗 距<m）

H艰粮演癫裟称耐每世称职 在备B 级 仍 索

沿走向 语倾向沿顿向 沿走问

60~0 钻孔 以钻探为主一 密；图 80～12040~60

范岗钠品挡型当气痰称模型矿煤
60~80 C级∶钻聚为主，坑探验死，当钻 探老当 40~8030~4040~～60

薯编 608060～80 尊工困常时，可故坑探为主40～6040～60
天井 B级∶必须要有坑握15～2080～10

告广 告；图 坑摸为主。钻探配合;控制深都。边钻孔
网 40~80 40~6D20-40城道 30～40 部，钻蝶配合坑操规C极能量时，网 皮

10～15失井 应与坑探一败，假不能提B级60一80
20～40 坑探为主，钻探只配合控制边部、深钻孔 20~40

部和D蝴量20～4020～40坑道身
天井 10~1540～60

单一钻探； 100～128始孔 10O~160B0～10080～100

苑岗挡型首跟 以钻探为主;必要时用坑探检查60～10050～6 BO～100钻孔 50～80； 60～8080～100坑道 40～6050～80
网上30～6040～B0钻孔， 40～0 ～60坑速

区学粥刷务长
' 淡钻威视井为主，配合浅井检班60~120 80～12D60~BO00~80结孔

网 上B0~80当 60～8040~各0 40~80“
国”40～6040～60钻孔

12，1，19.4 评价稀有金属矿床编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量
1。释有金属矿床放射性测定要求
稀有金属矿床中许多稀有金属矿物，如褐钇馄矿族、黑稀金矿族、烧绿石矿族、独居

石矿族、磷钇矿族、铀磷灰石矿族、硅钛铈矿族、视铁矿-担铁矿族等，都具 有放射性，
同时，许多稀有金属矿床常伴生有放射性矿物，如品质铀矿、铜铀云母、钙 铀 云 母、钍
石、铀细晶石等，有时，还局部存在放射性矿体。虽然在天然状态下稀有金属矿床的放射
性强度较低，但经选矿富集后，其精矿、尾矿中的放射性强度往往接近或超过了国家的规
定，并对人体构成危害。因此要求在稀有金属矿床勘探和加工试验过程中，进行以下项目
的测定。

1）本底测量
根据一九七四年国家颁发的《放射性防护规定》中附录五的规定，对于真有放射性的

"新建单位投产前，必须预先获得本地区至少一年的天然辐射本底数据。"
本底测量是为以后进行放射性监测提供对比的基本数据。测量内 容 包 括α+β外照射

强度测量;射气（气游胶>或粉尘放射性测量;水中放射性浓度（或强度>测量;植物，
主婴农牧产品和土壤本底测量。

2）比放射性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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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黝探阶段应测定原矿、精矿和尾矿的铀、雷、钍的含量，计算比放射性强度。若铀

钍矿物含量大于0.1??比放射性大于每kg5×10~'居里，同时日操 作量大于30g天 然嫩

钍矿物时，燕采取防护措施。

3 ）外照射测量
应测定矿区地表、坑道、矿体露头、岩矿心、精矿、尾矿的外照 射<α+β射线）强

度。瓶据有关的放射性防护规定，放射性职业工作人员年最大允许剂危当量为5雷姆，大

致相当于每小时2。5事雷姆或2500微伦。超过上述标准时，均应按放射性 职业 工作人员对

待。对于邻近放射性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作人员及家属，年限制量为0.5雷姆，即每小时250
撒伦。

4）表面放射性污染测量
按"放射性防护规定"，表面放射性污染物含量极限要求见表1-12~65。
与放射性工作场地邻近的有关车间（房间）内，设备与地面污染应不超过表1-12-65

中数值的1/10。

表7-712-85泰面放射性青禁物含量极限表

β放射性物脘料泉α放射性物质污泉污 驰 表 T

100T&0手、度肤、内衣、工作袜

500 500工?服、手亲、工作触
3000300设备、增面、编罐

注∶裳中单位为1每100cm'、2煮、分的粒子救。

5》空气中放射性物质浓度的测量
一般应测定坑道内的氯气及其子体和放射性粉尘的浓度。空气中放射性浓度，一般要

求不超过0.1mg/1。各种放射性元素在空气中的最大允许浓度，可参见"放射 锉防护规
定"第20条。

6 ）水中放射性浓度的测量
应对地裘水和矿坑水进行放射性浓度测定。一般要求其不超过0。1mg/1。各 种 放射

性元素在水中的限制浓度，见"放射性防护规定"第20条。
7）放射性元素的分析测定
应查明稀有金属矿床的矿石、围岩、精矿和尾矿中放射性元素的种类、含量、赋存状

态、富集规律、放射性强度等。
稀有金属矿床放射性的测定工作，必须经常性地进行，在酌探期间，由地质勘探部门

测定，建厂后，一般由矿山自行测定或委托其它专业部门测定。
2.铍毒防护问题
国家劳动总局（1980）劳总护字81号文件指出;镀是有囊金属中最毒的金属。它的赛

度很轻，随凤飞扬，通过啊吸道进入人体，贮藏肺、肝、肾等处，藩伏期长达10~20年，
对人体健康危害很大。"

锁虽属剧每金属，但做矿物并不会引起中毒。一般水溶性铍化合物，如硫酸敏、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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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1-12-66我国满土矿床主要工业粪型表

矿石鞘构、掬
矿康价值带生组份矿体形态混提矿康类型 矿床地质脊征 宾 例

造及主要矿豹

白云那博饮矿麻 规模巨La、Ce、Pr,Nd,矿体规善担大，稀土矿费分布在机飘变 威- 矿石类型分三大

百大，有用组分Sm,Tb,Nb、Ti,低眼交代塑 呈50*～60°玻情 类;即说一稀土铁矿体及其上盘
Ta、Sr、Ba、L等软和扫带状产出呢·黔土-饮 羊富，是强靠铁矿石、能一砸播誉中，围岩为

要的工业类型矿床 多种元素件生元古代白云孵博 土矿 石、馄矿

石，主耍得土矿豁白云料，以轻
物有∶独厝石、臀土元素为主
氯狭饰矿、氟映
例铈矿等。稀土

响响联

龙南覆土矿2Y,2C。 矿东规慎大，风化壳离于 矿石品位中等，矿体形态呈似层风化亮为花岗
消。善。端稀土以离子状尘吸附眼福土岩，很合著、火 状产出，一般与

物潘 较大的工业意项附于高殿石、地形变化一致山岩风化产物。
响以重稀土或轻、 多水离岭石和水

重释土为主 云母等粘土矿物
表面。主要矿制

为吉稀土费石、

浦魅寡市物

河能口揭忆易采滤、规顿激居石、皱石、主要工业矿物为冲积痧 矿体呈层状减似受河流控制，矿
妮矿冲积砂小。宣娘方开褐钇铌矿，品位矿R 层状。较隐定 辐石。收铁矿体赋存于砂砾层
矿床采和砂中 变化糠定

萝 用江海疾砂泻首薯汁。镉石、钛快矿驴矿慧存于第四腾宾砂 矿体多呈膜状，呈长崇状，环海
有陆位 离易采矿束 产状一般微闭毒 素不含土或含土岸线分布，矿体矿 速，最重要的很少的中细拉石严痛爱增形控制圆栖织，底板平

工业类型瞬 集移成粘土质石
床

奖砂岩中，生要

首物为粗居石、

当艺气
微山黑碳铈矿末湿镇小至La、Ce、Pr,Na扩物 返合可 分矿体星脉状，产热液脉状矿为售需土、石
矿脉状矿序香锑！秘一为∶含稀土重晶英、重晶石豪胶 状较稳定，主脓响’ “络卸龟品控高 石，石英、艰融盐脉和含额土细

盐腺;食粉土放脉液染型的墨云
射状贰解花骤岩母、押长片腙
脉，钻碍灰有脉岩、正长暑等岩
等，矿物共组脉，以合铈恢元
合简单，有氟碳素为主
钻矿、氟碳钙结
旷

矿家 振模 较东北、中商惜石、确次石、主要矿物∶独后矿体是似层状、其 它 矿体咸存宁薄西
零地大。有用越分敛快矿石、氟联铈矿、糊正长始碳酸盐 板状。遗靠状、

多，可缘合箱响材星微蜡迷 氟碳钙铈矿，矿黎者体。碱性旺
用，有铵大的物粒度细，分造长癫饰内，以
工业意义因康食轻稀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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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的毒性运比难溶性铍化合物，如氧化皱大的多。颗粒愈小、表面积愈大的氧化皱毒性，
要比颗粒大、表面积小的氧化铍大的多。一般直接接触可溶性 铋盐或 空 气 中 含铍 粉尘
0.lmg/m2时，即可使人致病。空气中含铍粉尘0。025mg/m3以上就对人体有害。

根据我国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13—73的舰定，空气中允许含髋浓度为∶
车间瑕高允许浓度---0.001mg./m3
居民区最高允许浓度——-0.0001mg/m"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局七十年代初规定，水中敏污染的最高允许浓度为;
保护水生物的水质标准∶皱在软水中为0.01lmg/l，在硬水中为1，1mg/1;
蠹溉用水含皱标准∶连续用水的铍含量小于0.1mg/1，短期用水 的俊 含 量应小于

05mg/i.
苏联地面水含皱标准为0.002mg/1。
因此，在镀矿和含铍矿床的勘探工作中，应注意查明皱的含量、赋存 状 态、分布规

律，并评述在矿石加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皱毒污染。为铍毒防护设计提供资料依据。）

12.1，20 稀土金具矿

12.1.20.1 精土金属矿床类型
我国稀土金属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储量居世界首位，具有分布广、类型多、矿种全、

综合利用价值高的特点，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稀土金属矿床类型十分复杂，目前尚未进行统一分类，也尚未颁发稀土金属矿床

地质勘探规范，现根据我国稀土金属矿床具体情况，将划分的主要工业类 型 列于表1-12
66。

囊1-12-87我国稀土盒国矿床编探平殿，工程阀腰痰例表
招当的勒振类显遍舞工程网距（<m）脑探 手 段矿 区 名 称

A。鳜，100×100以钻谦为主;抗滥为输。白云哪博释土矿
1-】粪型B级，100～200 ×100地表采用槽、井探

C最;206×20p

C级;80×静以小■井为主。边藻以校龙良养土旷（花岗苷现化
（糊当于每km2160个井）坑和度禧招洁合谱”
河谷第>240∶班卸钻及波势河流口褥钇统矿
B载1480×20（冲积砂矿）
C氯;400×49 1奥查
调谷宽<2001
β量120×20

C级∶200×40

B氟，每km3120个井蛛小属并为主，配合源毒导绵瓣土矿<火山岩风化
C颌;每km460～320个井 -齿舞、罚渐清探亮） D级;鲜km240～5个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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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0.2稀土金属矿床勘探工程阀距及手段

我国尚未制定稍土金属矿床地质勘探规范，勘探手段、勘探工程间距未作统一规定，
现仅列出国内主要稀土金属矿床有关情况供参考，见表1-12-67。

12，7.20，3 评价稀土金属矿床制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1）应注意某些稀土金属矿床散射性测定和防护问题的研究。
（2）应加强矿石成分及加工技术性质的研究。

7

12.2  非金属矿床类型及勘探工程间距与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12.2.1 石灰石矿

12.2.1.1  右灰石矿床类型
1.石灰石矿床成因类型
石灰石矿床成因类型，详见表1-12-68。

赣1-12-68石灰石矿床咸肉类型表
矿米价值 矿床实例* 石 特 征矿  床  地  贾   桥  伍矿床类型

土壤子、斑白、最有工业价值主要掌物是方酆石取可环境有米海和沃尚。分为有
乌龙泉、明城、块状、条带秋。鲷状竹机沉积、化学和生物化学沉积、辨 备山、贵定等程叶状构盘.海 累沉积。辨二种沉积的矿床，构造
灰石*拉状、胶状，降晶贯均一般较黄单，矿床长达教公里至数婴

构。十公里，厚爱十米至我百米，呈腰沉 矿石质量较常状、锻膛状及大凸镜体。矿石质量
积 总定，扩石膏量达放千万吨蛋嫩亿

吨。扩床规模一般较大，姐地梢翠1
较小。康 矿床条生底于前寒健 纪、奚 胃
妃，石景二选纪及三悲纪

因食杂黄较高，为主要矿物是方奶石、白高哥环境有潮泊，满穴，泉水石

南柏胶装有课
次墨工业类型罢。灰岩斑屑。包括陆相化学沉积，石

了石底份不均匀，有时灰华和融相机模沉飘矿床。
吉翰质多，常官粮多站土第床埋其一般不大，弯床多呈逢
邮德状产出

作山、南江、试类矿床木野工业主要扩宽有方解石、为着寒和热被生成的矿床，多与 鲁县等石灰石*价值不大，但 自 有白云石和麦铁矿、磁铁眠性杂粉体相伴生。产出形式，多火 纸、甲、稀土元素旷、磷灰石、黑云母、金为岩棉、岩井、岩滑试者酥 时，有较大盘义度 云母够多种节物，并常有
嗯，钼衡土元素。W 矿石具中粒、粗教馆

来 构，块状构造。
开石欣量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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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灰石矿床勘探类型

（1）冶金、化工用石灰石及自云石矿床勘探类型一般划分三个类型，其特征详见表

1-12-69。
瑜盒、化工用右灰石及白云石矿床瀚探典型衰 表7-12-69

删稞类变 竿帮谱固矿 床 地 质 特 在

矿体规糯大老向长大于1600m，斛长大于1000m，形态颜举，樊层状、钛层状。 砟祥叫寺冀伸； 空血、制困、明城、岸度和质量稳定，矿体内不含成少含不连续夹展。构造搅单，一般无大的相能，
并匠等石次石事局部有小断是。对矿体影响不大。火成者脉和辑伟不发育

瓣山、乌志表、贵扩体规模大至中等。定向长1000～1500五，斜长400～1000m。形态简单 墓 驶
定、染县等石灰石矿同单，层状、似层状。厚度和质量按确总，矿体内不连联夹服胶多，局郁有因质I 量变化形虚的不可采地段。构遗较复杂，有较小的散状预曲和少题较大断盛，对

矿体有一定的膨响和酸坏。火属岩腺和岩癌较发育

本探料藜薄石灰霍矿床模著中小型，老向长小子1000m，斜长小于400m。形态较筒单，呈湿状，
◆似层状。厚度和质量不穗定，变化大且无规律，局部出嘉大于寻均岸度 5倍以上

M 的矿展，矿体内不速滤亮层多，因质量垄化不可聚地段较多。构邀复茶，垫不规
则的波状樱曲和侧特青，向斜，帮典复杂、断层多，使矿体遭受产重的被坏。火
成尝能 和岩隔发育

（2））根据现行《水泥原料矿地质勘探规范》规定，水泥用石灰石矿床勘探类型划分三
个类型，列于表1-12-70。

表 1-12-70永馄周石设石矿床描骤类量表

宾径 例费麻第桥类型 矿

宣塞山、太缘桥、花岚评扩石默量、矿理厚度鲁定取具有规律性变化，不含或含有少量的不座能， 油消岂？夹层，堆质构玻侧单。岩黛着，岩溶不发育
寓儿鸿、大同子、坑边等矿床地质构造中每复杂，岩聚者牧发育;或矿石质量和矿层厚霞步化较
石灰石矿

 大1或矿有质量不励定，白云岩化、融化现象较发育，或矿膜厚度变化较
大，誉溶软波育等

观音山石衣石矿” 矿有员量变化复杂，白器岩化较重。脊赛发育。或岩算岩釉岩害均发
南。戴不连续类屋多，矿石质量疫化大

12，2.1.2 石灰石矿康糊舞工程潮距
冶金、化工用石灰石及自云石矿床和水泥用石灰石矿床，不同勘探类型相应的拗频工

程间距分弱列于表1-12-71及表1-12-72。

12.2.1，3 石放石矿床备级健量比例要求

冶金、化工、水泥用矿山建设设计所需探明的各级储量比例为;
大、中型矿山，B级20~30??C级?0~80??
小型矿山∶C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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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金、化工用石灰石及白云石矿床勘察工程得距表 表1-12-71

盼探工程间距（m）

期探手段万探类型 C级日领 秀师
奶*婴粉 走 向沿倾斜拾 走 闻

100100器 矿家实例见-
300~200 800--400600~400300～200驿 表2-12-89编

P 100探鸟-
400~200200一100 400~200200~100探

5060得 命M
208~100200t00~5100探贴

贵1-T2-72水泥用石灰石矿床黝探工鞋陶盹舟
需探工君问题（m）

备 让*振类型 B绿 C    敢
健康留攒定肉

地表工程同区同B级·下推探定 等床实例见
200~400200~400 不规定日最工程度距的一半，路T 贵1-12-70过时空用少氟工程控制

地表工器间距离BC，探部100~200 100～2001
200--400×200~-408

地炭工程构距网B级，深部50～10060~100+
100~200×100~200

12，2，1.4  怀价石灰石矿床勘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根据多年来一些石灰石矿山的生产实践经验，矿床因长期受到两水、空气的便蚀以及

植物的生长作用，逾表常常泥化。此外，矿体中的溶润和裂隙常被黄土、泥砂所充填。这
些粘性泥土、砂石在开采过程中大量混入矿石中，使矿石质量下降，并且产生粘挖掘机、
粘矿车、堵塞散矿漏斗，影响运输、破碎等生产作业。因此，在勘探期间要注意查明岩#
裂隙的形态、规模、发育深度、分布规律、充填物的成分和干湿性质，计算出岩容裂隙率
和岩溶裂隙中的含泥率，以便考虑是否需要洗矿设施。矿石含泥对质量的影响，见表1一
12-73。

贵1-12-73矿石含泥对质量的影响表
洗矿后的品位（??采出品位（??地质品位（??

矿山名称 SiO:C.0SiOrCa0SiOr.Cao
0.6454,884.860.88乌龙泉石灰石有 0.6754.88

54.35510.3954,52大龙山芥灰石矿
52.00.5 4850.45把关网石灰石矿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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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矿床的岩溶裂隙率和含泥率较大时，需进行矿石的洗矿试验，提供脱泥效果，单位
彪水量、动力消耗、设备数量与投资等数据，并推荐量佳流程。

12.2，2 蕃 镁 矿

12.2.2，1 整锁矿床樊盈

1。菱馍矿床巾因类型

我国菱镁矿沫类型，按其产出地质条件和形成方式划分，详见表1-12-74。

袭1-12-74薯国偏落包晰筹靥器崔铸

吉民价值 矿床实例矿康类型 矿 床 x 黄 特 征

膏编、操于给、特大 耍 五小主要产于早元古界，博大的模质碳玻盐粉密漳中，矿体直撞度
N面你，圣水专，型。质量优良，挡多为自云石大理省和藜银矿大蹦岩。矿泉众向延长数可来至数
翰子山、大汽寄是我国整候矿主

缬翩甥喘砸
千米。有矿带果微十米至数百来，由多层矿体烟或。矿体异似屋

区笔变芨矿求
快矿要开来对象状、遇雾状、有时分丈。产状与陶岩一致、矿体要屡阀裂障构玻

控制。扩有以藤美矿为主，杂质矿物有白云石、滑石、避阳石、
石英和缘涎有等。姚模为大观置特火型。

挚弊 少量产于太古狒遇卿长英腺粒誉所突的白云石大惠省中。矿体

命 受构造控制，缓镇为中小型

矿 揭摸中小 蕲煤。县害县此类矿宋产子晚元古界长城系及震旦系、中馄盆系和三叠系。

装影给留 作、因夏等美矿矿床多赋存于白云质灰岩、自云岩中。扩体县似腰状、透管软、
不嘉则囊状、脉状。矿体走肉长压十米至几百米。矿石以薏慎矿 ..V为主，来质一般为白云石、方懈石峰矿床惯为中小理

巢模小，质量差 马称尔、紫汶取产于烟薪性餐中的风让浇，深一般散十米，具有验监分费观象。

腐醛李淼敢困德矿表都金考中的风钻
贵、解楼山等牌上备美石服、缘高岭有层和绿高岭石蛇纹者仅在每桂或 平 坦 共

取局癫残筒，且为新生代况积输所履簧。保酵较突鉴的有硅化群
滇螂效岩带。酿酸热化蛇执誉带（套谈矿更带产于其中）。矿体

虽不娠则的遗嫌状和似层状。产状近似永平。单个矿体一般厚壹
术。矿石以整嫖矿为主，杂质有很比石、石撞和得铁矿

2.萎镁矿床勘探类型
我国菱镁矿床按矿体规模、矿体形态复杂程度、构造复杂程度、矿体厚度变化、内部

喆构和质量变化等因素分为三个缴探类型，见表1-12-75。
12.2。2.2 薹模矿床激振工程阐距
菱镁矿床拗探工程间距见表1-12-76。
菱镁矿床的勤探手段，一般均采用钻探，浅娜用横井探。有的地形条件适合，可用坑

探。
32.2.2.3 薹模矿床各级儒量比例要求
大、中型矿床一般B级储量占10??右，对某些复杂的大、中覆矿床，风求C+D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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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12-75葡 绿 笼 置表原，“

矿体形态 实 例质量变化内部结构构造矿体规旗葡舞类型 扩体厚度变化

海城羡慎矿下警火 型 较稳定，厚度变较规则，星似展- 象穗定较筒单 较简单 矿体、粹子峪羡
长>200m 化系兼<40%身 快矿第三层矿

大一中型 小圣水寺菱横歌、不稳定厚良麦化不规则湿辅状，
燕状、复杂的似 主矿体、青山怀: 系量40～100% 复杂中等 不物定
层状 菱快矿、戴县粉

长500～20bm 子山整携矿

极不擅 则固 块小 型 很不能定，那度
复杂 很不稳定很复杂 桂资类投矿置、 状、囊状、复杂

变化素敷>100%长100～390m 的脉状

毒1-12-78酱模矿床物燕工程阀里

物氛工程阔题（m〉

B微 C缺矿床秀型
沿 倾 斜醋韩靥沿 走内 沿 帜鲜
100~150100~150 200~-300； 100~150
60～190190~20050～18059-100’

6050”；
院∶ 质列瀚拟工程典肥播以往工作总地，以作樊似矿床参考。

D级储量一般不超过10～30??对极复杂矿床，D级储量可适当增加。
小型矿床一般只求C+D级储量。简单矿床可在首期开采地段求少报B 级 储量，而复

杂矿床求不到C级，可求D级。

12.2，3 白 云 石 矿

12.2.3.1 白云石矿床类型
1，白云石矿床成因类型
根据有关资料介绍，白云石矿床成因类型列子表1-12-77。
2。白云石矿床勤探类型
白云石矿床的勤探类型划分与石灰石矿床相同，见表1-12-69。
12，2.3.2 白云石矿床警深工程间距
白云石矿床拗探工程商距，见表1-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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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3 白云石矿床各级髓量比例要求
根据实践经验总结，白云石矿床勘探时应探明的各级储量比例一般大、中型矿山为;

B级20~30??C级70~80??

表1-12-77白云石矿麻成因炎型表

矿床实稠矿床价闻矿石特征矿床类型 订 床 跑 质帕 症

常府山、滕家强矿吴微密块状·构看置要的工业矿矿R多产于石灰署属中，并与石灰牡呈相
床

售绵说貌矿阵
子、的阳、澜乡器常党莓著。变关系。
婚白云石弯共生矿物较筒单，有矿体坚层状或总镜状，愿几来堇儿十米，长

时有氯石和关青石与几十米到凡百米取数千来。矿层鹭定，一般
自云石共生。舰模较大
矿石承量较好又梯定

形成有 工业价值 定猴、闲林坤等

蝠制相很
矿石是块状找延，其

飘矿烘
矿床多与石膏或硬石膏共生、且层位常在

向云石矿的扩床很少起构和成份较复杂，石青或含盐岩层之下。
且矿石旋欲差矿体呈足状或透辖状，一般规换比较小

由石灰岩被交代面生威的自云着，常受沉积后生交代，
物帮 后脚的构造因米控制

填-12-78白去石矿床粉探工程间距表

酵漱斗摘覃同个甘”

C季 矿原实例B级期琢手段勒探类型
份 颜 鲜浴 起 阿后频 蚪 走 向

100 幕府山，欧家量子等100粮 探- 白云石矿6DQ～40D·E01～490370～200辙 300～20钴
岛龙象、湘乡、上码“占探 50董M 等白式石矿单 480～2e0探 400～20020～J00200~100

5探名 50物 z00～100200100一50180操钻

12.2.3.4 评价白云石矿床勤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1）我国南方的自云石矿床，其滑糖裂隙中的含泥率较高，勘探时应查明矿床的溶裂

率和赛裂中的含泥率，并进行洗矿试验，提供脱泥效果、单位耗水量、动力消耗、设备数
量与投资等数据。

{2>自云石矿主要用于耐火材料，在勘探评价矿床时应进行矿石加工技术试验，其试
验种类、目的、内容等详见表1-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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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1-12-79自乐石矿石加工泼术试验基求囊

试样重量<kx>试 验 内 容试验种奏 尊制皿整

搐拳性触试随
（1>物质组成鉴定（1）鉴定原斜篮否作为蓄火枯释
（2）测定顶料的化学戴分〈2）了铜烧成温度和原料的息代 100~20

廓薯 （3）对原魁进行物性测定

（4）进行不同温度和块度施结试睫;并对烧康
科进行化学分析和帕相测定

完章宜自 缘宜急
（1>原科的加工工艺及鲜砖时的原料配比了解原料的制砖性篮和饱用效暴

100o0主<2>制品的的棋默定及理化性则检验

（ 3）制品的使用效展威填拟试验

普工蔓或Hmx部
根据实昂衡要面（」）脸证和完静制品加工工艺和原养配比全画评价跟料的制狭性葡和使用救

参（2）对制品进行理化性能检验鼻，进行生产设备选择
<s>评定制品的使用效鼻

12，2，4 硅石 矿

12.2.4.1 础石矿床类塑
1。硅石矿床的成因类型

硅石才床的成因类型，根据有关资料综合整理列于表1-12-80。
2。硅石矿床的勘振类型

囊1-12-80硅石矿床成因典型尖
矿床实洲书哥消催  石 '转 征矿 床 特 征

港池、家州需明山、矿物成分单一，肌0??上的砂粒降相或陆相沉积，多威海相汉积。矿体产于
潮厚看子排、膜显万为石英，含少量长石、粘土矿物、脊试锚砂页粉况积岩票中，常与煤系有关，多型层

英矿 盖，髓肖输出裆帮出雨。胶结物为或髓蓝蛋白石。粒状
响 状、避情状、大小不一，厚度变化较大，自砂床 英砂岩事被构，块状构造。版量好一.二米至致十来不等，走向长度可达激千米

孤 额口布桩、水修检石莫砂粒松散堆积，海搞矿床含各种破碎的食石蒸君石，经河凋、海水长舞
峰（湖相?病迁白马石粪量达60～9需以上，禽少量长冲别、帮送璃由风、冰川握运临积而成。矿
凋、古科尔捣左真居石，粘土矿物、登属。潮相矿床含石体出露地袭或覆蓝曲很廊，产状接近水平。

识巡念加胀
旗甘旗卡（调淀摆）以英砂教90??上，含较多的长石、岩海相沉郡矿床呈层状，厚数光距十尔来。含

砼 及广西、广痢、温惹、属。胃流相矿床食石英 砂 粒即0心透慎状央层。溯相沉积矿康虽屋状，厚戴米4
山东沿海的石撕砂矿95??含较多的长石、粘土矿物，岩含分布教凝则的夹层。河流相沉积扩康墨不
申幂频则层状、避憧状，一般厚数米，含选情体

爽层
辽阳石门、本溪小

丽变旗矿墨
咸分均一;几乎企为结量质石英

石莱挡有散
石英砂者经是热老酸和区缘变质作用重饰

平顶山都哈拉、风颗粒（95～99??上），一般是娟心晶而形成的矿床，呈屋状，规模教大，走向长
阳老有山，膏就九源粗粒状均粒变盛解构。块伏构造。1~2lm，厚÷儿至数百来，不含或少食夹层。
等矿矿石致密、质量好断层、节理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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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表

矿床类型 矿R 实例尊 宋 恃 爱 可 石怜 征

端县观家窝、哈意石蒸合量可达99??上，呈期-

盛石英首求
主要产于花岗将类著石和片廓岩中，为鹅

尾轻白山、蕲春员业粗粒花岗状结构。政密块状构邀。薏充填产教，矿体为默状、不慧则状，大小不

SiO∶含量青 山、东诗、德昌水郎一，长几米至凡冒米。那几■米蛮几十米，
每可产状受展隙控制，顺角髓寝不定。有时矿体

内的晶凋中有极筑的水品热
五台账家蛤。峨迪条带状结横，硅质角岩的矿物成为被硅质交代生戚的融质岩石，按貌交代

型 金口调等矿分调单，廉品贯埔构，块状构疆。的属岩成分不啊;分为∶
块状硅质角岩的矿物成分复杂，质（1）禁零状结模状磁质鲁着（隧石岩）。

潍筋要菜★张
纯者基少、 矿床虽不规则状、激情状感结核状产出，规

石务带或做核箭户于碳酸盐学聚育地达。

世 般规镇不大。假当石灰岩镰化作用具有区域

性时，可形成巨大矿床。矿床一般长必敷百
米。厚几米到百米。

（2 ）换状碰质急着（次生石英裳>。为中
融诈浅成着受交代辅化的产物，矿床成因复
杂。工业管值不大

奠山类，宜秦麦旧矿石會SiO+98??上。Fe∶Os、顺播是长期凤化游维而感的凤化壳矿床，

乾真草截盐矿象
等矿A11O。常在0.5第以下。一换 状高主要有网种类塑∶由硅质岩风化的高疆土矿

厦e物兴 鞋土结构政者，石英颗粒 智 帽不农和硅灰者风化的高硅土矿床。多星层妆，断
～，他以鲷验为主。赖状高碰土于续延长可达几百米至守米以上，厚几来至数
瑞似■粉状，质地松软，粒怒一般十米，产状平谩
0.62a地左右∶北较均匀

现行《玻璃硅质甄料矿床地质勘探规范》将矿床划分为三个勘探 类 型，见表1-12-
81.

泰1-12-87硫石矿床漏探类遵康

矿 臂 咪 实 例帮粉排类型 蓄 参
本属小平顶山、辽陷有门，都控喻检等石整矿体形盛衡单，矿石质最巷定，角质构遭帽单

岩背，寒山栅龙石英砂岁可，喷赛灵戴山脉； 石英矿，部口析乳石英砂扩

仅中老翼岩、杠曲虎骏山石英砂状旷矿体邪态属单，矿石质量坡德定，矿体内不连编夹层
收多，或地质构选较覆杂，或火成当较发育的大、中
型重限” 廊宁茅桥含糖土沙矿、瘤壹白马湖面矿矿体形毒复杂，矿石质量不稳定的矿床

12，2。4.2 硅右矿床摘探工程间距
表1-12-80所列硅石矿床各勘探类型相应的勘探工程间距，见表1~12-82。
对于延展不大的矿床，勘探线不宜少于2～4条，勘探工程闻距一般较表1-12-82要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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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1-12-82硅石矿床勘探工程间距

勒探工程间距、m）

韵操类型 B最 C般 矿床实例

沿 建向 船 制 武沿 走 向沿 倾斜“ 100~150 网表1-12-8120D～300 200～300100～160
150-20075～10o 岩类150～200若类70~100。 100~150移类10~15060~75砂类50~?5 、” - 罗？涵 30~75

12.2.4.3 硅石矿床各级俯量比例要求
硅石矿床勘探时应探明各级储量比例，见装1-12-83。

表1-12-83硅石扩床备级储量比例表

C氯（??B类〈??规 模山矿

75~7025～30型汁e 0-7520～26中
1O0小、勿

12.2.5 础 灰 石

12，2.5.1 硅灰石矿来类型
根据有关资料，硅灰石矿床的成因类型划分为下列三类
1。硅灰石砂卡岩
该类矿床通常生成在酸性侵入体的接触带上，最有利的是花岗岩、花岗闪长岩、正长

一闪长岩和石英斑岩类岩石。砂卡岩由各种不同年代的含碳酸盐岩石卡岩化而成。矿体
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厚度变化也很大，从几厘米到40～50m，少数达70～80m。产于接触
带中的矿体为硅灰石角岩，硅灰石含量达40～50??硅灰石呈板状或柱状晶体散布在整个
角岩体中或聚集成巢状。产于馒入体以外（200～400m，少数1～2k皿）圈岩中的矿体
为石榴子石一硅灰石砂卡岩、解石一硅灰石砂卡岩，硅灰石含量从30?90～95??

2.与古老变质杂岩有关的硅灰石矿床
这类矿床有一定的层位，规模较大，成分稳定。含硅灰石的岩石，一般 矿 物组成懦

单，其中含硅灰石15～80??方解石15~80??遗灰石2～15??石英1～10??长石少
量。

3。产于翘基性碱性岩中的硅灰石矿床
这是由于超基挫碱性岩体受热液交代的结果，在个别区段形成脉状、透镜状和巢状的

碳酸盐岩石，以及与此相关的硅灰石。硅灰石化现象分为三种类型，在接触带岩石中的硅
灰石;碳酸盐化过程生成的硅灰石;在热液蚀变的黄长岩中的硅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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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2硅灰石矿床勒絮工程阎距
硅灰石矿床的勘探资料较少，仅列举几个矿床所采用的勘探工程间距供参考。

大顶山硅灰石矿;C级50～100×50m，D级100×100m。
长岁子硅灰石矿;C级100×50m，D级100×100m。

细鳞河硅灰石矿∶C级100×50～100m，D级100×100m。

12，2。6 硅 篇 牛矿

12。2.6.? 硅蕉土矿床类型
根据硅藻土的形成条件不同，矿床分为表1-12-84两种成因类型。

毒7~12-84硅微土矿床建因提盈豪

置 石 结 矿床价筐伴生矿产矿体形态 矿床实悦矿求类型 成矿地质粹征 构药盖
美国加利高墨微养片 大型至大玄武誉粘土规着子第三纪玺中新傲，戴存于

响蓦相生物 危置州生物储构层状大丽浅的海岸玻靠近火山教产地的
Lompoc书页状和海相她层中。身混灰暑、白影、痧和

沉积矿印 块状构避粘土呈互层。厚度大、成份较宾

玄武者粘土显微编片 甲小型至特临胸、免锋、第三纪范现代，献存于大面浊的
大型福煤生物蜡构层 状 长白、蝉且鲷（沼） 沉积水盆地或湖海靠近火山灰产地

C融赢土混状结辖的调相地腹中，常和砂粘土等呈互依状相生物沉
块状构透层。有时见火山灰互塞、鄙度 较

湿箍状积矿梁 书页状梅逸小，成份较复杂，包较海相分布广

12.2.8.2 硅痛土矿黝探工程问距
目前硅藻土矿床未划分勤探类型，也未制订一般的勤探工程间距。列出有关矿床实际

采用的勘探工程问距供参考。
马鞍山矿区;B级100×100m，C级200×100m。
福泉山矿区∶B级200～300×200～300m，C级409～600×400～800m。
解家河矿区;C级160～230×160～230m。
先锋矿区;C级250×250m。
海龙矿区∶C级400×50～80m。

12.2.7 萱 石 矿

12.2.7。1 藏石矿床粪型
1.萤石矿床成因类型
现行《萤石矿地质勘操规粒》将矿床划分为萤石矿床和伴生萤石矿床两大类。
1）萤石矿床
该类矿床是指产于各类岩石中，以产出和利用萤石为主的矿床。根 据矿 床 的产出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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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形成方式以及矿体形态等，分为表1-12-85的类型。

囊石矿床分类表 赣1~12-85

矿保卖业 矿康价值矿 床 特 径 矿球实例主要矿物烟合

武义涵漱、冶金蒙石缺矿矿石矿物组合筒单。以常呈院模斜脉状产于沉积辟孵岩、变碳雕查岩中的充
衡南、红安、的主要莱源，生蟹石石莫为主，常组成黄质岩、便入岩构造中，矿体与围暑界线清

填型脉状营石矿 产营石精矿粉的陈验、高台楚。矿体形态浓决于断层性质，从岗单石型，石莫一萤石型矿石，

寄黛石矿挑别的单脉到各种不规则的复脉状和透 重要粪型床 谐窄酵他出
能状，并常成群成带出现

德安、老郁分矿石影手矿石矿岗组合较复杂，有产于破酸盐着层的断裂物造带中，形碳酸盐岩石中的
广、二两水地能联得高品位蛰石、方解石，重晶石、常组态复杂多样，常呈脉状、遗德状和燕状，

亮填变代型脉状、 等赏石矿块矿。甚至形或晟杂的矿氯 戚石英一登有型，煎晶石-

以中，小型为主。遗懂状董石矿宋 耆石型、方解石一重晶石一

亦有大型黄石量矿石，一般属难选矿

石

苏奠查干是很有远最的扩石矿物组合简单，以查餐酸盐岩中的兀 产子特定屋位的碳酸盐岩层中，严格

敢包黄石矿矿沫要壶，大型石型、石英一赏石显矿石积改遗型层状、 受层位或层阿构遗控制，是层状，似层状
为主武进德体似尽状董石矿床

2>伴生蜜石矿床
是指凿石矿物以伴生组分产于铁、钨、锡、钼、铋等多金属及铅、锌等硫化物矿床中

的伴生萤石矿床。根据矿物组合特征，划分为下列三种类型;
（1）铅锌硫化物伴生萤石矿床
这类矿床萤石与铅、锌矿伴生，三者经济 价值接 近。如桃林铅锌矿伴生蜜石矿床，

CaF，含量12～15??储量规模达到中型，是我国目前回收利用程度量好、经济效益最佳的

矿区之一。
（2>钨锡多金属伴生萤石矿床
以柿竹园多金属矿床为例，主矿种为W、M。、Bi，停生萤石和C、S、Be可综合利

用。黄石与W、M。、Bi矿化关系密切，常与白钨矿、辉钼矿、辉饶矿共生。CaF，含量10
~17??储量规模属大型。当前选矿回收率较低，董石粉精矿仅能达到化工用 低级品标
准。

（3）铌、稀土、铁矿伴生萤石矿床
主矿种为铁、铌及稀土，董石主要共生于富铁矿石、中贫铁矿石和钠灰石铁矿石中，

CaF，含量7～14??储量规模属特大型，如白云事博铁矿。
2.董石矿床拗探类型
现行《鳖石矿床地质勘探规范》划分的矿床勒探类型，详见表1~12-86。
12，2.7。2 曾石矿床揭舞工程问理
表1-12-86所列蜜石矿床勒探类型相应的勘操工程间距，见表1-12-87。
12，2.7.3 营石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萤石矿床勘探时要求择明的各级箭量比例，洋见表1-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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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1-12-86黄石矿康勘探粪型表

矿床安侧前勘保类墅 带稀矿 一- 受地层粒制的层状矿床，有的规模很大，产状接定，形态亦较规则、但深于目前
勘猴宏度和资料不足两难定论

衡南、杨家、陈楼等青矿体规模大（长度大于800m，延伸300~500m）到中（长度300～800m，延神100
石矿～400m）型，形态比较筒单，为连续或散园断单脉状矿体，成比较规则的复脉状M 矿体。厚度稳定，工业矿体在较长睡离肉连候，厚窗虚缩变化有规律，并在可采

厚度以上费动，无判造破坏。矿制成分调单，品位变化不大
覆盟、假子山、三望电矿体规葛中（长度300~800m，延伸100～400m）到大理（例】类>，形态较复
喷蜜石旷杂，为复脉秋、进德状、鞋求旷体。厚度较稳定，工业矿体在较长距离内基本连直 续，局部出现狭绪段成无矿段。构造破坏较轻微，矿物成分较复杂，矿体中亮来

乡
毫石5、6号才体，二矿体规模小《长度小于300m，延伸数十米~300m>到中型（同Ⅱ类），形态复
水柯1号矿体等做石矿杂，为串辣单脉状、凸镜软、赣状矿体。厚康不独定，藿化急默成可采度与等可图 体采段交智出现，构造破坏轻煮。矿物威分测杂。有害成分含量较离，矿体中夹石

较多

表1-12-87数石矿床撇探工程问距表

聊深工程间距（m）
矿床实侧“常 C级韵探类型

多吊高 沿 倾 斜治 颜 卧粉走 向
同表1一12一86~- 80～-10040～50 100~15050～75

延深大80～100矿体链长短5~8” 40～504050
压深短50～80矿体医长大80~10c

自 40~5040~50
表1-12-8营石矿床各级储量比例骄求衰

备级饰量 比例（??
矿石储量

宋 炭 型 B+C/B+C+D物 B<B+C)(104t)

15—20 70大 >20O
营-15中 20--60

C/C+D >60%吟 <50、
注伴生查石矿席能量以CaBPg的含量为计量单位。

12，2.8 耐火粘土矿

12.2.8.1 耐火粘土矿床类型
1.耐火粘土符床成因类型
现行《耐火粘土地质勘探规范》划分的矿床成因类型，列于表1-12-89中。
2，耐火粘土矿床勘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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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耐火粘土地质防探规范》划分的矿床勘探类型，列于表1-12-90。

表1-12-89暗火粘土矿床成因典型痰

广麻实例孙渗迷 矿石组分特征矿体形在混模成矿地质裳枉“工 ：3 疗
太潮石，赵各庄、矿物威分以水铝石和离岭产状一般比较平缓，也有频斜文多数矿床产于石费系庭
熟作。方家山、较陡的，有时前底板地形放状 石为主，网者含量常互为部，也有位于二选系底部
母家桥等精土矿悄长;其次有少量石类等超优，有的形成满斗状矿体。的1其下伏誉层 为奥陶

杂质。扩床规模一般较大，含矿层分系。在削方还有察武系戚
旷石的AI10;含量一般大志图一混盆系。 布面积粥为儿平宵公星重几十

在较 于30??高的可达50～73知沉积环境一般认为是阳 调 平方公见，禁量儿百平方公虱

轮泮详
SiO:30～40?e:O3:0.5堪留怜醇 （阳集地区）;上部常为软质
~3.5??更多。矿石的质或半敦质粘土，下部常为婴质

量变化较大和高铅粘土。合矿层的底部常

见是豆状、层状的幅铁矿、黄

社 铁可、赤铁矿、茱恢矿等。中

新和下部常痰有杂色精土，粘土

质页岩，粘土质砂料峰摩层，工

业矿层料走向长达1000～3500
m，铅例斜楚神常超过300~50d

积 m。厚度常为儿米至十九来，

壹化较大

大青山。水名沸，矿的成分常以商岭石提矿产状一般较平缓，也有较陡的。主贾产于石吹系、二遗系、

帮淼缺谱式
古模庄、坊子、曾为主。含少量石荚。矿矿床搓模大、中、小均有，有侬罗系、第三系容第四素。
小口山、东山。石的 Al;Oy含量 30??的矿层剂走向和倾斜的延续由沉积环境一般认为是泻 湖
陶关、二海、秒上，少数可达50??SiO∶几十米至几千米，厚度有一米或声盘，少数为陆指犹飘
湾霉粘土矿13～66?e,O:0.5～左右的，也有几米至儿十米的。

2.5%矿层顶底短常为税岩贼砂真料，

有时为聚灰着或凝灰质肾，矿

男 层也常与砂页岩等呈 互层 出

测。由于沉积环坝和脆质露分
不同，可形成救质精土或形成

硬质粘工也’

端调谈
大同、准格尔旗矿物成分以高岭石为主。规模以中、小烈为主，矿度厚土要财存在石横累和二迭
倒川。复州搏等有的伴生有一定数量的勃1～4m，以暖殿粘土为主，系售煤誉系中，与煤层颗
粘土矿孵石。矿右的Al;O3市量窗共生，条件较好的构成

30～40?1:O;37～54%,单独矿床
Fe:O:0,7~2?iO:
0.5～1.32??挑夹量12～

20%
高岭村、王肝矿物成分为高岭石、伊雅视模中、小型，宽5～20m，足本类矿床有的是花岗岩沿
山、搞县松口镇

风化规柳矿麻
石一蒙脱石。矿石的A;O;长可达教百米。多为腰质粘土荆遗带风化的，有的是伟

等粘土矿言量一般为20~30??SiO∶晶着脉风化的。常见有硅
sD~8?erO11~1.5??化和叶断石化等 恢登现
选蓄后Al∶O∶37??右，象。因监认为这类矿课是
SiO.47?e:O:0.7%热兼恤变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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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2 粘土矿床描探工程间距

与表1-12-24所划分勘探类型相应的勘探工程间距，见表1-12-91。

12.2.8.3 粘土矿床普级储量比例耍求

根据现行勘探规范的规定，勘探阶段各级储量的比例，见表1-12~92。

衰7-12-90耐火粘土矿床熟探类型表

猫 酥类想 矿依实例W 床 逸 质 输 证

蚁楼庄、半壁店、矿体话展大，延长1500m以上，延深（或宽）500m以上;连饿性好，垒层状、似层状，
小口山等粘土矿形各科整。矿休内部无夹层或报少类层，不存在无矿天曾利因厚度、质量变化形戚的， 不可聚热段;队摆豫定，均在可果厚度以上，变化有一定挑律）构遗筒单，是简草的

单斜构造，无断尽或有少数小斯层，对矿体影响不大。
矿别工业类瘦及品数有一定交化规律

太溺石、赵各庄、矿体压蝶中至大。强长50m以上，压深（或宽）300m以上;连续性好，呈层状、似
水曲糖。二棒、沙层状，影态较规整，矿体内部有少敷夹层、局部有无矿天窗，或有因厚度、质量变化
神、西山等粘土矿形成的不可采地既。或有少数火戚者切鲜矿体，厚度较穗定，均在可来摩度以上，但H 变化软大，局部出现大于矿你平均厚度8～5倍的大厚度矿层;构独阎单革中等，有较

小的被状招曲政有步数较大断层，对矿体有一定的影响和被坏作用。

矿石工业类型和品级有一定变化规律或疫化较大

甫关、马家镜、方矿床残展中至小，廷胰小是微由小扩体组成的矿体群或主矿体长度小于600m，葱原
家火、老煤山等粘（取宽>小于800m;等化连续性差，矿体呈似层状、扁登状、形态不规整，内部有
土矿置 铰多夹层和无矿天鳖。不可采地段较多，或火成岩发常好扩体分割或大 小 不 等的带

块∶厚度较确定至不稳定，
矿石工业樊型及品级变化较大

y 中喃质、陶关、白鱼矿体延展小、连续性袭、厚度不稳定、构造复杂。
口、房子等粘土矿矿石工业类型及品级变化复杂

表1-12-81耐火帖土矿虑输养工程间距表

鼬振探工程间距（m》

矿吹多树B敏 C最净绿类型

畸 额 纠售徉售 沿 走向庭懒 斜
200→300100~160 20D0~380100～150一” 阿表1-12-90100～20100~2050～10050～100” 50～1060～20D25～6025~0

y 26~5025一50

泰 1-12-92耐火粘土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豪

*储量比界（?? 喘矿 床 类、 型

B级占B专C最15～80 复载矿宋其比侧可适当减少大、中型<储量≥20万t）

C饿占C+D最≥60小粪（箭景<200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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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4 课价粘土矿床勘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在评价粘土砂矿石质量时，一般需进行矿石的制砖试验，以了解和掌握其窑业性质。

根据现行勘探规范的要求，地质勘探应进行试验窒规模的试验。

12.2.9 蓝晶石、红柱石、硅蛾石矿

12，2.9.】 藤晶石、红柱石、硅战石矿床类型

1.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矿床成因类型

蓝晶石为区域变质作用产物，是结晶片岩中典型的变质矿物;红柱石为低压高温变质
带的变质产物;硅线石为典型的变质矿物。因此，蓝晶石、硅线石多产于区城变质为主的
动力变质带内。红柱石多产于接触一热力变质带内，并赋存在富铝的泥质岩、粘土岩、粘

土质砂岩及中酸性凝灰岩等岩石变质而成的角岩、片岩、片麻岩及变粒岩中。

1）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矿床类型
从目前掌握的国内已发现的矿区和矿点的资料分析，我国蓝晶石族矿产的分布位置，

主要在几个纬向和经向的大构遣带内的变质岩分布带中，根据矿体成矿的岩性条件大致可
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绢云（或白云等）石英片岩及石英岩中的蓝晶石、硅线石矿床。属于这一类型的
矿区或矿点有沭阳蓝晶石矿及岳西回危山硅线石矿。

〈2）云母绿泥石片岩，滑石片岩及硬绿泥石片岩中的蓝晶石、硅线石矿床。如繁峙岗
里。安头、开平四九等矿。

（3）石榴长英黑云母片岩、十字石榴黑云片岩、二云片岩中的蓝晶石硅线石矿床。如
阿勒泰蓝晶石矿、鸡西三道沟硅线石矿。

（4）石蓿（或右墨>黑云斜长片麻岩或变粒岩中的蓝晶石、硅线石矿床。此种类型的
矿化分布最广泛，河北、甘前、内蒙、山西、陕西等省发现的矿点多属这一类型。

（5）>变质岩系中的石英脉或伟晶岩脉蓝晶石矿床。如点布斯庙、达尔哈特蓝晶石矿点

等属于这一类型。
（6）石英钾长（二长）变粒岩中的硅线石矿床。此种类型目前发现的仅有平山罗圜硅

线石矿点。
（7）富铝的泥质或砂质岩石与中酸性侵入体接触而变质的角岩、板岩、片岩中的红柱

石矿床。目前发现的红柱石矿点多属这一类型。如北京西部山区的红柱石矿，丹东老虎夜
子红柱石矿等。

（8）中酸性富铝火山喷发岩蚀变带内的次生石英岩红柱石矿、刚玉一红柱石矿床。如
瑞安西霉山红柱石矿、泉州大卿山刚玉一红柱石矿等。

2）国外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矿床类型
目前世界上查明工业意义较大的蓝晶石矿床的主要类型有如下三种;
（1））热液蚀变次生石英岩中的红柱石一别玉矿床。如苏联谢米兹——布古矿床。
<2）接触变质泥岩中的红柱石矿床。如南非德兰士瓦省的格罗特、马里科——-齐勤斯

特等矿区的红柱石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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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城变质石英岩、片岩和片麻岩中的蓝晶石、硅线石矿床。例如美国阿巴拉契亚
山系山麓地带的蓝晶石石英岩矿床，正在开采的矿区有佐治亚州的格雷夫斯山、弗吉尼亚州

的威利斯山和东岭。另外，印度、苏联、南非●等 的蓝晶石、硅线石矿床均属此类型。
2。蓝;石、硅线石、红柱石矿床勘探类型
我国蓝晶石、红柱石、硅线石矿床的地质工作基本上处于地质找矿及普查阶段，仅有

为数极少的几个矿点完成了普查及详查工作。目前尚未划分矿床的勘探类型。
12，2，9.2 蓝隔石、红柱石、硅线石矿床勤探工程间距
从已掌握的儿个矿点的地质勘探资料分析，矿体规摸一般均不大，矿石品位及结构构

造等地质特征变化较大，勘探工程间距不宜过大。如卫鲁蓝晶石矿和三道沟硅线石矿采用
的勘探工程间距为;B级80～100×50～60m，C级100～200×100～200m。

12.2.9.3 详价蓝晶石、红柱石和硅线石矿床勤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1）由于蓝晶石和硅线石的成矿主要受构造形迹的控制，所以在地质勘探过程中首先

应查清区域及矿区构造形迹的性质，发展规律，空间分布特征及矿化关系等，以便正确地
圈定矿体。

（2）蓝晶石、红柱石和硅线石矿石的矿物组合，结构构造、嵌布特征及嵌布粒度等对
矿石的选矿工艺影响较大，在地质工作的初期就应该在矿体的三度空间系统地采样进行研
究，以便提供矿石加工技术、采样、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

（3）蓝晶石、红柱石和硅线石矿物经受氧化或蚀变后，往往会失去工业利用价值，据
此，在勘探过程中应注意查明矿石的氧化或蚀变程度，如存在氧化或蚀变带时，要对其位
置进行圈定并计算其数量。

（4 ）矿石及精矿的加工技术试验资料，是评价矿床开发利用价值及确定矿石储景计算
工业推标的重要侬据。在地质工作进行的初期，就必须注意并且随着工作阶段的提高，循
序渐进地完成相应阶段的加工技术试验研究工作。

12，2.10 叶 蟾 石

12.2，10.1 叶蜡石矿床类型
叶蜡石矿床大都是由热液蚀变形成的，矿床的形成与基性一酸性没入体岩浆活动及造

山运动有密切关系。矿床常分布在地表浅处岩浆岩附近沉积岩中，或侵入体内部，多见有
以下两种矿床类型。

1.中、低温热液蚀变交代矿床
为由酸性火山岩及凝灰岩经热液变质作用形成的喷气热液蚀变型矿 床。 如 青 田、梁

番、寿山等叶蜡石矿。
2.区城变质矿床
为区域和埋藏变质型富含铝质岩右（如高含胶岭石等矿物的粘土质岩石或粉砂泥岩），

经高温、高压变质作用形成的叶蜡石矿床。这种矿床与石英粉砂泥岩、粘土矿及富铝结晶
片岩有密切关系。如北京门头沟杨坡元一赵家台、丹徒十里长山叶蜡石矿。

十在白人种玻主义着烧治下，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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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0，2 叶蜡石矿床韵绿工程问距

目前尚无系统的叶蜡石矿床勘探类型及其勘探工程间距资料，下面列出几个矿床实际
采用的勘探工程间距供参考。

（1）峨嵋叶蜡石矿∶地表探着间距25m，钻孔间距50×30～85m。

（2）青出叶蜡石矿，地表探槽间距100m。
（3）梁岙叶蜡石矿∶地表操槽间距50m，钻孔闯距100～150×75～150m。

J2.2.71 蛭 石 矿

12.2，11.1 缝石矿床类型
据有关资料，对我国已发现的100多处矿床、矿点进行分类，认为蛭石矿床的 成因既

非单纯热液蚀变作用，也非单纯的风化作用，而是二种因素对黑云母、金云母共同作用的
结果。前者主要使超镁铁地层或超基性岩中有关矿物变为黑云母（或金云母），其在热液
作用的后期，尤其是风化阶段，使黑云母、金云母矿物中部分碱性成分被带走，并使其水
化，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变威蛭石。其划分的矿床成因类型见表1-12-93。

表i*128蝇石矿床感因类型囊

矿床实例矿 康 特 茬矿限类型
昌量-

朱家坡、盘凉坡 筹瘫矿拌全部产于氮髋冶、饮恢重解岩及露能钛舞浴内，呈集状、默状与眼性岩有关的 石矿和题散状，规模小，矿累一般宽仅10cm，长80～60cm，施源不超“ 过3m，单个矿体常量多在100kg之内，矿聚中疆石含量可达30~80%

藏检 红石山贬石矿舞石呈窝子状、脉状产于饨做檀验、舞微岩中，煎超基性岩与后期
与超基性岩有关 侵入者的接触带上。矿体一般不大，长8～1Zm，厚0.7～4，Bm，

一照螂料团酚命长
的矿R 更仰5～8n

文地气赶石可矿体产于角闪解有岩、鼎云母解石岩;解云母选辉岩和解长岩体内。
与健墓性翘基性 一般握换较大。如遏阳文圪气蟠石矿，产于透辉岩内，分为南北延

长的三个者猜，以中矿带的I、【号矿体规模较大，长480~900m
岩有关的矿康 震30～B0吧，影深30m。东西两矿带共有9个矿体，是不规则状、

窝子状、囊状。矿石类型有条带状、澄染状，均匀散布 状、换片
状、碎片优等

矿体产于侵入体与圆岩的接触坐质带附近。为金云母节卡猎中金云 上岔怡、小蕉山等怪母水解变为题石。如固和上岔沁燃石矿，除舞石誉中风化壳型蜂石矽卡岩麦矿康 石矿矿外，岩体与大理岩的瘀触带上有垦遗情状的金云母砂卡岩带（象
云母已茱减解右>，矿体长360丝，宽00m

十大项、再北村、小本奖矿床与一般伟晶岩相罚，只是是云母变成娅石，呈窝予状产出带晶岩型著床 奴气等继石矿子伟盖岩中、伟晶岩产于老墙层中，长10～100m，冤1～10m
鸭林沟题石旷矿床为确、看土和金云峰矿床。当金云母较水化自阳为姬有矿床。

如鸟拉特散旗佣林沟，共发望158条透赁石脚，产子鸟拉山群遗辉遗算石一-做酸盘岩脉型 钾长变粒岩和藤云斜长角闪变教岩中，矿脉额小一般长度<20m
矿床 露天宽儿凰米至一米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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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

有床类型 矿 床 特 径 扩东实例

的1 "
本类矿床的共同特点，圆碧必须是角闪螺云片麻袋成含鲜石、角闪 于宗沟、大湖峪、朱

烤被裂矿床 石和黑云母较多的便入体，受花园岩体或带晶岩脉等侵入的影响而|家沟等矩石矿
形成。如宁其县马家沟某蛭石矿带长600m，北200m

12.2.11.2   超石矿床勘探类型及勘探要求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蛭石矿地质勘探规范，也未收集到总结蛭石矿地质勘探类型及勘探

工程间距等方面资料。

12.2.12  膨润土矿

12.2.12.1  膨润土矿床类型
据有关资料介绍，按膨润土生成环境和方式，将矿床划分为三大成因类型，见表1-

12-94。
麦1-12-94膨润土矿床成因类型表

矿床实例矿体形态规模特 正贾  床类型 成 矿 地

41 2 d
朝尔壁钠基影响由火山物质在水盆地生成，其成矿过程可视为火山玻璃粉须在矿体呈层状、尾位糖
土矿床水中进行酸碱反应，脱氢和重结晶过程。沉积在海（脑）盆地|定，规模巨大，质量火山————沉

底部泥砂之上的火山衰鸡物质，当其顶辉沉积了细碎屑盐压|好，无棉无膨垢土矿
康的主要类型歌歌床 （弱遗水或不透水）之后，即开始元素的交换作用，并保持碱

性环境，逐步完成兼脱石化，母岩主要为静喊性、中酸性火山
灰、凝灰岩

意大科庞延岛、矿体成脉状，其工业中酸性火山岩受火山后用热液饮在形成的脉状矿床。矿脉受断
苏宁蓝剑、B意义仅次于海相拥队裴拉斯.区域性大断层控制矿带分布，而次一级断裂则控制等热液饮渣矿床 本末辅助鲜、四医状矿床。矿石中含体的分布。有的矿脉产于火山岩和匿入岩体的接触带中
班牙河尔海里里有重品石、拂石等矿
地区等影洞土彩物

平山，九台学缘呈屏状、创程状、透

火山老凤化壳茅猪
由中酸性火山岩或它们的沉积岩经地表物理风化剥蚀，理过水

润土矿风 情状、具有沉飘辫狂就提适至水盆地沉积，火山萸同猪黄在水盆地经碱性反应
矿。

化 矿石中陶瓷物质和粗粒米铁变的火山碎屑物质合量较多，成分
复杂，有钙基离铜土，也有钠基康润土

宽 宜化、鼎山等*腥状、似腰状，矿化是凤化亮中的火点岩、沉积岩、受质岩湿受化学风化而形成的具化 制王矿最大延裸与氧化带底现留凤地的影润土百床。扩体保留有眼发的部分储 构 构造岭我们V 界一票矿床 征，高鼎耀度与母岩破碎段度及埋落关系密切
云吞课白士*床 才类矿床的特点是粘土中的青脱石经购化较深，大多数为宝型矿体彩药浸其底部地形再沉 控制，多为选镜状，似

积聚 尽块真伪型土，至今未有够基团润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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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2.2 膨洞土矿床誉探类遵及勘探要求
且前尚未制定膨润土矿床的勘探规范，现列举几个矿床实际采用的勘探工程间距，供

鑫考。
九台钠基膨润土矿∶B级200×100m，C级200×200m。
长春大顶山沸有、膨润土矿;B级50×50m，C级100×100m。
平山钠基膨润土矿∶B级200×100～200m，C级200×200m。

12，2，13 潇石矿

12。2.13.1 沸石矿床戒因类型.
沸石从成因上分为内生沸石和外生沸石两类。内生沸石形成于晚期低温燕液阶段，与

方解石、石配、石英等共生，常见于岩浆岩（特别是基性火成岩）的裂隙或杏仁体中，也
见于热液岩脉和某些温泉沉积物中，此外也可以作为某些硅酸盐矿物（如长石、霞石>的
交代物产出。内生沸石分布广，包括所有已知沸石矿物，并且矿物的晶形较大较好，但一
般不形成大型单矿物矿床。

外生沸石即沉积沸石，大多数是由铝硅酸盐物质形成的硅质火山玻璃等火山碎屑，与
间隙水反应，在碱性环境成岩作用下而形成，多见于由火山碎厢形成的沉积滑石中，在土
壤中也有发现。外生沸石大多形成大型的单矿物矿床，或丸种沸石的复合矿床。

由于内生沸石一般不能形成单矿物矿石的大现模堆积，目前尚不具工业意义。所以沸
石的工业矿床，主要是外生成因的。根据世界各地沸石矿床的产状特征、矿物成分和地质
成因，将沸石矿床分成七个类型∶

Ⅰ.盐碱潮沉积型
又称"封闭"系统沉积型。矿床形成条件∶火山活动提供火山玻璃碎屑。这些火山物

质落入"封闭"的盐碱潮中，与碱性（pH>9）满水发生反应，于是形成沸石和其它硅
被盐矿物。矿床产状通常平缓，厚度从几愿米至几米，与碎属粉砂岩和膨润土成互层。蒸
发岩矿物存在的迹象很常见。在许多湖盆内，成岩矿物呈同心圆状分布，即从湖岸到湖心
的分带为∶

（1）新鲜的火山玻璃;
（2）初始沸石化带，基质为火山玻璃，含少量钙十字沸石和斜发沸石，
（3）由钙十字沸石、斜发沸石、毛沸石或菱沸石组成的完全沸石化带;
（4）以方沸石为主的完全沸石化带;
（5）不含沸石的钾长石中心部分。
这是由于在成岩过程中使凝灰岩达到水饱和的孔隙水发生化学分带的结果。
这类矿床形成的沸石主要有;交沸石、菱沸石、钙十字沸石、毛沸石、方佛石、丝光

沸石。大孔径的沸石一毛沸石和菱沸石一般只在这类型产出。共生矿物除粘土矿物外，有
伊长石、蛋白石、玉髓、水硅硼的石、紫石和片钠铝石等。

盐碱澜沉积型沸石矿床是目前工业意义最大的矿床类型。我国通化市石橱沸石矿亦属
盐碱湖相火山碎展岩型方沸石矿床。

2。淡水潮沉积或陆地火山物质蚀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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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开放"系统沉积型。沸石的形成是由于降落到淡水湖中或陆地上的火山物质在

"开放"系统中，与湖水或地下水发生反应的结果。该类矿床的矿层厚度变化很大。湖相

沉积形成的矿床，其厚度为几厘米至几米，而陆地火山灰蚀变形成的矿床厚度可达几百米。

沸石矿床以斜发沸石和丝光沸石为主，几乎不存在毛沸石和菱沸石。矿床分布比较广

泛，工业意义也较大。我国浙江下白垩统烹含斜发沸石、丝光沸石的火山碎屑岩及酸性熔岩
矿床也可能属于这个类型。另外九台银矿山沸石矿亦属淡水湖火山碎屑岩型斜发沸石矿床。

3。海相沉积型
这类型矿床形成于滨海和深海环境。是火山物质降落，或由流水带入到紧靠火山源的

海水中与含盐孔隙水反应形成，或由深海洋底的玄武凝灰岩橙玄玻璃化而形成。前者矿层
厚度从几来米到几百米，主要含斜发沸石和丝光沸石后者的沸石主要产在从侏罗纪到现代
的太平洋深水沉积物及岩石中。

沸石矿物主要有钙十宇沸石和斜发沸石，共生矿物主寥为自华蒙脱石。目前已知太平
洋、大西洋远海沉积有这类矿床。

4.热水型
这种类型包括温泉沉积及基性火成岩中的沸石矿床，有明显的垂直分带现象。矿床成

因一般认为是由酸性火山碎屑受热水作用的结果。或由基性火成岩在岩浆结晶晚期阶段形
成。矿床主要分布在近代地热活动区。

与这类矿床有关的沸石主要有丝光沸石、浊沸石、斜钙沸石、方沸石、斜发沸石、辉
沸石、柱沸石等。

这类矿床分布较广，但沸石常与碳酸盐、二氧化硅和其它硅酸盐矿物混在一起，质量
不纯，目前工业意义较小。

5。埋藏变质型
这类矿床通常产于厚层的海相火山岩系，厚达3000~15000m左右，由火山玻璃蚀变，

或以前存在的硅酸盐矿物被交代而形成。矿物组合随埋藏深度的变化、温度、压力的增高
而有明显的垂直分带现象。

与这类矿床有关的沸石主要有∶斜发沸石、方沸石、浊沸石、丝光沸石和解钙沸石。
这类矿床大多数由于矿石质量不纯而目前工业价值较小。

G.非火山物质沉积型
前述各种沉积类型的沸石矿床均认为是火山物质转变而成的。但有一部分沉积沸石前

床，因矿床中末直接发现火山前身物质的证据，所以分出一类非火山物质沉积型。根据其
形成环境，分为三个亚类;海相沉积亚型;陆相红层亚型;陆相含煤层亚型。

?.风化型
这类矿床成矿母岩多为碱性岩，以形成方沸石为主。这类矿床规模一般较小，因此常

被忽视。
12，2，13，2 沸石矿床场探类变及勤操工程间距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沸石矿地质勘探规范，勘探类型及其相应的勘探工程间距亦无统一

规定。现列出如下矿床的勘探工程间距供参考。
1.九台银矿山沸石矿
勘探类型。I～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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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工程间距;B级200×10m，C级200×200m，D级200×400m。
2.长春大顶山沸石矿
勘探类型;Ⅰ～Ⅱ类型。
勘探工程间距∶B级50×50m，C级100×100m，D级200×200m。

12.2.34 高 岭 土矿

12.2.14.1 高岭土矿床粪型
1。高岭土矿床成因类型
据现行《高岭土矿床地质勘探规范》，将我国高岭土矿床划为风化矿床、热液蚀变矿

床及沉积矿床三大类型。各类型特征详见表1-12-95。
表.1-】2-95高峰土矿床成园类搜表

矿床类型 取矿时代 床燥 襄成 弯条 件 广

一般为中、小要少数为大型，个由细粒酸性脉岩、花岗当——--伟晶花岗岩、羡灰岩等风积
彩四起优矿 原地凤化面成。温淫，湿热气顿;丘酸、低山瓶形; 别为特大型。长数十米至二平

区起加出 须床 米，延深20-40m，厚复15~35m热定的区域构痘，原岩中，小拘意发育则利于成矿

刘睡誉
小型，单个矿体真径几米至数由含黄快矿粘土质缝否风化谱滤而诚，顺岩底感为较

第政纪 十米再数十顺米至?-8m，沿缩、校厚感酸盐省。矿体产于感酸盐省古岩憾利馈画
黏烛面断峰外市，窝舱矿需死

上的洞穴中 长可达上育公里

一般为小塑，个 别大、特大由富含长石的岩石、粘土质岩石姬中、低温热液蚀变热液蚀要
而威。构造发育，中低温酸性水介酸则利于成矿。 型。定向长数百米，梃深数十中生代
近代火山喷发期后温桌熟水淋慎作用亦可咸旷 来米至百愈米，厚度歌素巨数

涌 十寒
大、中、小型。走向长数百米石发配、二选纪、 形成方式有原生沉机和次生沉积，原生沉积旷床产于

能罗配、第三纪、含煤碎精岩紧中，滇率相或溯沼相沉积。次生握朝为 董数干米，宽数十米至】0--沉积矿宋
第四配 200m，薄度<10m碎界建造沉款，多分邪在有周化型高龄土来原的古湾

漫潍、古翻招及古游湾增段

主要伴生矿物 矿床实例主要工业矿脚矿体影玉

石英、长石、云母、水云舞、褐铁矿高岭石威埃洛石 高岭、盟子、砂子岭、界解、似层状、透
飞天燕、东沟、永春筹高触走佩状、榴状。

矿位于地表浅

郑，向下过
域到原岩

坡洛石籍芽。律芦。 敏永、庐江、习水等窝岭土矿有机质、三水铝石、明趴石、水姻英石、褐快矿

不规则状

石英、第云母、黄铁矿、男脱石叶腊石、蒙脱石似层状、遗 阳东、略阳、上概、青田、长高岭石。遍开石、
白、那大、羊八井等高岭土矿珍珠陶石赣状、脉状、

不规则状
大网、廣山、章舒、水曲抑、高雌石 石英、云母、水云母、蒙配百屋歌、似层树
|普江、南安、清远每高岭土矿

2.高岭土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高岭土矿地质数探规范》规定，勘探类型的划分及其复杂程度衡量标准，见表

】-12-98、表1-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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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土矿床物探测量型 号1-12-96

?串 *床实例矿床类型 床ir 命 专
主要矿体形态镜则，呈层状，制度状，长横状。矿石质量稳定成壁化有规律，战
过而完石洞<10??构遗阎牟，没有成有少数杓造、岩脉，对矿体那响不大。猛7
展而积>0.2km’的转大——大型扩床

界牌、砂子岭、靓山、主要有体彩态规则————较规则。呈层状，拟层状、长榨秋、送储状。矿石质量稳
东沟、房远等高岭土矿定或不稳定，线缆面夹石本<10~20??内造简单（网1类型）至中等（有少数

构造、岩岩，对矿体影响破坏不大；或矿体被少数较大构造分割成几个大自然块~ 段，各块段勘于区分，块段内构造较简单；或矿体岩脉较多，但分布有规律）。
超展面积>0.03km2的特大-一中塑有床，其中转大型稍大型矿床不符合第一类
 型条件者

 刚四、白蒺岭、沙墩头、主要矿体形态规则——不规则，呈层状、似层状、长着状、遗德状或青巢状、脉
干沛，黄茅圈，灌泉、状。矿石质量较稳定或不够掺定，线或面夹石率<10~20??构造筒单至中等
高山、大有林、大贤等（同下类），延展>0.03k四'的小型矿床。或主要等体形态不规则（呈读巢状小1 嫁岭土矿矿体群或含矿体），或内部结构沟造复杂《矿石质量不锈定、变化无规律、线或

面夹石串>20??构造桌栏影多且复杂，带体受严重破坏）的大中型矿床
矿体形态假不规则，对黄巢状小矿体群和含矿体。矿石质量不稳定，变化无既律，段水、古高、麻冠、大
线成面夹石率>20??构造成岩除多且复杂，驴体受严重的破坏，  展>0.03km2/小拍园，习火等高岭土W 矿的小型矿床

表1-12-97高岭土矿床复杂程度衡量标准

在标册衡项 分
慈展雨积>0.5km2。矿石镶量>2000万t特大型

吉祥灵节 再展面积>0，2km2，有石镶置500~2000万1大  型
延展国教>0.03km'，扩石储量100～500万t型中

篮展面积>0.03km2，矿石储景<100万t小烫

呈层状、似层状、长槽状；边界规则，边界模式>口.85；割面形态变化小，割面面积变化规则
系数<0.55

坚层状、似层状、长潜状、造价状边界较规则，边界模数0 第5～0.55飘画彩书变化驶较规则

**系列 书规律，都添面积更化票赠0，55～0.85
呈边黄状、黑梨状、歉状，少数虽似层状，边界不规则。边界模数<0.55，遇醒彩燕变化不锈则
大，倒圆面积壳化系数>0.85
形态变化板大的风化常积晕囊祟状小歌体解，不能计算过界模拟、剖涵固积变化系数或计根不规则
算无章义

矿石质量较稳定减变化有塌律；线或面夹石率<10%

写体内部结构
筒 快

矿石质量不够验定；晚震面夹石第10～20%等中

+ 矿石质量不稳定，变化无规律，线或面夹石率>20%杂

无虞有少微构造、岩脉、对矿体无甚影响单中

寸床树造 籍 有少数书进，岩默，对穿休影响酸坏不大，或矿体被少效较大构造分割鼠儿个大自然状伪 段，各块段携于区分，块段内构造较圆单，或矿井中岩脉较多但分布有规律
构造成岩脉系置复杂，矿体受严重的胶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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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4.。2 高岭土矿床业勘探工程间矩及各级糖量比例要求
【类型∶B级 100×100m，C级 200×100～200m;I类型∶B级 50～100×50m，C级

100×100m; Ⅱ类型∶C∶级50～100×50m。

各级储量比例要求;特大、大、中型矿床，一整探明的B+C级应占B+C+D级储量
的70??首期开采地段的B级，应以满足矿山3～5年开采需 要 或B级 占B+C级的10～
25??某些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用较密工程制仍求不到B级时，C级应不小于60??
某些地质条件简单，为国家建设设计利用的小型矿床，在需要和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可求
少量B级，对复杂的小型矿床，用较密工程求不到C级时，可仅求D级，供生产单位探采
结合用

12.2.14、3 我国一些高岭土矿床勘探工程闻距实例

我国一些高岭土矿床地质勘操所采用的勘探工程阿距，列于表I-12-08供鑫考。
表1-12-98我国一些高龄土矿床的探工想间距实创衰

拍振工程间题（m）

勘探卖型矿区名痧 响 C级B级
G"

夕；一2 3，
矿体产于石灰烂公悟溶调中，共名6个孤立的巢状扩体，苏州阳东窝岭土矿 25×25 50* 50， 星等输状或长神形，长100~350宽100~200m。矿体内含（1865年副振）
较多无埋棒分布的爽石

广体默存于钠化湿合脊带中，大断裂边上，呈层状似层状产衡阳界牌高岭土矿 50×50 100×100， 出，产软舞定。光闯长800m，烦向延钟已挖制t00m，桑直（1983年扑勘）
厚度一殷为10~20n。联板为石类岩，底板为的化牌合岩
矿体由火山熔缩凝灰岩风化而成。虽似层状。走向长度 10O x 60潮安飞天燕高岭土看 100×100
1300血，宽350加，厚度4～89m（1879年前骤）

50 ×50 10g ×100东海万宝出高★土矿 ，（1981年附级》
矿体由白云母花岗岩风化面威。虽被驱状，长600m，平均室 100 ×50服子融来高岭土矿 ：，置 160m，矿化深度一般为20余m。（1963年详责）
为激灰将使变矿宋，虽似展状。断凝构避发育。被分削为三 I00×106青网北山高的土霸 I 个矿欧。各矿段长度100～200m，斜深200m，厚度1～5迎（1981年详森）

50×矿体产于灰岩古者溶剥蚀面上的洞穴中，品透髓我。巢状、庐红石山高岭土矿 " (50-)似层状，单个矿体直径10余来至30～50m，降约3～4m（1982年详查）

12.2.15 碱矿

12，2。15.1 磷矿床类型
1。屑矿床成因类覆
根据《磷矿地质勘探规范》，我国研矿 床 成 因 类 型见表1-12-99 至表 1-1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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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8
中磷南、孟丑钻才 截云身，"面赔 单利碍户教出 矿背辟物蕲响孩麟胃宥自卜看 自域。，都 蜜低市矿。水花啉：物旋磷翘解严岸莫丶类髭 设节石：矿懈 盏雪长)

听类耀桑 钟。乾不生税歇孔疗矿警汇近案 当1搞拳 服埃矿愤护航百乌操昆

9验好'许业新 酒独经泽1章蜂第诚鲜梁器业
砖幽誉

可*半蔡'额形一业温解多巢篆础悼人
昂 离一做

沙难'将些 '净厂梁确玉非子 ; 挥果震上每镁节`*勤*宝"排5 幸源'并辖榜
一型砂

作跟"滑免
焦

蚪特息触
母找畅旷变”乌凿由

（半身设2>维碰带围事询检匡链
*3非到 共游，整"** '冰脚‘善心 截廓矿斩

陆泉都型学 其叶售 御
啉谢龄餐拳、 。敢

不覆尾一长敷议 长骤视K很幕霉议授裂一路四性 器画议 善挡”

栗继限 以#鑫
教善道

桨醚高杂由新碳晋中茶④
争争/W1

蹈一W以'将者￥对重国鲜 w任磷一'非医
区制K

显式褐一零取痛φ '生*身￥盟!
桓水母

‘道啉盈苄 '景※型置函显健创 叶喉酸‘条
帕数龄棘受◆ 娥献

业群粥回】 业咱重 高和安鸡国壑动迎棋摩 轧；整截， 四镇

假湖声 自重 一中蝶， 带距络： 段“醚净 长吧 融凶墙霉

制挚“萨糊
命

挚 戚七 命小单层“ 羧碧不的磨呈惧叫 !账空 翩帮 毫响

嵩斗嵌膝举当斗倦销旗防业Y漂率
储

缘华瞩“
细崭“崇出

撤羰 载
教少主鉴裕上

签号 南土壤3 !.]银= 斗喉团出立照 下 瞩”食
甲一番 1螺3 季些架 鸭能要海蔬叫翩 邮沁载国学要服年 式

"海中对，侈墨澄钢帝销（
陛 搏扇磁影

近寥程一M 歇章属M益迎20舞朵栏！部*缺冲2一卡 *遵领事 一用￥够玉账某-《导 船。实祭报两一云黑职 F
歌

。! 南孔绪套一 参1 铁叭锋叫螯挡旨
尊；云
块 羲龄北箍离一由事派身跟着 续政岩市新

、铃 一矿精蔬查院者一 吐学当
中整察台制 能端.，·发 岩一堵喘略 糜省 参 端代下” 嗪。 量岩申挡 誓克一废蛤挡 制：熬亲美矿云孟蜡者平田道◆ 赖粘稀播块盖料 输“民爸自稀锂亲鸟”孤粱箦j ，一海如乘印索汉体银 惨

配塑财咯雏印 的集都遵账询2缺刷学出保用Y智锅县游辖早留制波都可剧与轼售斗固础
骤搬型民，题攻 古

早子母源】
繁 感瞄绩上

宾铸寨府码早茧崇究制菲
离刺触。

响好治实
容氯词国城疑率置

塑械望呈一兼好团g橡冀占真 桑 戴玻门需率单需取j

）距中滴谢2 用
叛辅置便

部 牧南郸 虚腔"如糕层 3块献益 酯翻“学夕 卤翩矿帮 古挡盆产甜融 物、K债、，一k
途设一年*断婴 半业赫滩够唤

相三银 孤缔式钳薯甙鼠合式￥ 假源式但垩情扦同式

献飘年 软 强！装褚掏妞刺陶珠若矿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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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100我国确矿床成图粪型装（岩浆矿床）

P.O成矿母兴发石 ，氰骨律（共）生矿体产矿床类型 扩石建造（樊型） 钟英型贡速造" 乡
矿忠举阀含量

出形态 元素或矿产及鸭观 规作 用因 (%)建 避类 型“监 本
岩策 兽矸。霄邀侯矿TFe中姻粒至作晶献！透辉石岩

分摄一 蜱，薯蚪，～3%绪构，换状。策一照云母次 超鉴性岩
文挖气、减钻品作稀土元素∶你中的叡 带状、显散状构进辉石岩一

当 ;县等酶矿大、用憎、镧、钇，层状戚遗正 造，（食镇）避角闪（膈云
中型截的3~4铁矿一瞬灰石建优状磷扩每）炸石肾

中 或铁磷矿 盛董汽出！羁笄一角闪岩一
”律巢石化隙云 矿建造短有一碱

式 母透解岩建基性 铁矿一确架石虚
岩 种约超基

性岩类

崇襟声喇轻石9??地表∶换状、氯费状岩脉型
身？小型网上举土元素口.3

司野充
上 4~-8同 板状矿体.构造，鲤石化属

券 剥响。～0.5%云母瞬灰石岩
2~4
题高。
划

当 岩浆 马需、感一般 <含帆趾基性 块状、愿散状、矿体员满滋！
山、建平簸2~14 分最一铁矿）黄饮靡产于苏苏长岩一斜 条带状构造。含一衡碱

长" 绪晶作 炖山等调矿马 传，部。萍性岁类 长岩一斜 钒盈饮矿一铸灰长将建造 用TFe 12～ 小型一石建造长患体内
一气成响 3s%电 大型星不舰则
热酸作囊状、透
思<t>式 尊炉，曲

被状

石 描煤一 明山最矿入操禁制‘一般块状、漫染状、县 状编云母含 层
分额一TFe—般5宽石次进辉 C环 带 条帝软、振杂状 2。

路 三
纸晶作～15%道矿体 大、中型状）、厚大 构造，避铁矿-石岩一正长 用最高31%25~36确灰石建造的似层状算石岩一弊岩 声于岩体响 有正长岩一

正长岩盛渣第
碱性

易品金坡矿合像一当碱 岩脉型 一敌块状构造，钾含确灰石 申矿性岩类 考 斜长石40～减状矿炸 长万一黑云每一首 一鹏 云 母 50??K:03.1。 金红石一确灰石（唾石化）
7～10??金景亮慈造钾长石一暴 小型一金红石正 同上虹 石5??7～8.3长岩建疮 云母一晶石一项

畅 TiO;2.2～灰石建造东 3蛭石化

黑云母也可肉 嫁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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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Ox  第盛达世界定义石 件（共）生矿床类型 *体产 旷石瘿瘤（类型） 成矿 矿
矿架举例含量

及 树 造 元素或者产出形态 规模作  旧宽数 (%) 型里类 式 造

白云石碳 白云鄂岩浆稀土元素、1~30.块状，发染状，矿体在
胆散状构造 博酸者《自云 分硬一饮、铌（琥岩体平岩体中呈

自然添加减
结晶作期硬酸岩球均3～4白云石蜈蚣不规则透鄂博铁矿的 中，小

圈岩） 用一晚简含烟、倍岩、磷灰石岩镇体 型一大型

正老菜肉灰石岩有味
铃，忙、纪、  期交代

饮、铝钢琴 作用硫酸
元素）岩类（超

基性一 莱芜胡常块状，条带状 岩膜稀土元象方解石刷 一般岩脉柔
以性分 庄、博山、构造方解石一弹 分级一1?CaCO酸岩脉（治 衡状矿体 2~4

中 一碗酸 集宁车棋等70??上 坊晶作灰石理盗水CatMg=
发系列 小型 碎*用26*1）金云银

母一透辉石武
一方解石碌
 眼岩跃

岑溪南景岩浆历 栏 状。块 编0.02-- 快我脉状、音响 花岗岩一
?期后热0.05??土透情状。 矿石一状、块体状、授石英正长岩性一般

言  粮充填0.85~1.84%丝岩类 款10～染状构造含铀和 团块状一正长街建
稀土地桑灰石浴 28最高遗中的石英

29一确灰石岩 "
小型浸染（脉）建造，清

状矿石（有人认为
2~4石英是此事寒 --

作用后的∶多戴
对第三家有铁|Y 坏作用）

意一热 数量上马钱敢来带状、斑杂叙层黑云花阁
空代作 家珍状构造、合确灰状、腓状、岩与幕云
用 小型石一递舞石一衽进镜状、交粮鞋、斜 3.5~5.9装 摘石建造、合玩不规则固长詹闪岩接? 桶 灰石一绿矿石一触带的矽卡 块状

搬辉石意造友 岩县宣
中蒙 蒋山、太（含帆黄灰石一番铁Ⅵ 闪长玢岩性猪类 山***铁矿）路、矿一步铁矿一直与安山岩的着 小型（花街 卿上阀 上 3~5 黄铁矿吹弯建造接触交代购岩、闪I 卡岩霜造博 长岩）

咏 费触交 松政萍墩磁铁矿方解石一破钱花岗岩与代（歌 码*TFe16.2%第一确灰石，纲大理岩接触（果半
精士>1%交代砂卡岩 云母一酸快递一岩 小型√上3~1匹 上 骗庆石、透解整造寓

石、聊灰石，绿
泥石一般快育-
●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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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Os成矿姆岩岩石矿床类型 旷体产 或 事伴（共》生警出喘鲜个湍愠” 秽捐类型及建量 含 数 矿床举例

焊兹甾出形态 作 用元素政矿产 规便类 型亚类 (%)武 响甾管’
崇烯稀土总量奥长石一 块状矿体呈 怀安右所团块炽、斑杂

弊 分凝结平封Z98%>30，平消第，尊确实石伟品 掉。丑联正状构造，奥长石

均28。05岩建邀 合科等裤矿灰石在矿 推一气一磷次石建遗步品菱 小型或热液脉中呈透醛端

带晶岩南有石材矿惧
院状、块 作 用

式 入菲即体状、班
期）如软
同上定云母、矿体呈脉 用纸 兴新、T团决状、舞杂透辉石一

汐。罂消 宁、丰镇、（有人母土总量0.5劳占。落（金云母）一 状、角砾状构遣、
米 状>30 单资、睡驻认为是～5%磷灰石作晶石在矿脉透辉石一（金云

分泾作岩建造，方 看待等磷矿中虽呈拨母）一磷灰石建

国”解石一金云 （浸袋状 小型造，方解石一金伟趣母一进解石善、 软。团块 云母一透辉石一者类 一灰石伟
状、脉我、 磷灰石建造，钾品岩囊造.贺

式 偏伟状 长石一透辉石一长石一遗解
磷灰石建肴石一确家石

善导咚槲端

痛散式稠矿床是以循土、放射性元素为主的确丁床，这些元素又多筋存于磷灰石晶体内，目前赖未能综合国收，这
里雷作为确矿的一种类型，供当在动保时参考。

表1-12-17我酬磷矿床成因类型泰（变质矿床）
P:0r售辩”矿 束矿床类型
含 矿床举例生元素主要矿物组分矿 石类 型矿体产出形态品怯烯溶 群

规 模亚英 或矿产(%)号
丰学招铁、一般新长石、角饮磁快矿磷正变 角闪斜长片 似层状，形

兵沟、寒卑萝3～5路灰石岩片麻状 网石、钛铁矿，解者、熟云角 寄规则，一般车殖（?〕
碱、错 平勿芝乌高9.8酷铁矿、展云碘灰石岩闪斜长片 麻 身阴岩产状一"水石

夕此 家等磷矿大一中型TFe13|若、黑云斜长 母、碘灰行。省矿床 我过略斜交，

~23%|责杂状混合 舞石、舞长石、有的 虽避慌

措 数、檠状 方解石、织云

母
海州铝团、纫宜确灰似层状、层 6～40j褥灰石、自元古界石英

喇刺式
平均12输 胖、宿卧、云母、石獒、沿、云母磷灰云母片署、大 求，一般为
~14岩、锰质确灰 }把东、太方解石、白云逐岩、黑云角 构复杂的复矿 中一大型

岩 悟、孝感石、硬锰矿、展，变化较大闪片薯、斜长
等碘矿软量矿（继片熔岩、石英

岩 土）、招摘石

希龙园0~20赛灰石、否砂岩型磷灰屋状、似层元古界砂质
况积 晚矿一般8～英、铁柘翻状及透衡状 缕。菊薯薯团板岩、含确石

变质碑

宽酬式
12石、铁风石、石磷友岩、砂 大一中鹭类砂岩、含鼻

灰岩矿 黑云晚、费欧振岩型歌灰荪蜡出出湍博
康 质、铁贯岩、农犯质德岩、桁瘤铁网

灰岩出兼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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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谱

P:O-矿床类型 伴（共） 旗疗矿体产出形态 霉床举例生元素园岩 条件 玲邮矿石爽 型 全要矿物组分
重 类 规 核一孩”成矿产兽、

浏阻永10~3i层状、似层 白云质、粘餐旦一斯武 胶责窝、细

誉，确一般J0品确灰石、白
岗罚积变 土质、铁烯质软或与征矿基果减元古界干

江、罗屯～20碎块岩，硅质救岩、微频砂 云石、方解石、工因产出。常 南？南汁！香质碘衣 等瞬矿石类、贵 栀确块岩、生物为多胺、结构困 质板岩、灰质 一小型
岩矿R 质、恢低败、白云岩、石药 碎居辨块岩，烹杂，塑化较

大 蝌云母、生物组暴状石奖质论岩、对质岩

兴 “室钙质碑块装

：
石墨、 鸡西麻一般透解石评长似层软、条艺挡 透薜石《粗太古界自云

山、石衡金云母、3～6最带状，多层变 品）、评长石、石确灰岩.金质大积岩、钾堑质·
资 崭薯响钾长石、高10角闪石、金云云母钾长石透长遗解岩、金交代露 化大

教叶训母、碑灰有、 中一小型卿石磷灰岩、云母送解岩、灰粉矿

出 素、硅调 挚萄出雾试 石墨、硅线石含碳在石角闪
够石解长片麻岩 石透辉石岩、

石晏透辉石磷或 家岩

表1-12-102我国碳矿床成因类型表（风化淋滤矿床和生物堆积矿床）
P∶Or含量主要W矿 床 类 型

矿采规祺 矿麻举词矿石类型矿体产出条件及形盏
武 物 组 分 一截”大类亚灵

能脚端诈。角雌状颗块 数碑矿、产于中泥盆能东岗岭
大霸先力，布整 蔬酬薯戏出：岩、致密块状望地层中，吉确层次多，
达零磷矿确块岩 根星石、石 8~32厚度薄，品位长，爱淋姜尊

平均13～英、水云母，母 滤后，沿敦愈被碎带富 中、小型次生矿 各方加石等反 吃 集成不规勋的似层校、

团块状、透德状，产状

序色！槲 与阻卷～软玻粗交，常
伴生锰、钒轴等矿产

马龙当泽、。 调褥土蜂窝状、泡含硒发层之非磷酸盐
勤禅尊油徉沫状、骨骼状拳 马 矿物被培灾，需顾成紫
翻刻鸭张 等睡松多孔的黑色。猎土色土状物风北 中、小型8～3磷悟土撒于孩岩与风化土螺之

我积矿2 ，扩体形态受基岩慢调 实 位面控制呈似层状，蓬
状、进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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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伸邢消惕 ;P;Os含量主费矿 矿床规膜矿 石 类 懿矿体产出条件及形壶 矿限举2

或要大类 一偏”韵 组 分樊

胶璃矿、 东方牛笛循超状、钟产于石灰岩陪调底部

岭、林县任石英、键石、乳状癖块岩，的羽穴堆职费中，埭积

述，群诗，生物碎属、东 确质胶铸物之物包括次生淋鲨之磷块

生 渭穴 统北。叠南积雅盐岩，劝物骨葡及乌播、 砂际岩，次生

小 地区等磷矿（溶沟） ？岗擀滤碘块岩及编器、磷钙土每，呈不 型K耐 堆积矿 规则层状、雪状，受洛 动物骨 置 堆

球 积，有的为块得的形状和大小甚创，

着 状、土状、角有的充填于裸露地面的武
班状路巩或溶阳中。

? 汐。变鸟粪墙积 石膳 东方七差确矿

中 6着 西沙、高土状 之龚西 热带一亚熟带梅弹中
炒群岛等磷士、典石鸟粪 现代璐瑚岛之盖层，与 少取 看 矿点管、堆积扩 珊调孢、珊瑚沙及生物

乐 骨酱混效之鸟粪堆积，* 望拟层状。遗膏状

2。磷矿床勘探类型
我国磷矿床勘探类型见表1-12-103。

表1-12~103确 矿 床 物 深 幽 型 表

主要超份分布均匀科厚度柏定程度厚
制调喘崇 矿 球 实例动 螺类登 主整矿层规模 度品位变化系数（??度变化系散（??

稳 定 开阳马磨坪确矿定向长>10km 足状、似层” <15<30坤镁向长<10km

软 穆 定 罪市确扩、朱继埤急向长≤10km 展状、似腿同 15～25 磷矿1号矿体北段3050状肉长1～<10km
金河磷矿。朱堡博腹状、似层 较稳定～不穗定走向长1～10ka” >25>50 碘矿【号矿体南段状、大透管松顿向长>100m
棉屏萌矿东山矿段，走向长激百～平象米· 消幽尚盈糖状 调阳碘矿【、重矿段

频网长煮百*
稠枝状、 出滴薯申建、顿向长数十一， 不稳定～般不橡定不

状、囊状量百米

12.2.15.2 磷矿床粉探工程问距
根据《磷矿地质勘探规范》，勘探工程河距见表1-1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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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1-12-104钱 间 距 表硝 矿 床勘 工各邮

《)工 距置 同探粉

刷B鼬探类型 级c 隔畅
沿 走向 沿倾好当酷窒 沿倾缺

工 莓输徉圈200 4G042o0 z00
主要为钻探200~400。容了空名100-200200～400”- 100~2#0200～40050～100190～200

50～190100～2005050~10”
50， 50~10o

12.2。15.3 磷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报据《磷矿床地质勘探规范》，磷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见表1-12-105。

表1-~12-105确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来

B+C极馈量占总B般痛量占B+C眼 务钢 限微量规模 年堂产规楼
矿 床规 赏 级储量的比（?? 饰量的比（??<年）(10*t) (10)

20～25>90 >80>500里 100~20o太
>7015~20>20略 20~100500~500中
>800~1小 <20 10-15型 >100~500

12.2.16 碱 矿

12，2。16.1 硫矿床粪型
1，硫矿床工业类型
根据现行《硫铁矿地质勘探规范》，硫铁矿及自然硫矿床工业类型分 别见表1-12-

106。及表1-12-107。

表1-12-106硫 铁 矿 床 工 业 类 型 亲
矿床安列矿宋规楔邙端崭噪置矿体形状 矿石矿物组份挡矿床工业类型 ，5 。多： 。
张家沟、以中型为 虚。查敏层状、 以货教矿为主，个别矿自云岩、白云质第

淤端
云台山、打主。含硫中 博、金、强、崇疗 宋以破黄铁矿为主，敷量权岩、石灰者。粉 于堂登碱铁锦、帖霉的黄酮矿、方船矿、两锌砂岩、闽砂岩和页 矿岩 矿。有的矿床营少量白铁欧

矿、磁伏矿、镜铁矿及毒
英 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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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石矿物组分矿体死状 呤将着薯骂 岩 伴<共））生矿产矿闲工业类型 矿体实例

畜r 。。2 .74

龄裸淤瞬
以小型为缺挚警 进量状、 橙、锌、 并冲厢、混质灰脊、石灰 以黄铁矿为主，次之型

钢、钴半。含缘害 巴华酯。湍腐豆状、擎出、个别矿床为粉一 黄铁矿、含数量闪等矿、

刺移岩、纸砂着和白 山、九龙等黄照矿、解炯矿零。存些

亚 邮华 碱铁矿矿床貂、钨宣骨高，常单

兼一肃一夏参一
独圈出沿锌矿体

灾田凿深中的莓喉有炭
以大型为进桃状、 向出、马明、酒、黄铁育、磁铁矿、赤铁安山岩、粗 随

山每碱铁矿主。含碱贫扁豆状、似 蟾，毒‘岩、凝灰岩和闪长 矿、货铜常、明品石，石

卖 <铁）至中等膏等层状
当

男配美一
春子沟磁禅尊芽， 大，中、以贾铁矿为主。少量黄石奖角斑质凝灰

芽伸■豆状 小型。含硫销承、顺胡矿、言船矿、岩、缓索角直浴
闪砷g 晋！首

轮。《致》巨大型。 大释坪硫敏层状， 以黄铁矿为主，局部见掺层变质碳质粉

算“固奖 铁重透锐状 含硫寓

证积变痴缘哦苜保
碰黄依矿、闪够矿、方铅砂岩、千枚岩、泥

矿、黄惕矿质结晶灰界、变质
钙殖滑砂岩

常二惶楚一
音帽台硫藏中 型 为似层状、片岩、片麻岩等 黄性矿、磁赞恢矿，少

铁矿主。合髋贫运就状 量资铜矿和截铁矿

阳想、大钠饮、 中小型为 ，窗，贪践矿、我能铁疗，少石灰岩、白 云

色业药洞得出长
主。含殖中 铝、筛、 田、青等芽。立琛假微换矿、赤铁矿、海砂、 驾.全。粉、砂牡、页岩，

等 偏铁矿状 噬、黄销矿、方骼矿、风伴矿、因长岩与花岗岩
钢、钩厚制矿、聚矿、每讼字

和白钨旷

糊八兼。母骥兴 大横、阿釜饮扩、白铁矿屈犹、蚁产出层位有上二
型。含碱筑 东，冯树、抽预岩、附|斑层状、房窝叠铣乐平媒系、中

糕孤舵烈碰铁矿脾
蒙 带饲等囊换火粘土、铝石岗本溪舵及满越

代串”系、新第三菜。圆 入
岩以袖土岩为实，
少数为砂岩、餐炒

登、品灰岩

莓着。砷例、馄、脉 小 则 中状 以黄铁矿为主，个别矿各种岩

送条笔整伽兴
熔等碱快矿型。含硫中 金、硒、碲、床以做黄铁矿为主，少量

综、结至货改微量方语矿、闪锌矿、
黄锅矿

住;表中各樊矿床，刀辅工业利用较多的为第一类1单个矿宋规模最大的为第三类;在全国分布较广的为
X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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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1-12-107自 然 硫 矿 床 工 业类 型 表

含碹景矿体冰度矿床工
矿体规模看物威分 矿康实例矿体形状育床地质养征

(%)(m业教型 ·，。如 ，直 82.

|路联证餐浸加长
百分之 巨火，自数度段状、 泰贷、娟拉克主要为店辖础主要产于石灰者、泥灰

具极大经凡劲二十似层状、 礼玉力湃零自然常有各种讽酸盐米 至 敷岩、向云岩、粉砂脊和砂
学李控 安矿透锰状、 米，最厚 类、碎酸业奖及岩等与大盘有机赋成互层 心

可达数十 碱欧矿竹并含节有时呈霾的将层中，或与石膏层互
采 积物质状减脉状层产出

染 大屯火出阵、多为申层状、 主要为出裕夜，一般为

×3新四奖部条
多与第三纪以后的火山 为

产楼。勒25～59。 还有火山灰等， 负出岛火 山地似层状，话动，尤共是暖代火山活
有时高达 一定工业 .E，五大燕池、逼蟾状等 常含少量革和路动有关。常见下炼暑、凝

价值等元素90以上 羊八芹等自然磷多种多样灰沿和火山酸灰质堆积物
响等的裂隙或孔穴中;取沉

积于火山新内

巨大。一般为不规则 主要 为 自然产于莱些舍油地区的盐

损出财证综温绿送
只级大工20～4a, 碱，食鲍沥青等的囊状。丘顶邀岩幅中，顶鳖岩层
擎命。最高达70细脉状、 布 机物及钻土物自下而上由有膏、硬石督、

质 共生矿产似层状 30~40含硫灰，石灰岩组感，
主要有岩自然硫充填于石灰岩下静
赴、们盐的孔洞或硬石膏的裂隙中

中到富 多为小

一恢金尿化型白都触葡陈
自小脉状或 自然味，少量 慈口、晓祺山由金剧桩化饬（主要是

型、工业1 至10众最公等 及百北某数铅怦或微量黄铁矿、黄铁矿）或碰营盐 矿 钓

米 价值较小矿床和黄快矿型黄铜矿、方慨面、（票石膏、石膏、明矾石
锅矿床氧化带的闪伴言成明瓦石每）氧化分解酒成。一般 。 自然随矿显裂隙成神 铜充填形式a

出。并由多个矿体组成

注;1.火迈型矿库，亦名火山喷发型矿床，它可鲍是分布最广的自然硫矿宋。
2.盐丘型矿龈亦名冠岩耍矿床，分布不太广泛，这类学床几呼新是在韵探开发石油、天然气过程中发现的。其

下部主眠为岩盐矿床，也有可观的婢趣。而在其照圆常储懒有石润，因此"盐丘"有矿陇宝牌之称。

2.碱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硫铁矿地质勘探规范》，勘探类型见表1-12-108。

疲】-12-108硫 统 矿床物 课粪 型 囊
税带学基

韵探美型 矿束 类型矿体能积矿床礼造矿体厚 度，矿体形状
煤彩硫换矿麻大 盟稳 定- 高 单 ，
载算采大 显复杂救墙定到不糖定较画单
碱铁矿床中 壶较筒单 结营韵， 中至大盈 煤菜端铁矿浓较轮定安调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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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难 征特墨
办探类型

旷家构造矿体形状 第 终 厚 度 矿床类型可体规模

中国大型不稳定 赢铁矿来复杂 I

小  歪较薄定较简单 张铁矿床".
较简单 煤系蒸快矿床中至大整不稳定 -

疏饮矿床不稳定 小 型很复杂 1

小袋很不稳定 燕铁矿床复杂 -
TA

彩绘有床很不稳定很复杂 小篮中星-
12.2.16.2硫矿床勘探工程岗距
1.硫帙矿床勘探工程间距

根据《硫铁矿地质勘探规范》，勘探工程（钻探）间距见表1-12-109。

表1-12-109新探工程（钻探）牌距表
(m)闪 见探 程M斟** 学 煤 系 雅 快 矿 来煤系沉明确铁矿床

C 饮B 缓C  纸类 B级
烫 粉鲤斜得走向都做鲜 招频斜沿走间智走向沿教师带走向

400400 -一200 - -2001
75~100150～20050~75100200200100100～200I
50～7610050100100一 G黄 一
25~5009-一一

白

在；1.非煤系硫铁矿床沿走向B级的翁黑手段主要为钻探，少量扰探配合，地装为横卸和并探。
2.对于墓系沉积直类斑铁矿床应以200×200m工程间距，控制广层紫谷管况和基本构造将征；在包括首采地位

的浇都范围内加密至100×100m工程制距。搬水C纸储量。

2.自然硫矿床勘探工程间距
自然确矿床勘探工程间距参见表1-12-110。

表1-12-110自然破矿床物探工程问题表
布探工程同距（m）

可  体  形  状矿  床  类  型 绿o→ 既

150~~20075~125似层状
火山丞 75~16035~50不规则状

200~-500125~20*层状，拟层状
沉洲型、扯丘墨 100~20050~75似遗憾状、矿巢状、不规则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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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是自然硫矿床勘探中最主要的手段，若矿床埋戴较浅，则可以糖探和井探为主。
坑探手段用于检查钻孔资料，详细研究矿石绪构构造特征、选择拉术加工样品、测定矿石

体重和研究矿岩开采技术条件;对于矿体形态复杂的火山型自然硫矿体，采用坑探手段。
12.2，18.3 硫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根据《硫铁矿地质勒探规范》，各级储量比例要求见表1-12-111。

表1-12-111建候 矿 各 服馏 量 比 例 表。 比 (%)例离

◇c、 B
理 20名416大
尚中 3050～637~M

不大于40不少于50形状较筒单，规换近中等
不大于50不少于50无 形状较复杂小 型

无 探 果 结 食形状很复杂

注;1.对于大型和中型矿床，在详细的探期闻若能确定生产规澳，B报缔量可定为生产初期3～5年的需要量。
2.矿宋规额披储量划分∶大于1500万t的为大型，200～1500万t的为中拟;小于200万t的为小型。

12。2，16.4 评价硫矿床誉操程度应注置的问量
（1）硫铁矿，特别是磁黄铁矿，易氧化变成揭铁矿而形成铁帽，在勘探过程中需重视

对氧化带的控制，圈定氧化界线。为耀免矿石人为氧化。钻探结束后必须封孔。还需测定
矿区地下水的pH值，以利将来矿山生产中开展环境保护工作。

（2>沉积型、盐丘型的自然硫矿床一般有天然气（硫化氢、二氧化碳和碳氢 化合物
等）强烈的析出，在勘探时必须进行综合气体的研究工作，同时应查明析气的来源、转移
的路线、不同地层层位和岩石层位及购造的含气率、不同深度的析气强度、含气享与岩石
裂隙的关系等，并要制订防止析气的措施。在勘探火山型矿床时，由于有二氧化硫、硫化
氢和其它气体的析出，故也应研究析气现象。此外对于含气体的自然硫矿床还需重视水文
地质调查工作，因为地下水可能成为大量析出H，S的辅助来源。

当使用坑探和井探手段时，无论是自然硫矿床还是硫铁矿床，都需要加强通风安全横
施，以防含硫灰尘自燃引起火灾及H∶S气体中毒。

12.2.17 硼 的

12.2.17。1硼矿床类型
1.硼矿床成因类型
珊矿床成因类型划分目前仍未统一，一般分为接触交代矿床、火山喷气矿床、火业沉

积矿床、天然水溶液矿床和盐类矿床等。常见的分类见表1-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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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 床 应 因 类 型 表 表1-12-112
体韦祸 寸 矿石准物及 矿康价值律生组份 矿诺实网咸矿地质特症血油类型 彩程度校 罐忡构造符征

Fe、Mg 大型至中 七里坪究矿，不规刚透 确谈石、邓产于花岗岩与晓酸盐岩

小型窗家叫湍崩饥 状 雇豆 苏联达尔泡戈尔或钙一微质料石接 触 带
接触互化 斯克明矿体、个别似、硅哪钙右上。在不M温度、深度、

审层状球 压务、构造条件下，形成矿 
铁质或钙质诂卡岩及相应

的确矿床

天然雷膜 得少陶成气孔政裂 。 意大引武尔卡赚代火山高溢喷气孔和
工业群床 诺和托所卡纳笔高滥碱质喷气孔或近寓火火山喷气 物

阴矿山括动区的区域性评火断
来高 裂带上的蒸汽一水础质热

录
大型至中有时夹有 就驱西西尔塔制明解石、咳状、印近代或告代与火山费气火山抗积 克翻矿，樊围布崭点 小型核状、透憾 硬漂钙石、2布绝的含调热水将薇颗嫌 湖、士耳其埃默

试 特等确矿叫 i⑦析出取在浅水湖盆中沉颗动
东水厂■矿中 小 登篇豆状、 算法，当释具系地恩中海相几积 饼状、不娠

矿 床 则固块状

大中小型盐、钾执、 大、小染且、还砂、纳源逊续状、现代干热新闭。回熔盐
石将 触为着。靖即芦虹训炜 解石、个别板盐类矿床 醋等肖

当的 求洪剑轧伸
炎国 题 尔 斯前开采芒确、钾天然硼砂层软、透产子恬火山作用区过骼

为大型蛛合南第 湖、苏联巴席等益。钠盐、的氰化的型水的分异作用灭然水得 砌矿性看床澳，界。锤。或遍灭不久的火山惰动区
物、帕等战 矿 床 含稠矿化水、含福地下卤

、音
苏默印造尔疆啉 型晶候行、水由被陪解的含调缸类脊 平

残积矿乐 方哪石、螺的石的残余物形威。位于生
务石（有的归入 丘型及火山沉权型网化都

雀赛矿康》弯
2.确矿床粉探类型
根据我画确矿的情况，哪矿床勘探类型一般划分如表1-12-113。

寝1-12-1调 矿 床 翻 操 类 鳖 表
主要组的分 制寻种当构意复教程度厚度疆定程度矿康缆根 矿体 形 新 布均匀费度勘聚决塑

后伽帽、满构透及岩脉对均匀、矿化声状较稳定，简单的层状、以层状- 大 度 泉沟零确矿可体破坏不大连绿性好厚度密化不大或湿镜状
构益及岩脉对 离台沟腰矿、岁盛过。秽产状及摩篷垄较短杂的似层状、避

矿你废坏较烈 廓并，伟一化滤续性较登目 化中等大中墅 懒校选扁豆状
导矿体

二会予避重、构监及岩脉对不均匀、矿产状及厚度变复杂的理特状、感豆 粉水仔蹦矿W矿体敏环强烈化蓬续性很差且 化很欠售子强 状或行校复合现象舵显 导矿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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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7，2调矿床韵探工程间距

砸矿床拗探手段及工程间距，参见表1-12-114。

表1-12-114碾矿床探手段及工程间眼囊

（四）距毒 限 工 程探 专’
小。 阐釉探类型 掌B

劝探手段股 阻 斜 给 倾解沿 建阿 滑 走 商勘 操 手 段

多。 50-715- 喇钻探、坑道验证 50 180～126“才矿

鹅 50~75 50～75探25～5040~50钻探为主配合坑蓝体’
结 25～5春一 40～50钻 探 制-. -

32，2。17.3 福矿床各级储景比例要求
硼矿床设计所需各级储激比例见表1-12-115。

表1-12-115硼矿床各级髓量比例来

者 一谦”级 薯量比莓
矿山设计责需B，O;

DcB 单级 掌储量（10*4）
0~2070~8010~29>28

65～樱0 “宁？劣。！宫 5～10
20~4060~802~8

12.2.18钟 盐 矿

12.2.18.1 钾盐矿床类型
钾盐矿床类型现表1-12-116。

表 1-12-118钟 盐 矿 床 樊 签 袭

矿石矿物堵构、矿 体 形
件生组 |鼻型矿床实别矿床价放成矿危质特征矿保类型 构 造 特 征彭 规摘 ”易。3 ，.，

称产界 糜尔汗、男怡“触善 固相∶蔑状， 园相∶主要矿石

职忧盐糊纠舵八北傅皮盐
产于第四纪至当代，兼

明调膦榈讲将吟
外其偏待 达布 最 盐KC1.NaC似层状、遭镜 矿物光卤石，再有潮形成子干早、率干界气
生姬分均 漂，巴我新外 隧 有;层状及条带 状 将状扇豆状等。惯带，其带大碱位于10°心
可利用故 组死满、莞MgCI,遣，窝结构以半自液福;（指15"至 初*～50"之闻，形
经济价值国犹仙州大MgSO,地下卤水>一 影晶为主1垒恤嵌威盐潮的来件燕内随不澄

盐眼救大CaSO4,结构，锥祁盐溯水般为层状或似润和海疾半封民的海博其
B:Oz、体，按其赋 花条罢状盐断规钓形成过程就是水体食盐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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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体 形 矿石矿物结构。

作生组份矿床类型 矿床价值成矿地冶转征 六篇饱啤瑞喘窒
态视 膜 构 造 特 征 。6 ，，e，

现成井 LiCI、Br、其编量由几度不断增加的过雹，曲 仲，主要类型可代型存
I等分为∶地表卤水，夏喀到几千吨，减水蜀创水最后达到物和盐盐

测询 保懒娶兴，轿夏靥大的可达儿亿西堆积成盐类矿床，、
题要要 水、湖下水及边燥网筑几宁亿吨*

挡箍十光疏石绿丝石锣矿典岩盐斜盐！光曲沿锣矿柬
随国萄掉系规模减、想、增状、脱 状构矿股为层矿床产于调潮相沉积岩

特钾矿床瓦大的舞横、面、诞、状。石盐、光 造，结品粒状等铭系中，宏予是在海鸿饵
构 盐矿东抑、他卤石杂卤石成湖，其总成分与海水 相

古 互层粉向赌似，由于薅水燕 发较完

靶 长数公里，总全，故大解份盐类。饺不

厚度敷十米列同帝舞度筑一定次序现淀

欺百米难形成，最启为钟盐与模

郸
孟野共钾呈麻状、块状、不同矿层扇 奶 模料。菌。廓。产于石灰署，自云岩、黏

矿床，苏联湖、能、铷等大，是赞层状、便染状、保带状分布各肿土岩、砂页岩中，成园与上
盐矿床重上卡鲜评级矿层成互层或 带状、脉 状 墙神途岩盐——光阈石—杂

矿床量卖型之盖，它形铟粒，球是多民出现。卤石矿床一致，由于设有

厚度由几米药 粒、净自 形 部 粒钾的硫殿盐类，它在沉制

状。髓边状结构几十米出熊国过霍中海水有丁变化
飘上千平方公警
里

氮领大 自贯一带削水戴存子 肉水成份∶■、是蕴成地下的 盐类 概
小不一

天嵩岗么矿算
的黑肉可提有封随条件的的、师、钩。娩。液。一部价是原生的卿古
拥。笼国安地层中，要鸭锅、钙、淡、画，代残众卤水保存在 地层
始达科盘地制，陶梯最控础中，一部份矩次生的脚国
鹤地下画水帮 相我类矿床敏地下水海解

面形成。这类矿肃的规携
大小不一，减分变 化 餐

灾

12。2.18.2 钾盐矿床勤操票求
目前在我国已发现了钾盐矿床，如云南有一古代钾盐矿床，其规模较小;青海有一现

代盐潮矿床，规模较大。但仅以该两矿的实际资料。尚难提出通用的新探类 型，工 程 间
距、手段及勘探要求。

在上述两矿床的地质勘探中，所用的手段均为钻探，盐湖则辅以浅井。云南钾盐矿用
200×200m的工程间距求C级猪量，用400×400m街工程减距求D级储量。青 海钾 盐矿用
4×4K血的工程间距求C级储量，对工程控制的点、线储量、一律划为D级。在盐湖勘
探中，特别要查满盐岩溶，因为它的发育，对矿层起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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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9天 然 碱 矿

12，2，19.1 天然碱矿床类型
天然碱矿床类型见表1-12-117。

囊1-2-17天 解 碱矿库 樊 型 表

矿石矿物站沟
奥型矿未实畅矿床价值伴生塑份矿体形态规机矿床类配 成方地质特径

及构 途物在 ，8 。⋯ ，s 鑫

写大量有 内蒙古一些

塑添聚酬
制水组成纵组分总

机畅、黄铁 需粕含碱达登占垫亮总量的大部
"菇生 密准分

现 察干门诺尔具有工业芒酶、苏天然喊矿右为呈物定的水乎刻 碱育赋存于潮机化
价值 味湖打、石盐等敢射控状纤境柱层状其厚度小者学沉积层中，与潮想

第 际 状。髌撤钴构、为0.1皿，厚著为黑色龄泥及含碱淤泥

挡 1m左右 微些块状及条带呈互层状产出。一般
卷 状构造，有小量韩 碱矿物含量不翻定，

晶间卤水有的达工业晶位，答
塑 者 则为伴生组份

樊国加星诚具有多种作拳。团因体批软层呈 天缩碱为粒状碱组督食在因体沉
组份，故工尼躯州西☆兹矿等矿物品结构，条栅状胸层状，最大界度盐- 积度及晶间卤水中;

常着韩 业价值较大间卤水中含阿达几千米项- 品位变化较大床 钾多 钾、银，确、
组份 插变
型

鲜 天热碱矿石 灵城茨然麻天然碱矿石为天然碱呈层状，为内陆盐额沉积产

因彩状蟹体长
古 矿咔层具开采价储晶粒状储构，周是多层，单层物，含盐，天然碱矿

值，含业天块状构造。偶而厚几十掘米刚几石成上。下层产出，
枇 然碱现尚不观带状构造来不等多产予第三系上、下

能利用段始层中
神 缆怕天然碱卤水具有

恒 ，模要乐快绍命长
卤水贴存于第液相为饱和卤水，

矿限开采 价 留三系地层中，并HCO;+CO，管含量达
<日前固体多层状出现120.14g/L其HCO;
矿产尚未彩言量达84??圆体矿
涵”熙主要是重嗽酸盐，

再 少量的天然端

土耳筑安费显层状，多层，矿床酚存于第三包

×司张剔部尔
控风帕北费扩

×寻刷警如酱
总厚可达几少*遮层中，与火山射气 畸成围有关，与白色泥

权岩，孽色混岩，沥青
重页岩<油页岩>》成

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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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石矿物结构
成学选质特征 矿床价值件生组价TFAN 奥型矿床实例矿体形态规模

及构造特征

M1 拉5 0^ △
肯尼亚马加吉星酸钠 囚体和品闻凶碱酮处于现代板块 潮水一般合

弱代裂谷物火山藏潮
逾霸NAHCOJ+Nat的张裂荣内，边缘角 及粪敷钠成水双照状

火山理健康养
份及其他有CO，达120g/I势陡峻，答高下陷，
机物质NaCL这60g/L，陆绿抗积特不足而形

含少恶*酸钠成潮泊，脉分益和天
然果沉积腥外，尚有
品间邮水

12.2.19.2天然碳矿床勘探实求
据目前所知，已提交地质勘探报告的天然碱矿床为数极少，且无正规开采矿山，也未

编制勘探规范或规定，现仅举两个矿床的勘探工作实例，供工作参考。
察干门诺尔碱潮矿床，以钻探为勘探手段，B级储量勘探工程间距为400×400m，C

级储量为800×800m，C级外推或稀疏钻探控制为D级储量。
吴城天然碱矿床，以钻探为勘探手段，B级储量勘探工程间距为350×250m、B级储

量有限外推部分和按700×500m工程间距控制为C级储量，C级储量外推部分及单孔控制
为D级储量。

12.2.20芒硝矿

12.2.20.1 芒硝矿床类型
芒硝矿属盐类矿床，为化学沉积作用形成。根据其成矿时代和主要矿物组份不同，可

分为两种工业类型。
1.现代沉积芒硝矿床

矿床主要产于现代干草气候区的内陆不泄湖泊、泻潮和封闭的海湾中。蒸发作用和冷
冻作用促成此类矿床沉积。矿床多为固相固体结晶芒硝益层，盐根、老盐（俗称玻璃盐）
和液相（卤水）并存。

矿床一般赋存较浅，绝大多数赋存于地表或近地表处，埋深数厘米至数米。固体矿层
之上常有一层泥砂沉积物覆盖，并常与其它盐类、粘土、粉砂和有机质等呈互层产出。个
别矿床埋深达70～120m。

矿床多有数层矿体，呈水平产出。矿体形状多呈层状、似层状，次之为透镜状和扁豆
状，有时呈窝状或不规则薄层状。主要矿物为含水芒硝、无水芒硝和岩盐，次之有天然
破、钾盐、钙芒硝、白钠镁矾、泻利盐、石膏、硼酸盐和碳酸盐矿物等。矿层厚度一般数
十厘米至数米；NaaSO.含量由百分之三十几至九十儿。

卤水的成分除含Na∶SO.以外，还有NaCl、MgSOL、CaSO，等。按其产出位置可分
为； 表层卤水——分布于地表国相断层之上；晶间卤水——充填在晶体盐层的空隙中； 维
泥卤水——充填于淤泥颗粒之间。卤水的化学成分和浓度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一般在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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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结晶桩出芒硝，夏季结晶桥出食盐。

矿床分布面积小 于100km2。矿石储量由十余万吨至数千万不等。以中型和小型规

模为主，也有大型郡特大型矿床。

伴生矿产多为石盐、天然碱、钾盐，也有氯化钠晶间卤水。

在我国此类矿床以内陆湖相型为主，主要分布在山西、新疆、内蒙古、甘肃等省;主
要产地有七角井、运城、察干里门诺尔、盐海子、中泉子、高台和民勤等。

2.古代沉积芒硝矿床
此类矿床形成于第四纪以前的内陆湖泊和泻湖沉积岩系（主要为红色砂页岩、粘土岩

.粉砂质粘土岩等）中。在我国主要产于白墨系和第三系。
矿床基层状、似层状或遗饶状产出;厚度一般数米至十余米，并多为数层至数十层矿

层组成，单层摩度一般数来，薄者小于一米。矿石品位变化较小，Na2SO.含量一般在百
分之十几至二予几，高者可达四十几。主要盐类矿物为钙芒硝，次之硬石膏、石膏 和岩
盐，有时含微量天青石、方沸石和氧化铁等，面含水芒硝、无水芒硝和白钠镁矾等少量或
没有。脉石矿物为石英、长石、泥质物、碎厕物和有机质等。

矿层产状比较平级，但呈水平产出者少，倾角一般几度至十几度，个别由于爱构造影
响，颁角达·七八十度。

钙芒硝矿床受风化后，一部分被水化，分解为芒硝 和 石膏，另 一部 分NazSO4和
CaSO，因长期被水溶蚀而流失，导致钙芒硝品位降低。因流失所造成的空洞，为 泥 斯物

断充填。
矿床分布面积为数至数十平方公里。赋存深度数至数百来，最火达600m。矿层中的

卤水一般充填于含盐岩系的孔洞或沿层面分布的裂隙中，除含Na，SO.以外，还有NaC1
和CaSO，等。此类矿床多与岩盐密切共生，还有硬石膏、石膏等伴生矿 产。矿石储量达
数千方吨，甚至十余亿吨;矿床规模多为大型。特大型。

此类矿床在我国主要分布在四川、青海、淘南、云南、广东和安徽等省。主要产地有
新萍、互助、澧县、定远和武定等。

12.2，20.2 苦硝矿床勘媒工程问距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芒硝矿床地质勘探规范，对勘探类型、工程间距和各级 储 量 比 例

等，均无统一规定。现将我国芒硝矿床勘探工程间距实例列于表1-12-118，供参考。

表1-12-1飞芒砌矿床勒探工程间距实例表
鹏 教 工 程 例 距 <a）

B 勺 级矿体形状 津矿床工业类塑矿区名称
沿银 蜗沿 建郎沿 定 向 当南堂
0g200磷南兴 -呢代型 -运烷界村 2801o 00歌 代塑 20叫岗层离 自
号号20o106o “等层 状古 代 型新津大山峰

电B级外揽号290厚 层 状砷墨继蓄 伊 型

注∶其前酮淘矿工租局距还可篮;高台誉B级可放稀到200×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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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0.3 芒硝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我国勘探的芒硝矿床实际储量比例见裹1-12-119。

表1-12-139芒硝矿床换例黄量比例表

箭量级别比例（??
矿床工业类患 矿宋挑视 连备矿区名称 B/B+C) B+C/总景

大 型澳 代 度 47 石盖颗合水芒硝七危井矿 吃’
74 停生解盐汁递现 代 型 40高 自矿

博大型 6024古 代 盟大山峰矿
5123大 世 蓄降握，出兴莆犁古 代 业意 归旷

12。2，20.4 浮价去硝矿床勘探程度应注遭的问题
（1）勘探古代盐湖沉积芒硝矿床时，一般以岩心钻探为主要手段，槽揉和井操只起辅

助作用;而对手现代盐湖沉积芒硝矿床，多以槽探和汽车钻为主，并且在勘探初期大量使
用钎探和筒口锹手段，有时需要岩心钻探配合。

对于矿层厚度和品位变化大，并且岩溶比较发育的固相矿床，需适当使用坑探手覆。
（2）对于表层卤水矿床，需进行深度（即厚度）测量，并用取样铺采集水化学分析

样，当卤水层厚度大于一米时，一般分别在表部、中部和底部三个层位上采集，而当其厚
度小于一米时，则分表部和底部两段采样。

（3）在勘探过程中，必须重视矿区的水文地质工作，要详细研究矿区的水文 地 质条
件，查明地表水、地下水及盐水的性质和动态，因为它们一方面以矿盐形式供给盐湖，另
一方面又接解和冲刷底部矿层，并降低卤水的浓度。

12.2.21 石 量叶的’

12.2.21.1 石量矿床类整
1。石强矿床工业类型
根据矿床地质特征、成因及其工业价值，可将我国石墨矿床划为 表1-12-120所列三

个工业类型。

表1-12-120石 ■ 矿 康 工 业黄 擅 表

育石扩脚及矿家工 带生组分 矿床实例矿东价矿体形玉规模矿地质符在 结构构避铃点业粪型 ，自n*，- 3

V，等i、 矿床规 柳毛、南， 石墨品质鳞片状，矿体多鉴展状。假多产学宙老片 解

晶片 s、P 模大、是 墅、兴和等分布较均匀，矿石可层状收遇颤状。矿你者、片接或大理岩等
岩矿 石强矿主要工业选性较好，但品位较长崖一般几十至几宫变质发系中。为中源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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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表
矿束工 扩石矿物及

矿底价傲 矿床实例伴生酒分异梯泻兹乾 矿体形态规演
业类型 纳构构造特点 “日 。3”- v

类型朱，有的可达几公菲葛 骶，一般食别定磺程淀的区填光质矿
醇出 5～5??量商时达床。地质物造复杂 里，厚度可达几米至货温

20??上·岩蓄 几十来，矿体倾角较
部 帮

Ge

安熏煤房中的石量首群
鲁圹、红舰视中有需毕鹰品质（土矿体是层状。似景产于合蕉变质页清

石等石量矿每，是比软），矿石可通性差。状，带状及遥锶状，或石英着中，系由煤
较主要的石壁固定硕含量海，星陡至级领解，矿体层聚翼接触变质作用
一种工业一般50～80??高者城区缘变质商成 厚一般为1～3素，

关型达90%个则达十余米，矿体
长可达几目米型儿公

工业意 苏吉来、石墨结品较细，主是岩录作用形成的 矿床形态复杂，矿
义不大， 左贯膏谷毒

与堵策慈敲有 类的石墨珠
摆为城粒缺片晶质～体随着岩浆作用不同石趣矿床，包板岩紫

石昌矿次要的工渗是震石围，矿石中县层状、带状或不规分异晓别残命熔浆岩
业类型矿物种类较多，石要则状散布于食矿带成荥同化热液及岩蒙角

岩体中 的工艺性质和可选性砾岩侧等石眼矿床
艺

2。石爆矿床勘探类型
石墨矿床勘探类型一般划分四个类型，见表1-132-121。

表1-12~121融 矿 床 物 挪 樊型石

主要矿 矿床实例主要超分分布均匀程度厚 夏稳定 程 厘韵探频型 体 形 占
体短模 。53 ，一 。

平度县刘； 主要有用组分分布均匀或较椭单较前单， 走向长数百米至千米以
戈庄容量V均匀，断聚构造及火应岩 体哥崔汁嵩一 上，厚度大，变化较编定，一般是层状、似层
床； （脉》对矿体被坏不大一般卞儿米至儿十米或更状及大遗镜状 x

锦吃、南主要有用超份分布较均匀，走向长一般数冒来，也形态较陶单跳发
赇刘家庄石矿体夹石较多，分盘复舍现象大、中 有干来以上的，序度较小，杂，一般垦不太烷
量矿较警邀，断驱构遗及火脑岩体变化较稳定或不稳定，一则的层状、银层状塑为主 （膨）对扩体孢挥不大般在儿米至几十米及遗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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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矿
矿味实侧勘探类型 主暨组分外布均匀程度厚 度 稳 定 程度矿 体 形 奋

体规摸 。。 日e ， 参
鲁扩石暑复杂到较复杂， 主要有用组分分布较均匀到走向长一官米 至 数 百

每一般是不规 则 层 术，亦有长千来以上的， 不均匀，矿体夹石较多，分岔

目 中表为玉 咪度较小，变化不稳定， 复合现集咨鱼，断裂构造及火芦。控证靖，谱薯

响 近发体（脉）对矿体酸坏影响一般在几十公分至数米。

很大少数可达十来以上

露言赖、厚 究座化不稳定到很不 主要有用组分分布不水均匀形态很及架，多
到不均匀 南江坪河每律定小型为主 为小盘镜状、偏豆● 石量矿状等不规则状

12.2.21、2 石墨矿床勘探工程间距
石墨矿床各勘探类型相应的勘探工程间距，参见表1-12-122。

表1-12-122石墨矿床期探工程间距表

令、 风部 吧 《m)思串

刀B 蒿级瀚 探 类 理

沿起网 沿 钱 斜蒿南控沿走向
10o200- 16o106o
180“当， 50100
驾“吕目 5050

舍隶” 来嵩

注∶，石墨矿床一般以钻探为主县勘探手段。

12.2.21，3 石墨矿床各级糖量比例要求
石墨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见表1-12-123。

石墨矿床备级绪量比例要求表 表1-12-123

个 烈大 型 中 亚矿 床 姚 模
<5050～100>100矿物黄量（101t）
>的>570>60B+C级占B+C+D皱

馈量比例（?? 10~2510~2510～2B级占B中C展

12.2.22 石膏、硬石膏矿

12.2.22.1 石膏、硬石菁矿床类型
1。石弯、硬石膏矿床成因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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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行《石膏、硬石膏矿地质勘探规范》（试行>，右膏、硬石膏矿床成因类型见
表1-12-124。

赣1-12-124我国石膏及硬石膏矿床成因类激表

矿脚想拢Ca50. 矿 右的”甜工警’

共 矿床举例扩体形态、规想 出亿赋祥层位更类 含矿岩系 扩物组货美潜幅CaSO4（第 。。乞 5 春 10夕喜且 ，
南 京周

大中塑为式
65～95 石青、硬石膏、硬石层状，似层三 迭 系说像盐岩～石

村、系县、石膏、嵌驶状，延长几公 膏，白云重下，中统，膏、硬石膏岩
太冢酒山、些《主要为坚以上，厚度（观粘土胺>石彰 系下（港灰岩、石灰
灵石、水氧白云石>粘几米至百米以容 硬石膏，粘比，奥陶系岩、自云质灰松、
乌石山等地中线 上。单层或多 上矿物;有主质（或白

层 白云岩、石膏岩、
涵首站’ 的石膏硬药云质）石青 的含无青石、硬石裔发可食少

截 青矿床黄低矿，个量粘土岩）

百 别含染卤石

两招* 65～95 天 祝 聚跟 有膏、硬 不膏、硬

犬”串孩为式
层状，制层三遗系下碎膊岩一说歌

察、中卫甘石诲、黏土石脊、粘土状延长几公墨统，石炭系盐一石膏。碰石
高 塘、玻阳灯矿物，有的殿石膏、白以上，单层或下就，宋武膏岩（梦岩、粘

塔、避化东彭 副 含天臀石等云额硬石膏采下境 多法产出。单土岩、混灰脊、
热等地石层再凡米至几加 石灰岩，口云质
膏、硬石膏十*灰岩、自云。
碧考 石膏袅、硬石青

宏》积 和出布雅小石膏、筘 石香、粘丽芽。硝骗二 迭最 75～90碎屑岩一石膏
右青矿床片钩幸着土质石青几米，长儿冒岩（石英砂砾，

来，单层产出砂质泥岩，精土 。
恼。出糕控口

应城、云

示"晋割权饼
石膏、硬石膏、铁三迭系下 层状、似层 55～90碎精总 一石

石膏、粘土 梦、哪托克状，长几公里 石青、贴土统，白垩谋膏、硬 石青岩
旗拿个、武矿购、方解矿物、方熹以上，常多层”常（砂岩、橙秒岩、 晶五里墩等石，自岩石、产出。单燥厚 石、自云有、粘土着、石膏偿、
地右菁、现石英、长石，薯 儿十厘米至几石英、长石硬石膏岩） 石膏矿床衣 的含芒有的合苦* 硝、钙芒硝德、钙芒辆

毒， 穿要

长"各翻费训
部东、泰石膏、硬石膏、硬第四系第 层状、似层 57～89碎弱岩—睛酸 安大放口、石膏、破腔状，长几公里 石背、白云三素推公一在费、硬

荆.门麻 城盐、粘土矿质石青、粘以上。常多腥石需岩（勤箱，畸 炖、澧县伍物。有的含土质硬福膏，户出，单层厚输砂岩、慧土岩、 擦邮等地石石类、长石、巨～作晶石度凡十题采至混灰岩、石权岩、
酬 青、旋石膏黄铁矿，良扎十米积 石青岩、硬石青

喇噪然孩。孤铁
怡” 矿、爵铁矿，

芒第、钙芒
菊、诚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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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家

首脓想核CaSO。 矿 石 的矿石自

消 H:O+ 矿家训侧赋存位盟类 含矿若系 才体形金、规属
矿物组分然 类 型 CasO.t%)。 自？； 售。， “5o

贮羞甾像下第三系 大石膏、裹似层状。定 石膏、硬碳融益~石膏、

懒糊浅拥
55~90

石膏、硬有石膏、自云向长儿公骂， 百膏、自云硬石膏岩（自云

香矿床螯石，存的會胺石膏、白厚几十来至死酸灰岩、白云着，
│石英等。百米 云质硬石膏。灰岩、硬石膏岩

好维石青下第三晨 注城云梦

大”啦型岁蓝
纤维石膏含矿岁体走砂岩、新砂岩、 90~99

谷膏、硬石粘土矿驹，陶长几公国以粘土岩、石膏料、
界 青矿石英等上。层状厚几硬石膏岩、合野g 十柴至儿百维石膏脉<一般

来，含矿署体叠加在陆相沉农磁 中顺膜纤维石石膏硬石青矿床
默 香” 膏脉成释出

现。单脉长儿邮
百米 至 几 公单 胞，酞厚儿惠

米至几十服来

黄平旧州石膏、预下第三系 石膏、硬含矿岩体径

凝 台60~30粉砂岩、砂粒、
红沸石青矿石膏、石英、石膏、含砂状，长几公翼石膏、硬谷资
利W质石膏、含 粘土矿背等以上，厚几来

套材丞阐宏解董织幕周生石着、硬石莆苜陕
砂质硬石膏墨几百米，与

层理料交，含
矿岩体中的石
膏、硬石膏脉
威群出观，单
脑长几来厘几
十米，厚儿愿
米至一米多

煮团党奠

模小显
石膏、粘 石膏，粘那武系上 团块状、巢白云质灰岩、 5I~70

石黄矿球土质石脊 土矿物，自糖 状、钟乳状、硅质灰岩、溯穴

隔长根纸
云石、方解石善状、皮壳充填物为灰料碎
石、有时含状，走问长几目，博福，出稀

毒、 石英、芒帝、米至几十米。
爆泥石笔厚几厘米至几

咪

申”小墨离截交枪衽背”根石精矿床
害薯幽硬石膏、蔺出联。惑面期中 60～95避携状，常角页岩、白云

谱。汁谱龄石膏、白云自云质硬石

与中的景入蜡有奖的
性岩浆驶入 虽多矿体产质大强各、大理

出店等维硬葡、石骨 石、宵解石、在三造弱下 出，单矿饰定脊、闪长岩、石
石膏矿界微重意恢矿、向长几十米至统灰岩中、英闪长岩或长石

赏饮矿、绿矿体产在顿儿百米，厚儿斑岩、政变四长
泥石、含贷米至几十米题带中岩、她变花岗着、
方解石等石英二长岩、影

古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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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表

矿床规模一CaSO, 习 石的矿 石 自
爽 2H:0+ 矿味举优家存层位但薯一 含矿岩系 矿体形态、规提

然类 型 矿物望孙CasO.(%

昌”“5； 四。 10气
马镀山市小燕山翔早 透皆状单矿 硬石膏、硬石青，安由岩、安山 53～90

与中挫喷出挡有类的
向山、卢江含黄铁矿砚 黄铁矿、切体或多矿体产制的中法喷岩质凝灰岩、凝

出，走陶长几 罗河毒地硬罚石、高岭石膏、含明出粉<相当灰质页岩、瘾灰 电石青矿R石、石膏、微页米，再几小于笨罗系屈 配石高岭石、质角涨岩或粗面

献蕉堂找石着”幂不胥矿床
位） 匮石膏、石米 量石英、重岩、粗安岩、石

英署 晶石、磁换，
矿、自然碗、
密快矿等

凤城二台

豪小固
赛石膏、 硬石膏、石透镜状，走太古界敲白云质大理卷、

当区慎变蚀挡有类的
50~85

子石膏、硬膏、缘混石、向长近百米， 绿泥石在膏、山讲窝嘴忘能纹岩、绿混石
石需矿康者石石青 滑石、蛇牧厚十多素。单子组上鄙变粒岩、绿混石

石、微量S矿体产出片岩、滑石片署
云母、制长

石、硼锅石。
电气石甲

2。石膏、硬石膏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现行《石膏、硬石膏矿地质勘探规范》，将石膏、硬石膏矿床勘探类型 划为变

1-12-125所列四个类型。
豪T-12-125石膏硬石膏矿康勒探类型裹

跟 型换当
地 股 极 素 ， F，.[

小（<60）狭小（<100～50）较大（20-1000大（≥200）走向长度（m）
不输定（>100》软不染定（>70～100】较稳定（>40~70墙定（≤40）厚度变化系数（Vn%>
害t>85）按多（>25～35）较少（15～25）少（≤15）夹石率（Yj殆）
不均匀（>100>较不均匀（>25～a5装均匀<>40~70》均匀（≤40）含矿率爽化系教（FC??
发育（>25）轻发育（>16～26）较不发育（>5～15）不发育（≤5》岩溶率（K??
复 杂铰复 杂较 阅 单简 单

（矿体受许多断层（矿律受较多的断《矿体是单解产出，（矿体呈革斜产出，
或小的背（商）斜影层酸较小的货（敞》受较少断层破坏，且设有或很少类断屋被
聘而变得复杂。矿体解宠响司整得较复杂，破坏较小，或较大的坏，且碱坏很小，或
声状蜜化大）首槲 矿体产状变化较大）较简单宽嫂的青（向）矿体量大的能单窝搜

斜产出，矿体产状变的青（陶）善产出。
化较小酿费菌单）矿体产状变化小威修

单>
关祝鲁算沟石商、太愿西山圪煤沟。大没口、染是龙门应城三、四分矿、 硬石青矿南旅则村中卫小红山峡、英石网家坡等百都东石膏矿扩床实例 等石膏、疑石青矿兼。随出神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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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厘;）3X 100%诈。表中》m（厚度变化察款）= ，
（n一】

C-百）'Vc（含矿率变化系败》， x 180%
公2手当

E二Mi=4 x 10d%岁i（平均夹石率） 日吵
)

5Mvi=1

S Mi×16“。置（平均岩津率）*
β=1- 7

式中，Mi、Ci、MjLki分别为某一矿体的各工程中的厚度、含矿率、夹石厚淀，者糖长度
丽、万分别为某一矿体的平均厚度。平均售着率。
为控制某一矿伴的工数。

12.2，22.2 石膏、硬石膏矿床拗探工程问距
石膏、硬石膏矿床勘深工程间距见表1~12-126

石膏，硬石膏矿床糊煮工程问龈赛
泰1-12-128

呤、 制 距（m）探 网酵

B 级级 ，？？勤 探 类 型
插南菌铅 定同沿 定 向 射 顿鲜
400~6640一300一 200~300360～400
20~4g0- 490～60910D~260z0～500

200~400 100~26、目 50～10010～20
100~20 50~100P

12，2.22，3石膏、硬石膏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膜求
石膏、硬石青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见表1-12-127。

表1-12-127石誉，碳石膏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表
小 型大整 中 型矿 山 空 俊 规 提

<10003000-100Q>305)B+C级常 盐（04）！湾彩常消兴
15一2 0~1515~25茫话完 其中B级代趾比<??

12.2.22。4 矿石中石膏及硬石督含量计算
（1）矿石中石膏、硬石膏的含量。一般是根据矿石中H;○+、SO;或CaO的含 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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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当量定律制订的公式近似地计算出来的。然而，矿石中H∶O*、SO；或CaO不仅 来自石
膏、硬石膏，也来自其它含H∶O*、SO，或CaO的矿物，因此，首先应充分研究矿石的矿
物组成，并据此制定出合理的计算公式。

（2）根据我国已知的石膏、硬石膏矿床资料，大多数矿石中都含有一定数量的白云
石、方解石、而不含或极少含其它硫酸盐矿物，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可根据H∶O*与SO；
的含量，计算矿石中石膏、硬石膏的含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CaSO.·2H:O?.78H:O*%
CaSOL?.7(SO,?.22H:0*%)

=1.7SO:?.78H:0*%
(CaSO.·2H:0+CaSO,)?.78H:0*?.7(SO:?.22H:0*%)

=1.7SOS?:O+%
此时，基本分析项目应相应地确定为H∶O*和SO∶
（3）当矿石中白云石与方解石含量小于1??，也可根据HO*，CaO计算矿石中石

膏、硬石膏的含量，其结算公式如下
CaSO。2H:0?.78H2O*%
CaSO.=2,42(CaO?.56H:O*%)

*2,42CaO?.78H:O*%
(CaSO.·2H:O+CaSO.)?.78H:0*%

＋2.42(CaO?.56H0*%)201

=2.42CaO-H2O*%
此时，基本分析项目相应地应确定为H∶O*、CaO
（4）若矿石中含有天青石、钙芒硝或芒硝等硫酸盐矿物以及白云石或方解石等碳酸盐

矿物，其含量均大于1??，则应从矿石的全H∶0*、全SO，或全CaO中扣除这些矿物带
入的FI∶O°、SO，或CaO，而后计算石膏、硬石膏的含量。在确定计算公式和基本分析项
目时，应本着避繁就简，既能节省化验和计算工作量，又能更近似地计算矿石中石膏、硬
石膏的含量。

12.2.23 云 母 矿

12.2.23.1 云母矿床类型
1.云母矿床工业类型
根据成矿地质特征，我国具有工业意义的云册矿床类型见表1-12-128。

嫂1-12-123云母矿床工业类型表
新课文*矿床价值矿石矿街底北省移政将征腐 有 趣 质 特 征 1 矿东北文·前京类型

5321
阵物教、大，中，  矿石矿剖出婴为石墨、斜  版状.必 主要产子古老结晶匹底的交高新词社区解 1 抒巴，土凳小型 状，避留状、|长石、俯长有和白云母，少  质岩区和不同时代的地精褴纹自云母剪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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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床类型 矿床价值矿体形备 矿床实例矿石矿物及结构判造等征成 矿 地 页 特 征 。的直 星 “2

乌拉每云母花肉征晶岩带的中制隆起带内，井麦这些 盐事物及函矿物有鼎云母，案炉。蛋

青白云母 电气气石、石训石、需灰石、珠状骇不规墙质构造单元中集闪考扣瘦质

矿床 男 状 等 绿社石和崛笆蚀矿等。岩的数制。区城内常有花岗岩
结构主要为中粗粒纳构，的侵入酒动，或混合岩化一

块体结构、石懿云母交代第花岗者化作用较型燕。矿体就
含体和峭长石——白云母套是含白云姆的花筒伟晶发。矿

代集合体等。脉常呈群《组）出现
树造主要为带状或张杂状

萄

办 东海云母矿石矿物主要为煨解石、  ②脉状、进伟品岩变 主要分布在大断裂带井有瀍
X镜状，聚状 铰烟调石、角闪石和自云母。姜硅白云昂 辉苷和角内片岩产出的变质鉴

扁章郎 主婴结构为粗粒、块体等地区。食楼融自云母伟盖岩脉

产亏推辉岩、角闪片岩和片能

当中，或产在其楼敏常具。矿

脉常成群（短）出现

繁安、大枣矿前主要为透辉石、金云 ， 小脉状、费快联酸盐 分布在本古代、元咨代或古
同户虽等云莓。颗让氧镜状等生代的各种片麻脊和结瀑片岩密卡岩应金
母矿云母矿家 眼。矿床肯产于L～5绣党解

的新萍或断裂神。区域内酸性
火成岩发青，有强烈的德合者
化、花岗岩化作用

2。白云母矿床勤探类型
我国白云母矿床的断探类型初步划分详见表I-12-129。

表 1-12~129白云母矿床物探类盟表

制等新算 矿床（体）实例苏形矿化特证 你数探类型
计 土贵岛控天应山1号矿体，蚂’- 较播则或局那有变化较 均匀
火 型 丹四甘地51号矿体较规则至不规则不均匀至极不均匀

型1 中 丹巴甘地138号矿体较螺则较均匀至不均匀
尚小透馄体、车染状、矿照状、脉状， 型中不 规 粥极不均匀

12.2.23.2 白云母矿床拗探工轻问距
自云母矿床勘探工程间距见表1-1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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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130白云母矿床粉探工程闻距表

C 酸储量深 部坑探工程网距《m）C级饰量地表
法备制探类型

沿走 向工程间距（血） 沿 倾 斜

； 矿体深部歇据一般布15~30 30 毫’
置1～2个中段为宜1 30~6015~30 15～20” 10 一般不进行深都工穆然制

12.2.23.3 白云母矿床各级硝量比例要求
需经深部勘探的矿体C级储量比例，按矿体的勘探类型要求为∶第1类型一般不少于

g0???Ⅰ类型一般不少于30???Ⅱ类型一般不作规定。
12.2。23.4 评价白云母矿床勘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1）白云母矿床勘探手段选择应注意∶地表揭露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和浮 土掩 盖 情

况，可分别采用稽探、井探或坑探;深部勘探一般应以坑探为主，钻探为辅。
（2）白云母矿区在进行地表揭露的基础上，对预期工业原料云母储量200t以上 的 矿

体，一般都应进行深部断探工作;对小于200t的中、小型矿体应以地表勘探为主，并适当
选择成矿条件较好或有代表性的矿体，进行深部检查或勘探，以了解其赋存规律，并作为
此类矿床推算储量深度的地质依据。

12.2.24 石 棉 矿

12.2.24. 石棉矿床类型
1.石棉矿床工业类型
石棉矿床工业类型见表1-12-131。

表1-12-131处纹石石棕矿床工业类型疫
矿石誉物及 矿床价值 矿账多例可床工 矿体形云、规模成矿地质特征 结构为验赞征业药益

新展、轮线。工业 价 值石梯棉脉类型以帆矿体多呈厚大的似展状、石佛产于超起性岩
大安石棉矿大，为主要矿纤崖网状脉和美纤维

型帮划如剧
理馈状、差携一般较大，蚀变而成的 蛇 故 岩

麻跳型之一，网状脉为主。具换软滤向延长数百米 至 救 千中，系由超悠性岩受
多为大型矿床米，那蜜最十米至数育米。构道、纤维状结构后阴雷二氧化硅热液

强神数百米，矿体倾角较蚀变西形成的

金州、课泥。工业价帐较石棉均为横杆维，矿体多量硝层状、似层石帆产于含性的较 朝用、方山等大，为主要矿以复式脉和牢式脉为

载酿批抬壁
状、规德一解软小，哪度吉老甜碳酸盐岩，经 石搏矿床类型之一，主。具纤维状储构、数米玉数十米，沿走陶长酸性岩浆岩的便入接 多为中、小型块状利趾敷十来至数百米，最长可触变质卤成的蛇纹岩

矿床司 达数千牌，严状与盟岩产

步！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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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棉矿床勘探类型
石棉矿床勘探类型是根据矿体规模、形态、品位和厚度变化情况，矿化连续性等因素

进行划分的，由于超基性岩型与碳酸盐岩型两类矿床的地质条件不同，放分别划定其勘探

类型，见表1-12-132。

表1-12-132石格 对 床 警 舞 类 型 表

主要组分分
矿床实例主要矿体舰葛制探类型 厚度稳定程度体 形 志

布均匀程度

矿化连续 ：常睡，显三品位变化均匀～较.形状较召单～比较一 规摸巨大 均匀 新廉等石棉矿复杂

瘤着性岩植 形县石棉矿晶位变化不均匀矿北连烤性较好张状止较湿杂～复规 赏 大
费。

晶位变化不均匀～形状复杂 矿化连续作整， 规模小～中零 被不均匀

金州石捆矿晶饺变化均匀再度变化小、矿化- 形状调单薯首丫 槲薯

部鱼例来同 冻氟石棉矿晶 位变化较均匀~厚度变化小～鞍大，直 形状简单规慎大~较大 不均匀矿化连续性差～很整
兽困出毒怜品位变化不均妇蛋淳祥宁！辈汁， 形状简单~较复杂规模小一中等 矿化壹续性虚～很整

12，2.24。2 石棉矿床拗探工程间距
根据勘探矿区的实际工程间距及初步验证对比资料，石棉矿床较合理的勘探工程间距

见表1~12-133。
辗1-12-133右沸矿床酌振工程闻距实例表

<m)晶察 工 因昆费
尊争。 D 矿 床 实 例“B箱派类费 级

沿 倾 斜锻走 向沿 频 蚂沿 走 陶沿 慢 解沿 定 肉
400 200～400一 100～2020S 四川、金州石排矿50-109100

20020岩1005050
100， 100~2005050~10D：

12，2.24.3 石棉矿床各级髓量比例氯求
根据两个石棉矿床的实际及初步验证对比资料，其各级储量比例婴求实例如下，
四川石棉矿∶B级10～15??C级55～65??D级20～30??
金州石棉育、B级5～15??C级40～60??D级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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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4，4 评价石棉矿床均探程度应注意的问题

（1）纵纤维稀网状脉矿床及矿化极不均匀的矿床，用坑探为主要手段，钻探仅用于了

解矿体延伸情况，矿心样品不能作储量计算依据。

（2）横纤维单式脉、平行式石棉矿、密集的横纤维闲状脉，用岩心钻探或配合坑探为
主要勘探手段，矿心样品可作为髓量计算依据，但应基本无选择性磨损，钻探穿过矿层的

最小直径应为110mm，矿心样段最低采取率为80??

12，2.25 金 顾 石 矿

12.2，25.1 金刚石矿床类型

1.金刚石原生矿床类型
目前已知有工业价值的金刚石原生矿床。只有金伯利岩一个类型。根据金伯利岩矿体

的产出形态特点等因素，可分为岩管型金伯利岩中的金刚石矿床和岩脉型金伯利岩中的金
刚石矿床，其类型特征见表1-12-134。

泰1-12-134灸 例 石 腺 生 矿 宋 粪 温 提

矿床价值 矿用实例矿 体 规 模 矿 石 类 型矿体形态成矿地质特征矿床类型
主要工业 胜利一号地表西飘大于 鱼伯利地新岩扬斗状、分布在大断裂构鳖的

增首型 卷管、江宁矿床和斑状金伯稿省

金的尊岩坤的全喘召矿芪
筒状、柱状300ma，延神几次级断裂中，沿几组断

42、50号岩为主，也有验伯置米。属大、中裂交金梯位产出。往往
南堂者党谨型矿床成群出现
红腹一→其有工业聚状金的刺潜厚淀几十公分题状。扁分布在大断裂陶造的

岩脉价值矿床

挡载盈
豆状、透糖 和细粒金伯鸦者至一米左右长次级断裂中，一般船断
饮 度几十米至瓦百裂成爵产出，组成平行

※。状、雁行状的岩脉带
属中、小銮矿

床

2.金刚石矿床勘探类型
根据企刚石原生矿地质勘探工作实际和矿床实例，勘探类型划分参见表1~12-135。

表7-12-135金刚石眼生矿床物操类型爱

床 安 例体 形 态 及 规 模物探荧型 广

大盟将管； 岩管地表面机iO000～500m*
胜利一号岩臂

中型粒警、， 江宁42号岩管岩营地表画积3000～1000m 
江宁60号暑小墅岩管M 管红模7号岩管县管地表围恩小于300m
红靠一号岩脉大、中型岩防，岩脉沿走向难神救大，矿化较连依，晶位校富，无断襄破挥” 喂被坏太大

小型岩脉，和具一定规模但晶位软贫取矿化不连续的脑歌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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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5.2 金刚石矿床拗探工程间距
我国原生金刚石矿床采用的勘探工程间距实例见表1~12-136。

金刚石师生矿床拗探工程阎距实例亲
表1-12-186

距薯 (m)工 向触酵

中， 饭仍 DB 绿 期探呼段矿 床 实 例

工程眼 工程距韵择候照 螯芜薯帮工 程 距勘择颅腿 （中被药5（中度高> （芽脉）《中段高）八物” （穿底》
浅 井20202020

胜料一号若管
钻着20～40 150～200100205020
战 井4040。40
家8040～80辽宁50号袅饺 句’
重 嵩80～160台

舞读20~4040
消 单10040辽宁42号岩管

部250109 80~4040 物’
探植我洗井20～4020

一中度∶50 苇煮（沿脉）（沿路）江旗一号岩管 二中段440 告
9，89160 16080

12，2，25.3 金刚石矿床各级储量比例要求
目前我国原生金刚石矿床勘探尚无规范可循，现根据各矿床勘探工作实践经验，各级

储量比例要求参见表1-12-137。

表1-12-187金凯石原生矿床各最微量比例要求衰
尚樊刻 银

备 级 健 量 比例 ，一 。
2≥250 ·≥30≥70≥70B+C氮占B+C+D氯（??

0~1515~20 ，2日～28B级占B+C级（%>

12.2，25.4 评价拿刚石矿床韵探程度应注管的问题
必须注意单个选矿样品合理体积的确定。矿石中金刚石的含量（品位）是根据样品选

矿所获得金刚石的重量确定的。一般样品体积愈大，代表性愈强，但体积过大会 造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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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物力的浪费;样品体积过小又无代表性，因此，正确确定单个选矿样品的合理体积是

很重要的。金刚石在原生矿床中，各粒级的顺数和重灶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但在单个样
晶中不可能按比例取到各粒级的金刚石。根据已勒探矿区所有样品的统计资料表明，一般

选获一氯一4 + 2mm的金刚石，同时能获得比它小的金刚石若干颗，它们占矿体中的金

刚石一组粒级的总颗数或总重量85??上，其品位变化幅瘦则基本趋子稳定。因此，以获

取一颗-4+ 2mm的金刚石所需的矿石体积，作为单个选矿样品的合理体 积，对评价矿
体的金刚石含量和质量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单个选矿样品合理体积是用平均体积法计算的，在具有代表性的选矿大样中所获取的
一 4 + 2 mm的金刚石颗数去除选矿大样体积。即;

(1-12-1)P.对
式中 V-—单个选矿样品合理体积，m°;

V1—大样体积（一般数为5～10），m2;
n-—大样中选获的- 4+ 2 mm的金刚石颗数。

12，2.26 宝石矿

12，2.26.1 家石矿床类型
1。宝石矿床成因类型
宝石矿床成因类型见表1-12-138。

表1-12-188室 石 矿 床 成 因 类 型 表

矿 宋 价 杠呈（玉、饰）石种类建意类型 特 狂成因类型 简 明

6： 5如直 e
金削石和模倒榴石金潮石，娱铝御符、金伯剥岩 呈简状产出，直径几类～几百米，

的主要来江黄微覆石，帷石深部过酸为岩墙
蓝宝石。龄智工业粪 】宝石，染石，赏基性喷发器零 属碱怡玄威岩类型，堂石主要见于

珍矿源岩微捏石，独山玉次火山相岩颈和岩颈相岩璃中，也戛
帝 在喷发中心附近烤着岩散中

泰 鼎窄石的主要来源黑取石，月光石，增 股性喷发者 为碧玉状石英张岩和螺谢既岩以及
葛工状零细岩和得石酸性火山玻项一黑磺粉，流较岩。为
凝灰省，黄灌石，黄

床 瞻晶质零细结狗，宝石一般产在熔着
五当 流的下部和上都

虹彩控长石主要来控长 石舞话一斜长誉 一般为深成基性杂岩体，为深部岩
源浆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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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捷

建造摸型成因类型 床 价 筐宝（玉、物）石种类 矿摘 明 地 质 他 征

2” 。64

天河石、虹彩长石。 天河石和虹影长石白云母伟晶岩 脉状，似脉状、似皆墙状，厚一股

的主要采源文象棉晶岩和释有金具怖晶 为 0，5至数十来，长10～敷目农。主
倍内 誉 要矿物石英、运母，长石。业石多富

奥在脉体"膨胀"帮位的虽洞与空量 海望宝石，小文貌祥嗜峭出。粪哔出。稀有金调伴晶
中。宣石具有一定的成矿专属性和矿岩 石光要来源，稀客金各色默里，英善石;
的共生粗合特点，如衡玉一角蓝建石

瞬丁床香种产品子牙鸟，小文蒙石
一水是搏般一紫锂师石—石檀石一

姆宝石，黄五，碧 燥宝石，类堑，黄品翻伟品米 晶司花贵伟晶岩，无色众晶一梨晶-

玉，丁香紫，紫便坏蟹，于牙鸟∶墨品、
若 发晶一紫晶一黄品一海紫宝石一空查

石的E要来博丁香紫，紫锂辉石，伟晶岩
水品

无色永品，烟晶， 水品，托帕石。黄空要伟品岩句 晶的主要来源发品，蒙晶，黄颅，

软水紫晶，禹蓝生石，坐 托帕石
雌室 石 顺宝右。水用绿宝在交代起主导作用情况下，由岩骇变花岗岩一云

纳 石主要来源洋蚀 纲后气一液态洛液形成。在花岗岩体
内部发育有云类岩型变花岗岩矿床， 青金石和快晶石主红宝石，实晶石，

紧一 宝石主要产在孔制中。矽卡岩型驴床 要来雨，乩宝石和尖钙销帽石，桂债五，矽卡 岩 在接触楷上紧交代作用形成，宝石主青金石 .品石工业扩的源特

堂 要产在筷质砂卡岩中，矿体呈巢状。
变石、圆释、软旺。智母绿，变石，红变超著性交代 细脉状，通镜状，受超蒸性突代岩是

的 橄莓出，螯偏减出帕构 宝石，霸举，软玉，由纯懒岩，像模岩和其它超塞性岩被
婴来源;祖婚绿，贵贵橙榄百，络透辉石，变代通产生的各种成龄交代着，矿作

录谓石 赣榄石亚要来源型 垒似脉状，避管状产出，宝石一般产
矿 在接触带上

水园、紫澡的主要水晶。紫晶主要为售水晶的石奠脉，产在片搓
来谢深成型 化带和脉中。水品多产在孔制中，

形虑孤度200它~350℃热 宝石级玛癞纳唯一玛项，絮晶、欧泊}主要分布在熔发被中，鹅液蚀变带
来江。紫品的值要来变玉火山期启型 延伸数百米，玛珊充填在媲岩的原生

浓 气孔，驿体交业和影害处的孔调里
缩状大理岩主要杂扭母绿，编玛瑞，矿区无或少有中一新代火山岩。家

佩，扭母纸、素恢着你快矿一监淘石概温热液型 石形成温度较低（180℃左右），焦
一血筛石重要来源东 型 状大墓脊呈展状成在翔制里呈泉华，

钟乳和石葵状。祖母绿产在方解石质
和键长石贯脉和细院中

普橡饵右、翳王、满薇舞石，硅化水，形成于深部外力变质沸在相一绿片

变厥肱叫挫
硅化木的主要来源要玉低温变质相 岩相区城变质条件，成矿温度 1z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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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爱

帚郸嵩化另团增唯 质 特征 前 床 价值宝（玉、雌）石种类简 明 地

，， r 砷 5 6·

供高蟹区科 复和刷序生照
中温和高温变 铁钼都石，红宣石、 铁相瘤置要来源。为绿帘石一角闪岩相，角闪岩梧和

质档 快铝桐石、月光石砂营宝石、脱石麻粒岩相区域变质级件产物，形度温
营深分度450℃～日50℃

煤至主要来派，就煤玉、藏珀生物或因一沉 在成岩过阻中，疏松沉积物中的教

积型 珀砂矿源岩物欢体石化，性木质和树刷变为煤玉

和琥珀，矿床多产于煤系中半

凤化疮垄
欧泊、绿轻石、绿 欧泊、绿松石绿沉积岩，殿饨喷出岩，超 场性岁残命型。渗渣 关髓、登自石、孔霞 玉望、瑞白石的主要体，在形成辋丝、面性风化亮过程

型 来源中，可直族形成文石的次生富集 e
大多敷宝、五有置分都于分水岭亮平面式级坡，可采残积砂矿和残 削风化宝、玉石品

媚淋单积一坡积沙矿 命生 层为风化亮粘土、亚帖土、含碎石粮

营 基岩萨周、在源岩表部及斜坡附近形

管
水鼻，楚宝石、贯坡氛一冲积砂 耐风化虹、王百晶分布于小河上游，宽谷，篑谷，河

种响 玉和薪躯的重要来源采层为不同敷度的砂，含稳定矿物碎
调当署出

矿 耐风化宝、玉石品 红室石、蓝堂石、施貌位置为大河河谷，在河谷、阶秒 种仲积砂矿 石誉石、尖晶石、能地、阿床和河湾形虚
北翻凿糕。撑划。

视五、靠率最主要来

漂

消 就珀最主要来源戴 栽难、金刚石、石地貌为罚流三角 洲，平期、孩海岸海措砂矿 榴石滩，产于卵有砂质沉积物中

离酒、软玉冲积砂软志、硬玉，玛端、可为区城变质或松歌的，产于各仲计飘嵩 金感石 护的重要中间编集层地安位宣

2.宝石矿沫勘探类型
宝石矿床勘探类型见表1-12-139。

囊1-12-189宝 石 矿 床 篇 探 粪 四 表
里脑 类善’

矿床将征 1I.[

微账的、不连续窄连续的漫现状、不均勾，有集地巢状。极不均匀，不盗续星石分布 邮
巨大的孤立律、组成业部康局既量、细除、丧仁体和其它拓立的矿化孔减赋存形态 邮矿化体小的减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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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韵 嘴 凿要

矿床特征
[； ◆

脉、岩熵、岩肉、遗蟾饰、脉、踪带、矿化酸碎带、矿 脉，遗惧体，似板状体矿辣矿炸形态 章。 似恩状矿体

中大 极 大质量变化

碧直矿体走问的 操 糟和深 探抛和探辫、钻孔。带岔于的睡直矿休光向的探沟和属天
浅井取拌手段 淘、耆齿子的平非、钻孔，鞠坑道、豫矿体采用语龙向带岔

探与开采城道子的平特。谢报一开发坑道

零点边界线或被合孕规格的原零点边界线和按直技和问濒 按直接矿化标志确定的内部块段圆定方法
边界级 料样品确定的内部边界线探惠确定的内郑边界线

软玉，硬玉、备幕辉石，糜壁钼母绿、红宝石、蓝宝石、水晶、紫水晶，黄玉、爆柱
岩、滴状大理岩、碧求每宝石种类 金刚石，石惰石、尖晶石、贵石、电气石，紫锂解石琴

微顿石、绿松石、环瑜，宝玉
石砂矿

软五、硬玉、画裁辉石脉和透金伯利岩筒、风化光、喷发饰晶岩、云类岩和热苹脉型

矿"床 概体、黑唱岩、碧玉、煤玉、瞒因 类型实偶 岩岩被。敬卡岩化带、斜长岩、
状大鲤岩等似腿状体和岩栋交代岩岩脉、若带

12.2.26.2 宝石矿床拗探工程问距
根据宝石矿床探采情况，苏联宝石矿床勘探工鄂间距见表1-12-140，供参考。

表1-12-140烹石矿床纷探工程间距参考豪

勒 探 工 轻 间 距 备 座勤探手段勤蔬类型成团大类 、《m)

占！当蠕粮
规 30~50 将矿体走向或倾向布量鸣’

矿内 。 置氯带20×25m- 20～40×25～50
15~20：帮传’

巾 段诚 20~25

生 1030探控
沿矿体走向成倾向布置1030岗人传’

“岂穿 脉- <30中 段高矿
含祖母绿脓税∶5（线距）×大型120~8×120~40
25～30（孔距》m

由 小夏80~30×60~15啬
接触誉60～30×10~20

帮 40～50售琼” 少败钻孔，追索颅向剥钻 识度为∶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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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勒 探 工 理 问 柜

威固大类 轴振子段期保炎型 桂备m)

残积一 振善 100~53 必要时可加密训25a

太胡孙蛋 黛量！ 奠尊 100～20×20～30
冲积

100～200× 10～30砂矿 镜 并

200× 200海滨砂都 操钻 埋藏浅用削芳

注。摘良《宝石和玉石矿床普查与得价》。

12.2.26.3 宝石矿床各缘髓量比例要求
宝石矿床的储量级别一般只能求到C级和D级储被。
1类型矿床经大质山地工程和钻孔勘探后，必须进行试验性开发和开发勤探，在两个

层位上取全卷样品，或在已勘探的地段开采过5～25??。平均品位、品级、出材率才能
较可靠的确定，从而计算C级储量。如水晶必须开采5～10??而晶两伟晶岩型矿 床（绿
柱石，黄玉等矿）至少开采25??后，宝石的平均含量才能晕后确定。

Ⅰ类型矿床必须进行试验性开发工作，一般在采完已勘探块段的5～10??右，或根
据合并的系统全巷样品，才能确定宝石的含量，品级和出材率，而可能计算C级储量。

Ⅱ类型矿床要确定宝石质量和合格的饰石出材率，一般需要经过大体积《50～100m2）
全巷样品验证或经过试采。这些资料对矿床开采设计是必不可少的。Ⅱ类型矿床一般可求
得C级储量或B级储量。

12。2.26.4 评价宝石矿床湖深程度应注度的问题
（1）宝石矿床勘探程序与一般矿床有所差别，分为普查、评价、详查、试验性开发。

补充勘探，开发勘探五个阶段。最重要的是评价阶段，该阶段决定是否有合格宝石原料，
并查明矿化的大致规模，矿床渤探和开发实际上是同时进行的，并往往延续到矿床全部采
完。

在评价工作阶救采用探槽、浅井、探沟、坑道。钻握和物探等手段，初步雷定和插露
矿体，采取全巷样品，大致确定宝石原料质量，查明矿化的大致规模。论证进行勘探工作
的合理性。

详查阶段的勘探手段与评价阶段相同，进一步查明矿体轮雕，系统进行全巷取样，初
步确定宝石含量和质量，对矿体进行初步工业评价，计算D级储量。

试验性开发和补充勘探采用露天坑、探沟、地下坑道、岩心钻探等手段，进行试验性
开采，进一步查明宝石平均含量，确定宝石品级，研究矿床深部地 质 情 况，对 矿 床 进
行工业评价。计算C级和D级宝石储量。作出矿床开发和矿山建设合理性的技 术经 济 论
证。

开发勘探采用开发坑道、岩心钻探手段，查明大块段中的可采地段，进一步查明矿体
轮廓，核实宝石储量，决定开采方向，进行矿物原料季度和年度产量计划论证。

（2>要注意发观和利用新的宝石品种。近几年来，不少以往来被当作宝石的矿物或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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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已进入畅销宝石之列，如坦桑石就是其中的一例。1960年坦桑尼亚发现了蓝至青莲色透
明熟帘石，外观美丽，人们注意到可与蓝宝石比美，取名坦桑石，并广为宜传，从此身价
大增，供不应求，成为十分畅销的中高铛宝石。

（3）当发现宝玉石矿物和岩石时，在评价中应注意挑选其中色泽艳雨，逼遗晶莹、质
地完美者送工艺部门进行加工，试琢，试廉，这在评价中是很重要的。

（4）在综合勘探伴（共>生宝石矿床时，要求采矿工艺在富含宝石地段不使 用爆炸
物。选矿工艺要增添设备回收宝石，但增加选矿流程必须做技术经济核算，以论证回收副

产宝石的合理性。
（5）独立的宝石矿床极为罕见，大多数宝石矿床常同其它矿床 共（伴）生。如新 疆

白云母和稀有金属伟晶岩型矿床是我国海兰宝石、碧玺、子牙鸟、黄玉、紫锂辉石等宝石
的重婴类型。大量孔雀石采自卡岩型锻铁矿床和层状钴铜矿床，金和帕的砂矿中常停生
有红宴石，蓝宝石，翠榴石和饰用石榴石等。

为回收伴（共>生宝石，必须查明它们的分布质量、品级以及在矿石、围岩和尾矿中
的平均含量，按宝石勘探原则、方法作出评价，以计算宝石储量。

12.2.27大理石矿

12.2.27.1 大理石矿床粪擅
1。大理石矿床成因类型
大理石矿床可分为沉积、变质及火成三种成因类型，详见表1-12-141。

集 1-12+-341大 璀 石 矿 床 威 园 类 型 表

品 种复保：善 及
类 a

售” 2
北京获靡的紫豆督（蒙红色竹叶状石灰岩）;北岗 为达到大纽石标准要求的石灰岩和自云岩。具

耳员平的金玉（赏色或浅绿色泥质条带石灰岩）∶
积 有一定层位，多数规筷较毯定

北蓝房山的螺丝转（灰色自云岩）抗 州 的食 灰

融 一消醉谱消悖”

态京房山的汉白玉（乳自色白云质大理脊）;粮

戊奠突弧
一般规模放大，层位稳定，是大理石矿宋的数

复污.花白（乳白色白云质大理岩;大理的云花主要类型。有时有火戏岩接触变砖作用的遮加。
理 （讼次色大碰岩）;撤县的莱阳绿（绿色蛇纹石大遁发花文及鱼泽变化较大

品江”
润有卖酱消彩云玉（浅灾自色大理券）;宜兴原为不同时期的乍灰告，际景岩宣汽极入超

接触空泣咸 物等行、孔口色大理岩>;巴特乌至的巴特鸟兰妥热力变质作用商形酸的大定石学味。矿标驳产
（胸江论大理岩》状，规模较大。花氧品种变化安大。沁软攻要的

大理石矿床
让 回裂然之

序东的j 二⋯（统教石化撇榄石对卡滑}广义的大理召矿床，实属火浓暑与骤酸盐冒位
彭交化面形戚龄砂卡岩，矿体不德位

等盟的晶红和红雪花（肉红色食误透解育源解石

×银购 是出体、似层状及脉状。不兵有工业愈义，仅
序”有局都地方民工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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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理石矿床勘探类型

大理石矿床勘探类型一般鹅分为三个类型，见表1-12-142。

表1-12-142大 理 石 矿 床蜀 探 粪 型 表

例喘着莓潮湍儡 中~ “ 3

矿层焊度曾大。沿泡向威懂啊变化稳定，大理石品 沉职成因的晚膜，区城变质的雪花白、汉自互
（部分）及蜀自玉;区域变质或按触变质的勃询、- 种单一，不含或少量夹层，不含包艇体和游窝二氧化
东唾等硅，加工性能好，地质构造育单，岩浆料和料溶不发t

沉积戚因的紫豆瓣及醋玉∶区坡变质成因的仅矿床地质构造中等复杂，大理石具有磨色或花这变

白玉（都分，>∶青山绿、云灰，接触变质成因的化。或矿石质量、矿层厚发有变化，矿屋中布包体戏T 鹭花、晶衣、白五等游离随，观断裂、岩骼较发育，以上谢因索中占有三
益晶祥净出湍儡

大理的彩花，大冶的悦贯;铁出的秋景，下陆I类裂中所列固素占有三项以上肴或颜色、花议变”
化敦大的 的化训;云浮的云花;丹东的丹东缘等

12，2.27.2大理石矿床勒深工程间距
目前我国尚无大理石矿地质勘探规范，根据实际经验，大理石矿沫的工程间距可参考

表1-12-143及表1-12-144。
表1-12-143大理石矿床编裸工想间距炎

醉+勒探工程问理（a）动 操 类 型' 200~40一' 100~200” 50~100

章1-12-746我国部分大理石矿床地质特征及撕探工程间距表

工轻间矩1）矿体规模（m） 地 质作部当译一 层 动 振 工 程鸭帮端蹈 成阳关型 制 心 。长 纹 变 化讯 种

110～1818～180.17（控湖∶ 粮（主节层沿定向>

无 340～30i较筑单 槽（次矿层沦走向）较观2 定’”1600（层状少沉棋星灰岩 j叫彩古 220钻<沿定向）较验定
n12~141沿连向是， 112~1.1榴<沿走向）三压敬枳型常 等 t1z~sr钻（猎走问>贡译浪的均20～40100耳范山 次 端济一破灰岩 钻（沿例斜） <103 !路棉译
20~132.:60～168消啥点在日 帖（沿定肉）区城变发 22o 崩电心心简2,5～a3.5小龄饰 10g 160稍簪一 钻（沿倾斜）毫。（层状）塑大巡脊营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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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麦
工程阀距（m》矿体规模（五》 地色译和花 质

夹层 韵 探 工 程成因类型矿床实例
厚 B 。长 软空北他 造

'脉区域空质 9～2692650黄山后 驶衡单 懒（沿走网）较 糖 定182
发育型大现岩

40～298限合岩化 含广驾掉看的！吨一 郭八谱肼晋心
扁豆软蛇纹石化镁 35~50始（沿摄辨）较复杂二邀沟 定量厚16～65不稳透镜体微揽存卡

轨



第  二  篇

矿山岩石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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螨骂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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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启 于润沧 叶学科

1.1岩石 力 学

本篇所涉及的范围是砂山岩石力学，它是研究有关在矿山原岩应力场和开挖拢动过的
矿山应力场中，矿山岩体（矿体和圈岩）、矿山工程（卷道、硐室和采场）及结构畅（支
护、矿柱等）强度、稳定性与变形的科学。这里所指的变形，不仅涉及弹性问题、塑性问
霞、流变问题，而且也涉及岩石变形出现断裂以后的问题。

矿山岩石力学是采矿科学的基础，它应用固体物理学，塑性理论、渗透理论、流变学
以及地质科学、地球化学等各种学科的成就。力图创造出合理的方法，掌握矿体和围岩的
应力应变规律;控制矿山压力和暴露面的稳定性及可地性;同时研究岩石和岩体性状的定
斌指标，制定矿山岩石或岩体的稚定性分类，为建立采矿工艺参数的工程计算方法提供基
醛。

过去，由于缺乏矿山岩石力学方面的知识或必要的工作，不少矿山曾经发生过灾难性
的事监，造成了人员伤亡和重大经济损失。相反，人们依靠矿山岩石力学的指导，在"三
下"开采、线性岩燥方面，在扩大矿块崩落法的应用范围等领域中，已取得了可真的 成
就。因此可以认为，岩石力学的出现，特别是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相结合，完善了采矿理
论和工艺原理，也完普了各种岩体工程的工艺理论。矿山的开拓、采准系统、采矿工艺、
开采顺序、大断面巷道调室的开挖步骤、儒天矿边坡的稳定等等，都有可能根据岩石力学
理论和研究成果进行设计与施工，为逐步改变过去单凭经验和工程类比法进行果矿设计的
做法创造了条件。所以，应当大力发展岩石力学的工作，以便能在采矿设计和施工之前，
提供比较准确的数据，使采矿设计水平大大提高一步。

1.1，1 岩石力学发属的蒿本状况
岩石力学尚属新发展起来的学科，其理论基础还十分不完善，学派也很多，采矿设计

人员了解它的发展概况及国内外主要学派的基本观点，可以在应用时有所选择和判断。
本世纪20年代，当人们开始计算支架上的压力时，认为支架承受的压力等于上覆岩层

的自重γH，y和H分别表示岩石的容重和覆盖层厚度。这种瑾论称为古典地压理论。作为
代表的有A·Haim、Rankine和及uxuk。不同之处是他们对地层的侧压系数（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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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A·Haim认为λ= 1，Rankine认为为=tg*（45℃-多），而Ⅱuxuk根据弹性理论认

为 λ=，其中μ、四分别代表岩石的泊松比割内摩擦角。由于当时地下工程深度不大，
因而曾一度认为这些理论是正确的。

随着开挖深度的不断增加，日益发现古典地压理论不符合实际情况。于是义出现了塌

落拱败体地压理论。这类理论认为，巷道处于地表以下一定深度之后，作用在支护结构上

的压力，不是上覆岩层自重，而是围岩期落拱内松动岩体的自重。可以作为代表的有Ter-

zahi和IporoμbxkoaoB。他们的共同观点认为塌落拱的高度与地下工程垮度有关，而巷
道维护的主要方法是支撑围岩防止冒落。运用结构力学理论设计巷道支护，以维护图岩的

稳定。其主要课题是确定载荷形式和载荷数量。自50年代开始，我国不少设计单位，都采

用过甚至观在仍有人来用着类似的理论。

但是随眷岩石力学的发展，人们已经认低到，
愿岩与支护之间，不完全是一个载薪与结构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很多围岩体本身就是

围岩与支护共同作用的承载结构体。
塌落拱内的岩体自重并不是支护上压力的唯一来源。
搬用地面结构计算方法的力学模型，其衬砌与工作状态不符合实际情况。
该理论产生这些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忽视了原岩应力场的存在和开挖所引起的周围

岩体应力的变化。
连续介质理论的应用，把围岩变形破坏规律提高到物质的基本力学特性来认识。岩体

中普遍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节理和不连续面，但就总体力学特性而言，仍不失其弹性、塑
性和粘性的基本性质。连续介质的理论是以围岩应力变形分析的方法，代替上述各种理论
的极限平衡分析方法，去认识围岩稳定规律。这是分析方法中的重要发展。

奥地利的Jasef、Stini和Muller等，不断发展了用地质力学的观点来研究工程地质与
岩石力学的思想，形成了奥地利学派，并于1962年10月在Salzburg成立了"国际岩石力学
学会"。奥地利学派的学术观点与我国工程地质和岩石力学界的某些观点颇多相似之处。
其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认识到原位岩体变形和强度方面的不连续性，其有头等重要的 意
义。其基本观点是∶

（1）岩体是各向异性的不连续体，不连续面将岩体分割为岩块;
（2）岩体强度等于其残余强度，残余强度取决于岩块啮合（慎嵌）程度;
（3））岩体变形主要是由于岩块移动，而不是岩块基质本身的变形;
《4>主张唯有通过现场原位测定，才能获取岩体的真实特性，否定小岩块试验。
岩体工程地质力学体现了地质学和力学的结合。以谷德振教授为前的中国科 学 院 地

质研究所的专家们，进一步发展了岩体结构的概念，强调了"地质体储构对稳定性的控制
作用"。并根据岩性和地应力条件，将岩体划分为四种力学介质;提出岩体力学系由块裂
介质力学、板裂介质力学、碎裂介质力学及连续介质力学四个部分组成的理论。

直到今天，工程类比法仍然在采矿设计中占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采矿技术的发展，
岩石力学的发展，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方法，在内容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只能按
综合概念作类比，今天则可按矿岩的各项指标作类比;过去把岩石介质视为均质的各向同
性的，今天已经可以考虑非均质及各向异性了;过去视岩伴为连续介质，今天则可作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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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介质处理，甚至考虑不同的物理效应和化学效应等等。在实际工作中，既要看到工程类

比法的局限性，又要根据设计对象的复杂程度，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法。
采矿和各种岩石工程的对象是十分复杂的，如介质的性质，力学参数的试验方法和标

准，取样的代表性，试验技术，环境条件等，都十分复杂。因此，参数本身椰带有若干随

机性和模糊性，特别是工程本身的复杂和计算方法处理上的差异，也都包含着若干不定因
素和模糊性。所以不能把采矿间题都视为必然现象。它既包含有随机现象，也包含有模糊现
象。对电子计算机计算结果，不能从必然现象褥念出发，认为必须十分准确才是可值的，
否则就一概否定。在许多不定因素条件下的工程计算中，企图强调几个参数的精度来否定
其计算结果，本身就脱离了科学。应当用有变化的观点来解决有变化的问题。采矿的对象
与工程的性质决定了进行计算时，单纯追求绝对数值，而忽视相对结果的科学分析是不可
能很好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所以"定量计算，定性使用"的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1。1.2 各设计阶段的岩石力学工作

1.1.2。1 可行性研究龄段
在矿山开发的可行性研究阶段，要确定开采方式。这一阶段的矿山滑石力学工作，主

院有购意地质，工程地页、水支策识要是为确定露天矿边坡的几何形状，地下矿
1赋空照片等资料的收集考查及钾价井巷工程位置及果矿方法等提供工程地质论

证，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作出 正 确 的决 遭表岩体特征及不连续商的实地考黎

策。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由于时间和资金的 如有可施斜充少量必要的钻操

约掉或地震融探限制，往往难以获得比较详尽的工程地质资
料。因此，重点是作好初测和判断工作，提

它已有射心，必要的应看桐录
出初步报告。其工作框图如下3

在无岩必和巷道或岩心、巷道代表性不 宏心和着块项祥，进行著
蛤替幕号传龄徒话吏弘足的情况下，如果作矿岩可崩性评价，必须

进行必要的钻探。 谱锁中挡体构造高查
1.1.2.2 矿山设计酚股

工程地质浴组划分在这个阶段，矿山岩石力学的主要工作
是修正和补充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资料，验证

对背体、发后定使或可赐性评价对迫填角，
可行性评价中所作的假定，为设计和计算提 共卷工程布置、采矿方法等操出夏仅

有登（设送心和袭道， 有心知要道供比较可靠的科学依据。为此，需要铵照矿
山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及矿山工 程 的重要
性，投入一定的勒探和野外测绘工作，并进 图2~1-1 可行性研究阶段岩石力学工作涉程框图
行岩体稳定性和工程最优化的计算和分析，以及经济效益的风险分析。

下面所介绍的设计工作流程框图，包含了较余面的工作，并不要求每一个矿山的设计
都必须完成框图中的全部工作，设计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其中的有关部分。工作深度往
往也取决于时间和经费，很难千篇一律。

●子学瘤锻授。《岩石力学新论及其在来矿和地下工程中的应用刀，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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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探（包括整井工程钻）、补充收集构题烟质、工程
精揉及野外测治地质、水文地质等资料

岩心定向、编录、拍M及
补充试验、储孔操影、

原岩应力量测

新捆卷道内岩体沟造调查

挚正工程地质岩姐分类

矿岩可崩性进一步评价费岩体稳定性与工程凝优

化计算分析 定初始和正常崩落国积

重复各设计方案
推善采矿方法鸯数及维特

崩落块度预测
岩体稳定性的支护方式

工程岩体应力、应变和地

表岩移蓝测网都点设计

预测经济效益 风阻分析

图2-1-2 矿山设计阶段岩石力学工作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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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 矿山建设和生产阶段
矿山岩石力学工作要随装岩体的不断揭露及施工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丽逐步深化，同

时堤供念来愈丰富和准确的资料。不仅施工和生产仍需岩石力学的指导，上述资料的及时

反馈，对于完善设计方案和提高设计水平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矿山建设和生产阶段，岩石力学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配合现场进行各项监测工作，对监测资料及时分析整理，以指导施工生产以及必

要的设计参考。
（2）对于新掘进的关键部位的巷道、新揭露的岩体和构造、新施工的有关钻孔，进行

及时的调查、素描、统计、编录、试验等工作，修正和丰高岩石力学数据资料库，以指导
下一步矿山岩石力学工作。

1.2 矿山岩石力学的地质基础

1.2.1砦石的工轻绳质特性

各类岩石的主要工程地质特征见表2~1一1。

袭2-1-1备类老石的主买工程地质特征囊

 工 程 地 质 特 征岩 石2称 空 要

岩浆器 岩性较均一，矩构景密，物殖力学性质指标较高。新鲜笼整时不透水，不涌水，各向异性不明量ε
岩莱粉体在冷却过程中形成原生节理，往往短小密第，节孤画粗输不平，葡些省体受利重送动影
响后，裂颜发育、抗判化能力差。馒入岩体与函岩的接触带工程施腕条件比较复杂

降刷孔职 一些泥岩、页岩、砂岩、既岩等，以粘土矿物为主，翻风化、膨胀、收缩，强度低，层理页理
省 发育，为向性强。砂岩、砾者的强度决定于胶结物，主要有硅质、铁质，钙质及粘土质。型度依

次阳据
况 化学沉积 如石灰岩、自云铅等、发相及厚度比较釉定，变形小，或度高。一些磁质岩如盛石绪、确友恐

挡 等常显团块状，层状及通髓夹层，坚硬妻辩。一些岩盐有的单粒威屋，有的散在各种沉飘岩内。
刻 可洛性烈、氢度促

审 火业优积 主要有火山教灰粉、火山角酶岩及激灰岩海等，质地有敕有键，福风化，常形成粘土质软测夹
层新

沉积岩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一系列软弱绪构面，如层阳、层趣、不整仓圆、领整合国等。且经需夹有混质陵
质。对岩体的稳定性瑟咱很大

变质岩 多敷片靡岩、石英岩，大理料等结构改密。孔隙率骶。力学瓢度高，抗水性较盈，属有良好的
工塞地质转征;但片岩、板岩、干枚岩等、具有定向排列的片强，片潮规小，分布密 且光滑平
直，不均一性和各肉界性明建，翟度较低，工程地质特征较差

一种由构造运动形成的次生岩组
构 断座泥 由细微腰粒组成的转土料。成分复杂，鬟粒潮、隔水性廊强、厚度变化大，温度爱粘土矿物及
酬 禽水童的控制

彩 良鉴岩 为新层破碎带中研唐作用形成的碎粒紧密粘合觉来的一种特造岩，主要成分为石英、长石、增
云母。署性整硬，致密、工程地欧待性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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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岩 石 名称 主 要 工 恩 地 质 格 征

角酥状 多为大小不等有检角的措染胶结画惯，些度视胺结物的戚份面定。未胺结的删形成杂乱无章的

碎屑君，有的角歌将为块夹能，其力学性质象决于摸触面之间的阻力和接触面的大小，工程地质
新件不好。有的角酶岩为混夹块，其力学特性取决于泥质的特性，工程地质条件最笼

构 压蹄岩 多发生在蟹硬的岩组中，如石英岩、碰质灰岩，玄截岩、渭收岩等，达种岩组被密集的使此互

相穿播的节理切割成有被烟的岩块，岩块植此镰嵌咬合著牢。这种帕造岩从整体看失去 了 党 整
性，似乎工程地质条仲源差。祖在工理实践中，在癫进秘道时并不一定奶塌掉炭，甚圣来取喷懂* 支护即熊维持穗定。但在压碎岩中有软弱泥化结构面有花时，则簧要特别注意

劈尊带破 多出观于蜜度高的度性着体中，为一组突出显明的骏隙带，裂脉商度较大，岩体是糠板状及片
岩 痔若 状定向辨列，裂欧面无明量的谋煮及光滑面，基本上是原地破驳的，与压岩碎相比要完蟹些。铝具

有男显的方向性

在剪切作用形成的断层、破碎带中常有断层泥、廉棱岩、角碾岩、压碎岩、则理带等一系列构造岩;通在张
性断裂憎中，一般为松散角礴岩块及岩粉碎屑等充填物

帮熏堂句 按影胀机理可分为（1>物理化学效应，如粘土矿物、蒙触石、舞混石、伊制百等服水后体积

郑胀，（2>力学效应;扩容的时间效出一当岩体所承爱的偏应力一旦蝎过上展屈服值，裂隙增
加、体飘增大;挤压竟动一当岩有承受的偏应力远远粗过其本身蛋度时，发生与时间膏关的粘塑性
激动，飘粒之闻热互潘动以及纂验开裂形成空藏并佛胀，弹性恢复一由于巷道的开挖。岩体的局
部或解分卸载，鞋空面应力释放产生弹炬恢复，裂隙张开体积增大。多出表在高应力地区

风化岩 增石网化后与服岩比较，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岩摔的宪藿性遗摘朗辋表破环;愿岩的广物成
分和化学成分发生变化，形威新的次生矿物，如绿沸右、姻云母等麟片状矿畅，高 岭 土、兼 脱
石、水云母等粘土矿物及铁促硅的氧化物戚复氧化物。其工程地质特性根据风化程度的不同有不
啊霍度的降长。由于风化作用以地表最活跃，并向深处减朝，于是形成风化亮的垂直分带特征
氮化光的分带见衰2-1-2和表2-1-S

①印见旅宗黏、闻鳖滞、膨张物身幅随穗定、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1983年第3测

辗2~1-2按力学指源纳风化亮分带豪

弹性换量罪性执力系微 银限扰压强度新聚力∶ 单位假水率内康擦系敷风化程度 K。W 电C 合’不同的花 (×19'Pa>(×10'Pa>(×10'Pa》(I/mip·ma)igg (x30FPa)岗闪长特

1~3 145～541<300.45山-2~0，5<0.5S风化带

I10～602 3×10～1048.01~007 <J00<0.1。0.3~0.5殁风化带

2X19"5×101100～1800300～5000.606～0.0150.生~0.60,5~0-8弱风化带

2×10'～管X10*100～2500500～80<0.0050.6～0,80.7~0.85斤风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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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续编合特征的风化亮分带袅

风化 署石颜色 矿物城分 声速特征 其它特征岩体碱碎待点 物理力学性质分带
拟波声速低、原署完全变色 链击声哑，能望度很低，浸呈士状戏粘性除石英外，其

熵可以花动余矿物多已变常 星 黄诏、锦 声速曲 段 很 动水能崩解，压璃土夹砟屑，结构专，”同 红、红色 C额席改变，有 性够增次，手指异，形戏触泥石、

化 可捏碎纲云母、姬石、 时外观保持原岩

”青 状志滑石、石簧，盐

聚及粘土剪物等

次生厂物
锤击声哑，用纵波声速但软蜘想力学性质当然肢 碎 团大韶分变色; 除石英外大部

强 低，声速阈线强不大均一、强度 嫩帖开控，何蔺售，是岩块划题，箱块中心部分尚 分矿物均已交

专 动较大 骗刺时夹粘性土 软低、岩块单轴异，仅岩块中心较新鲜
抗压强度小于原变异较轻，次生六

”樟 岩的1/3、风化矿倒广泛出现
象深者手可压停

力学性质较原 纵波声适值较 悸击发声术够沿教欧面矿树 岩体一般殆好岩纬发面及裂

腐区头岩
洲监，质烟破开卷低。单轴抗压高、声速曲线摆原岩结构、构遮变异明显，有次隙面火 部 分变
崇动较大生矿物出现 婴度为 原 岩 的糖虾、风化驱隙色，断氏获色仍

1/3～2/3尚发育。附夹少熔曲嘿
曲快国

锤击发声 音与原岩相差无 纵液声 速位岩体光验性较仅滑裂殿西有仅沿裂原面颜

螯似化甜 离，声速曲戟摆具 ，领烯破开轮好，风化兴嗽少色略有改变 矿特程设变异，
动小石并且有效质、钙

质海煎

1。2.2 地 质 构 造
每个矿区的岩石经受过地质历史上的构造运动后，使本来就复杂的岩石性质又被构造

运动形成的结构面所切湖，不均质的岩体又变成了不完整的岩体，其被切割的形状不同、
规模各异，甚至成为破碎带。岩体的强度、变形和工程岩体的稳定性则受这些地质构造的
控制。

地质构造在时间上和形迹上是有序列有规律的。而且是配套产出的，在矿区内查清各
级大小地质构造并掌握它们的工程地质和力学特性，是研究岩体稳定独和可崩性最重要的
基础资料。

1.2.2.1 樱 皱
相皱主要是受水平应力济压而形成的，但垂直运动也能导致侧向挤压而产生以水平压

应力为主的糊皱。不论襁皱的形态，规模及作用力的方式怎样，稻皱的形成大都是压应力
即最大主应力（近水平方向）作用的结果。因此，槽皱轴画不管是直立的或颅斜的，它与
地面的交线方向即为构造线方向。

由背斜和向斜组合的糯皱都是在同一水平挤压运动下形成的，但它们的应力状态却不
尽相同;同是黄斜和向斜，只要它们的形变不同，其应力状态也不同。中圈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进行了一些模拟试验，将试验结果概括为示意图2-1-3，以说明 槽 皱 各部位的应



78 第二篇 矿山岩石力学

力状态。
褶皱形态是多样化的，应特别注意剧烈的稠皱变形，因为在这些禅皱地区和部位经常

9账宣形解

纪铲靛略分 称。

村名粘要安教4

业腔出险女
子、

水平情面变影

图 2-1-3 糟皱岩层应力状态剖面示意图
A.0—最大应变轴;B、b一中间应变轴;
C r一最小应变纳!81S2一对扭裂面

伴生着断层和层间错动，这些都是岩体工程稳定性分析中必需注意的。
1，2.2.2 断裂
岩石在地壳中受力发生变形，当应力达到和超过岩石强度极限时，着石便发生破裂，

形成断裂构造。根据断裂面产生断裂情况分为断层、节理和劈理构造
1.断层
断层的类型及其特征见表2-1-4。

嵩仰；；断 愿 的御 型 及 特 征 装
响类 型 特

】.断裂面往往呈新理披状，椎走肉方向允其显表
2.断裂固上常有较多的擦衰，阶步、磨光面。并出裘动力变质的断生片状物（如云母、滑石。螺泥

石）及被压肩成拉长的柱状矿物、片状矿物，琢石、蜂粒、石类、方解石晶片和晶块等，并沿断襄
力 面及网髓作近于平行断覆面走向排列

性 3.断层中的构透岩，以角新岩、讓按岩、断层视为主，有时还可见到博造遗慎体计 4.断裂国两侧岩石由于受覆烈济压面破辟、牵引、冲新，从而产生一些伴生构准，如羽状裂 隙、劈
鉴 理，"入" 字型分支构避（包椭断层和拥曲）;小能卷构造等绪 5，断裂圆常成部出观，被此平行，沿走向延伸较通，在剖面上常构成速兀式

离 6.塑新层（包括肿断晨、逆掩断展、辗拖断层）属压性断裂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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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提 型 征将

1，断聚面躯触不平，形状不规则，擦痛较小，每少出别大批物熹。斯层倾角一般较陡

能 2.当张性断裂发生在睡辑中时，断裂面常 魏评石而过，无切割取压扁观象
3.断裂面阴侧省层产状无量著变化。 4.狗造着以簿毒岩为主，腐棱岩、断层泥较少贴。角砾岩昨石大小悬n，无盟著定向排别· 5.张性断聚前成群分布，形成张性断裂带。在平高上被武平行，在部面上常组成地垒、地教、阶梯

等构造。凡追综"X*形断裂的张性断裂，均波椭齿状，称 *之"字形断裂会
6.正肠层属张性断层

力 1.蝴裂面常较光滑、平整，有时显儒幅出现，常有大量水平或近于水乎的擦桌阶步。断层产状平稳，
断息 蚁平直◆ 2.断裂面上有时有断生的碰质、方解石、绿混石等动力变质矿侧。但不如压性姑构简常见

型 3，构治搭常欲碳磨很架，有角涨岩与康换岩，并具有片理化的窄带。杓造岩常威鲜列分布子报性断
裂带中物 等

4.断裂面两侧，着石由子妥强烈的扭动而常伴生一些易状裂翼、臂理，"λ"字型及小美键构造喻 5，扭性断裂常戚黏出现，两组平行，且呈"X"形（常将岩石切属囊形>，有时威题行式排列
6.平移断压属祖性断层

分 1.既具压性特征，又民担性些征。上述的压性、扭性断裂纳特征均可横鉴

出明如狂飞
2。断裂圆上常可见到显示上盘辑种的擦疲、阶少、两盘岩石可能发生一些份生构造，如毒事、明状

裂略、莠理、"入"字形分文及染栅构造。这整伴生构造的轴面，断裂园与主斯浪面的交线和旋轴，
蛏不与主断裂圆走向线平行，他不与其倾向线呼行，而是介于两者之阅，这是压扭断裂的一个特虑

满 3。压扭性渐裂常成群出现，成置行式，平行式持残
6.平移逆断层、遵平移断层均属压扭性断层

1.既具张性断裂待点，又具扭性断裂物点，上滤张丝、扭性断飘的鸭征可供储鉴

张细使断属
2.构避特以角砾岩，醉裂者为主，砾石大小整悬房。擦痕较少，祖与断裂面走肉斜交;是示上童

患对向斜卡方滑动
3.伴生狗粒较少戛，但常见弱状裂家
A、断裂如成群出现，则多成雕行式排列
5。正平移断层、乎移正断层均属账扭性断层

溪靳居一

按商盘削对位掺慌孩分於
上盘润对上升，下堂相对下降。常成样出现，平面上呈平行排列，常沿走问延神征远。制面上常复

选瓦式排列。其验征见压性断层一档。上盘相对向斜向上滑的逆断层称平移逆断层

”歪断居 上盘招对下降，下量相对上升。其它特征见聚断展一栏。上盘植对向斜肉下滑的正断层称平移正断
屋

片缺运欧
指网盘粘断层面走肉方向<邮水平方向〉相对位移的断层，以具水乎或近于水平的擦痛为特征。其

它特征见扭性断屋一辩
上盏向陶相对上忡的平移断层，称逆平移断压1上盘向斜真相对下滑的平移断腰，称正平移断层

谱碍 断层龙向与岩层走向一章按断层 新层
漱。向与 罐酬 断层赴向与措展倾肉一致督层走 断层阿关系 葵向 断程走向等卷庭炮陶斜交分类香 断层

。断层走向与襁的额肉一致章帮端常鬓调
走简与

新层走向与糖幽轴向验直章身唑福菌输
简美展

斜新层 断层走向与潮雷轴向料交类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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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节理
根据节理的力学成因，可将节理分为张节理和剪切节理，其特性如表 2-1-5。

表2-1-5节建费力学成因的分类及特征表

华 剪 切 节 瘦。节

力学惠因
由剪应力产生，常沿丽个晕大剪切园声生解组共辅剪由猴应力产生。节理面与张庄力方向确直。火成者

由湾凝收绪产生的愿生节理 节理，温常它们所夹悦角的平分姨即为主压度力作用方

向，但也存葭角平分载为主压应力方向的

裂口通常闭合，节疼面光情、平直，上常有樱戒，产檗口微聚开项较大张开，节理面租镜，国上无摘痕、

节惠画梅图
状稳定。沿走向和频向较雅定地廷伸很透∶常切斯砾石产状不款遗堂。沿堂尚和慢南均廷钟不大，在两验或

和粗额粒，一条裂隙往往由许多小的威距行持列的次一粗粒碎属岩中，常烧过砾存、结核和碎属颗粒，张开

级切圆组成，这些小弊切藏被此靠近，几平首思照接细不初断器石等颗粒，在剂面上常呈楔形、上宽下料，

常被粘土、岩矿脉充填

节思的组合特锰
网一力学成因的例组剪节理，常坦床共轭剪 节 遵一常成群出现，并排列成雕行式、平行式、在椭曲触

《X"裂隙革。由断层的挤压输动引起为两组共领节建，都常形成与费曲轴平行的二次纵张节理，当与断层仲
一组与断层面平行（一般不发言>，一组域断层面斜交，生时。常组成边幕式和习状张节遵

岩层费舒压发生悯等，常伴随发生帆陶与斜闽的"K#

剪节惠

3，劈理
按劈理与岩层和构造的关系，分为层间劈理、轴面劈理、顺层理和切层劈理。
按劈理的力学成因，可分为流劈理和破劈理两类，其特征见表2~1-6。

表2-1-0秧力学成因的费通分炎表

南聿类 型 着 等

兼劈
誉石妥力后，长祭状及片状矿物的长轴方陶呈平分于张迎力方间。垂直于压熙力方向建向排列，产生的

易于劈开的隐片师为流则强，又叫板劈理、轴圆财理（平行铜皱输面，并切过各不同岩层的谋勇理称为输
E爵 面勇理）。流鼻理光情，网距儿分之一屋米，多复生在一组岩层中的聚性较大的料胜中

在某些构造督位，由于经受强烈的挤压（或剪切）;岩石中的剪节理量极密聚炮有规律地排列。省石焙
醛 构无变化。矿物无定向排列且被剪切节雅所初，规模小，色横被碎，岩石被切威一果列极酵的碑片，此种

构装青为破剪理。劳穗面一般尚光滑，陶能从几毫米坚几覆米。在德临中形咸的胆间藏劳理，慈长其两属助 毒费而与微曲轴相交，常虽身形（背斜中）和倘翔形（肉斜中）。被撑理有景小位移及为石测粒略有定内
瞄 排列的可称为滑醇理。发生在棚南软颗央层中破劈理称层间势理，发生在断层画网制的破购理称为馆断层

墙幽 一
4.次生裂隙
次生裂隙又叫次生结构面，是由于岩体受卸荷、风化、地下水等次生作用所形成的，

它的力学性质很差，对边坡、地基及浅埋隧制等工程有相当影响。其成因及特征 如 表2-
1-7。
7，2.3地 霸

地质上的构造运动在地壳和上地幔岩层中聚积的应变能，一旦达到岩体强度的极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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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2-1-7次 史 裂 隐 特 征 表

类 维 善征及图毫
卸荷 粉体在地我光其是源切河容绝度，构式应力舞放及据整所形城的破表，再受重力和风化的影响，婴原张

型隙 并或位莓。在块状脆性蟹硬若体中较为常见

风化 一般湘原结构商发育且限于表层风化背内，但含易风化矿物的岩层所形威的风化夹层财可能延至岩体较
裂隙 深部位，维断层风化，岩脉风化、夹县风化等

混亿 主只居在地下水作眉下形咸的。混化怕用在粘土岩、页岩、泥质灰岩等软孵来层的顶部较为发宵，有时
裂威 共上覆沙署或灰特岩性虽坚硬，但滑层调往往有过储动，地下水滑层国诵环中，以数形 成配化夹层

岩体就会发生实然的破裂或沿着巳有破碎带产生突然错动（粘滑），于是聚积的能量便以
弹性波的形式释放出来，在地表则显现出地震现象。对工程岩体来说，这是个动力学问
题，在这方面不管是露天矿边坡还是地下的井巷工程都研究的很少。但大量的资料表明，
所有发生地霖的区域，都与地质构造带有密切削联系。因此了解地震带的分布，地震与地
质构造的关系对工程布局也是必不可少的。

1.2.3.1我国地食区、带的炼分
我国地震区、带的划分，按照三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震强度区域困，将全国财分为十

个地属区，23个地震亚区和30个地震带，详见附录Ⅰ。
.2.3。2 地量与地质构造的关系
从我国强震震中分布资料来看，绝大多数强震都发生在一些稳定断块边缘的深大断裂

带或断陷盆地之内，主要是不同方向的活动性断裂带交汇复合部位，活动性深大断裂的转
折段、端部、其它锁闭段和强烈活动毅，以及断陷盆地的特殊构 造 部 位，如表2~1-8
所示。

'表2-1-8地震与地膜构造的关系衰

供地 实购地 质N 造 符 地察次歌及震级

1668年莒县8.5级大她重，发生在长达2400km的努庐断数百公骇以上的深大断裂带或断18次8级电震
裂上胎丝地

1927年甘常古浪级地震发生在北百园向搭途山北缘深
断裂和北北西向古淡-岩墨断裂的交汇区

1973年护基7.9级地篮发生在长S00km的解水河断裂上100km以上的活动性深大断裂及83次7～7，0址地
其控制的断陷盆地旗

1986年那台6.8级地震营生在米宽地量边廉效十公里以上的话动性火断联及77次6～，会级地
多 其控制的断陷盆地

1，2，3.3地震震级
地震震级是表示地震本身大小的尺度，是由地震释放出来的能量大小所决定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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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规定，计算震中距小于1000km的近震时，用体波，其震级M∶按式、2-1-1）计算∶
(2-1-1)MI=lgAu+R(A)

式中 Au————实际地动位移；
R（1）-一为起算函数，各种地震仪器不同，其值也不同。

计算震中距大于1000km的远震时，用面波，其震级Ms按式（2-1-2）计算∶

Ma=18(1)max+8(4)+C (2-1-2)

式中  T————被测的面波周期；
8（4）—————面波起算函数；
C——地震台台站校正值。

面波震级与体波震级有关系式（2-1-3）；
(2-1-3)Mg=1,13M1-1.08

震级与震源驿放能量之间有关系式（2-1-4）；
(2-1-4)IgE=1.18+1.5Ms

1.2.3.4 地震烈度
地震烈度是地震时一定地点的地面震动强弱的尺度，是指该地点一定范围内地面震动

强度的平均水平。
表示健动强烈程度最直观的尺度是地震所造成后果的轻重，所以早期烈度表广泛采用

震动时人的感觉和建筑物玻坏程度来划分。我国已有的地震烈度表和其它的国内外地震资
料详见附录Ⅰ。

震动对人的影响见表2-1-9。

裹2-1-9累劝对人的作判与速度及加速度纳关果
加 惠 度 到速

黑动对人的作用参征 (mm/s)(mm/s2)

01810·漂亮宝宝 0.16~6.410~24轻微追免 1
2.1~6.4126~100较大的必觉 181000有害的长期请联动
161000容许的爆破弱动

砖式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破坏与振速的关系见表2~1-10。
1.2.3.5  爆破地震
（1）自然地震和爆破地震与烈度的关系如表2-1-11。
（2）振动速度与建、郸筑物安全状况的关系见表2-1-12。
（3）赚破地震对建、构筑物和岩土破坏标准见表2-1-13. -
（4）建筑物所允许的土壤摄动速度见表2-1-14。
（6）爆破冲击波超压对地下巷道的破坏情况见表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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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0砖式建筑物扣构筑物的被坏与振速的关系表

(cm/3)鞘鲜
岗谨 孩式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磁坏情况 ”丶

的 1.5~3.0a.75-1.5抹灰中有细裂盖，掉白粉，愿有裂髓有发展，掉小块漱灰

6 3～61.5~6抹灰中有裂特，辣灰成块掉落。墙与墙之间有裂镜” 6-126~25抹灰中有裂鲮并有破坏现象，烯上有乳缝，墙之间联累教破坏w 25-37 12~24墙壁中形成大裂缝，抹发被大量敬坏，砖体分离

自 24～4837～60建筑物严重破坏;构件联系破，支承堆网有双缝;屋糖、墙型可能
例膈，不太好的新老建筑物被碱坏

注。1 ——报据A·B·萨弗诺夫等人的资料。
—报损C·B·米物染杰夫的资斜。

表2-1-11地震烈度与振劝物理关系①

食 司被地震器地岔
烈 度 最大速度（can/S）意度（cm/s） 位移（mm）加速度（cm/st）

1.5~3,00.5~1,05 1.0~2。012~25 3.0~8.02.1～d,0 1.1～2,025～50 6.0～122、1～4.04.1～8.050～100‘
12～2基4.1～8,08.1~16.0100～2002
24~4816.1~320 8.]~16.0200~40函 >4816.1~32,032.1～名4.010 00~800

注，爆疲地震燕度1、2、3及4级对牌的速度分别为≤0.2、0.2~0.4.0.4~0.8和0.8~1.5em/s，
①刘清荣，《粒制爆破》;华中工学院出顺社，1985年。

豪2-1~12摄动遮度与端、构筑物安全状况的关系表①

建、构筑物的安全状况资料来源 新动速度u（cam/s）

≤5 建筑物安全

12 房屋填壁辣灰开装、脱幕

斜坡陡岩上的大石廉蒿;继表国曲现细小裂缝;一般房屈受剪告’
售刺铁道 都科学研究院

矽 轮明的岩石表值出现裂缝，干溯片石移动;盛统物严重碳杯

150 岩石崩裂，德形有明显变化;建筑物盒部政环

10～:5 普遇平房有轻微碳坏

一般平房受藏坏>30地球物理研究匠
是筑物产重联坏，整省需天出现裂级岂艺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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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建、构筑物的安全状况资料来谭 振动盗度 vcm/s》

8.1~11.1 产生松石及小块瘦荡

产生细骏维取剧有婴缝扩张13.5~24.7
长沙矿山哥究院 产生4～ 5属米的大醚隙演原有裂髓扩账46.8～81.5

23d 移道群魏及混凝土支道产重破坏
①刘情荣，《控制爆敦》，华中工学院出颇社，1886年。

袭2- 1-13滑破地舞对重、构就物和当土减坏标准豪

建、构筑物前安全状况破坏标准调审 究料癫出害

安 金自 v<10M·A·萨逍夹所基

无 危险数=7，1U。兰器福尔斯
D=10.9 产生细裂糙，抹灰脱物

B·基尔斯特朗 产生裂鞋口=1B.0。
H·书质特伯粪 产生严重裴缝对=23.1

安 鱼o<5.1
A·T·爱御华孩

要 比 掌v=5～10垄
T·D·谐思伍得 岸喇v>10

开始出现小裂缝v=1～3
A·德沃夏克 浓灰脱幕，出测小裂缝 =3一64

抹炙脱高，出现大黏缝b>0
岩万边坡安全v= 5~T占 十巳盾偏国响
大量岩石摄环v=60

堑距岩石中等破坏（裂睫间蜂大于1米）v=4～50
中舰矿石强烈破坏（我雄间距0，1～1.0m）售 = 17～24A·H·哈努卡圈夫
低强度矿石破环（软唢别岩石，国染触不良）u=S~10

遣筑物有不同观度的致坏a= 1,2~12g
引起作意01g<a<1gr 头团矿务局
无 破 虾a<0.1g

块著混凝土来破坏a=0.7~1.2g加章大水电要员空·
注。U为探动速度，单位为ea/sa为振动加速度。单位为cm/s2∶g为重力邮薄度。单位为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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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4建填物所允许的土填抓动速度表

允许的土壤振速（cm/s）
辨拿 筑 -，

？占 10解筋温豪土我吊短，轻填料金属骨架抗震的工业或民用建筑物，建筑 质 量 较
好，枸杵和姑构无残余交形

75。湖筋混凝土或众属骨集无抗震的建筑物和构筑件，构件中没有残余变形

言n1.砖或狭右作填辨，填料中有鞭瘴的带莱建领物）不抗重的块有酸砖或新老建筑
物」盛筑质量较好，没有我余变影

飞 喜=骨架中有裂链，其驾料严重林坏的骨架建筑物，砖成大块石扣筑的支梁墙或国
败中有个别不火的裂链的新老摩筑物

2.90.5 1.0骨架中有裂缝，各物件阅联渠破坏的歌老骨架毫筑物;支承墙为斜蛙、对角造
等裂败所严重薇坏的砖发块石难筑吻

10.60.3填料中有大裂墙，钢梨生情，朝幅混基土行架破坏的擎筑物，支承墙有大景的
梨睫，内外墙联系被坏的建筑物及其饱来加强的大型刻许建筑物

注、1一特别重要的工业建填物，管道，大型率间厂房、井架、水谱（腰务焖20～30年）;聚人较多的 民用 蓬览
啊∶性房、电影院、文化窝等。

■一面积不太大面高度不大于三屋的工业和服务事业构筑物;机械厂、压气棋房、生活点等;聚人不术多的隔
用建筑敛，住房、窝出、办公宣等。

W一有贵重机题和仪衷的工业和民用建筑物和构筑物，且它创的戳坏不数子威胁人们的生治和健康，颠食库。
运输补给站、自冷年和五气装置的厂房等。

表2-7-15冲击波题压对井下卷道的破坏情况表

刺刻孝熟超压（*10N/m?）储构、被备类过

强烈变形，混盖土震喜。出现大梨处0,28×0.3625cm厚的混涨土挡墩
出现裂缝0,14～0.2124～36cm的晶凝土挡墙

0.10~0.13 因粤阈而碰坏直径1～19cm留其护圆木
■饲、破坏、脱离恶跑0.4~0.6一盆的设告（井下通风机、电犯）

1.4~1,7福兹岩檬单 离轨、卒雕变形榄率 d.4~0.78混都朝调源

.2，4 尝体水力掌

1。2。4.1 老体水力学特性
（1）岩体内含水层（体）和隔水层（体）的空间分布和组合形式称为岩体的水文地质

结构。分析地下水在岩体中的赋存状态及地下水运动条件时，必须在清岩体的水文施质结
构。当地下水对岩体稳定性有较大影响而必须采取工程措施（如疏干、注浆等）时，也必
须以岩体的水文地质结构为依据。通常可把岩体水文地质结构分成以下几个类型∶统一裂
隙含水体;断裂脉状含水体;层状裂隙孔洞含水体;断裂层状复合含水体。

（2）组成岩体的岩块本身的遗水性一般是很低的，地下水的存在和运动主要是沿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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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间的结构面发生。通常结构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方位，且不同结构面本身的性质〈张开或

闭合的程度及粗糙度等）和充填物不尽相同，因此岩体内的地下水具有非均质性、不违续

性和各向异性的守点。

（3>岩体内不同的应力状态对结构面的影喘不同，时以导致结构面的拉开 或 压 密，

结韵面的张开程度对岩体渗透系数影响很大，因此岩体的水力学特性还 与应 力 状 态 有

关。
1.2.4.2 当体中的水源定律

通常岩体中的水流都处于层流状态。层流状态下地下水在岩体内运动规律为;

(2-1-5)矿=K∶
式中 0—-地下水平均流速，纽/s;

K——渗透系数，m/s;
i—-水力坡降（地下水压力梯度》。

对裂限岩体来说，岩体的渗遗系数主要取决于裂隙本身的渗遗性。从理论上分析裂算
的渗透系数为∶

不考虑裂隙的连续性和相对粗糙度时单个裂隙为

之”韩 (2~1-6)

考虑裂隙的连续性和相对粗糙度时单个裂隙为

K,-2 (2-1-7)
一组连续裂隙为

K-号K+K。 (2·L-8>

组不连续裂隙为

K=x。[+t'(--2)〕 (2-1-9)

式中 K1;—一单个裂隙的渗透系数，cm/s，
e——裂隙张开宽度，m;
y——-运动粘滞系数;
a—翼隙张开面积与总面积之比;
e——-与相对粗糙度有关的系数;
A—-—相对粗糙度（裂隙面的凸凹高度与水力直径之比）;
K—--裂隙组的渗透系数，m/s;
Kgr岩石基质的渗遗系数，m/sy
6——裂臂的平均间距，血7
I---张开裂隙的长度，my

L—--裂除面所在平面内相邻两张开裂隙中心的距离，m。
7，2，4.3 水力等参败调试
（1）岩体水力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岩体内的水压分布以及阐明改变水压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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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和技术方法。岩体内的水压分布可以避过在钻孔中安装水压计的方法测得。将实测
的各点的水压力值与岩体的水文地质结构结合起来分析可以得出岩体内的水压分布。水压

计主要有以下几类，见表2-1-16。

水弦 分 主 要 樊 盟 就 表2-1-16

测盘取理仪器奥型 使 用 餐点

水位源测 器测量水拉开口竖管 便宜，读敷简单。需水量摘。滞届时问长。水位太低时或倾角
小的禁孔中测量困难

封 闭 管 比按能济，陷水重中等。黄数乾置应举匠验低水饺，钻孔中不采用"氏压力计承水懒压为计
逼用

特制的压力传喷园机械隔膜（气动或薇压） 安装简单，魏定性好，阳水量少，需专门谈敷装置

电动仪疆 贩渐型皮变计项电阻应变计 需水益少，安装筒单，适于遥说。昂贵，某些类盈 爵 受爆驻
袈坏

由于人类活动（采矿、疏干排水等）及自然条件（降雨、地表水）的变化对地下水的
影响，岩体中的水压分布常随时间而变化。当查清岩体的水文地质结构和地下水的补给、
排泄条件后，可以使用数值法（条件简单时也可用解析法）来推算及预测地下水压分布随
时间的变化。

（2）为了能正确分析地下水压的分布以及了解疏干的可能性和疏干工程的技术要求，
必须首先确定地下水渗透性的空间分布。岩体中裂隙发育情况，如裂球频率、连通性、充
填物性质，厚度等非常复杂。从裂隙本身特点来搬算渗透系数的方法有时很难得出准确的
结论。因此，必须进行现场试验来取得岩体的渗遗性。测试主要方法 见 表2-1-17。通
过对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测试并结合水文地质结构特点进行分析才能得出岩体内渗选性的
分布规律。目前一些试验方法往往只得到被测点附近渗透系数的平均值，难以确定岩体各
向异性的程度。这时只有将试验结果与岩体的构遗特征综合分析才能得到正确结果。

〈3）为提高岩体的稳定性常需改变岩体内的天然水压力分布。降低岩体中的水压力，
通常从两方面著手。一是截断岩体内地下水的补给、来源（如大气降水、地表水的渗入、
相邻含水层的补给等）。二是疏干岩体本身储存的地下水。

1.2，5 工程地质调煮

1.2，5，1 工程地微测绘
工程地质测绘是为了研究矿区或拟建场地的地层，岩性、构造、地貌、水文地质条件

及物理地质现象，对工程地质条件给予初步评价，为矿床的开采方案和场址选择及拗探工
程的布置提供依据。

测绘范围除根据矿区大小确定外，还应考虑工程类型、工程的要求和工程地质的复杂
程度。

1.工程测绘的比例尺
（1）小比例尺测绘;比例尺1∶5000～1∶50000，用以解决区域性的工程地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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骁2-1-77规场需试渗适性的主要方法豪

计算公式承 表 源说 明留

溜水光整井稳定流 摘 水 试
《水文地质季肝》

验。如配有观测孔可货测岩
Q

体的各向异性
K一告背3. I5.4-号一平静水位，上”

导水位降能
0

汞压含水居完整舟 纳 水试
《水文地质手册》

验。如配有观测孔可他测将

体的各向异性欢i.

R不，宁惕纤予”湍浴祥
le
77

yQ 压欢试验，
《中小型水箱水电工程量忆 能在不便于抽水的地段进行，

截物出 奋鲜”硬于分段测试L/ain-n·加日”令S.L
一醇水位 K=(1.0-3.00 m/d

10
常水头注水试融试毅应位于产？？ 《边放工程手衡》

独定水头 潜水幅以下。健乎分段测试

-（0），n（吕）丙响”排水位

工心可鞍蜜?
物下

降水头成鳖悔便易打，不需 《边被工程手册》
k-2-80sy{2量· 要专门设备。糖度较低

“儿“’L初始水头
Im(与
哲”江！

只-）可寒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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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2）中比例尺测绘∶比例尺1 t 200～1 t5000，一般在初步勘测阶段时采用。

（3）大比例尺测绘∶比例尺1 ∶200~1 t 1000，适用于详细勘察防段或地质条件复

杂和重婴的工程，以及解决某一特殊问题。

2，工程地质测绘方法
1）像片成图法
利用地面摄影或航空（卫是）摄影的像片，先在室内进行分析。划分地层岩性。地质

构造、地貌，水系及物理地质现象等，并在像片上选择若干点和路线，然后去实地进行校
对修正，给成底图、量后再转绘成图。

2）路线法
沿着一定的路线，穿越测绘场地，把走过的路线正确地填绘在地形图上，并沿途详细

观察地质情况，把各种地质界线、地貌界线、构造线、岩层产状及各种物理地质现象等标
绘在地形图上。路线形式有"S"型或"真线"型。

路线法一般用于中、小比例尺测绘。
3）布点法
布点法是工程地质测绘的基本方法，也就基狼据不同的比制尺预先在地形图上布置一

定数量的观察点及观察线。观察降线长度必须满足要求，路线力求避免重复，使一定的观
察路线达到最广泛地观察地质现象的目的。

布点法适用于大、中比例尺的工程地质测绘。
4）迫索法
沿地层走向或某一构造线方向布点追索，以便查明某些局部的复杂构造。
1.2.5.2 总体构遗侧查
1。详细线测绘
详细线测绘是一个系统的取样技术，是美国亚利柔纳大学岩石力学博士卡 尔等人 在

1968年提出的一种测绘节理等构造的概率统计方法。其工作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岩层及构造的分布和工作条件，在选择的巷道壁上或地表露头拉一条皮尺。

在皮尺上1m，下1 m>长20～30m的范围内随机量测节理等构造点100～150个。登记每
个节理的距离、岩石类型、构造类型、倾向、倾角、长度、搭接长度、裂隙宽度、绥端类
型、充填物类型以及水文情况等15个节理特征参数，见团2-1-4和表2-1-18。然后根
据编制的电算程序按线进行数据处理，绘制出节理极点图、节理等值线图和节理组赤平投
影图。电算程序将按照划分的节理线，找出每组节理的倾角、长度、倾向、间距、搭接长
度和粗糙度等的分布规律。

2.线测绘
1）测绘方法
根据构造分布和工程需要沿选定的工作面（坑道壁）拉一条皮尺，作为基准线，对所

遇到的结构面进行测绘，并按表2-1~19所列内容强一填写。
2）填表和测绘时应注意事项
（1）该表格是为电算处理所设，填表时应注意能使计算机民别，并按统一的助记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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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均颅角

最小角 最小顿角 y平均幅角
起伏角

β- y-a

由q

巷道顶板
无终增 VSt4 

‘剑秽吉详圆量界度.
单实项双贷墙骗石 搭接

低2偏

一久骂程着石中枢遗底板 离角t>20">

苜，
图2-1-4 物运测量方法示意图

a—节理转征; b一节理国凸起角的测定;

c一鞘接长度的游量;d一节现终顺的类型

填写。
（2）数据单元只是对工程的。
（3>根据地质特征确定结构面类型，按以下符号填写，

岩性界线 C
断层 F
剪切带 S
节理 “
层理 B

中。片塞
（4）结构面出露的长度可分四类进行简单评价，并用它的符号加注脚 记 录，如J，

B∶等。
最测类型

在两个方向上大于3 m~
2 在一个方向上大于3m

在一个方向上小于3m3
在一个方向上小于1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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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2-1-19构 造 测 绘 记 录 表

党其响一教谣单元 工作号叶” 长早面帮哥圈租“第 少叫截一 费 获离薯鲜、 产状 测效叫度的槽 怜水 袅石类亚点理 距二幂厝、樊型 画当首当 煮曾类型23， 令

这只是一般的分类，可以根据工程尺寸作适当的调整，第四类只是在特别详细的工程

中测绘。
（5）充填物亦根据其成份用统一字母填写，如有两种以上，应分出主次。
（6）产状只需测量倾角和倾向即可。如测区没有大的磁性影响，用罗盘直接测量并记

录在产状一栏，同时在测线类型这一栏填上 ""TF"。在磁性环境中，则用特殊设计的测量
板测量结构面与皮尺之间的相对角度，并把测线的真实产状和编号填在测线类型一栏内。

（7）形状和粗糙度按如下分类填写∶
粗糙度形 状

P 光滑P 平面状
K 麝痕面C弯面状
S 平滑起伏状
R 粗糙S 合阶状

I 不规则 V 非常租糙
（8）岩石类型亦按字母符号填写。
3。"窗口"测验
"窗口"测绘是在露天或坑道中详细测绘有代表性的区段。"窗口"有固定大小并按

一定间距隔开。
为了适应各种工程需要，"窗口*的间隔应进行选择。在地下巷道的矿体中，两帮上

每15m开3m"窗口"，在围岩中，两帮上每30m开3m"窗口"。
"窗口"内的各种结构面，按线测能的表格进行填写。

7.2.5.3 工程地质帖银

为了取得工程岩体深部的资料，有时不得不进行工程地质钻探。工程地质钻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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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尽可能取得未经扰动的连续的岩心，以了解结构面的产状特征，充填物的类型和厚度等
等，所以要求采用金刚石钻头钻进，绳索取心和保证内管静止不动的复式岩心管取心。特
别是在牧弱岩层钻进时，要使用三重岩心套管半合管和底喷式外侧孔循环水钻头，以防止
软弱物料被扰动和被冲洗。这些新技术和措施都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未被扰动的岩心采取
率。对岩心的直径一般应等于或不小于5cm，因岩块的力学试件及RQD值指标的统计等
都要求标准直径为5cm。

工程地质钻探不仅可以获得有关构造方面的资料，还可以进行水文观测并为测定岩块
物理力学参数提供试样。

1.定向取心
节理等不连续面的倾向、倾角对评价岩体的稳定性和可崩性是十分重要的，而定向取

心对于准确找出不连续面的倾向、倾角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如何取得定 病 岩 心方
面，近年来我国已经有了可喜的进展。现在国内已生产下列几种番号的定向取芯器∶

（1）仿瑞典的Craelius YD-NQ型定向器。如图2-1-5所示。这一定向器由冶金部
勘察科学技术研究所生产并已经在德兴铜矿和南芬露天矿的边坡研究中使用。

（2）YCO——I刻痕式岩心定向器。其特点是在岩心管内有三把刻刀，可在岩心上刻
出三条刻痕，做为岩心连续对接的基线。在每一个钻进回次中可以多次定向，并且可以互
相被正。适合在完整地层硬岩中对四级结构面的定向。见图2-1-6。

（3）NCO——1型定向器，使用半合管取心，适合在破碎和软弱的岩层中采用。

图2-1-5  Craoliug  岩心定向器
1一岩心套智；2一狮瓷作动的爪，它铁定向器夹抖在粉心套饰内，直到锥
头受压后才能解除夹持，3～它腔；腔中有一次烟环，苏环有一切浪来，此
铜滚珍园锥头的铲压面在环上压出凹痕，于是移出孔的压跌，4一金刚石钻
头；5一拜簧压紧的锦头，当定向器压阀孔底岩心残很时，饿头堵回。均此
国时使将状杆定位，并使抓卡放松。于是能使定向墨强回套管井从套管中提
出； 8一将状杆取下首次钻进回在孔底的岩心赛根的断面距， 当弹簧伸载的
推头被解除需联时，挡状杆的位置即惯定下来，当下一段给心取回后，可与
峭郊区配，于是此岩心智对于孔底的位置也就被确定下来；7一篇次帖进园
在孔底的发心残根。

图2-1-6  YCO--I型岩心定向器刻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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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2）、（3）两种定向器是桂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矿产地质研究院研制的，

曾在大孤山铁矿和大冶铜绿山露天矿的边坡研究中使用。

2，工程地质岩心编录
岩芯编录是从获取的岩心中收集有关岩体特性资料的方法。按表2-1-20的工程编录

表格式进行编录。'建议用阴影线表示指标的?? RQD的??这样可以用较大的深黑 区域
突出质量较差的岩石。

可按以下次序进行筑写;
（1）深度——每条线通常表示增加2m。对于不同的工程可以变化，每一钻次的开始

可用一条水平线表示，该数据表示钻进的深度。

（2）岩心损失率——为了更好地确定可能的软弱带，每一个钻次的岩心损失率可用图
形画上。

（3）裂隙——这一栏分为三个部分;类型、充填物和倾角。该倾角是不连续面和岩芯
轴之间的夹角。

（4）描述和附注——记录所观察岩心的岩性变化。通常附注栏说明各种有意义的款弱
层或其它重要的特征。

（5）柱状图——使用局部花纹符号。该花纹符号应统一，并事先说明。
（6）角砾岩（或断层泥）和破碎岩心——破碎岩心或断层带用图形记录。

表2-?-20

工视编录表
军嵩鲁

乘 转徽薄腊诘。焦染电陶层想一#≤ 留智仑损 千“： 天法验煎宽勤 RQD酬咪
”单龟深度 .播述和局递 频度失卓 到 懂响’费

763 2 10230255075 砷。
紫色、软靓、挥望状花尚网长斑岩及6 大理粒角砾、状调、构遗融碎带 二

，立5、9m o， 羽风化、兼红色、系费状、细粒、坚硬201
其简道将孤.85。完填物为要粘土粉砂

乌， 导号 云母片。火原岩碎块、赤族矿化大理窘

寸

赫论记休土铂验者
白期
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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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硬度——-按表2-1-21确定硬度，用图形记录，从左边填起。

袭2-1-27岩 石 强 度
单轴潢度近似统压强度伦款地素 循整瘤将荪字蛋度浴号 “的”MPa)学会分级

>28,200>200极坚 固 需要许多键，才敬碎予’
100~208非常坠照冷 陪儿下锤就破碎14,601～29,200
50～100帮圈 一锤就酸碎7,300～14,600R,

用地质销尖墙刻出1./4离痕中等堑困 12.5～50 1，良25～7，300疗
中事软碍 730～1,8255.0~12.5 太硬，不能用季如成三轴样

RA 182～?301,26-520 用地质鸽懂打凡下，期解软 弱。 孕观以破碎85～182崇锑评塑 0.60～1.25
八锤出”

S, 辈 常硬 能用报甲刻解\42～850.30～0.60
一针？ 不能用手铸模21～4Z0.15～0.39S: 硬

史 10.5~210.0一0，15 思很大力气能按下坚图
用手客易按下5.25~10.50.04一0.08软S1

（8）岩石质量指标〈RQD）——岩心长度从裂隙的中心沿岩心轴 测量，人为的机械
造成的断裂应包括在内。

（9）裂隙频率——通常以每增加3 m计算裂隙频率，并用阴影从左开始记录，其增加
长度可以变化。

（10）空格柱—用来记录附加的数据，取祥数等。
i1）渗透性一一这栏用来记录孔中每天水流量、渗透性和安装任何水位计的细节。
1、2.5.4 工联建质物探
物探具有工效高、成本低、装备轻便，并具有一定"选视性"的优点。但它毕竟是一

种间接的测试方法，也具有条件性、多解性的缺点。因此在部署工作时，必须紧密结合具
体条件，充分利用已知地质条件，开展多工种的综合物探，以提高物探解释精度。在工程
地质勘测中，合理应用物探，不仅可以指导钻探的布置，减少钻操和山地工作量，缩短拗
探周期，降低勘探成本，而且可以填补难以进行钻探工作地段的地质空白。

（1>在工程地质勘测中应用物探的情况见裘 2-1~22。
（2）超声成相测井仪;超声成相测井仪是以测定地层声阻抗差异为物理基础的一种地

球物理凋井装备。能在清水或泥浆钻孔中透过并液获得钻孔地质韵面图像，并记录声幅和
井径曲线的电信号。

渊炭工业部镇江煤矿专用设备厂生产的JSX一2A型超声成相测井仪主要技术参数如
下∶

φ76~～146mm适应钻孔童径
000m最大测井深度
二芯适应测电缆

视倾角∶0°～89°，视慑向，0°～360°探测地层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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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1-22质 物 景中 的 物 裸。控阵

类 别 用的参数 在工程地质勤测中的应用基 本 原 理

大区域地质构造，地下深部断展，大将测景地圆各点的责力异常镇，根镉异常岩石的密度力数探
润、巨大的埋藏谷等变化的规律，分析地下地质请况

厘定岩浆岩体界颅，追宗额蒙层下的岩测量脊点脑敞畅相对值，从中消除干扰

岩石的蕴性强性输深 体外热。寻找有火山话动的断层带、地因素，得出正确的艰异常，依据异常特
征，作出地股分析 下水、地热、古河床、岩袍速地等

1.追索第四配覆签层下的断裂带、脊层观测放射性元案蜕变时放射出的α、β、γ
钱触带射级霾度以及它们穿过物质时产生的游

射性划群 岩石的放射性
2.测总土的捷度和容贡寓，荧光等特珠物理现象，解决有关的

地质问题

权凝迎题
1 研究地质构造对用天然成人工声生的交变电滥频作为介电常数、导磁率、
2.振测培识场葱，研究交变电融场的分布规律和随

电塔糊探
导电性 3·解决水文地武向题时间的变化关系，以炎明地质构造

像。

直蓖电诺
确定原皇层厚度、滑披规模、采然建材利用天然或人工电场，对不可增层的电

电阻率、电化学酒动 勘测，寻找断层带，岩语、地下水流肉、性羞异引起的电摇异常，查明料层和构
选速和水岸澡水情况矿 造等问题
，研究区城地质梅泄通过人工徽发的地震使〈工作 额 率较

要幅 故 2.确定覆盖磨厚度、构迫、破碎带等低，的 10～20Hz在发体内的博撞的 蹦
弹性波速

弹性敲操制
3.岩体（石〕的弹性系赖和其德各种力径和惠度来研究分层构造及力学性质
樟皱有

1。测定岩体的费灌力学性质通过人工徽发的声渡或超声族在署体中
溢荪详斟声波法 2。进行岩体分类和质量评价等的物播，研究料体的的覆状态和力学性质

1。划分稳层在站孔中滴量因岩石各种的性整界所引电性、截性、放效性、销孔地球
2.岩层的躺理力学和水文尴质参数孵性波 超的各种物理场的变化，查明地质荷题制理粉探

φ80～300mm探测井径范围
单线连续扫摘图象显示方式

横向∶24m组。纵向∶连续记录成像画幅
1∶5～1·500（七档）深度记录比例

≤1%深度传送误差 ≤±5%井径测董误整
≤5%扫描线性误差 50Hz220V适用工业电源

1.2.5.5资料鳖理
在岩体构造调查中所收集到的资料需进行系统的整理得出各种图表和数据，以便在稳.

定性分析中应用。经验表明。地质结构面的极点图、极点等值线图和结构面的球面赤平投
影面等是一些非常简便适用的图表。

1、结构面的极点图
作图方法如下，用图2-1-7所示的极点投影网，把每个地质缩构面的倾向 和 倾 角



第一章 岩石力学基础801

两项参数点到极点投影图上。 例如结构面的倾向和颅角值各为135°和60°， 按图中所表示

极点平面
Polds1p[ane

81 科 影
之呼
、计

士代28?
的 280

空邯
致 锅280
韵 280

融250
32070

5
剧蛭田：趣

图2-1*7 等面投影网，角度间隔2"（由伦敦息家矿业
学院C，M.StJohn博士电算制图》

的座标，首先定出135°的倾向值， 然后沿着射线自网心向外量出60°的领角值，此点就是
极点的位置。建议在绘制极点图时，使用不同的符号表示不同类型的结构面，如断层可用
黑圜点表示，节理用圆酬表示，层面用三角形表示等等。因为不同类型的结构面，其抗剪

.强度可能很不一样，如果所用的构造类型易于识别，如为稳定性分析所做的极点图的解释
工作就简化了。

2.会制极点等密线图
图2-1-8是一个坚硬岩体中者于层面、节理以及一条断层的 351个测绘结 构 面 的

极点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断层出露于岩体中的一个特定位置上，它的影响只在分析该处
岩体稳定时才需要考虑，但是层面和节理面的测量数据是在大范围的岩石暴露 面上 测绘
的，利用这些测绘的数量就为分析所需要开挖的整个边坡稳定奠定了基础。

极点等密线图绘制方法很多，推荐一种做图方法如下，
（1）用遇明的Denness的B型曲线单元计算网图2-1~9落在极点图上， 对准网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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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北。两图比例尺应相同。
（2）用铅笔将落入每个1??数单元中的极点数记在每个单元的中心部位上。
（3）数字图上相同的数联接起来，就得到了极点等密图。
（4）如果感到数字图的某些部分所得的数据还不够，可将计数网按图2-1-10中虚线

所示的位置旋转，计数单元的新位置就用来形成新补充的极点数，这些数都记在这些单位
的中心上，如果需要，也可将计数网移开其中心一个小距离，以在半径方向形成一些新补
充的数据。 Z

O

$51个极点
一层面

0-节理
●一斯屋

图2-1-8  一种坚硬岩体内的不连续面的极点图

F
①

3
?

②②
③

? ①

够心
? 中央④你

图2-1-10  设点计效示意图图2-1-9  Denness B型曲线单元计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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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点等密线图通常都以百分数标出，如上例在图2-1-11中绘有351个极 点 的 情况
下，连接点数7，就得到2??等密线，而极点数在17～18之间则对应于数糖5??等密

线。
3。结构面的赤平投影
根据结构面的极点图和等密线图，区分出优势结构面组或节理组，把优势节理组绘成

赤平投影图。分析其与工程的相关条件，如与边坡的切割关系等，即可进行工程稳定性分
析判断。

例如一个结构面的倾角为50°、倾向为130°，表示这个绪构面的赤平投影方法如下，
（1）用定心针把描图纸固定在赤平网上，描下网的圆周。并标记N点， 从N点起沿顺

时针方向量出130°的倾向，并在网的圆周上标记出这个位置，见图 2-1~12a。
<2）围绕定心针旋转描图纸，直至倾向标记恰在网的W一E轴上， 也就是将播图纸旋

转40°，再从网的外圆量出50°，商出赤平投影。此圆弧与倾角为50°的平面相对应，如图
2-1~125。

（3）再将描图纸转河至原来位置，使图上的N标记与网上的N标记重合。代表倾角50°
倾向130°的结构面赤平投影如图2-1~12c。

心
6%- .3K 6%

·新屋

·5%

古艺2?个温点
□3?0个畏成 佟四4?4个级爪
5?7个假点

日?2个氧点

氨点

、净留

e

图2-1-12 赤平投影嫩图方法阴g 1-11 极点等密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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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结构面的测绘成果整理，即绘制成极点图、极点等值线图和赤平投影图，对岩体
结构稳定性分析、可崩性的研究和崩矿的块度预测等，都是不可缺少的步骤，国内外有大
量的参考资料可供应用，目前不少单位都已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数据处理和绘图，而且把
原始测绘数据储存起来，可随时取用，十分方授。

  1.3  地  应  力

1.3.1  地应力的概念
从整体饼，地壳内单位面积上的力可称为地应力。岩石中的应力，按开挖前后划分为

初始应力和次生应力。
初始应力∶岩石在开挖前，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地质构造运动所导致的岩石应

力。初始应力来源于地幔对流、岩石的生成和岩浆侵入、地质构造运动、岩体自重等。
次生应力∶岩石在开挖后，岩石中的应力场改变，应力集中或卸载造成的新生应力，

也称二次应力。
地壳内一点的应力状态如图2-1-13所示。一点的应力状态包括9个应力分量

87.Gy、Ua、Tay、Tyx、Tyz、Tay、Tray、Trx Txxo

红

 图2-1-13  地壳内一点的应力状态
其中
σ----沿x方向的法向应力，单位Pa。
Txy————与x方向垂直的平面上沿y方向的切向应力，单位Pa。
余类推。但rxy=Tyxy Tyz=Try，rzy，rax-Tx2。所以，只有6个分量是独立的。
地应力的外部表征是地压。受地应力作用，开挖空间周围的岩石将产生位移，采用支

护时，支护结构将承受这种压力，这就是地压。
1.3.2  地应力的分布特征

1.3.2，1  地应力的一般分布特征
地应力的分布很复杂，对其认识主婴基于大量实测。表2-1-23汇集了当今世界的地

应力测量成果。据此可得如下认识∶（1）地壳中的应力状态。一个主应力基本铅直，其与铅直方向的夹角一般小于30°，
大小大致与上覆岩层的重量相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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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3贝地 应 力 测 量 数 据 裹

深 座 “弓编号 国飞引将石类抛点道
(MPal“国”

赢大释理= 劣予 .4B18-6粉砂措和撮倪板岩新南虞尔士、科巴尔，CSA矿

36访哮站誉尊者篱悼 1,308.0新南喊尔士，科巴尔，CSA矿
1.70540粉砂岩和绿靶板岩 15.2新商屋尔士、科丽尔，CSA矿6

1、4030衡砂岩积绿泥板岩 20.0聂南履尔土，鹅区尔，CSA矿

1.90455粉砂岩和绿泥板者折南感尔士，科巴尔，CSA育 11.
245粉砂岩加举泥板岩 2,10B.4新南底尔士，科巴尔，CSA矿

2.00雪 |3.9粉砂岩和颇混板岩新南晨尔士。科巴尔，CSA矿

I02 1.666.2博蓝严瀑棕新南属尔士，布罗背和尔，NBHC砂
1.1713.曾 658石懒石石炎岩新席威尔士，布罗肯希尔，NBFIC矿
2.7368石覆石石英岩 4.8新育诫尔士，乙罗背希尔，NBHC矿合”且 1.3215.967Q石帘石石英管新角酸尔士，布罗省希尔，NBHC矿

”皖‘ 1.0720.0a18硅戌片解魁新南威尔士，布罗均茶尔，2C矿
26,218 1。17耐蛾片麻松吃 新前威尔士，布罗肯希尔，ZC矿

少 1.2》13.!915砖线片回岩新南戴尔士，布罗育希尔，NBHC矿
石 0.9715硅线片磨岩 21.4新商尔士，布罗青养尔，NBFC看

材 1.859.7768硅战片麻发新南赋尔士，布罗绪会尔，KBHIC矿
习 1.431.7570石惯 行石英岩新商戴尔士，布罗污希尔，NBHCg

仇 2.0912,7570石捕石石英岩新能感尔士，布罗背希尔，NBHC旷
1.7320.381819 片麻浴和石摸岩折南破尔士，布罗肯希尔，NBHC矿
宁吝20 67D 13.0片麻处郁石英岩新博赢尔士，布罗肾希尔。N8HC矿

21 1。8019.21277片瘵岩和在爽岩新南威尔士，和罗背希尔，NBHCr

斜 2.40[140 6.0片麻出和石类卷新帽属尔士，.布罗收新尔，NBHCF
0.8223 占片肩符和石英岩 25,5新南戴尔士，布罗背静尔，NBHC矿

么 1094 1.81端筹葡针 15.9新南威尔±，布罗肯养尔，NBHC首
15 18461094片麻公和石英岩 1.62新府现尔士，布罗背希尔，NBHC时

1.3426 1094 28.9片牌岩和石类岩新南威尔子，布罗肯希尔，NBHC。
岂 1140 1.43片耀岩和石奠岩 29.V新潮威尔士，布罗货希尔。NEHC着

1423 勺片廓发和石英岩 24.223 新浦威尔士，布罗肯治尔，NBHCi
18.0含图 0-83结 硅化自云岩昆生兰，芒特艾萨矿

1,281089 16.520 硅化白云岩民士兰，芒特艾萨旷
1025 0,t732 28,5白示岩和重体晶面老隐士兰。芒孵艾萨矿

25-4970 0.65页岩32 昆上兰，芒特艾萨矿
2.407,0245敢铁矿33 N·T·坦南特树，跃价戈章
1.30绿泥蕴着。石英 6.8245。 N·T-坦直特湾，沃雷酱矿

磁铁育 1.3011-532235 N∶T·新南较筒，茨雷戈章
3.30坎状石■石云每片辑36 2.558S·A·玫叠图
1.45粒衣岩 1t.29237 澳大莉篮西部夏洛孵歌区山脉

绿发 1.42L064152澳火科亚回潮夏格特矿区山脉毫
侈 绿 1.43152 7.9摸大稽亚西部厘将特矿区山脉

帮 2.20蛇议岩 7,d0 澳大利置西都坎博巴尔法金扩 6 2.8大理岩郭砂卡省 1,8塔撕马尼配;金矿，多尔芬战矿4L 1.7v混署 .5150脊斯马见里，被提纳42 1.3514.0石英际岩 904 塔斯马尼显，鑫撮纳 2。111.0石英料 20044 端厥马足亚，戈登 2.911.3105石英片岩 .45 塘期马尼亚。票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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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表
瞬 度 企日

缴号 o-/av岩石粪登地 点
(MP-)(m》

46 网长者 1。0712、4300新病成尔士，雪山，风湾

40 335 11,0石输石和片解岩 1.20新商戚尔士，雪山，国马特1号发电站

言 215 1.20石槽石和片麻发 18,4新寓感尔士，雪山，密马特2号发电站

名 2.609.260花岗馨新南底尔士，写山，尤肯宾陡道

加 章 穴

59 整铁矿 1、2916.2870安大略，瓦瓦，藿克劳德矿井

5 凝灰岩 2.5415.1370安大略，瓦瓦，麦克劳德矿井
21,漏灰岩 1.2857652 安大略，瓦瓦，发克劳德矿井

岸消谱 1,25675 14.83 安大略，瓦瓦，蓬克州物矿井

印 变网长着 1.64d80 18.7安大略，瓦瓦，发克劳鳌矿井
1.82.675部 26.6燧石安大略，瓦配，麦克旁德矿井

花岗者 严？晒 20.034S安大略，瓦瓦
砂老 310 2.58粉 11.0安大赔。埃利奥特湖
试崇率 1.70705 17,2海 安大略;峻利奥待箭
辉接箱脉 1。8040 17.259 安大略，埃利奥特潮

300 1.207,B因长片熙看50 粒布拉多，丘青尔福尔斯

巴 8.137 2.42登岩和板者B·C被物资山肠
1,50多细220片鼻发和石英看82 B.S彩卡达解

赚翩
砂着 110 1.0443.563 科罗拉多，当宵里
激灰教 0.903806+ 内华达试点

0.91亮岗闪长岩6 380 82加彩描尼亚，费雷斯请

彪品怡
3.1F千帮物窝 卡罗利纳烤部，巴癫京里危 ，等
S,29花岗牲6e7 19惠威斯康最，蒙特罗
1.61砂岩 5006 纽约，网尔马 1.25砂岩 81069 憾庆饿。福尔斯，肠申普

盐者 270 0.955.70 路易斯安那
友岩 1.94B30 2..{

7] 饿高钱，巴怕领
泥质石英岩 1.28167o 56。772 爱选况，奥斯博，幅尔费。户米特矿舜 O.81720石奥着，矿体 37,73 漫达花，伯尔克 1620石英岩 钟40-3

爱达葡，新月矿种
花岗岩 625心 0.5618.1

“消 科罗按名，红山 790花岗着 1,2324.276 科罗牧多，亨德鼻矿 I130 0.98矿体 23。6
斗 科罗控多，事德毒扩 宁客8,油页岩 4a 18 科罗拉害，皮薯所盆地 631 0-78280白云容己 密执安德拉带特县

喇其 1,9220 6.:片廓档和云母片指80 挪成北箭。比隆召瓦暂矿势 250 2.0081 ?。0片胸着和云母片发挪威北部，比德召兀营矿先 4.6470 2.8菌寒武纪著石82 多威北部。比德召瓦督矿井 6.56号 龄善储“ 擦威北害，比耶尔纳瓦愿 0.9910.0&50干拉岩整 填度北部，苏利物杰尔马 O.55"“占司客补障兹制 挪属主部，苏皂特杰尔项
学声 1.524.7916滨寒武尼岩石6 新达巴克 含 4.39子 10.8花岗特和内长岩文杰新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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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跟 度 。

输号 oso,地 点 岩为勇型 (MPa>《m>
割 花岩 3.725.22o柴新瓦尔

乌 花岗岩 雪马舞贝里愿铃 2.4113,4

刻 406消寒武纪划石格兰摩斯风基 2.3110.卷

多基律纳1 胸寒武妃若石 1,9018、者

69092 2.5818。否前寒武能验石珊坦尔达论
900 2.029 24.3前寒民纪岩石斯重尔达论

470 12.7.史 2.74前寒武纪省石福福尔病

晶物值

t s 10、7客50 1.4G纯赖榄悉，蛇教岩薄区布市，沙包尼沙
160片麻岩和角片驿 1.577.5狼比置，卡富埃羡容写6

6 1.60片账岩和角闪片验 00 12,5赞比里，卡寓块够谷

2.50110泥署脂砂岩 3.0晶错巧谨星球案3g 0.9508石英者99 13.9南非，核文着，布拉青扩井

石蒸署 。胃100 1226 .4偏非，婉文撼，布控矿井

石英岩 0.8有157? 49.5“占： 南排，埃文德，文真赖克矿井

石美岩 1320 39-0 0.48:102 南非，埃文管，金罗频
38。1石类料 0,41500“名 ★养，费格尼置，其尼矿井

石莫岩 39.01320 0.48160 南事，卡尔顿准尔。多尔执丹

石典岩 宁密2300305 88.5南率，福斑——十德普讯矿井

石英错 1,0259.02580106 南年，狐斑——青修普课矿井
夕哨240p 37.4石英岩和板岩107 南辛，素兰穆矿井

278石英着和角网片者 1.41名。B108 南率。科迫算。登里斯卡懈矿并，
1.0I410109 1.8石英将释角闪片岩南丰，者拍顿，蓍里斯卡铜矿并
0.63石英岩 1770 45.6110 南靠，卡尔模地尔，西部造蕾莱费矿异
0.545.52320石英岩“义 询毒、卡尔顿维关，多尔频丹矿井
1.954-0215在岗片麻岩112 非洲震前部，鲁同卡纳

其 它地 区
260 1.28g.0板岩“ 英国，臧尔士北部。消执成克
1O0 1.0048、6片麻状花岗岩“ 法国，物制缘"
60 1,96a.3花岗片麻岩印度育部，伊.纳基“矿 298 1,03嵩国谱 10.8116 马来圆亚，金耳伦高速，沃酶 0,965,4208玄武质角释岩11 冰岛，雷京雅来克

0.75285 7.6玄武质角砾岩118 冰府，雷克骤未克 0.75B.3350玄武质角砾粒t19 冰岛，雷克霾未克
宁。10.375玄武质角恐者120 冰岛。雷志鑫朱克

①南荣-在白人种簇主义者统治下，以下同。

(2-1-10)Oo,=0.0y
式中 σ。——垂直应力，MPa;

y——岩层高，m。
而另外两个主应力基本是水平的。如图2-1-14。

（ 2）地壳中的水平应力具有强烈方向性，即两个水平应力σhax、hmi通常并不相
等，ahmgx/ahmin一般等于0.2～0.8。可以认为地壳上部处处存在构造应力●。

●幸方全，"墙应力侧量"，《老石力学身工橙学脱》。vol.4 N 1（To1.4I，19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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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个主应力ahmexahmi、σ，均随深度呈线性增加;但增加 速 率因地而异。

如在不同地质环境就有不同关系。在地质区和古生代蓿皱带有∶

(ohmax+ ahmin)/.2=9.31+005y]是直应力0p（M Pa）
7 （uhmad*+Ohm ）/2 /σ。= 263020?10 50 o

(2-1-11)50
在地台中的沉积盖层，古生代褶皱带的裂缝p=0.02iy

当军干 块状岩体以及断裂带中有∶

u. 第2∶ -102
，台 (ahmax+ahmim》/2=2.50+0-0183y

?28a105150+ 目名。e72，了产 (ahmax+ahmin)/2/o。=0.573-
63*z00- (2-1-12)● 痰大科亚 t0cal当榆片 112■●l08 如图2-1~15所示。■107论国2509]. ■ 制部泰洲 79 平均水平应力与垂直应力之比与深度的 病堪的那算亚

*其它缘区30mn 关系为∶
100/y+0.30≤k≤1500/y+050图2-I-14 垂直应力与深度的关系

(2*1-13)

平均水平应力8，+o说2 （ MP）
啊均水平迎力a+aD/2（MPa） 1go6020 参倦Y5.520 330

自题
14wsJ 500

20ui
“各

cu）第300 日。 a“” 150o oe生号 。●

客 200日o 下岁
。目

600 g亿 2500
mI口2 a3 D4 ·5 06 .
●7 e8 e9 a1 ·11 ×12+13 3000

b
图 2-1-Ⅰ5 各种地质环境中水平应力随深度的变化●

a一总体轮席;b一我部放大
圆例。施盾区;?一教罗的海 2一加章头

3～苏联 4一非测古生代槽镇带，占一加显求
6一阿以拉契亚及荧国东部;

;9一中生代稠缓带s?一苏联古生代∶8一髓大利显及其它;
10一新生代帮组带，l1一航积盖懂;12一断襄特;接一其它

事方企。《缩度力爵量、构鉴监力梗与工程》，国账地震局地满地满大队



第一年 岩石力学基础 809

式中 k——平均水平应力与垂直应力之比
y——岩层深度，m

细图21-16

l...

50-

平 画22

（uDx新部 W10A
1500e ·105 2+0.51500

T3

63V2000

250-
.190+0.3*k=·79

图2*1-16 平均水平应力与铅直应力之比与地下深度的关系

1。3.2。2 中国地应力场的分布特征
对中国地应力场的认识仍基于大量实测，表2-1-24是我国部分地应力实测成果。据

此，可得出如下分布规律。
（1）地亮内应力状态;两个主应力基本水平，另一主应力基本垂直，与垂直方向夹

角小于30°。三个主应力均随深度增加而增加，但增加速率因地而异，铅直主应力的大小基
本与上覆岩层重量相等。在西北及西南地区，水平主应力随深度变化的规律为;

ohmas=1.48+0.057y (2-1-14)ahmsn=0.62+0.03y
在华北地区为∶

(2-1-15)ahmax=0。392+0.032y[0
σhmin =0.33+0.029yJ

在江苏新衍为;
aHmax=0.22+0,043y\ (2-1-26)aHmin=0.33+0,029y!

式（2-1-14）、（2-1-15）、（2-1-16）中
y—深度，m，
σ——主应力，MPa。

（2）水平应力亦具有很强的方向性，即两个水平主应力的大小很少相同。最小水平
主应力与最大水平主应力之比为0.3～0.7的约占70??

非卒方全，《地应力侧量、构造应场与工程》，国景迫霍局地照地质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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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2-1-24我国部分地应力测量简果表

测点深度最小主应力中网主应力最大主应力 最大主腹力方向岩石名称测量地点 “配”(MPa)“戴谬(MPa)"

2.85 20大理料 .25金川二矿东 N2z0*E3-3 4d大 理岩 4.12金川二矿东
875Na0*E10.58大 理 岩 24.01会川二矿东
480N25*w15.09花 岗 者 24.01金川二矿可

N13*w 6027.63益大 覆 岩 49.0金川二矿东
48020,19 N32*E节 8矿 20,873).38金川二矿38行

2,55 240Na2"w20,68高矿体 33.71金川龙首矿
5468 120N28"w大 理岩 11.8616.46金川龙放矿 1,3 N288.g"W 1202,62灰 岩 3.49葛洲烦 55N28"E19-70玄 武岩 48。41二潍水电贴坝 NS0°E 810衷 武岩 剖1.3559.78二津水电筋坝

”点崩刻寡“
4.,12 数30N54*W岩 7.85“柯北隆尧

权染割契 识
的30N7a*W宁密2.55手顺义是地寺
约30NSs*w0.09C.39顺义庞山
约30名.16 Ne5*w3.53传站当御

八刻 约30N7s'"W。乙台1,18北京吕平
”当 约30Nas*w律 0.382.06北京大灰厂 Nert*E 约305.789.11整镜矿辽宁薄墩

约30N84"W10.1916,27良 云 岩辽宁管口
约30N87*E

”当当当当当当当。友友莫刻莫崩莫
1.963,L4河北隆党 Na4°E 约302.95.68森 县

的38N89"WB-146.87谦县
的30NB°W1.673-53顺义吴蓬
约30Ne7"W3.0是5.29北京温泉 的30型“名1。652-45魔山风系业

之名 约30夕告2,08三河孤山 N7?°E 壶岂1.0思4.02灰怀柔坡头村 N50*E4.41快 B.53我 岗房山嵌总岗 y30N*E1.08搭 老 2、25府山风氯山 N71*E0.,98 的30

驱 岗据
1.57牡廣山风屋山 N1"E 均300.981,57皱意山风蕴山 N82"E 约303，5各4.90河北滚具 孝 N3"W 约30”旗 0.593.1者山东济病 Nad"W 约301.96s-04者灰山东安丘 ·

irsE 约30才岂2.65花 岗岩出东青岛 N25"W1,27 的301.67红曾岩红苏新忻 N50"E 约301.964.02灰 错安徽定远 N86*E2,65 约30火 者 4、61安徽宿其 黄
”嵩 黄30Ne3*W棘 1.08 0安徽无为 NB"E 1050。整11.78 “花岗因长班岩中条铜矿蜡常 N?9"W 1501.a 01728.96灰 岩高京括氟矿 N45"E 143。485.1910.98若墓 岩长江山峡坝区 N45*E 501.742.818.83沉 积 岩长江山解坝区 N20'E 501.472.32.94珍高洲坝 发

N26*E 告““当 2.573.0砂离洲埚 300N36°W11.8 8.23灰 15，4思岩潮市锅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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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大水平剪应力随深度的变化如图2-1-17所示。在西南及西北地区可表示  
为∶

(2-1-17)r=0.8＋0.012y =(GIMHA)C&mlem)[2CMPal
在华北地区为∶ 6

(2-1-18)r=0.3＋0.007y ·病情
·华北在唐山为； 100 ★西南及西北

(2-1-19)r=0.003y
式中 r————最大水平剪应力，MPa。 10 AI

（4）最大水平主应力的方向分布。中 :
永

国大陆地应力杨的大致轮廓是华北地区以太 300
行山为界分为两个应力区∶太行山以东的华
北平原及其周围山区最大主应力轴为近东西 100
向太行山以西的山西地堑区，最大主压应

T
力轴为近南北向。 500

秦岭东西向构造带以南的华南地区水平
图2-1-17  聚大水平剪应力随深度的变化@主压应力的方向表现为北西西至北西向。

东北地区主压应力轴大致以北东东向为主。
西部地区主应力轴以北东东向为主，一些地方为近南北向。
西南地区的地应力场的分布比较复杂。沿南北构造带东侧的小江斯裂沿线附近，最大

主压应力方向近东西向。从此线向西，包括潮沧江断裂以北，鲜水河斯裂以南的断块区，
逐渐转为北北西向。澜沧江断裂以南地区以北东东或近南北向为主。以乎以此断裂为界，
南北两边的应力状态发生了较大变化。

上述构造轮廓如图2-1-16所示。

1.3.2.3  地应力分布的影响因素
地应力的分布一般受以下四个因素的影响∶
1.岩石自重的影响
岩石自身重量引起地应力。地壳内任一点的自重应力大小按Haim公式计算；

05=￥y (2-1-20)Y'yCh=1
1 “川

式中 γ——岩石平均容重，N/m'；
μ——岩石泊松比；
y——岩层高，m
σ段Gh一垂直应力和水平应力，MPa。

2.地质构造的影响
地壳浅层的天然应力场可分为大地静应力场与大地动应力场两种基本类型。前者由岩

●率方金，《地皮力测量、构造应力输与工程》，国家地震斯地震堆质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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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
气

叶命
■河会服一育可名乙

图2～1-18 中国大陆地应力畅轮胄●

石自身重量决定，呈一定可寻规律;后者则由地质构造条件决定，且控制着应力的方向、
量级和分布特征。一般，在水平面内，最大主压应力垂直于构造线方向;在垂直平面内最
大主应力与地层呈小角度相交。表2-1-25与图2-1-19是北京房山县煤弧岭断裂附近的
图象;图2-1-20是美国加利福尼州圣安德烈断层附近的应力图象。图2-1-21是南京栖
霞铅锌矿区主应力与构造迹绒的关系。

囊2-1-25托烹房山是篇狐岭断裂附近是大主废力与断裂走向的关系表①

斯裂走商最火主最大主压腔最大主压度力 最小主压度力
孤形断裂走肉测置地点 力方 肉<MPa) 臣蓝力方向夹角(MPa>

<79*NS5" N名6"E0.882.0%大 灰厂 N73"W <54*N19"W2,35568北事 菁 N19"EN89°E <20*0.782,25川首凿
N10"配 <56*N6°E0.496.27洪田“
N 6*WN79"E <7·0.550.84房山煤矿 N10*W <69*N69*E2.885.73数 息 岗

①孔叶等，《北京煤触氟形断要调令应力状态》，国家地展局地旋地所大队，1983。
●春方全，《地应力测量、枸造应力杨与工疆》，国察地重网地震地质大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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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相威情况，如苏联的克里沃罗格煤田最大主压应力方向与萨克萨干向斜轴平行。

谷窝山庄

滑湃刊 柔容
。北车堂

三福村电煤岭

新子;l1.来i

手许

的1 图4
(□2]: Z5
a3 6

L_1 234公理

图2-1-19 北京房山煤岭弧断裂附近主压应力分布图
1一级大主医应力迹线，2一实测雅大主压应力方向;$一登组分析的最大主压应力;

6一新磨s—老体面状构造产状∶4一房山覆入体;!

应力

‘号64公里》 ‘日；:0(

r6 o
详

图2-1-21 南京栖霞铅锌矿区最大主压图2-1-20 美国内加利福尼亚圣
应力与构造形迹的关系安德烈附近应力图象

1~一力俱。2一张应力;3一压应力图中实撬示压应力;虚线示张度力
1.2、3，4、5、6、7、8一腔力测点编号

统计资料还表明;在未经构造变动的沉积覆盖层中的垂直应力大致等于上覆 层 自
重;在构造变动轻微的岩体中，其垂直应力约比覆盖层中自重大20～30???在受构造变
动剧烈的垂直应力远高于自重垂直应力。如在背斜构造岩体中的垂直应力大约是自敢应力
的2.9～3.8倍。

3.岩性的影响
岩体中的天然应力是能最聚集和释放的结果。因此，在地质构造环境相同的地区，岩

石中的天然应力量级是岩石性质（如弹性模量、泊松比、强度等）的函数。一般，岩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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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模量、强度高，天然应力的量级就大。统计资料表明，在弹性模量相差1，5个量级 的
两种岩体中，其天然应力相差一个量级左右。

4.地形地貌条件的影响

不同地形引起应力释放或应力集中。一般，山谷底部的地应力大于平坦地区同样深度
处的地应力。地形地貌也影响应力方向，在河谷区的最大主应力方向有时平行于 山坡坡

向，有时却与等高线方向一致。表2-I-26与图 2-1-22是苏联纳伦河托克托古尔水电站

的应力测试绪果。

囊2-1-26苏联的伦河托克托古尔水电站测试结果裹

应力（MPa））W点深度钻孔课度谷 救地
费最催 最大迪力/y·H计 算负点地

(m>(m)质 年 代 最小应力yH 最大应力
10.011.7610.o 45 号.821.18
2.69.1 5.592,45 6。A793
1.77.1 7.自43.92150 6.8Q

够半加出诚端扣长关蛋器
2.1“学台10.494.90187纱”

（因 账）
2.110.785、10 l2.741947.6

-7.15一I01.75.0 。
喜 2.8名.946-372、25名0

Q 4.80 1.54,612.9412寸乌
7,35 2,513g 9.313.6“子。

1.41.96 2.847.0 76
Q 0.72.72.947.1 3.92150

1.12.942.742.5938.3C
小车衅” Q. 1.97.06 5-《伊a.72142&.5：

实测资料表明，从谷坡到山体内郁可以分出三个应力带;第一带，靠近谷玻表面为应
力降低带;第二带为应力增高带;第三带，为应力平衡带。统计资料还表明，应力降低带
的厚度与河谷发育史有关。在现代侵蚀范围内，约 2～5m）在上第四纪侵蚀范围 内，约
20～30m;在中第四纪慢性范围内，约60～I00m。

1.3.3 高应力场的特殊地质现象

在高应力场作用下，岩石常显现特殊地质现象，常见的特殊地质现象包括岩石脆裂与
岩石的"倾倒体"现象。岩石脆裂又包括饼状岩心现象与岩爆。

7.3.3.1 岩石脆科现象
1.饼状岩心现象
岩石钻孔中大量出现厚薄均匀，外貌似"麻饼"的岩心，称饼状岩心。饼状岩心的特

征是，破裂面新鲜粗糙，不见原生或构造形迹;不论钻探尺寸如何，所采取的饼状岩心都
呈椭圆形;破裂岩心在铁孔相间密集成带出现。图2-1-23是饼状岩 心 现 象 的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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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掘

涵愈己区的心问卤西正常高水位
200

o.MPa
勇

养
150

断：台

10e

σ MPa
15,0
10,0

图干

娜0
图2-1-22 苏联托克托古尔水电站坝段裂隙灰岩中应力分布围

1—应力懒钰带，2—应力偏高带∶8一实际上的应力恒稳带;
4一应力值大小和岩石状态，不同的地带的分界阀，5、e一测到应力<MPA）
（5一悉直应力，6—水平应力>，7一由岩石重量计算出的区力d=2H

8一动力辨性系敷」9 一大的构造裂院r10一谷输加荷我隙

例。
饼状岩心现象是高应力场的一种特殊地质现象，反过来，又可据此估算应力分布。式

（ 2-1-21）●与表2-1-27●是估算的一个实例。 站
q, =0.188[oe,q3=0 恋？讯q =0,294Coc],q:=0.25q:
Q1=0.360[oe],q:= 0.5g:
4∶=0.402【σc】，q∶=0.75q1 nq1=0.383αa],q:=1,0q:1一E

圈2-1-23 拼状岩心现象(2~1-21)

式中 q1——较大水平地应力，MPa;
十领发亮等"应力解除附登心中的应力状态及饼状岩心敬覆威园分析*《酱石力拳与工程报》，No1，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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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较小水平地应力，MPa;
【a。——脊石抗压强度，MPa.。

表2-1-27岩心挑曲度乌组合状态财应表

1一E“。尔合状态 1-D1-B“！产 响部

甲系平均宁？13。218.3" “宁”3.5找曲危 度 度
注。E= 40GPa 发心直径0.1m传目中

但一般而论，在出现饼状岩心的地区可用式（2-1-22）估算。

叶日”hmas> 闷 (2-1-22>
。宁量色比曾心？”

式中 —--钴孔长度，m
R--—洞室半径，m。

2.岩燥
当岩石被挤压到赵过它的弹性极限，岩体积累了大量的弹性应变能时，一旦开挖形成

了自由边界条件，岩块和岩片伴随着巨大的声响飞射出来，便产生岩燥。这是岩体初始应
力释放的又一现象。

岩爆对安全及施工有直接危害，应尽量避免。岩爆发生前有声效应，可用声发射仪寻
找可能出现岩爆的地区，以利采取相应措施。

发生岩石脆裂必须具备;新鲜、坚硬、完整岩石∶高地应力作用;弹性应变能以势能
的形式储存在岩体内;钻探或开挖形成自 然边界条件导致岩石弹性恢复。

1.3.3.2 "领倒体"现徽
挤压紧密的旋倾岩层，在一定条件下，应力释放，促使岩体沿某一明显界面向着变形

临空面一侧发生弯折，这种现象称"倾倒体》 现象。"领倒体"是岩体初始应力释放的又
一特殊地质现象。在工程中，为避免"倾倒体"现象的发生，应实测岩体初始应力以找到
主应力与压性结构面，使开挖边坡走向或地下建筑物长轴轴线垂直于或大角交于结构面。

1.3.4 次生应力场的一般分布特征

1，3.4。1 警道周边的次生应力场分布拨征
当把岩石视为弹性体时，巷道周边的应力分布已有理论结果，如图2-1-24。但岩石

并非各向同性的理想弹性体，因此，实测结果与理论结果有一定差异。图2-1-25是一般
实测结果。实测结果表明，在巷道周边存在三个应力区∶I区，应力弱化区，应力弱化区
的厚度约为卷道直径的一倍;Ⅱ区，应力集中区，应力集中区的厚度约为巷道直径的2～
4倍;Ⅱ区，为应力平衡区。表2-1-28、图2-1-26、图2-1-27是铜录山铜矿-125m水
平17穿实测的卷道周边的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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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图2-1-25 卷道周边应力分布（实测>图2-1-24 卷逍周边应力分布（理论>
d，一径向应力，d—切间应力a，—径向应为;d8一切向应力

表?-7-28-125m水平17穿周围应力分布表

我能对坐标0—xyz中的应力分罪（MPa>

覆抗号 机 源
具石名称 ““”(m) T,"o白” 亿。

-0-18-0.310.580-B32.302,58大理岩（含镉>1.38做
-1.46 -3.104.18 。180.81 一0.43含啊撇铁矿3.23e

！夕己-8.0613.731.42 -0、296.55含凯魔铁矿,48
-1。170、43.460.882.84 0.48大想岩（含铜>4.43

3.480-886.52 -3.95a.84 4.36o 5,23 大瑰岩（含惯）

2,8各.0g 0.53 -1.63s 5.263.998.10 火震岩（含骼）

丝，1。孔深指巷道表面距离。
2.缴标x-为滑穿脉方肉;y一为陌逍方向;z一为治迷向。

平

QdK）*r吗i少辛
。子σ鲜 *

,83 夕”
孔源（m）.9

图2-1~27 -125水平17穿脉餐图2-1-26 125水平17旁脉ax、
道周围最大剪应力分布函o、a。分布

1.3.4。2 岩体边救的次生应力场分布特征
岩体边坡的次生应力场是岩体天然应力场与卸荷作用所形成的局部应力场综合作用的

结果。岩体天然应力状态对边坡重分布应力场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坡面方向与天然应力的
方向关系及水平应力与铅直应力的比值，即at/av。当铅直应力为最小主应力，两个水平
主应力分别垂直和平行于边坡走向时，则ah/op愈大，平行于坡面的切向应力σ;就意大，
也愈不利于边坡的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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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8是45"边坡在不同ob/ou条 件下平行于坡面的切向应力分布。

1，3.5 地应力测量

地应力测量1932年始于美国，由利尤兰斯首先发明解除法，并相继传入世界许多 国
家，并在美国、苏联、西欧、加 拿大、中o'/-He 国、东欧、印度、本和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3 6，飞
取得了相当成果。30～40年代各国多用恢复nZ。,b勾飞 法。50年代各国陆续发展了一些在钻孔中进

.0.4
行应力测量的仪器，采用应力解除法。近年

0.6
来随着开发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水压致裂法。0.5

近几十年地应力测量发展阶段的主要特1.0, 04/0he r=0.3 口a/dp=1雪 点可以归结为∶
（1）是短时阔破坏性和非 破坏性 测图2→1-28 45"边坡在不同口4/a，条

响件下平行于坡面的切向应力分布图
（2）测静态应力;

（ 3 ）计算主应力方向和大小的公式建立在岩体冬向同性和线弹性假设的基础上，
（ 4 >测到的是地下各种地应力的综合，
（5）测量集中于地表浅层。
1.3.5.1 地应力测量点的选择
地壳应力测量工作中，测点选择很重要，选点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测量结果的价值，

通常，在地应力测量点的选择和部署工作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明确地应力测量工作的目的，地应力测量点应尽量布置在研究对象附 近。因

为，尽管地壳中地应力的分布是以场的方式出现，一定范围的应力场有其总的规律，但由
于岩体的各向异性，各处边界条件的差异。所以。一定范圈内的不同测点地应力值又会不
同。

（2）尽可能在地下数十米处作测量。实测资料表明，主应力的方向在近地表处离散
度较大，只有在翘过10～30m（依地区而定），主应力方向才有一致性。浅层应力状态受
局部构造的影响明显。如在小断裂附近，最大水平主应力与断层近于平行;而山脉附近，
最大主应力又往往垂直于山脉走向。为使地应力绝对值的测量结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应
采用超过20m的钻孔，或在矿井中测量。

（3 注意活动断层对应力场的影响。对这个间题的处理取决于测量目的。实测资料
表明，在活动断层附近，水平应力值偏低，与垂直应力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若要避开
活动断层的影响，测点应距活动断层数公里。图2-1-29与图2-1-30分别是圣安德烈断
层与郯庐断裂附近的应力状态。

（ 4）应尽量避开应力崎变区，不稳定区及于扰源。通常的地应力绝对值测量点，均
应减开应力崎变区。如热异常区、基岩表面起伏剧烈的地段。计算愉出、弧形模害处应力
集中，面在山峰处应力值偏低，甚至应力符号改变。

（5 ）在.稠室内作地应力测量时钻孔深度的确定。硐室周围的应力分布参 见 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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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一般，应力测孔须穿过碱室的应力弱化区和应力集中区。为此，钻孔深度应大于3

一崔
些，像产 1.2-

印乏勘镓化喘离挚 定远 询1.0

《零dK）4军饰缺
0.8

导 荧五/最安德烈中部 0.6 w岛人元为
鲜毒 i0.4·搏七，

是新沂0.2-j
32010 如 亩6南 市 室0南162易器子司” 测点离断层的距癫（Xm'

图2-1-80 舞庐断裂带各测点最大剪应力图2-1-29 圣安德烈斯断层带
恰●离郯庐断裂带距离的变化剪应力值随测点到断层的距高的变化

～5倍硐室半径。因应力分布因地而异，在布置大量测点时。有必要选定某一测点，从巷
道壁至里逐一测试，摸清研究区姆室附近的应力分布特征，以确定其它点的测孔深度。

1.3.5.2 地应力测量方法
地应力测量方法很多，如表2-1-29。地应力测量大致可分为五大类，即;形变

类、构造类、地震类、电磁类、放射性类。但在采矿工程中，多用形变类与构造类，少部
分使用电磁类，且在采矿工程中常须地应力的绝对值测量，而不大需要对地应力的相对值
进行观测。因此，以下叙述形变类与构造类的部分地应力绝对值测量方法。

1.形变法
1 >孔壁应变法
（1 ）应变片测量孔壁周向应变
此法较透用测量平面应力，也可用做测量三维应力。
测平面应力时，可在一钻孔的三个周向粘贴应变片，如图2-1-31，平面应力状杰可

按式2-1-23联立求出。
e0i=〔ax（1-2cos0i）+σy（1+2 cos0i）+4rxysin201〕/E

(2-1-23)

εθ∶-周向应变测值;式申
E—-岩石弹性模量，MPa;

σz、σy、Txy——-平面应力分量;MPa。
测三维应力时，则须三个互相垂直的钻孔，每个钻孔至少测量两个不同角度的周向应

变，若以三个钻孔轴定出xyz坐标系，则应力分量可按式（2-1-24）求解
6Ou4=（Ox+ay）-2（1-μ*）（ax-口y）cos*0，2-4Txy（1二μ>）sin20(2-1-24)~u-]/E
●率方全等，"甲北及狮产断梨带地应力测量"，《发石力学与工程学报》，No.1，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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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2÷门~29当体应力测量方法的分樊与特征我

应力计算方法类别组咖 方 法 快理参数 酸尚斗声碰响喘嵩 蹈量参数

2心3cm帖孔底部解隙 调量面主（准主）张量电阻性、钻孔底上解隐 用模型试酸确

法 的弹性变 形 应力的数髓和方间先弹约感器，附 定的分折公式和
在张营电阻器的 关系式
应变计

1~2cm 来量电阻器 观洲教面（准主）分析公式中心钻孔鳖解 中心钻礼壁上
应力的爱值和方间除法 的鼻性贷形

分新公式张应变计、电 侧量网主（准主）2～5cm中心钻孔壁的中心钻孔光端
应力的数值和方向客应变、弦式径问弹性变形和和孔要鲫除祛

应变汁逆向蠕变的空形

分断公式 老司骤成矿柱偿2～50cm 张量度变计和半解除法 巷道壁和矿庄
（准主）应力的数弦式度型计、机调边岩石的旁性
值和方向城敷示器变犯最

压力计直接测 老遗表圆法线主张量应麦什和2～50cm料签部戴法 巷道袋面解除
（准主）应力的敷响的弹性变形和相 弦式应变计、机

旗 值和方问槭横示器，压力健眠考的弹性变
久和

形 分析公式、较 垂直于钻孔轴跨光弹 待感器3～4cm粘孔费的径向形 钻孔教形变测 应力增量没方向。准画统、变形 八部昌皇娥拳量法∶ 分新公式 压力端量值
留 3～易Cm 液压传蹦器、压根翻传感器中高弹性变形低

力计液体的压力和旋师性变形，（流
量削定帖孔蟹的体侍感器一压力
径3变形澄法）春弹性变

分新公式 验直于钻孔轴的2.~10cm 张量应麦计、钻孔整的径向形（筋孔法及其 平面应力增量及方向18～50cx 容置院变计、电它> 变形和纵陶变形
八学司” 粗应变计、感应，

应变计、舷式应

变计
变 应力傲和方间分析公式a～8 cm 各种粪型的注平行的钻孔和钻孔则图应力

变计婴等形成时发生辆的扰动怯
的孔骤径向形变

应力端量由应变转换应扭智应变计电50～500cm卷道的径向变巷道壁形变测 力曲分析公式阻配变计、球式量法 形和巷盖壁表面
（研究不够）应变计、张量应的变形

变许3
应力信和方向

眠 梁
几树锅图粮分水准仪、经饰2km以下地表和地下卷大地 测 量法 斩公式仪、调级工具遗内副点的垂直〈水准仪测量和

单 位誉与水平位恶。经纬仪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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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表

方 法类到组别 测量基数靠崔锑牌 测量参数应力计算方法别量工具

经纬仪、水准 现代应力作用方儿何制图和计地表测点的垂高精度水准三 1.5～25km|

仪角测董法 向有倾解特征的水算，涵敷相关关<三角测量直位移和水平位

紫泓形焚设 ”熏移 平位移和垂直位移的边长）到 ，20okm（网 的方向和强度，以★ 及讨应力合多迫形的
边长>

校准曲钱 平均应力值定射描示廿，2cm以下在钻孔廊和钻 神头压入的淤

压力计孔壁压入神头 度，冲头上的K

力
分析公式液压传感置。 钻孔破裂段应方1m以下表熙的方向;水力压囊法

压力计 的方向和数值宏 破裂造成的压力
偏 ：：

矿矿 作用力的方向与近裂验形成与过0.3m以 F 地质罗盘、收裂默方间，岩钻孔时在岩G

民侈 似值力值的函数相关芯饼的厚度中产生的裂瞭，
关系几何形状分析法

造 地质罗盏、皮 作用应力的方向1m以下 儿何剂图;裂匹上的岩石在巷道风围产矿 界 与近似值黄、剥落的形成生的裂隙和利幕 赵渐制落的巷道
与应力值的函影的几何形状分析 和剥落的几何影

悚 们关关系
裂隙形成期作用皮儿何钢留裂隙方肉 地质罗盘、皮由几十米到构遗反推法

内 力的方向和近烈敛几十公墨

偏光呈微镜， 誉平被射投影

檬黑神道
引起变形的应力作曰崔徉担”言物颗粒和小显撤构君分领
用方向网儿例斜因X光衍射微观分放 地质体变形的方

夕 断仪
阳力的数值与方放速与应力关超产披传感器10～150cn岩体中弹诠超超声波发财法

Q 向;应力变化的相系收准曲设（幅射器和接收声波的速度和幅
对定性鉴定率”声 偏

谨 波速与应力关 应力的数值与方船声装传感条1～50cm超声纵波和面超声波测井法
陶;度力变化的相系的校准曲续（轴射播釉狭收波的速度和幅度电 对定性鉴定器）电

收准曲线 根据波速鸭征曲箦收传感器0,1~30m弹性纵激与模冲 击地焉法
缴的各向异性俏及献 披的建度
变化对岩体应力相
对定性鉴定黄

尊料抱真魁 恢章曲规 根据波速将征曲接收传感湖100m以上弹性织波和横爆破地最法
线的各向异性值及放的建座
其变化对岩体应力
相对定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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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勒谱 柳理参敷类别组别 测盖工其测量甚馈 应力计霉方法 侧量参数

100m以上 校准曲银授收传怒器弹性纵波逃度

嵌冲脏罪翘
搬动地属法 根糙波莲特征曲

绽的各的异性值及

趋 其变化对牲体应力
相对定性整定

几十公是地是法 地理检波影 主应力的海亦平般射投影徳壳内受到爆

氩 同几何制图炸敏坏时产生的
测性纵赏初至

最幅汉努照 最大作用应力值控意曲线败既地蛋法 地震探测延，扎十亲以下日生微破裂在

授 地屋接收筹单位时间内的致
量、幅度、脉冲
妾减、波长

、电怯组碰送塑
校准曲舰，分电位计岩石电阻率电限法 从0.Im 到 定选怕讨。鸟力

电禅 新公实几+米 定量测定做

校鑫曲规磁力仪蛋化率 应用的疮团未确出几十厘米协磁率法
矿着 跳几冒米

桉毒菌投 应用的范菌未确v—放射溯、1m以下γ—射酸衰减V一看视法

效划骼类
定

听刻缆组
鲜褐 就射性仪器

校准曲线 应用的范因未确y—放射源、Xm以下p一射就衰减P一γ测井
强度 检波器、计数翻 是

e=【（ay+σ>-2（1-μ）oy-a2）eos20，-4rx（1-u*>
为×sin20，4-μ y】/E

(2-1-24)
ebs，=【（ax+口x）-2（1-μ2）<aa-ox）

人0，×cos28-4ryz（1一μ2）sin26，-uox/E
式中 e——垂直于z轴平面的应变;

es，——垂直于x轴平面的应变;
2e.·。——垂直于y轴平面的应变;

图2~I-31 孔壁周向应变布置示意图0;—应变片角度;
ox⋯⋯tz——-岩体三维应力分量，MPa。

实测应变时，用应力解除法。应力解除的程序如图2-1-32。具体作法 是∶在 预 定
点按一定方向钻大孔（如φ86、φ90、φ130、φ150>，孔深要足够大以使测点能超过应力
扰动区（参见1.3.5.1），如图2-1-32a;廉平孔底，钻小孔（φ26、φ36等）;如 图
2-1-32b;潢洁小孔壁，安装传感元件，如图2-1-32c;套芯实现应力解 除，如图2-
-1-32d;电阻应变仪测值，如图2-1-32e。

（ 2）应变花测量孔壁应变
该法也称黎曼法（60年代早期由Leemcn发明）。黎曼应变 计 结 构 如 图 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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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三个应变花，每个应变花包含三个应变片，由此测得不同方向的孔壁应变，求出三维

A项共6ss，

CAz夹

句 tscseaCrae4

岁只岩各年党圣等侈下？己节各 “
EI.部In
2pa-A6 ，

图 2-1-32 应力解除程序
o一打大孔;b一磨平孔底并钻小孔1c—安装元件;d—解除;e—解院完甲

应力分量。计算基于虎克定律，采用数理统计法，岩体最佳应力分量如式（2-1-25），

.⋯⋯⋯AA1:
.·⋯⋯AA.- ⋯⋯⋯⋯ ：：：

”叫 ”
....-.4.

::;3$
？。多 ，

审窄：-E 札(2-1-25).. o、2.

b式中4 4;i=.k∶;4kj i,j=1~6,
图2-1-33 黎曼应变计K—-电阻应变片的总序号K= 1～9。

p一应变计，b一应变花角度 c一应妥片角恢

【一贴在根皮表画的应变花∶2一活在匮洽AAin- 三∶Akr- eA 愈上的补侥用应变观;3一电缆护矢1
4一压缩气体入口

ex——应变测值;
Ak=【1-2（1-μ2）os26∶】sin2qA-μeos*gkt
Ak2=【1+2（1-μt）cos 20）sin2pk-μcos'甲的
AA3= cos'沙k一μsin*φ加
Ak4=-4（1-μ*）sin1φasin 28而》
Ak。= 2{1十μ）sin2甲氏·cosf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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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一- 2（1 十μ）sin 2gk·sinpk
0☆-一--应变花角瘦值;

φ——应变片角度值;
E---岩石弹性模量，MPa;

μ--岩石泊松比。
对于一组测值的数据处理程序是∶按式2-1-25求最佳岩体应力分量;用岩体最佳应

力分量求各测值残差rk，rA按式（2-1-26）求;比较各测值残差，合去残差最大的一个

测值，由余下的测值参加运算。如此重复下去，直至剩下6个测值为止。
(2-1-26)rk=8点-（A1①x'+⋯⋯AkoT x'）/E

表（2-1-30>、（ 2-1-31）是一个算例。

表2-1-30应变 测 值 表

应变花位置 “慧” 羊
（θ） 。。 45°455。90° 号’ 2o应变片方间（④）

110134-48 228 462282 台8P应变测值（μ3）

表2-1~781应 力 分 量 算 值 表

xy “” T2xog 02应力分量 0x

9·42 -5.83-7-47.17 16.88237算循（MPa）

E = 9.79×10*MP? μ*0.28弹性常数

现场实测采用应力解除法，解除程序参见图2-1-32。但钻孔方位应大 致 水平（与
水平面的夹角不超过± 5°）。监测可用眼踪法（边

解除边测试），也可用非跟踪法（解 除 时不测
43卒） 值）。前者优于后者，因前者可测得解除过程曲

线。标准解除曲线如图2-1-34。*2 不论哪种监测法，最后读数应达到每10分钟径 二（踩度）言 波动±5μe方可停止测读。
（3 ）三轴空腔包体式应力计

低低低低、、 该应力计由沃罗特尼斯基（G。Worotnic
阳2-1-34 解除过程曲线示意图 ki）和 沃尔顿<R。J。Walton）发明（1972
1。2一压增必形;3一松弦变形 ～1975）。元件主体由一空心聚丙烯树脂柱和一

环氧树脂管组成。应变花粘贴在环氧树脂管上，与管表面间隔0，5mm。环氧树脂 管 外径
36mm，结构如图2-1-35与图2-1-36。三维岩体应力分 量可 按式（2-1-27）求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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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炳烯脂柱 空心环氧树脂管中心插头 深度定位裤 镓胶皮 定向件一定故凸头

12线电缆
像胶纹

然针孔 应变片检验达粘结剂出口

图2-1-35 三辆空腔包棒式应力计

公。案经常二丽学
应变片号

小细似
52.9
40.0e3 

s r ina t-e o
Cg0 30.0Am

253.6"
一年 253.6°

270°

72.9°
叶挡缪]50,0B* C· 150,0°

图2-1-36 三轴空腔包体式应力计应变花分布图

ezi= 【σ。~μn（ox+σy）】/Em
e0i={（σx+σy）A+ 2（1-μ2m）【（oz-σy）cos20i

-2rxysin28i】Az一μmo∶Ax}/Em
enθ1={（1-μmAa）σ2+（A-μm）（ax+σy）+2（1-Hm*）

【（ox-σy）cos20j-2rxysin28i〕.A2*4（1+μm）
【ryzcosOi一r ssin0i乙Aa/2E

(2-1-27)
式中 ei—轴向应变;

e01—切向应变;
e49;—--与孔轴成士45°的应变;
A～A。———校正因子。它们与岩石的弹模E和筒材料<及新结材料）弹摸E之

比及筒材料的厚度与半径R有关，如表2-1-32。
实测采用解除法，跟踪监测。

2 >补偿荷载法
该法先使岩石中的应力释放，再用液压载荷将释放的应力补偿，使变形恢复。
（1）扁平千斤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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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32校 正 因 子 案

问。 A.4,A:这。汀当目”

夕望1-111.201.1820 17
1,13 0.911-081.1217 520

0.951.053.071.07“雪中2O
.68 1.081.10：孤10

1.08。 1-01·021.5。 1.091.8617.5
◆R—-.变片欧在点断径

该法起源于法国。其测试程序为;在坑道内选点，并加工平整，按一定方位开挖一组
小孔;在小孔间安装仰长让或电胆应变花，并记取初始读数;开挖凹憎。记录伸长计或电
阻应变片的二次读数;将-扁平千斤项置于凹槽内，并加入速凝水泥，待固结后向千斤顶
加压，直至伸长计或电阻应变片的读数恢复初始读数为止，如图 2-1-37。

小孔位于糖中线上，孔间距约为槽宽的1/3。此时，油泵的压力P即为垂直于凹糖方
向的正应力值。据仲长计的测值和岩石应力值也可算出该区岩石的弹性常数。

该法能较直接地得到应力绝对值，但只能在坑道表面作测量。且在水泥固结的时间内
岩石凹槽有蠕变效应，使测量结果产生误差。

（2）曲面液压计法
该法是耶格和库克对扁平子斤顶改进的结果，可在约5 m深的钻孔中作应力绝对值测

量。测虽按下程序进行。

确定最大主应力方位。用金刚石钻头在孔底部钻取沟槽，但并不取下岩心。把长约15
cm的液压计J与J'插入沟槽，如图2-1-38。用油泵加压直至岩石破裂。用一大口径金刚
石钻头继续钻进，将J、了'及其周围的筒状岩心一道取出。破裂方位即最大主 应 力σ;的
方位。

4盘站血款

457

党学首
3 占

图 2-1-38 曲面液压计作应力绝对值测量【2-1-37 补偿荷载法测定应力的对值
u一用仰长父测质始石的变形

1一体长仅;2—水混;3一刷平千斤顶∶4一油泵;
b一紧用应变片键怪处石的交形

一坑道壶，5一自平千斤顶，6一水泥;?一油聚;8一应交片

用补偿荷载值确定应力绝对值。仍用金刚石钻头再次钻进沟槽，将J、J'插入，且使
其方向与σ;的方向垂直∶将J、J'加压至某一压力P，用大口径金刚石钻头套心解除，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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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的压力降至P'；将两对液压计EE'和GG'插入解除槽，分别加压至Pr、P；，直至J、J'的
压力恢复到P；将三对液压计卸压，将J、J/转动90°加压至P'；将EF'和GG'加压至P∶'、
P∶'使JJ'的压力恢复至P。若两次沟槽的半径比为2.67，则岩石主应力可按式（2-1-
23）求算

P|-0.42P∶=0.22（P-P'）+0.25（G1+G1）+0，32（g）-01）cos2qo (2-1-28)P∶'-0.42PI'=0.22（P-P'）+0.25（OI+σ∶）-0.32（G1-G2）cos'qu
式中  ————主应力方位角（破裂方位至J、J’的中 MPa

10
心线的夹角）。

2.构造法
1）水压致裂法 鲁硕***
60年代该法被正式用于侧量地应力绝对值，至 FOMMIN

今已取得丰硕成果，如图2-1-39。大量实践表明

（三）荆米 Cur
该法具有独特性。 1

（1）基本假设 99
一般认为有一个主应力是铅直的，并等于覆盖

于上层单位面积上的容重，而另外两个主应力的方 ·中
向是水平的。且破裂方向垂直于最小主应力方向。

（2）主应力值的确定
图2-1-38  水压致裂测量结果当破裂是铅直的，且压裂被并不渗入岩石，

则σ1、σ、σ按式（2-1-29）确定

P:-P:*0:
(2-1-29)Pe-Pp =ot+302 -01

S*PH
式中 P。----岩石孔隙水压力，MPay

P∶————为保持破裂张开所需压力（瞬时封井压力），MPa；
Pe———破裂开始时压力，MPai
σT————完整岩石的抗张强度，MPa。

如果破裂是水平的，主应力按式（2-1-30）确定
Ps-Po =as
Pe-P,=97+30m-01 (2-1-30)1~2μ1-a 1-β
σ“VH

式中  a——毕奥特系数，表征岩石孔隙的弹性，其值介于1～0之间；
α=1-Ct，cb是岩石的压缩系数；cb

c.是岩石中胶结物的压缩系数。
如果破裂起初是铅直的，以后又扩展为水平的，则假设o.≈σ≈oH，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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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07+20H.-2: (2-1~31)2-α*12μ
并有第一次关闭压力P.1与a∶的关系，

P3.-P,=0x (2.1-32)
第二次加压产生水平破裂以后关闭压力与σ。的关系为;

P,~P=a: (2-1-33)
（3）水压致裂的现场操作
现场必须测量5个量，岩石中的孔隙压力P，它一般等于井中的"水头压力"，但在

来开发的油层中则燕作实地测定;碗裂开始时压力 Pcp 为了保持被我张开所高H力

时封井压力>Ps，完整岩石的抗张强度oT;破裂的方位角。另外，为 求Pe、Ps、or方
便，常需测绘压力-时间关系曲 线。标准的压力-时间关系曲线如图2-1-40。

关于σr，过去主要由室内测量，近来多用加压曲线求算，即Pe1-Pe=σT。

现场操作∶15 构’ ①用压印拍克 对 待测 孔加 压（约 几碰PPs（与大气潮） MPa），以了解孔壁是否有旧裂隙。10
牛己。污 ②在现场对液压系统作最后一次密封性

书杯出 能检查。
③用可膨胀的膀射式封隔器（橡皮塞器）r。o

将待测孔封隔，通过钻杆或特别的 高压 管4o L 将压裂液（水、水油混和剂），从地面泵入略
时间

图2-1-40 标准压力-时间关系曲线 封隔器膨胀，跨射区段的上下两段即形成高
压密封。打开密封器阈门，使压裂液进入钻

孔，封隔器必须安放在光滑平整的孔段，才不致漏掉压裂液。压裂液的压力值可在地面或
井下测量，两种条件下的液压之差，显拨等于H·P。H为测点离地表的濒度，PA为压裂液

的密度。
④在破裂前，压裂液泵量均匀时。压强缓慢升高， 采用粘度为 10Pa·s的压裂液，其

渗透性可以忽略。为产生骏缝并使它胀开，压裂液的流速常要达到每分钟几十升。在破裂
后，液压降低，为使裂缝在压力去掉后仍膨胀开，可在教分钟内再泵入一些砂水，砂与水
的比例为1∶ 8左右。

⑤确定破裂方位。日本使用超声波井下电视方法，声波换能器每秒发射 2千次脉冲，
并接收孔壁的反射信号。装置以每秒3围的速度转动，以每分1.5m的速度囊直移动，螺
旋状扫描显示地面荧光屏上。此外，还使用水听器监测压裂过程，由声发射频次了解破裂
压力。但目前多数是用压印拍克将裂痕印下，从而得到破裂方位。

但本方法在理论及技术上还不够完善（如孔隙压力怎样确定，如何用于各向异性及破
裂岩体>;测量糖度不够高（σ，值的误差估计为±25??σs的误差约在±10以内）;
此外，水压致裂车等野外试验设备较重，成率较高的问题也有待解决。

2》岩石应力的直观估计
岩石应力的直观估计实质属构造法一类，这是一种分析巷道周函产生的裂隙、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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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落的几何形状和特征而判断地应力的方法，也是分析钻孔中岩心产生的裂隙几何形状面
判断地应力的方法。该法适用地应力足够大，在开挖卷道中有明显的矿医表征的地方。

直观估计的优点是大大减少人力、物力等因素的限制，并能在短期内对研究区进行大
面积分析;对开采系统和地下设施局部构适单元的相对应力等级作定性比较;对属部地区

地下巷道所切割的岩块整体应力结构进行估算;确定原主应力的近似植和方向。
直观估计可依据。
（1）裂隙形状
巷道开挖后。在较大地应力作用下，巷道周边常产生一系列与巷道周边平行的小薄

片，并逐渐脱落。就裂隙而言，由挤压造成的破裂与局部拉张地段的破裂完 全不同。前

着，破裂具有岩石的崩落性质，并且断裂面通常与岩体自然裂隙的表面不一致;后者，破

裂具有以表面自然弱化为主的张裂。 长党纠棘槐槽泊
（2）破裂部位
岩石破裂的部位可以作为确定岩体应力场结

构的依据。一般，裂隙常在与原岩主应力方向相
乎行的巷道周边产生，如图2-1-41。

图2-Ⅰ"41 主应力方向与腋裂部位的关系如果水平主应力之一与巷道辅垂直。并且水

平主应力的数值较接近，大小接近于或大于破裂

应力值，则剥落在所有周边上以相同的程度产生。

当应力在岩体中作静压分布（g;=g;=s3）时， 在水平、倾斜和垂直的卷道中，无
论是在壁上还是顶板上都将出现强度相同的破裂。当然，由于岩石的原生裂隙或岩石的各
向异性的影响，也有可能出现局部不一致的情况。

如果水平巷道的顶板产生主婴破裂，则表明水平应力大于垂直应力。此时。最强破裂
的方向应垂直于最大主应力方向，据此即可确定主应力的方位。

环形卷道中。如果某些巷道环中顶板岩石产生较强裂缝，而在另一些巷道环中产生较
弱的裂缝，且两个巷道地段互成直角关系，则表明两个水平主应力大小不等，据此可以大
致确定水平主应力值之间的关系。

在高垂直应力的作用下，则在水平卷道的任何水平方向都会产生破 裂，但顶板不破
裂。这表明垂直应力大于水平应力。

（3）岩石强度
大量解除法实测表明，在岩石破裂点的一个主应力超过岩石单轴强度的一半时产生破

裂。

己飞吧 (2-1-34)

式中;σA—岩石破裂时主应力;
σC——岩石单轴抗压强度。

由于巷道附近有应力集中（或弱化）现象，αp还不能代表原主应力的下限。因此，岩
体原主应力的下限应予校正。实测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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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号予它 (2-1-35)“’
式中 omax—岩体最大主应力。

（4）特殊地质现象

饼状岩心的产生是高岩石应力释放的一种特殊地质现象。实测表明，产生饼状岩心时
测出的应力值为0.5～1.0ac，且作用力越大，饼状岩心的厚度越小。如果饼状岩心产生在
距巷道周边1倍半径（1≤R）以内，则原岩应力按式（ 2-1-35）计算下限，如果超 出

该范围（1>R），则|Cax|= lgsl。2
为进行岩石应力的直观估计应在现场进行以下调查工作，对研究区进行区域地质构造

调查;对区内全部巷道进行调查，尤其要仔细考察所有的不稳固卷道的破坏特征，破裂程
度，断裂是瞬间产生还是逐渐产生的，巷道断面是否产生变形;调查研究区是否有应力释
放的特殊地质现象;调查必要的勘探钻孔;根据数据分析需要测定一定量的岩石单轴抗压
强度。

1.4 岩块的物理力学性质

1.4。1 将块的力学性质基确理论

与采矿特别有关的岩石力学性质有三种∶（1）变形特性，即在力的作用下。岩石是如
何变形的;（2）强度，即抗压强度、抗拉强度及抗剪强度;（3）摩擦性质，即岩石在一摩
擦面上是如何滑移的。在不同程度上，上述性质部是与时间有关的。但是，在几分之一秒
到几分钟内完成的试验，可认为是与时间无关的，或认为是静态试验，尽管在该试验中也
存在一些与时间有关的效应。若进行时间很长的试验（几小时到几年），则可认为与时间
有关，并包含有象蠕变一类的现象。另外，有些物理化学作用如含水量，孔隙水压无力等
的 作用，对岩石的性质也有影响。

1.4.1。1 岩块的静家性质
当一应力<单位面积上的力）作用于某一材料（如岩石）上，材料将变形。要了解材

料的变形性质，需首先研究一种理想（假想的）材料的变形性质。图2-1-42所 示 的 应
力-应变曲线，是一种线性的或完全弹性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对这种材料ε=σ/E，其
中比例常数应称为杨氏弹性模量。真实材料都不是完全弹性的，可是一些岩浆岩接近于完
全弹性。完全弹性材料的力学模型是一个弹簧。

完全塑性材料在应力不大于σ，时，不会 变形。当应力增大到σ。时，则将无限地永久
变形，并且不能承受大于a。的应力（见图2-1-43>。 完全塑性材料的力学模型是一个
摩擦面。弹塑性材料在应力小于o。时，为线性弹性，当应力达到σ。时，则成为完全塑性
材料（见图2-1-44）。其力学模型为一摩擦面与一弹簧串联。

图2-1-45为一种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当应力小于a，（圈中σ点）时，为 线性
弹性的;应力大于o;时，则呈现非弹性性质，即其应变不与应力成正比;若 应 力增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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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2 完全弹性材料 图2-1-43 完全盟性材料 图2-1-44 弹塑性材料
力学摸型力学模型力学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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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7 三种岩石的阀2-1-4 理想的图2-1-45 弹粘材料的
应力一应变曲线应力一应变询线应力"变曲线

a∶（b点>，应力解除后变形即消失，这种材料称为弹性的。b点称为屈服点，σ∶称为屈
服应力，如在c点，当应力解除后，变形并不能完全消失，这就是说，材料产生了永久变
形。若重新施加应力，从c点到d点的应力-应变曲线近似直线。 这种现象可称为变形硬化
或加工硬化。若应力再增加到σs以上，则材料又继续非弹性变形，直到破坏为止。变形
超过b点的材料称为粘展性材料。

图2-1-46表示了一种理想岩石的变形特性曲线。切线弹性模量E， 就是 在 应力一
应变曲线上某一特定应力点的斜率，即（Ld/1∶）O1。割线弹性模量E。，就是在某一特
定应力时，应力与应变的比值，即（a人e）σ2。一般来说，岩石的应力-应变曲线在低应
力时，其斜率将逐渐变小，在一定条件下可变为零，然后转为负值。斜率呈负值的那段曲
线与实验设备的刚性有关，也与岩石的性质及加载速度有关。负斜率表示某些岩石材料在
超过了最大应力时，还有一定的承载能力。一般认为，在应力-应变曲线的斜率开始变小
的应力值附近，岩石的材料内部已破坏，这是由于微裂隙或宏观裂隙的扩展所致。

图2-1-47表示了三种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σc。花岗岩与其它一些岩 浆岩，直到
破环前，它们与线性弹性性质偏离很少。这些岩石破碎时几乎象爆炸那样 激 烈 而成为碎
块。可是其特征圆锥一般能很好地确定。具有这种性质的岩石称为脆性岩石。与此不同，
低强度的页岩在变形的大部分范圃内是非弹性的，而在较高的应力时往往成为粘性。这种
类型的岩石一般是逐渐破坏的。

如果完整岩块试件承受侧压，象在三轴实验中那样<图2-1-48），加载时 使 应力
a !>σ2=σ。直到破坏，这时试件将发生剪切破坏，剪切面的法线与试件轴线夹角为6。若
采用岸仑破坏理论，则剪切破坏面上的正应力σg与剪应力rg可以用莫尔圆来磷定（见图2
1-49）。在莫尔圆上P点的切线与σ轴夹角φ称为内摩擦角，S。即为 三轴抗 剪 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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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的内摩擦系数φ由算式g=tanφ=cot20确定。
若侧向应力σ∶=σ。将能大大地增加岩石的极限（破坏）应力σ（。对一组试件加载到

不同应力（or’、σ’、σ”、σ”、σ“等等）时破坏，其强度增加情况如图2-
1-50所示。相应的一系列莫尔国可以绘制出来，这些莫尔园的包 络 线，见图2-1-
51。

13
FA

应力** 办
T

010 拉

26 6~
0

faiza:=0, 史童（七）
201

图2-1-50  三轴试验的图2-1-49 三仙试图2-I-48  三轴试验
应力-应变曲线验莫尔图

0-
0103 0

*=Co+Gatkβ
0

图2-1-52  σ1-03关系曲线图2-1-51  莫尔包络线

对许多岩石，特别是岩浆岩，这种奠尔包络线在压应力范围内，基本上是一条直线，
这与库仑破坏理论是吻合的；但一些沉积岩与软岩类型的岩石，特别是那些在高应力时呈
现粘性的岩石，其奠尔包络线弯向σ轴，这表示其g值（内摩擦系数）随施加的应力大小
而变。一组岩石试件的破坏试验结果也可以在σr-σ3平面座标上绘成曲线，如图2-1-
52所示。若莫尔圆的包络线为一直线、则σ∶与σ∶之间的关系也为一直线，即；

(2-1-36)qi=Co+qatanp
并且可以证明

(2-1-37)1+sing_tanB= 1-5ing
式中∶β————g|与σ?关系直线与水平线夹角；q————内摩擦角。
在有侧向应力的条件下，不同类型岩石的变形特性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鹦向应力很

大时，不少岩石（如大理岩、岩盐）可成为粘性岩石，不再因断裂而发生破坏。表2-1-
83为一些岩石的三辅试验力学性质。岩石的抗剪强度S。及内摩擦系数q也可以用剪力箱
试验测定，如图2-1-53所示，若σ；为剪断面上的正应力，*n为使岩石产生剪断的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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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2-1-38一些具型岩石三轴试验的力举性质表

7E tanp长学 tamd岩 石 名新 学
安山 沿 5.71329 1.020”，

管 1、23167.1730吡武 ’
装 1419.2858 1.4长四

1.4“10.01138片 麻 沿
229158 1.8I,8花 坏 岩

1。1堂称 612 1206.5砂

； 15112.61076 1。6石 灰 岩
兴房 亡1727.0814
华勒 15.7 1.9雪703
闽页 2.119.7 82724

1.2泥 质 粉 SL7-7281, ？ 0.9乱紧诈 量四

应力，并假设库仑破坏理论是正确的，于是S。与φ可用下式来确定;r=S。+φgng抗剪
强度试验若没有一定大小的侧压，一般来说是不可靠的。

关于三隙水压力对岩石的影响曾做过研究，首先把岩石试件浸入水中 使 其呈饱合状
态，然后进行三轴试验，孔隙水压力使σ;、σs降低到σ;-P，o;-P，所以莫尔圆向左移动
的距离为P、如图2-1-54所示。一般来说，孔隙压力对地下矿山关莱不大，这是因为孔
隙水可被排入地下坑硐中去。在深部（距地表700米以下）进行的试验表明，坑 碾 围岩
孔隙水压力梯度一般都小于几个kPa。对衬砌井巷国岩来说， 孔 隙水压力有很重要的作
用，此外边坡岩石中的孔隙压力梯度对边坡稳定有很大影响。

一乍， 合快。六钟部
=Si+口t申睡，

⋯干的饱和的⋯
8，=均向皮移 0’φ，=法向位移 色

图2-1~54 孔隙压力P的影响图2-1-53 剪力箱试验

1.4.1，2 岩快与时间有关的性质
要了解岩石的粘滞性，首先要研究一种理想材料的变形特性，所谓理想材料就是其性

质可用数学模型来加以描述的材料。完全粘滞性（Naw tonian>材料的变形特性如图2
-1-55所示。其力学模型为一缓冲筒。正应力与线应变的速度e的关系为∶σ=3ne，式中
n为粘滞系数。

某些材料的特性可借助于弹簧与缓冲简的各种组合来研究，例如，粘弹性（ Max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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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材料。可用弹簧与缓冲筒串联来表示。若时闻±= 0开始，突然加以胆定的应力o，，则

这种材料的变形如图2-1-56所示。若当t= 0时突然产生一应变e=ep，而且使其 保 持
不变，则材料的应力将髓时间的增加而降低，如图2-1-57所示。

稳定粘滞（开尔文）材料的变形特性，可用弹簧与缓冲筒并联来表示。若t= 0，当

= 0时，施以恒定的应力σe，材料的变形如 图2-1-58所示。若这种材料先产 生 应 变
2o，然后解除应力，则其应变恢复如图2-1-59。更复杂的材料（伯格的）可用上 述 两
种材料串联来表示。若认为t=t。时，施加的初始应力σ。为一常数，在作用到6=t时解 除

应力，其变形特性与力学模型如图2-1~60所示。各种不同类型的岩石在一恒 定 应力作
用下，其变形特性与稳定粘滞材料的几乎完全相同，如图2-I-61所示，但 随σp线性
变化关系不再成立。e与σ。之间的关系可更正确地用下式表示;e=D1σ。"，式中D为常数，
指数m的数值介于1～3 之间，这取决于岩石类型。 完 整岩块承受恒定应力时的蠕变速率
关系式，有一些可由经验公式确定，例如∶e=K+1gt，或ε=A＋B+Ce（t），式中K、A、
B、C都是常数。

在各种试验资料的基确上，得到了一种理想的蠕变曲线，如图 2-1-62所示，图中
d, dt.‘唯 “部的刊

公幽剖
台录撑 oEtgaEi3Eu

响=苯敷o）还K （D）4耳e4ae
a 。

白
财间（0） 时间t墨当工”’

图 2-1-5? 粘弹性材料图2-1-58 粘弹性材料图2-1-55 完金活滞性
《应变为常数）材料的力学模型 （应力为常数》的力学模型

“3(1-e-Er/3y
<):

己铃剖 之槲量
e=ege,e-Ets3[w

（）源草 3a刷
应力=0朝喘门色

σ● 小ta罗盈己 时网【t）时间t）
图2-1-60 伯格材料图2-1-59 稳定粘滞材料的图2-1-58 稳定精滑

的蠕变曲线（应变释放）蠕变曲线材料（应力为常数）

？25
第三期初始量出挚铵 稳定阴20

橡也51

10w犁 花岗堂 6小时

:t9 副“5 10 2515 “节 时问时间（+》
图2-1~62 理悬的端变曲绿闺 2-1-61 惊定应力条件下的蠕

变和恢复曲线（伊万斯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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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称为初始期，t;到r。称为稳定期，t。到t3为第三期。这种理想曲线与一些蒸发盐矿和
碳酸盐类岩石（如大理岩、石灰岩等）相似。一般来说岩浆岩没有第三期，或者 时 间很
短，这就是说，它们的破坏更类似于脆性材料。

岩石的抗压强度与施加载荷的速度有关。表2-1-34分别给出 了 两种 加栽 速 度 时

（30s和0.03s>的岩块抗压强度。另外单轴抗压强度也与长期载荷有关。许多岩石在承受
载荷为其抗压强度的90??，若时间延续到几小时或几天，则岩石将发生破坏，这表明在
这样的载荷下岩石的内部将产生逐渐的内部破裂。

表2-1-34加敢速度对抗压强度的影响

单 轴 杭 压 强 度 (10P)
性嵩 从加压到破环的时间从加压到破坏的时间

强度增知% =0.03st = 309

句 50岩 563 844

28132180 30年 长 岩

1。4.2 岩块的物理性质

1.4.2.1 邮分岩石的容重、孔隙率及吸水率
部分岩石容重见表2-1-35。
部分岩石的孔隙率及吸水率见表2-1-36。
1.4.2，2 岩石的默化性
岩石饱和状态下的极限抗压强度与风干状态下的极限抗压强度之比称为软化系数。该

指标判断岩石耐风化和耐水浸的能力。一般规定软化系数小于0，75的岩石，称为软化岩石。
一些岩石的软化系数见表2-1~37。

1.4.3 岩块力学性质的试验●

1.4.3.1 单轴抗压强度
当无侧限试样在纵向压力试验下出现压缩破坏时，单位面积上所承受的载荷称为岩石

的单轴抗压强度，即试样破坏时的最大载荷与垂直于加载方向的加载面积之比。
根据不闻需要可做不同含水试件的试验。
（1）天然状态的试样，在拆除密封后，立即取样测定其天然含水量。
<2）烘干状态的试样，在105～110℃下烘干24小时。
（3）饱和状态的试样，采用煮沸法饱和试样，煮沸箱内水面应经常保持高于试样面，

●墙换的力学参敷试验方法按《水利水电工覆岩石试验规范》中华人民共和隔电力工业部、水力部、水利出版社，
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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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35部 分岩石的喜重

结”容 重 v（g/cm3） （g/em3）
岩石名称岩石名称

平 均 值 平均值变化范阻微译崔遇

柜 断若 宁端湿质砂岩2,652.25~2.80 一
2,52响 岩 粘土质砂岩 ·；-
2.502.3～26页岩正 长 岩 2.792.30～3.00
236秒质页岩 2.08～2,65流 议 岩
2.65查针国则懂 2.61～2、72流故班岩 2。602.4～2.63
2.64混质页岩2.862.72～2,99因长 兴 ‘
2.632.60 煤质页岩黑云母花陶闪长潜 ，，
2.50辉长者 粘 土 岩3.002.55～3.09 2，.24～2，联电

2,66：砂粘土卷徽 榄 岩 ， ，
2,50出潜帮轴 2,32～2.65混 灰 岩2802.58～2,6
2.73石 灰 岩班 岩 2,87 2,68～2,82.谷～2，89 -粗 西 岩 贝亮灰岩2.30～2.77 2.53 ‘硅顾灰岩 2.81～29安山 岩 2,A～3.10 2.62
2.80奶 好 白云质灰岩
2.30配质灰浴蛇纹岩 2-652.50～2.80
少署造玄武岩 2.90 吵结才响“2.60～3,21 令？

平白 1.70解绿岩 2.58～3,12 1.20～2.202.94
面右硅长理岩 2.20~2.7 ，

2.8花岗片麻岩 2.30～3.202,62安出凝灰来块者
2.78片 酥 果 2.59～s002.20～2.90凝灰舶砾岩
2.55自 云 岩1.80 2,10～2.901.80～1-%火山涎灰岩
2.76板 若 2.60～2.901.8o额 织 岩 0.75～2.4D
2.78大理岩 2.69～2.872.64额次皿熔岩
2,73云母片裳2,36 254~2.97科 L.90～2.80岩
2.77绿泡石片着 2,77～2。182,60勤 若 2.45~2.72

粘土质片粉2.57粗砂料 ‘
2.90角闪石片岩 2,67~3.052,60中砂 岩
2,50百类 给 2.30~2.702,65细 砂 窘
2,78千校 粉 2.71～2862.50哲砂岩 -2.65出淋悖诉 2.6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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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2-1~36每分岩石的孔腧率与级水率

孔 隙 率 R（??
岩 石 名 称 术 事 o1（??

交 化 燕 国 平 均 彼

0.950.04～2,80 0.10～1.70花 岗 窘
Z。09 看，1d～1.651.10～S.40喘着材结 1.250.25~3,0 0.18～1.0电闪长 岩
2,54 0。t8正 长 释

0.70夕雪了安 山 尝

2-30 0.20～1,001.10～4.30磷脚体

1.7@ 0.30～0.s主.00～2，20响尊蚀

世曾 .20-1.00.29～6.10称 卯将
1。80 0、18～0.381.69一~2.23罩 灰 岩
3-20 0.8～2.12D.90～7.54火山角涨将
2,10 6.14～4.00-40～4.16安山影权痛块惑
8-20 .40～1.0%2,00～5.1n诱 岩
5.64 0.14～4.18砂 岩 1,04～9.30
l3。00 ].00～g.45.00～20.00抄 岩（第三纪）
16,302.20～42.00砂 岩【白墨超>

17.107.20~37.70砂 岩（侬罗纪）

13.20砂 洛<三摆纪） 4.20-24.60
19.30砂 岩 新鲜的 0、80～27.70
数1.1风化除
2,28出满嘌鲢
2,71石蒸砂岩新辨的
‘巴讽化的

2.30~6,00寘 岩 0.78~7.09
砂质更岩 o.80~4.15

1.35呢质翼料
1.03 .

燥质夏脊
1.00~5;09,18.80'1.08~52.00瓷 灰 着

学客。 b,20～8.d石 灰 石 0.53~27.00
20,DO石我誉〈第三纪> ,
11.86石灰教（中生代） 1.20~26.50
12,00出消溢八献惰“ 0,80～27.90 28,40白 垄 8,00～58,0
1.70石膏 0,10~vt.00 1.66制出硝 0.63~·.26 0.14~0.361.35片摩 岩 0.30~240 1,06大理物 ，

0.19一6，的 1.70自 云 着 0.36～25,00
0.02~0.2害2.40有英 卷 0.00～8,70 0.10~4.392.00右英片料 圣.53～2。良 g112.96绝闪石片誉
创.08～1，4e.79云母片辑
0,55～1.122,10峰混石片岩 0.54～3.31≥60呼 教 省 0.781.30板 馨 0.20~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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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整 岩 石 的 歌 化 系 就 表2-1-87

抗压泼度（×10'Pa）
软化系数名 称岩 石

饱和状度干燥状态

“篱 763 仅。程4细粒硅质砂岩

0.704S7620中粒石类砂岩
o.67.368540粘土质砂岩
0.501H70 雪驾竖硬万灰岩

10 0.46460现 灰 岩
0.892390Z60花岗取岩
0-82290 z080新解的粗粒花肉舞料
宁量1570188风化的粗粒花岗燕脊

Z410 0.B02659新鲜的细较花的斑脊
0,9318DO1830风化的 细粒花岗亚岩

煮沸时间不得少于6小时。
1.试件的制备
（1）试件可用钻孔岩心或采取的岩块。在取样和试件制备的过程中，不允许人为裂蠹

出现。
（2）采用圆柱体作为标准试件，直径为5cm，允许变化范围为4。8～5。2cm;高度为

10cm，允许变化范围为9.5～10.5cm。
（3）对于非均质的粗粒结构岩石，或取样尺寸小于标准尺寸者，允许采用菲标 准 试

件，但高径必须保持2 t1比值。
（4）制备试件时采用的冷却液，必须是洁净水，不许使用油液。
（5）对于遇水崩解，游解和干缩湿胀的岩石，应采用于法制样。
（6）试件数量，视所要求的受力方向或含水状态而定，每种情况下须制备3个。
（7）试件制备的精度，在试样整个高度上，直径误差不得超过0.3mm。
两端面的不平行度最大不超过0，5的m。其检查方法如图 2-1-63所示。
端面应垂直于试件轴线，最大偏差不超过0.25度。检查方法如图2-1-64。

砖 1砖
高

P

图 2一!-84 直角检测随2-1-93 试件端部检测
1—置角第;2一试件;3一水平检调合1~分豪;2一试件，3～水平检测台

4一一百分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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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件描述
试验前的播述，应包括如下内容;

（1>岩石名称、颜色、结构、矿物成分、颗粒大小、腔结物性质等特征。
（2）>节理裂隙的发育程度及其分布，并记述受载方向与层理，片理及节理裂隙之间的

关系。
（3）量测试件尺寸，检查试件加工精度，并记录试件加工过程中的缺陷。试件尺寸的

量测，应按量积法，即量测试件两端和中间三个断面，测量其互相垂直的两个直径计算平
均值。测量均匀分布于周边的四点和中间点的五个高度计算平均高度。

3.主要仪器设备
（1）钻石机、切石机、磨石机或其他制样设备。
（2）测量平台、角尺、放大镜。

（3）称量大于500g、感量为0.01g的天平。
（4）烘箱和干燥箱。
（5）水槽、煮沸设备或真空抽气设备。
（6））压力机应满足下列要求;压力机能连续加载且没有冲击并且有足够的吨位，使能

在总位的10??90??间进行试验。压力机的承压板必须具有足够的刚度，其中之一须具
有球形座。板面须平整光滑。承压板的直径应不小于试样直经，且也不宜大于试件直径的
两倍。压力机应请国家计量局标定。

4.试验程序
（1 ）将试件置于压力机承压板中心，调整有球座的承压板。使试件均匀受载。
〈2）以每秒5～8kg/cm"的加载速度加荷，直到试件破坏为止，并记录最大破坏载

荷。
（3）描述试件的破坏形态，并记下有关情况。
5。成果整理和计算
（1）按下式计算试件的单轴抗压强度

“啉 (2-1-38)

式中 R——岩石单轴抗压强度Pa
P——最大破坏载荷 N;
A-一垂直于加载方向的试件横截面积，m"

（2）计算值取至整数位。
（3）试验记录如表2-1-38。
1.4.3.2 变形试验
岩石变形试验，是在纵向压力作用下测定试件的纵向和横向变形，据此计算岩石的弹

性模量和泊松比。
弹性模量是纵向单轴压缩应力与纵向应变之比，一般用单轴抗压强度的50??为应力

和该应力下的纵向应变值进行计算。
泊松比是横向应变与纵向应变之比。也按单轴抗压强度的50??的横向应变值和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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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单轴抗压试验记录表 表2-1-38兀稷名称

试  群  尺  寸 普坏最大 单独抗压
含水状态受力方向试样编号 备  注平均离腥岩石名称 袁     善横数据积平均直径 预度

(Pa)(N)（m2）(m)(m)

推样3 书-
第 页 共  页校核者 日  期∶针算者拭验者

应变值计算。
1.试件制备
试件制备的方法和精度要求，详见1.4.3.1一节。
2.主要设备仪器
（1）试件加工设备和检查仪器见1.4.3.1节。
（2）压力机，应符合1.4.3.1节中对压力机的要求。
（3）电阻应变片，助潮材料及贴片设备。
（4）电阻应变仪。
3.试验程序
（1）选择的电阻片，要求电阻丝平直，间距均匀，丝栅与栅板粘带牢固，质量符合要

求。电阻丝的长度应大于试件中矿物最大粒径或斑晶的10倍以上。同一试件使用的工作片
和补偿片面电压重应不超过±0.2.

（2）电阻片应粘贴在试件高度的中部。每个试件粘贴纵向和圆周向电阻片各8片，沿
国周向等范离布置，贴片处应尽量恶开显著的裂隙、带大的矿曲颗粒或斑晶。贴片黄用零
号砂纸打磨，并用酒精擦洗干净，防止污染。

（3）贴片用剪胶装，可采用一般的胶合剂。对饱和试件，可参考采用环氧树脂加聚酰
胺配制的胶合剂。

（4）将贴好电阻片的试件置于压力机上，对准中心，接通电源，并调整电阻症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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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逐渐对试件施加载荷的过程中，应不断调整承压板位置，使之均匀受载。检查
的方法是，在试件上施加少许压力之后，观察三个纵向应变值是否接近。如读数相差较
大，应重新调整试件，直至调好为止。

（6）以每秒5～8kg/cm2的加载速度，对试件施加荷载直至破坏，并记录破坏载
荷。

（7）在施加教荷的过程中，记录各级应力下的纵向和横向应变值。为了绘制应力————
应变曲线，观察记录的应力、应变值应尽可能多一些，通常不少于10个测值。

（8）插述试件的破坏形态，并记下有关情况。
4.成果整理和计算
1）计算各级应力下的应变值
将纵向、横向各三片的电阻片读数值进行平均，求得纵向应变和横向应变。如各电阻

片的读数值相差较大，则应检查分析原因。若系试件本身性质所造成的，应在记录中子以
说明；若系测试技术等人为因素所引起的，试验成果应予以舍弃。用下式计算体积应变

(Eclg01x)N值r
(2-1-39)ey=et-2ed 5

式中  ey——某一应力下的体积应变值；
el————同一应力下的纵向应变值；
en——同一应力下的横向应变值。 1

绘制纵向应变曲线，横向应变曲线和体积
应变曲线，如图2-1-65所示。

2-计算弹性模量和泊松比
图2-1-65  应力——应变曲线图在纵向应变曲线上，作通过原点与应力相当 y————应力σ（kg/em2）----密登于50??压强度处的应变点的连线，其斜率即为 ev——第一应力下的体积应变位；

所求的弹性模量（或称割线模量） 8L————周一应力下的认向皮变值∶
ca————阿--皮力下的樊肉痘塑

(2-1-40)En=Go201

式中  E。。————弹性模量，Pa）
σ。————相当于50??压强度的应力值；Pa
680——应力为抗压强度50??的应变值。

取应力为抗压强度50??的纵向应变值和横向应变值计算泊松比
(2-1-41)Hz LdsoSIGO

μ————拍松比式中
edao————应力为抗压强度50??的横向应变值；
eIso————应力为抗压强度50??的纵向应变值。

用R-E式计算单轴抗压强度，见公式（2-1-38）。计算取值。弹性模量取至百
位数，治松比取至小数点以后两位，单轴抗压强度取至整数位。试件变形试验记录按下表
2-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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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套形试验记景泰

Ego=Pa工墅名称 试样宜径〈m）
试样窝度（m）书石名称 轮目

R-Pa城样到积（m'）认神服号

囊2-1-39找辐

时 损 向 应 变以 同 应 垄加 线因

棕积虫突 备
纹碑 量 值 力 ”鲜偏 测句 着’曾叶时 平均 平均 注电 e省-KPa)一之 人”

校核者 第 页试验营
日 期 共 置计算者

1.4.3.3 抗剪强度

岩石的抗剪强度是岩石对剪切破坏的极限抵抗能力。一般测定，
（1）混凝土与岩石胶结面的抗剪强度;

（2）岩石软弱结构面的抗剪强度;
（3）岩石试件锯断面的抗剪强度;
4）岩石本身的抗剪强度。

1。试件制备
1 ）混凝土和岩石胶结面试件
（1>岩块试件尺寸，采用15×15×10～30×30×15cm的方块，或用φ15×10～φ30×

15cm的圆柱体。
（2）拟浇注混凝土的岩面的起伏差，控制在边长成直径的1～2??内。
（3）在岩石上浇注的混凝土（或砂浆）尺寸与岩块相闻，配制混凝 土的 材料和配合

比，参照设计要求确定。
（4）在浇注混凝土或砂骤的同时，须制备3～6块混凝土或砂浆标号试样，作为检查

标号（抗压强度）之用。
（5）制备好的试件和标号试样应置于养护室内进行养护。标号试祥按规定的令期进行

试验。
2）软弱结构面试件
（1）试件应尽量保持原状结构，防止结构面被扰动。
（2）试件断面尺寸按采用直剪设备的能力，一般在15×16～30×30cm，结构面上下

岩石的厚度分别约为断面尺寸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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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加工困难的试件，允许采用不规则形状。节理裂隙发育的岩石，需用铁丝捆
扎并用水泥浆壳保护。

（4）对天然含水量的试件，在试件制备的过程中，尽量减少含水量的损失。如试件需
进行饱和时，可置于饱和器内进行饱和。

3 ）岩石锯断面试件
取完整的岩石试件用金刚石锯锯成两半。试件的制备方法和尺寸与上节制备软弱结构

面试件的方法和要求相同。目的是试验被锯断的光滑断面的抗剪强度。这种试验可求得没
有粗糙度和起伏差影响的该种岩石的基本摩擦角。

4 ）岩块试件  
（1）试件尺寸应考虑剪切仪的设备能力和岩石本身强度。试件可用立方体或高度等于

直径的圆柱体。
（2）试件须用高强度的钢筋混凝土或钢型外框包裹，试件与外框之间必须充填密实。
（3）剪切缝宜控制在0.5～2，0cm之间。
上述四种试验的试件数量，每组不得少于5对样品，
2.试件的描述
试验前应描述∶岩石名称，组织结构，胶结物质及风化程度，层理、片理和节理裂隙

的发育程度及其与受剪方向的关系，结构面的充填物、填充程度以及取样和制备试件过程
中的扰动情况。对于混凝土与岩石胶结面的试件，必须宽试件面的起伏差，应绘制岩面
沿剪切方向的高度变化曲线。混凝土的配合比，胶结质量及实测的标号。滑量试件尺寸。

3.主要仪器设备
（1）制备试件设备
（2）配制混凝土设备
（3）直剪仪。包括法向和剪切向的加载设备。
（4）测量法向和剪切位移的仪表。
4.试验程序
（1）将试件置于直剪仪上，其受剪方向应与岩体工程的受力方向大体一致。
（2）安装法向和剪切向的加荷系统时，应保证法向力和剪切力的合力通过剪切面的中

点。
（3）安装测量法向和剪切向位移的仪表，测杆的支点必须设置在剪切变形影响范围之

外，测杆和袭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
（4）所选择的法向应力，除充填夹泥的结构面外，一般应大于或等于设计应力。对充

填夹泥的结构面，法向应力的选择，以不挤出夹泥为原则。
（5）法向荷重的施加方法，法向荷重分4～5级施加，每5分钟加荷一次，加荷后立

即测读垂直变形，5分钟后再测读一次，达到预定荷重之后，每5分钟观测变形一次，直
到相对稳定始能施加剪切荷重。变形相对稳定的标准是∶

对于混凝土与岩石胶结面，不夹泥的结构面和岩石锯断面及岩石本身的抗剪强度试
验，气5分钟读数一次，连续两次读数之差不超过1?；

对于充填低塑性夹泥的结构面试验，每10分钟读数一次，连续两次读数不超过5%-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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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充填高躯性泥的结构面试验，每15分钟读一次，连续两次读数不超过 5?。

（8）施加剪切确载的方法如下;
前机益巍分级该加、对央泥结构面试验分别采用预估量大剪切横毁的5?10??行

施加，其余试验按预估最大剪切荷载的8～10??加;

当施加的剪切荷载引起的剪切变形超过前一级剪切变形的1.5倍时，剪切荷载减半施
营”

剪切衡戟的施加每5分钟加荷一次，并测记加荷前后的法向和剪切向位移值;
试件剪断后，继续施加剪切荷载使剪应力下降到接近某一常数值，即不断发生的大剪

切位移值达到1～1.5cm以上时，将剪切荷载分4～5级退到零，并观察属弹变形;
调整剪切位移仪表后，在同等法向应力下，按上述规定进行雕擦试验;
必要时可改变法向应力进行单点瘿擦试验;
在试件剪切过程中，宜用惧压装置使法向应力保持常数，当条件不具备而又遇到升压

或退压情况时，要及时调整压力。
（7）试件的播述内容如下
试验结束后，拆除仪表。翻转试件，对剪切面进行描述。
测量剪切面的起伏差，应绘制沿剪切方向断面高度的变化曲线;
记述剪切面的破坏情况，擦痕，并准确量测断面积;
对于充填夹泥的结构面试验。要记述夹泥性质、厚度、组供结构，并 取 样 测定含水

量、容重、流塑性和进行颗粒分析试验。同时应取代表性样品作矿物化学分析鉴定。
5。成果整理计算
<1）按下式计算各级法向荷载下的法向应力和剪应力，

(2-1-42)a。心
(2-1-43)r、A

式中 ---作用于剪切面上的法向应力，PAJ
z-—作用于剪切面上的剪应力，Pa;
P——作用于剪切面上的总法向荷载，包括施加的确戴、设备重量、试块重量。N;
A——剪切面积，m'
Q-—作用于剪切面上的剪切荷载，N。

（2）绘制剪应力与法向位移，剪应力与剪切位移的关系曲线，其中剪切位移取所有测
量仪表的平均值，法问位移的前后端测量仪表应分别平均。

（3）根据上述曲线，确定峰值和残余强度值，并建议算出比例极限，屈服极限和剪胀·
点等强度值。

（4）绘制各剪切阶段的剪应力和法向应力关系曲线，按库仑表达式确定相应的摩擦系
数tg4和粘结力C值。

岩石直剪试验记录按表2-1-40。
1.4。3.4 筑拉强度
·采用劈裂法进行岩块的抗拉试验，是在面柱体试件的直径方向上，施加相对的线性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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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戟，使之沿试件直径方向破裂的试验，如图2-1-66所示。

1.试件制备
（1）试件可用钻孔岩心。

（2）采用圆柱体作为标准试件、 直径为5cm， 高

度为直径的0.5～l。0倍，试件尺寸允许的变化范围不超

过5??
材ZZZh【227

（3）试件制备的精度，直径最大误差不超过0.1mm; ◆
两端面的不平行度，不超过0.1mm;端面应垂直于试件轴

图2-1-66 劈裂法加载示意图.线，最大偏差不超过0.25度。

2.试件箍述 1—压板，2一试件3一帽丝

与1。4.3.1一节相同。岩石骑裂法试验记录按表2-1-41。
3.主要仪器设备
试件制备，检测仪器和压力机等设餐的要求应符合上述各节所规定的。垫条钢丝两根

直径为1.5~2.0mm。

4，试验程序
将试件置于压力机承压板中心，在试件与承压板之间插入垫条，调整有球形座的承压

板使试件均匀受载。以每秒3～5kg/cm2的加载速度加荷，直到破坏为止，并记录最大
.破坏栽荷。观察试件在受载过程中的破裂发屏过程，并描述试件的破坏形态。 ，

5，结果整理和计算
按下式计算岩石的抗拉强度

(2-1-44)氵蜗
式中 σ;—岩石的扰拉强度，P;

P——破坏时的最大蛾荷，N;
d——试件宣径，m;
--试件厚度，m 

计算值取至小数点以后一位。
1.4，3.5 三轴试验
岩石的三轴试验，是在三向应力状态下测定岩石的强度和变形的一种方法，下面介绍

的是侧向等压的三轴试验。
1。试件制备
试件的数量、尺寸和精度要求与I。4.3。1节单轴抗压试件的相同，但有时试件的大小

要根据三轴试验机的性能和试验研究的要求来选择。
2。主要仪器设备
除使用岩石三轴试验机外，允许使用简易的三轴压力室， 在一般 的压力机上进行试

验，压力室应具有稳压装置以保持侧压力穆定。
3。试验程序
（1）试件的防油处理。首先在准备好的试件表面上涂上薄层胶液<如聚乙烯醇缩醛 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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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2-1-4工程名称岩 石 费 婴 法 试 验 记 录 亮

试 钾 尺 寸 破坏最大岩石执护
董试样编号若石名源 受力方肉 含水状态 或 贵裂画积平均厚度平均商径 肿备拳肾

(N> <Pa)（n2》(m)(m)

试 描 速幸

试险着 校被者 第 页
共 页日 期计算者

等>。待胶液凝固后，再在试件上套上耐油的障橡皮保护套成塑料套，以防止试件破坏后
碎屑落入压力室内。

（2）将试件量于三轴试验机的压力室内，放量平稳。试件在压力室中安置好后，即可
向压力室内注油，直至油液达到预定的位置为止，然后封闭压力室。

〈3）安装测量变形仪表，用测微表只能测定试件的纵向变形，测表可安装在压力室顶
部。压力室的变形，应在试验前率定，在计算变形时预以扣除。

使用电阻应变仪，可测定试件的纵向和横向应变。将试件上焊接好的导线从压力室的
导线孔中引 出，与接线箱连接。

（4）侧向题压的选择，须考虑下述条件∶
所选定的侧压力须使所求的莫尔包络线能明显的反映出所需要的应力区间。
应适当地照顾到莫尔包络线的各个阶段。
最小侧压力的选定，应考虑试验机的精度。
（5>根据已选定的侧压力值，按经验式（ 2-1-45）选释轴向载荷度盘

(2-1-45)Pm鑫=（R+jas）×A
式中 Pmnx——可能的轴向最大戟荷，N;

R—试件的单轴抗压强度，Pa
σs---侧向应力，P&;
f—--系数，其值为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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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件横裁面积，m2。
<6>试验时，先施加预定的侧向压力，其加载逋度宜控 制 在 每 秒50kPa左右，以

保持侧向压力稳定。侧向压力的变化范国不得超过预定值的2??然后以 每秒800～1000
kPa的加载速度施加轴向荷载，直至被坏，并记录破坏时的最大荷载及相应的 侧 向压 力

值。
<7 ）在施加轴向荷载的过程中，记录各级应力下的纵向和横向应变（采 用 电 阻应变

仪））或纵向变形值（采用测微表）。为了绘制应力一应变曲线，测点应尽可能多一些，通
常不少于10组测值。

（8）试验结束后，取出试件，进行描述，并量测破坏面与最大主应力作用面之间的夹
角。

4.结果整理和计算 丶
（1）计算不同侧向应力下的轴向应力值。

"2 (2-1-46)
式中 o;一-不河侧向应力时的轴向应力值，Pa;

P——破坏时的最大载荷，N;-
A——试件横截面积，m'。

（2）根据轴向应力a;和侧向应力σ;，求岩石的内摩擦角φ和粘绪力C。

以号（σ1-a1）为纵坐 标，与（o1+σ。）为横坐标，特各测点点绘在坐标围上（2
→1-67），然后用图解法或最小二乘法绘出最佳关系曲线。

100t
175o
14o

4dh0I×)1os的
700

3so
36 79 I65 T6 文5~2601本5 艺6

史义占予

叫已”八。十口”汗端厝谐漏图2·1-67

y—l(0-0)！叶。广已
在图 2~1-67）的最佳关系曲线上，选择著干组对应值，及每一应力组的（g1+

;）/2为圆心，以（σ1~σ。）2值为半径，在r一a坐标图上给制应力图，作这些圆的包络
线（图2-1-68），据此确定C，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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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以a;代-与（σ;-σ。）为纵坐标，0。代号（o1∶+σ3）为横坐标绘制的最佳关系曲线

巴圣
17o
“区

[d:01×)n言皂

700

85o

20002102150059 I40017S0

= ×10*Pa)

图2-2-68 莫尔应力侧图
x—正度力σ;：传！！葛语冶中

为直线，可按式（ 2-1-47）直接求C，φ值。

C-O。(1-sing) (2-1-47)2 cos

步= sin~1m二+
式中 oc——图（2-1~87）中最佳关系曲线纵坐标的应力截距，N;

m—图（2-1-67）中最佳关系曲线的斜率。
（3）绘制应力-应变曲线，用测微表测定变形时，轴 向应变 按式（2-1-48）计

算。

己忙 (2-1-48

ZL=4L;~,dL:
式中 e1—轴向应变值，

L——试件高度，mm9，
L---试件压墙变形值，mm
L;——测定的总变形值，m西;
L∶——三轴压力室构件的变形值，mm。

用电阻应变仪测定应变时，在分别计算出纵向应变和满向应变的平均值后，按式（ 2
1-49）计算试件的体积应变值。

(2-1-49)e。"e1-2 ed
式中 e。——体积应变值?

e1--向应变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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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横向应变值。
（4）绘制应力一应变曲线如图2-1-69所示。

根据应力一应变曲线，按试验研究的要求，分别计算弹性模量，泊松比等变形特性值。
岩石三轴试验记录按表2-1-42。

名
03=70063023500:

560
.2020o0 420

f3s8

（d叮Jx）疗 210nl 5210
140
一70“字平

7009 乙G3=0

7水 3x
图2-1-69 在三轴应力作用下的应力一应变关系图

x一血变∶（??;y一座力差σ1一0∶

岩 石 三 独 试 验 记 摄 集
表2-71-42工程名称

录大幽环试 捍 尺 寸 轴向度力}偏向应力
碗 庄贵哼 膏 袁岩石名断，试样编号受力方向含水状盏 当着递岗平均直径平均商度 (N/(m>八目叫 (m>

：，

试 样 建拔

四蓄 第 置 共 页控核囊计算者试验煮



第一章 岩石力学基础出85?

1.4.3.6 一些碧石力学性质背标参数和实例
（I ）岩石力学性质指标的经验数据，见表2-I-43。
< 2）岩石单轴抗压强度及软化系数，见表2-1-44。
（3）儿种岩石力学强度的经酸敷据，见表2-1-45。

（4）大孤山铁矿岩石力学试验数据，见表2-I-46、表2*1~47、表2-1~48。

<5）攀枝花兰尖铁矿岩石力学试验数据，见表2-1-49。

（6）大冶快矿岩石力学数据，见表2-1-50、表2-1-51、表2-1-52、表2-1-58、表2-1-84、

表2-1-55。
（7）海南铁矿岩石力学试验戴据，见表2-1-56。

（8 ）永平铜矿脊石力学试验数据，见表2-I-57。

（9 >行落坑钨矿岩石力学试验数据，见表2-1-58。

】.4.4 发石点荷载试验

岩石的点荷载试验，就是将岩石试样置于上下两个球端圆锥之何，利用球增履锥状加
荷器，对试样施加压力，直至破坏，通过计算求得试样强度。

与试验室的岩石力学试验相比，点荷载试验具有如下优点;
（1）由于试样在点荷载作用下，是受拉应力破坏。故所需破坏荷截要小的多，因此，

可采用小型和轻便的试验设备。
（2）可以用岩心作试样，也可用不规则的岩块，无须用机械加工试样，缩短了试验周

期，降低了试验成本。
（3）在岩石性质多变时，可采取足够数量的样品，容易满足试样的代表性。
（4）可以试验易碎的或已碎的材料，这就避免了取样多偏重于完整的较强的岩样的趋

势。
由于有上述的优点，所以近年来它在国内外获得了迅速的推广，试验方法也在不断的

完普。
1.4.4.1 点荷意设备
点荷载试验机由一个加荷系统（加荷框集、加荷器、油泵）及荷栽P与加截宣 径刀的测.

读系统组成。其基本特征如下;
（1）加荷系统是可调的，加压活塞的摩擦应尽可能小，以提高荷载的测试精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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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 石 力 学 性 质 着 标

扰压强度RC容 重Y 执位跟度R1 静 弹 性模意E
粉要 料 石 名 痧 (x10*Pa)(x10*Pa (×10*Pa)一硬日“”

750～1100 21～83 ].4～582.63～2.73
5,48～6,934～51124o～160o花 岗 岩 2.80~3.10

51～671800～20005-10~-3.30

2.6 29～28800～100
君 1.5～112.7~T8 34～511200～180o正 长 岩

51～872,8～3,3 1800～2509

34~571200~2002.5～2.9 2,2~1l、冈 长 岩 57~71浆 2000~25062.9～3,3

54 6.6~7,0旨名‘薛 2,8班

34~452.5～2.7 1200～160粉 安 山 岩 4.3～10.6
a5～71100～2502.7～8,a玄 续 婴

4s～612-7 150～1Ban 69～7;姆 暑 s7~712000～25802.9
34~71 2.2～11.41206～25t02.5～3,3孤 教 柴

51～67 7-38～9.41800～20002.7～2.9龙岗片麻潜

22～28380～12,5 1.6～7.片 摩 岩 、40～512.6~2，思 1400～1800

端87o .-2.61 叫转百 英 岩 57~1022000～8602.8～8,0
10~3,420~40700～14002.5~国，3大 理 岩

邮帛磁 34～40 2,2～341200～1400253:3挚
38~71. 2.2～1.120～25002,5～3.3” 薏 灰 岩

84~71 1.0～11.：火山角繇岩 2.5～3,8 1200～2500问 火山蕉狭岩

40～1008 11～282,2～2.5* “？中34～45整 100～150ER～2,9高
46~71100~2500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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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经 验 微 册 袭 襄2-】-48.

创内限旅角② 容许度力⑤【o】弹性抗力系数①纵设速段貌 松 比动弹性模量

《×10>Pa)Up(mis) 。K。(×10'Pa)(×1910Pa > μ
30～4060～200400~3030.36～0.16510~7,

120～500 40～507,1~9,1 75°~87"300~6000~16～0.10
50~60雪？5006goo0.10～0-029.1g-电

4～5082*30'～85°6一2005,4~7,0 0.35～0,1
64~307,i~9. 40~50能*30'～85120～5b0.16~0.10

87* 50~6050o9，如~114 0.10～0,02 3309～6805

40～6075"～87*120～500.25~0,107,1~9.4 3000～6030
50200～600 87"0.10～介，028、4～11。4 6000~6800

40～50120～20 86*52003.6 6.16
75°～85*120～200 40～500-29～0-187.1～8、6 3900~7500
图” 50～80200～5000.I5～0.02 3900～75008.6～114

党 40～505244～58000.16～0.108.6～9-1 200～500 87" 50～609414 0.18～0.02 5800～6800

75°～87* 40～50120～6003000～68000.16~0.0271~11.
智 50～6050~5096800日，1～9.4 0.20～0.05

7a*～80~30' 30～4060～20037t~s0080,30～0.205.0~7,0
告！艺60°～87*120~5005300～65000.20～0:057,8～9,1
30兽80～2090.20～0.165.6
勿300～650 。”200～500-15～0.189.～4,2

4～5070*～80"3060~200300～65000.36～0.I65,0～8,2
76'~8r"120~20 些邻，0-167-;~7,8 8000～8500 命断

了”“：心 。“7'～g* 40～80120～5003060~58000.16～0.027.1~114
120~59u3000～680 即0°~8" 40～600.16～0.05?.1~1,4

30~～1070°~80~3820～120036～0.203.3～7.0 ?s*~35' 告？图120~50030t～85000.20～0.167.1～8,6 506080°～87"z00~5608,6～11, 0.16～0.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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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抗粒强度R，扰压强度R 静弹 性摸 量 E春 重 V岩粪 2名 素
<x10'Pa)(×10*P2)（g/em3） (×10Pa)

880~1025 0.30~1-25石美砂 岩 19～30唑每了畔己叶

0，005~0.002售2～345~1001.2～1.5
.窘砂 2.78～5.4470～18002.2~3.0 14～52

6.12～38片状砂岩 80～13002.76变
“？台 0,5～22碳最砂岩 2,2~.0 500～14D0
18～60250～800 a.6～5i2,0~2.6破质页誉

《7～91 2.8～5,52,71 680～1300晶 页 岩

4～660～80 0.0005～.002s带状页岩 1,585～1.85

砂质页岩 42～8的6 2.0～S.62.3~2.8 600～1200
云 母页料

1.3~3,11200-8～2。0软 页 岩质
14~28 1,8~2:1式00～400页 2.～2,7者

8～1435～202.S~2.83 0,38～2,1混 权 猫 28～422,5 400~60o
18～21 143～2-1250~3002.2～33黑泥权岩

博 8～10100～~17o1.7~2、2
15~332,2~2、5 250～300 2，1~目.农 灰 岩 43～76～12802.5~2.75
107~1188.1 1800~z08

1~a42.2~.7 400~1200 1.3~8,《白云 尝 34～40200~1402.7~3.0

挑∶.①解性抗力系载Ko燕模鉴展产生单位压缩壑形院儒施加的力
②似内摩擦角命是等虑粉石的内潮力在内的银想爆操常∶
即容许默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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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潜

弹性抗力系党①动弹性模量 织 被谨 度 似内摩擦角③铂 松 比 将许应力③（a】

Up<m/s) 台Ko(×10-Pa)(x101"Pa) 《×10?Pa>住

75"一82*30' 20～30900～4200.23～b.05S.0~6-4 40～200

27*～45°3～5 12～20图石仁空气1.30～0.250.5～.0
70-～85 20～420～350艺名！恋写0.20～0.659-7～9.1

12～340～200 20*30'0～42300.5～0.05S~
65°～般3*30～206 20-30400～41501、25～0.08小~7，思
s"~7s* 20～4020～1201800～5250一020～0.162.～5
“专5.0~?,5 40~2001800～5250 20～40.20~0.16

a0"～40 12～208～5180o030～e-250,7~0.8

30～120 70"～g0?30t130～5250 20～400.30~0.1644~7.1

45*～85" 12～266～30180o0.30～0.25“
45*~78 20~31800～52590,25～0.,15 6～401,9~38

目"～65" 13～20学？号1800～280f40～0.300.5~1-8
20～60 65°~76* 30～物3.3～4电 2800～52500.30～0.z0

65°~70"26～40 25～30180中艺！宁端2,8～3.6

3～30 27*～60* 12～21.~A、6 2560～28000-50-0.81
60*~73Q-31～7.25 20～2512～M2.8～4、 350～4400
70*小es* 25～aD80～zCo0.25～8.1 《800～63605.0~&,5
图’ 35～40120~20067000.18~0,84B1～9、4

色了光” 20～4020～1200.386～0.163:3~7.1 3006300r.1~7.8 120~200 40→50,8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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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石的单釉抗压租度Rc及散化系戴a（室内试验）表

K:C×10P) a给 称 干 的
石。’生 湿 的

266新鲜的 0.92410细粒花岗着

18091930凤化的 0.85
0.872030239o新解的息轻花岗消

4570“葛 0.84凤化的
13161530（白恶起） 0.86嵩看谱塔
2300250 .08花岗斑牲

0-8521812503安 山 著

2175 0.70308小幕儡看”安 山岩
0.75842”（白墨郊）安 山 岩

7361220 0.60安山柔灰集块措

15351785 0-86泰 复 岩
“篆 0.792661玄 武·岩

1924 0.81968室式 脊 《柱状节理没育）

1554 0.792095室 威岩 《挺状》
0,2081 .1866玄置 岩 （第粒结构）

0.70～0.80800～1000800～1300（完篮的）其 长 岩

40～0 0.40～8-5900～1000块状破碎的
150~～3t0 0.80～0.50350～60朗 旋 岩

0,27当摩期岩及叶默石 。
“号 0-68180新鲜的■云母花岗闪长岩

1183. 0.B81349买风化
。差24582725懈 绿 脊
049s81181（侏罗配）辉 雌 岩 1,03.2865新鲜纳 2815流纹斑岩
8105692622.勇凤化
0、6283Y969长石石莫砂岩
0.77b0客冰砂岩夹涨岩 0.50181 91.5江砂减梁“

“室 0.941749（需凡纪）石类砂岩
171 0.782918（混盆配）石英砂卷 0.124743488〈紫红色）石英砂普

0.8314781594八酱图检”石英秒善
0.9监1871 128（下石装纪）石英砂磨 0.831303 1256含系砂光及石英孰砂藤岩
0.80623654泥质沙警 0.7411821568细 砂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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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4
RC(×10*a)

岩 石 名 称 B干 的 湿 的
混质湖砂泄 “草 5st 占

0.9212201831新鲜的（乎行展园）

182 0,871824（画直层可）

13771085 0-68瞬风化的（平行湿画）

/ a,81121328小鲜当潘星”： 0,68:中砂 岩 7371083
0.8》18791239《烟控纳构）挚恼

。警客 702（中细粒结构>砂 着
与鲁800968（粉粒储构>砂 岩

1018 0.50522素红色砂者

1673 0.40620箱土质砂岩
783 0，5格2186细粒硅质砂誉
487820 0.70中粒石英砂暑

0,70380540貌土质砂岩
246 0.56870砂质粘土岩

0-5119240粘 土 着
1892 o.1206石灰 岩

Q.82150 1238石教 普
④.50634·1263白云质灰岩
0.8686596（三法纪）白云质灰者

802751 Q.80
滟质灰署

1ps 0.8135（黑色）纳晶灰岩
108是 自.502035（白色）熊晶权岩

d-45210450说 灰 岩
0,09当g24轴土质泥灰岩
.68872283白云质泥灰滑 O,8544516角砾状配灰验
0.861391451石 莫 誉

1233 0.831315崇美绿泥石片状砂砦
“藏。 令。风化 1043

0.2516312188角闪片岩 0,8211301378云以石英片着
目.92：”1876云母绿混石解帘石片岩 0.709271325云母绿混石石英片誉 0.47524961966沙质板岩 .0.5918783（混盆起）砂质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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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5几种岩石力学烈虚的经验数值表

内豪 力C康藤系敷遗和抗压强度
地质时代岩 石名称 、 (×10*Pa)(×16>Pa)

5。小 ，。’
熹 山 期 0310.7016o花 岗 着
当 垩妃 0,57208S角闪花岗誉
三 菇妃 “” 0,050,64花岗丙长着

178 雪嫁 绿 岩

30 0.280.55前聚巨纪云母石事片岩
0.78 0.25前震线促特 看 0.510.60637网 上岩当

1252  .89 我 纪 0,10石 英 砾

16598 0.19 0.54震 旦 经石 英 移 岩
母-08787盘 0.95奥 陶纪白云质泥灰者
0.751063 0、2美 同 纪薄 层 灰 岩
4.7087息 0-23美  记民知幅 状 灰 基

0,210.901z83有 炭 好， 家

0,54 0.1362]寒试能石 英砂
9,020.821089寒 武 纪秒
0.030.75399喘弹因均 整 砂

0.88 0.291D44侏 罗 配砂 质 页找

岩 0-476.70438同 上页

表2-1-48大厦山缺矿者石力学试验指概衰
浮性区量抗拉强度 试弊藏度抗压强度

向载疗秒
(×10T

】的 餐比响 ”到C;岩石各称 试件尊冲 偏差系数试件 C搞些系数c ”予一龟’
义小褐义-10>Pa/赖数目 (%>六最自 -1o5Pal(%>

”售名 160 0.24,546 6.s780 迫B8247干山表岗岩
、告 0-20“曾 夕垒色 7-54?10身 皇958 26微视石英岩 4

9w 宁梯6-24有48“首嵩星 671063 30现 金 岩
夕当。 四 125 2.62球10工 富76518 48千 牧 释 悉’

响e 0-24.2从324“a7“383 3?心

衰2-1-47大孤山候矿不标则试块列重统前试验指标绕
解嵩串试

试融纸数试验项目岩石名称 “得”C(×10'Pa) P
8,6 50辆菌状剪所

花 岗 署 e 30~382.8-529损可抗绿擦
3 29～303,1~5,研面抗需擦曲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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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山族矿当体强度指标验 表2-1~48

试剪强度 φ抗尊员度C(×105Pa)
容量γ（t/m3）岩 有 名 称

室巢莓喘置 襄场尊
14,8 2、835*05*31*79售命望

30~05′ 2,635"花 岗 薯 14,5 10.5
3131'05' 2,65绿泥石英片者 21,9

0-7绸云母予枚费

28°9* 2.8120岩酚

表2-】-49攀枝挖兰央铁矿岩体祈前盟康指标表

c ? 些挚着 石 各 称 (") 《t/my(×10*Pa)

岩体抗剪力30340.65地衰风化想粒卸长岩
岩体康棵2,5当。 地表风化花岗闪长岩 o
若体抗剪力3-143.22制效阔长岩

2.0 上350.10首卫耳按田 响’“ 君体摩 系4113,80平刺内细教解长当
当到菖棠8-18328.6平梨内细粒舞长岩

央 网2.94 上800.0角闪 岩
岩体摩 擦日 2.59s030.6平蛋内大理岩

案2~-50大渝铁矿者石挑剪断强应建恢派用位来
亮仪 来 用 值， 着神 弹 模E小各”，，脊 性 消粉比(×10*Pa) (×10-Pa)(t(mn)l网于理水风干要水

0.17～0.222,740 （1.1~2.目）×10- 35“驶密换状究整贪石福子 b.17～0.22端 2.7⋯ (1,1~2.5)×10岂12石大理岩 取密狭状有暴障及方鼎石脉
14* “33致密快状宏整 2,7 0.17～0-22条 带状 <1.1~2.S)×10

351学3大 延着 致青块状有观障及方解石脉
186~10政击续状宠整 0,25～0,82名AT中视 管 《-93～3.0)×105

告40 ，到协鲜 败音块状有衰障
0242.7 (0.7~2、0)×10茎 32数密块状有解菖嵩 兽2

节想及教象四长省



860 辜二篇 矿山岩石力学

囊2~1-57大治楼矿断层望度建放采用值表

建仪采用值
客置Y 鼻 横 EC(x10*Pa) （控） 垫事币体暑 性 甲储柏固及夹测种在

(×205Pa)
一苜“风干 '漫水风干着详

图 2.3。剑一 ;16~!8泥 重 (0.07～0.09)×10*

0.a5。大理岩 角哥夹洗 20～22i0-3 2-4 (0.07~0.9>×10s70

2.50.3 (0.S~0.7)×10*2618南 。0- j售 （0-07～0-0>×1032.3j15～17;。
0.22闪长岩 。 0-3 2.418～20 (0.07～0.09)×10!10角断夹混

2.5 (0.5～4.7)×105D-3 251o-1碎角

泰2-1-52大冶铁矿节理要度建议果期值表
建议采用盗

界 性 额 最 E”八”P 酪碍伟C (×10'Pa>若性 结构面及充填特征 (×10'Pa)
风干提水风干提水
16～2010p.3~0,50平直，含犯 0,3(0.7~>×10
s0～32|t~2 200.5平直、干净

大理岩 20~25。 12亏品！宁业绩尊。畸勒 0,3(0.7~1×105
 32~35250-3 1~2粗糙、于净
15~20、平直、含泥 0.3~0.5 0-34 网 上
z5~3a0.5 1~2平值、干净 色‘

四长岩 19～28。 120.3～0.5想糙、合混 日同 上
35～37251~20.5租糙、对净

8 14~18jp.3~0.5 ·3。平直、合泥 网上
25～281~20.5平血、干净 “’

触变四长者 14～i8“ 10p.3~0.5粗制、食混 雪网 上30201~20.5蜜制、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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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2-1-53大治赞矿弹性棋量及的栅比建说采阳值表

建议弹性模量尼卷 谱蒂因八体“地 质 特 证岩
(×10*Pa)

网长岩 -282x10药漱口才白“噬潍 -.- 宁出大 理 岩 “画入”包括顺层与悯层的大理料

1.5×105 0,2:硝 卡 着

0.32尖F1.等断层 0.7×10>岩体破碎带
0-271,58×105铁 矿 体

0.35（大理岩）
尖F，零 0-8×105断层等节理 ~ 022<闪长岩）

表2-1-54大治缺矿着意性计算遗用的岩体疆度着标袭

备C(×10'Pa) 八”： 一心自” 磷岩石名称

2,7405.0~10.0亚林肆
领层遵/如层理25~z1a～83 ,7大理省 1.5～2,0/.0～4.6

消。 36度石岩
0~0,3尖F， 乌’

2420党了 、1

表2-1-55大冶换矿刚虚系数煮采用懂表
造 议 果 用 德

岩 性 特 征 切向展度系数法向用度系数
K,《N/tm*)K。《N/em33

毒身渗婷，溶啉。言石搠子石 (0.1~e,8)×10*0.06×104
敢密块状有彩瞻及方麝石脉大 理 岩

域密块状。完整1 网上 《0.01~0.9)×10*
条带状大理岩 触磨块状有裂激及方解石脉

缴磨、缺状完整! 0.12×103 (0,04～0.1)×10*
中想教闪长眷 嫩密旋状，有裂脓

缴密块状，有隐节理; 阿上 (9.63～0,1》×10·能型风长 省 缴密块状有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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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2-1-56海南铁矿岩石力学指标表

更联若 谱圈拍 容

忠者 石 名 称 C o中 “竹 义一夕×1·Pa) ×106Pa) ×10Pa)
2.814-438'32'32遵解石进四石次岩 艺色”48*5s"18"

24*23"“？ 2.2.1 1.6*风化透痒石遗两石灰岩 30*38'34°,
鼎云母石灰片籍 2,231*31,9-4"1· ,5S8*42,41"21/

5 2.6您9"18"295·石蒸 错 49's0* “岭’ ，“
3。045-9° 2"17°57.486"30*予 32"51*白云发岩

2.21,5*s4* 1,z 24"2g'、“”平枝夹砂岩 30*38*
2.634" L42·2.14铜钻矿 1.5* 30*36'4 24*2B
2.630"36*a雪“”36~07'5,3 54*e 工人”’双遗化自云质灰岩

2.54e 39*12'砂岩夹千枚岩 吲 40°, 。30"*367a 24*2s'e“”2-14铁 矿 1.534°。
4.0艺吗：0.15铁 矿
2,2岩乙1or风化塌云母片岩

注。V一直接采用试酸指标;O一按片窘比例新算懂1
△一选用脊性相似值，职层采用填变指标。

表2-1-67永平铜矿岩石抗剪盟度试验晶标表
网国 息 螺果 题剪 断

名 称君 石 ◆")C(×10*Pa》C(×10*Pa) 一了

27"822.1砂卡者（节理圆）已威开

28":19片麻状福合辑（节理面未脏开>

2.6 z9*30罚 上

31*05'13.9上混合岩<节理面>

巴产， 30"25'下褐合劣<节理围>

33*303-6石英砂验（节理面）未脱开

岂色2,9石灰岩（指露）

34*3go0.05千收状页岩（服岩）

23*"51.3页着<愿牲） 。
273.4断屋混合着角碱浇〈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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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8行洛杭锦矿岩石剪切强度试验猫标豪

C tx 10*Pa)岩 名 称石

2.3B 33"22t风化麦质粉砂岩

变质粉砂辑 83*2S'3.3
2.95 33*48'变质鼎云母长石、石英沙岩

30"313.47光最长石有据砂岩

3.6 38*14班术花岗卷
3.22 28"38界移穆

（2）加荷器见图2-1-70和图2-1-71。加荷器应当是刚性的，在加荷系统中不允许
有球座和其蚀非附性构件。

（3）对测试系统，破坏荷载P的测读精度应达到±2??加载直径D的测读精度到±0.5

试肖。
国内目前生产的点黄载设备有成都地质学院试制的XD-2型点荷戟仪，长沙矿山研究

院设计的DH-1型点荷载仪等。
1.4.4.2试验方法
（1）对将要试验的岩石划分单元，每个单元的岩样应具有大致相同的强度，做为一组

岩样。试验时应优先选用岩心状试样。
〔2）径向试验，岩心试祥的长度与直径D之比应大于1.4。试验时加蓿器与试样 的 触

点与最近末端之间距离至少为0.7D（D为岩心直径），如图2-1-72。每一单元样品的
试验数目应大于10个，记录破坏荷载P与加戴直径D。

Pt

蒙摸 P

i=1.5D.

：
圆2·1-72 径向试验团2·1-71 加荷器图2-1-70 点荷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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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轴向试验，试样长度与直径之比为1.1±0.05。加压时触点应尽量掌近岩心 轴，
如图2-】-73。对每种试样数目应不少于10个。

（4）不规则块试验，要求试样的尺寸大致接近于50mm，最长和最短边长之比 为1.0
～1.4，如图2-1-74。对每种岩样至少试验20块。对试样加压至破坏、记录破坏荷戟P与
距离D。

图2-1-74 不规则块试验图2-1-73 轴向试验

<5）各向异性，如具有明显的层理、片理或具有其它明显各向异性表征的岩石进行试
验时，应沿最弱与最强两个方向进行。基于这两点要求，对轴向试验就不一定要求治岩心
轴测量。

1.4.4.3 点荷意的强度指数的计算
（1）计算点荷载的强度指数按式（2-1-50）

14。 (2-1-50)

式中 I——点荷载强度指数，KPAJ
P—试样破坏点荷载，kN;
D--加载直径，m。

（2）为了标准分类和其它强度换算，应将I，按标准直径50mm换算成标准强度指数I。
（50），这种修正可利用图2-1"75进行。

（3）可求一组试验的中值作为该组试验的代表值。
（4）在径向试验中，岩心直径D实际上是一个常数，可以首先求破坏荷载的中值，然

后计算与此荷戴相应的点荷截指，并进行尺寸修正。但在轴向和不规则块体试验中，首
先必须求得每次试验的指数以及对尺寸进行修正，然后计算这些已被修正过 的 结 果 的中
值。（5）各向异性试祥的强度指数Is<e）可以按垂直和平行于教而的强度指数之比 来 计
算，各向同性的Ie（su）的比值近于1。0，各向异性时比值>1。

1.4.4.4 点荷戴试验的应局
岩石的点荷载试验在采矿工程中的应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L。确定岩石的抗拉强度
岩石的抗拉强度与点荷载强度指数】。48。）之间的关系如式（2-1-51）;(2-1-51)a1=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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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系数，根据平松和冈的试验，对不规则形状的试样一般可采用 0.9或0.96。
岩石单轴抗拉强度经验公式，见表2-1-59。

I、450>

凸泻心橡架彬铺兽气检
0.8毯’ 弥’费’ 部’ 整’产多

暂心童径D.m

图2-1-75 尺寸修正曲线

豪2-1-59岩石单轴抗拉强度经准公式表

等验 公 式献出撑序 ：响
P01-0-9-R本·平松良毒1 D:“ 61=0,81x<5}创际粉石力学协金

a=0,961;(50)喜 昌商·国际上常用的

o,=1.,9z(PLS)‘， 威举地质添院

芘，表中∶D—-网加戴点用距
Jz（10）-—修正后的岩石点荷编强度棉败;
【PLS】—点荷就盈度。

2。确定岩石的抗压强度
著石的抗压强度。与点荷载强度指数I"。（st）之间的关系式如下。

(2-1-52)。心”“。了”
式中 C——扰压与抗拉的强度比，推荐C取24。

岩石单轴抗压强度经验公式，见表2-1-60。两种处理方法的试验缩 果。见表2-1
-51.



第二篇 旷山岩万为学866
表2-7-80者石单轴抗压强度经验公式表

序号 使 用 条 件提 出 者 障碍冷净飞“艺人台。

o、=167;D·V丹德烈豆 岩心直 径φ=25mm、
o.=23.71(30么 √=38mmE·有翔膏及T·A高兰克林

ar-24I,(s6)、 φ=5《mmZ·T别尼置夫斯基

g:=21F,30)。 φ= 42m双

6 。。蓝工？希=21.5血m
de=13I,(5a1售 “己南栏 石灰密，育云碧、角孤潜
台”，端”“量体叫Or=2Iat(50)？ 粉砂岩、新鲜静砂兴）.玄武岩】·R·L翼德 c=12l:<S0)

e=2I,<s01英围各地1000多个沉积岩试验F·P哈萨克
a:=22l,(39)， 10多种岩石试验H·希罗克
。。“蓝品义与。B·P博依10
e.-18I,tr)马 〔加〕边坡工程季册
de*al,c38)2 |D为主要参数或破杯厦飘为主要参置 或o.=i7.6（pLs3成都地质学院
oe"25I,+47,.7613 云期水力勘探霞计院
截自“工。。东北工学院了d 可∶=35，0十4137s0+0.022A疗对16个矿山，60多种粉石，2000多

长沙矿山研究膜 /AD>+4.46AP/AA)15 十试件的试验，以是深为主要参救

AP一平坤破坏荷载。△D一平均试件高度∶△h一压头提漾。 表2-1-61两种处理方发的试验缩鼎豪
成备热质学院PLS试验 （I>海系2）之比日本·平松良缘处肾石单教理度石 这件数量君 通方缺C1下' 不源能瓶方准（∶z >组号 (×1oSPa)

12081。象57-20o中一蒙风化龙岗四长 20直 2-2848、1149.6主岩" 白。 1479-281,8σr当 249积 736.3标鲜花岗闪长赛者 1475,3oe 0992,58S、7or20 1.7冒 650214712激风化花岗网长蜜料 自。 0-8058。客52.春“。 1,1728 584： 7739.8中风化亮岗风长脏岩 白” 9.78104.9861-4自。24 185978参 新鲜花岗网长症岩 1801.日。， 0-30117容9，5宣。25 “，同。 上 1039.1189.3d。 0.3出45.6自。 “审菌n 110-国上 1705.2Q.
伤∶卫*156。衰中1.d;一草输抗拉，Oe-单轴丝压

2平偿能箱∶6~0多1deKIn
点沿疸帧加藏时K≥18～19;
渔肠长轴加藏时K*8.7;

2.成都地酸学临∶a;*1.0zCPL9，
Ge=17.96(P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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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研究基岩风化带中的应用
从工程地质观点研究基岩风化带，所划分出的风化带均应有明确的强度概念。大量点

荷载试验表明，随着岩石风化程度的不同，点荷载强度指数也有明显的变化，而且这种变
化同其他一些常用鉴定岩石强度的标志相对应。如表2-1-62所示。

窦2-1-62花岗岩风化带的点剪墩试验抗纹强度

+煎寻 均 值 中    信
试验数量风化带分录 最小（×10'Pa）(×10*Pa) (×105Pa) 最大（xjp*Pa）

3025111911139-
1615)505038=
1.0326.05.634■
0.222.60.600.6312W
0.020.090.030.0912A

4.在测定岩石强度各向异性中的应用 V = 40-1.4 J5 0
对岩石的最强与最弱方向上分别进行点荷载 U = 64e - 4 SIA LELISOJ30

试验，两个方向上的点荷载强度中值之比称为

（1）四/剪））“强度各向异性指数”，以此可评价岩石各向异性
2程度，岩石若基本是各向同性的，则强度指数近于

1，反之该值增高。
5.在确定消岩速度方面的应用 1

凿岩速度与岩石点荷载强度指数的关系根据
姜荣超等人的试验如图2-1-76所示●。图中的
关系也可表示为 y

20(2-1-53)Ud=40-1.4I**0) Igso(MN/m
(2~1-54)或 Ud=44e-*****1∶（no）

图2-1-76  点荷载指数与雷岩速度的关系探讨I∶（2）与偿岩速度vd之间的关系，可以
遇过点荷载试验估算钻进速度，予估凿岩定额。

1.4.4.5 点背景试验成果报告
岩石的点荷载试验成果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样品的数量、位置、含水条件和贮存时间，描述试样中存在的弱面方位和牲质。
（2）记录试验的表格如表2-1-63。
（3）试验结果包括I。、I r（m）及I∶（ao）中值，并计算出强度各向异性指数。
（4）计算出岩石的抗拉强度、抗压强度以及根据试验目的所能得出的结论。
1.4.4.6  应用实例
富北大冶钢墙墩山矿陵边坡工程岩石点西载试验航果见表2-1-64，

●整单烟、金烟真，《不焦则岩排的点荷载试验及其空用》，长沙矿山哥究院，19*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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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荷 章 饭 验 记 要豪

争试牌编号_ 月采排地点___ 试验日期艺

康2-1-63-试 禅 编 号 ⋯岩 石 名 释
取 样 解 度 ，背 骤 方 向

自，
习辅戊寸 本 户占中 <cm>

e蒿 “。一加荷点距离 <cm》 。<Pa)岸喘端鲜 p'
一l 10形状聚敷

1点贺载国 比/D4述寸、
度 指 数

(Cd>匀。Si,抗拉蛋度 ls(30)。
善费、染林氛国Oe=G, 13oe度 Is(59)

读样锋蓝 试 验 的、 匀
15试 验 后

常’蝶尊国 多下

表2-1-84当心点菁蒙试鞋情况临合装●

岩石单轴 岩石单轴 二端出掺续曾将序 试样最量取毕深度 抗拉握度抗压盈度超 号 名岩 攀石
(×10'Pa)办 （个）入目” (×105Pa)(×]e'Pa)

凶 49！ PL-t 大 塑 岩1738～46
岗 1054 嵩？ PL-2 食节理裂隙大理岩3846

2019 73参市常蜱e PL一s! 1897,8～101.8
601642PL-4l 合节理委脉钠长班发97.8～101-8 断’“

16.25BO砂卡岩PL-5 225 150.1～155,s
1210 。PL-6 25 中一徽风化花岗网长班着售 180～190

专。 181629PL-7 18 中风化花岗风长验岩25S附返.大
83.173420PL一-8 新懈密岗闪长班岩269,9～24.2

58 ,165PL一9 27 中风化花岗四长班岩 句’96.7～312.6砷

180s 61·PL-10 !断鲜花岗闪长班将326~a《1 183D
①前晶有色冶金设计骄究略，"帽来山矿点荷蒙试验骤要中;1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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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软弱物料的物理力学性质

1，5.1土的主要力学性质

1.5.1.1 土的压缩
不同创土具有不同程度的孔隙体积，当一定的荷载作用于土上时，孔隙体积该小，产

生相应的压缩变形，土的压缩变形一般由压缩试
验中的压力与孔隙比来表示。当压力不大时，压
力与孔隙度之间呈近似的直线关系，如图2-1-

7717示。孔隙比与相应压力的比值称压缩系数。
高压缩性的土压缩系数大于0.05，低压缩性的
土压缩系数小于0.01，中压缩性的土介于其间， AP P
压缩系数为0.01～0.05。 P+SP

图 2～1-77  孔梁压缩曲线土的压缩模量是土的压缩应力与压缩应变的
比。

1.5.1.2土的底服
一些含有粘土矿物如蒙脱石、伊利石等软弱物料，遇水后发生膨胀，这是与时间有关

的物理化学效应，它对地表构筑物和地下的井巷工程等都会产生巨大的膨胀压力，使井巷
变形，甚至遭到破坏。

物料本身的影胀景可以在试验室中测量，可用环刀式膨胀测试仪测量原状 土的影 胀
量。用环刀切取原状土，在环刀上放上带孔的板，并用活塞加载，放在玻璃容器中，装好
传感器，向玻璃容器中加入蒸馏水，或使用自现场取回的地下水，土样在毛细管作用下吸
入水分并开始膨胀。传感器表盘的刻度指示出土样的膨胀度，直到停止膨胀时，记下表盘
的膨胀度，并立即把土样取出测量样品的含水湿度，就可计算出该含水量下试样的膨胀量
以及所需的膨胀时间。还应当进行软弱物料中遇水膨胀矿物含量的分析。

1.5.1.3土的抗剪强度
土的抗剪强度是有效正应力的两数，有效正应力等于总应力减去孔隙压力。

(2-1-55)总应力抗剪强度  a=c+otan中
(2~1-56)有效应力抗剪强度s/=c/+（J-x）tanφ

式中  s和s′————抗剪强度，Par
φ和φ1——内摩擦角，度
c和c/————粘纸力，Pap

u————孔隙压力，Pa。
增加正应力和施加剪应力都会引起孔隙压力的变化。剪应力所引起的变化可以是正

的，也可以是负的，孔隙压力可以由现场测定，或者是根据经验估计。有效应力参数的室
内测定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测定剪切过程中在土样内引起的空隙压力；另一种方法是
在排水条件下非常缓慢地施加剪切载荷。

总应力参数（c和+）用于孔腔水体积没有变化（即没有固结）的慈载条件，因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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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作抗剪测定时不允许进行排水。
典型的无帖结性土的应力-应变陷线、以字1 “

及在排水条件下试验的正常载荷、粘土和毅
带实的 固结粘土的应力-应变曲线、如图2-1-78所

”多充 示。假固线土的抗剪强质s大约是任何深“龄岁

距有效垂直应力的1/5到1/3。韶过峰位强度o 砂 。
之后，抗剪强度随着应变增加而隆低。在较大

5 “
应变时，抗剪强度降到常数值或接 近 常 数

4颈练 皆章 值。这时的抗剪强度实质上就是原有的摩擦
阻力，与此相应的是剩余摩擦角。对于粘土，二己六

剩会的
特别是高度超固结黏土和粘土页岩中开挖约。 。！范亚峰孝叶 边放和天然边坡来说。剩余抗剪强度是边坡

r\ 力学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s
1.5.1，4 承戴能力慢
基础传给下覆上层的载荷，不能等于或

翅过某一特定数值，否则辖础将因承载力过
彩余的 大而破坏，按承载能力计算的最大安全载荷，位移 有货正应力口

就等于极限承载能力除以适当的安全系数。遥结粘生
我们把导致土体破坏和横向变形，以及承载图2-1-78 土的典型的应力一应变
面急剧沉降的最大载荷称为极限承载能力。曲线和强度特性

对于给定的地基土，极限承载能力并不是常数，而与以下因素有关∶承戟面积的大小和形状、
承载面埋置深度、地下水情况及载荷施加方式等。承受垂直荷载的浅基础承载力，可按图
2~1-79及图中的公式计算。

势

勘
分，2R

橡
做费者 ？A 字
串一:201

1::

备 109器76060403020岩田●,

图2-1-79 浅基础的极限承载能力

性∶条形基础q。=CNc+yDNq+0.5yBNy，
矩形基购g.=Q/BL=cNc（1+0.3B/L）+pDNa+0.4BNy
胆形族础4=Q/R2■1.3cNe+yDNg+0.6yRNy。
或中∶qa一倾限承级力;C-粘结力∶y--土的容求;L一基糊长秘



第一章 岩石力学基础 87I

1.5.1.5 残余强度
大多数粘性土或无粘性土达到强度破坏标准后。如再继绒磨人变形。虽仍有强度。但

强度明显降低，最后稳定在某一数值。这个强度的终值称为残余强度。

目前残余强度的测定，有的用直剪仪进行反复剪切的方法，也有用环剪仪、十字板剪

力仪来作的。
残余强度词做为验算停止活动不久的滑动土体是否能保持平衡的指标。例如，生坡或

档土墙填土中已发生剪裂面，就不能再使用常规抗剪强度指标，而以采用残余强度为宜。
此处，强度较高并属坚硬或硬塑状态的粘土边坡，有时会在坡体某一局部范围内出观剪应力

超过常规试验峰值强度，而逐渐发展至使整个士坡产生滑动的"渐进性"破坏。所以如经试
验。发现坚硬粘土的残余强度比常规峰值强度低得多，且上坡中又可能存在局部剪应力超

过峰值强度的情况时，即使土坡尚未出现滑裂面，也应考虑用残余强度进行校核。
表 2-1-65是无粘性土在不同密实状态的内摩擦角数值，在无试验资料时可供参考选

用。

表2-1"65无粘 性 土 内摩 擦 角 表

9诉峰 值残余强度
上 的类 塑 。新仓（或松砂峰位盗度） 响

30～34"28～32"26～30*粉体（非塑性>

30~34" 32~36*26~30°述当辞，寻毕

岂了之 3~46 38～46级配良好的砂

35~42 40~～4832~36砾 砂

1，5.2 土的特性参数及实例

<1》南京栖霞山铅锌扩矿体上盘粒洲组地层中软质夹层发育，夹层多为钙质，泥质页岩及粘 土岩，
取样分析结柴如表2-1-66。

（2）各类土的物理力学参数，见表2-1-67~表2-1-71。

表2-1-66酒霞山断展派力学试验指标我●

多解天然孔隙比天批容重 礼弟响天然覆度 股限
土粒比重 。 w(%)vg/em) 患体颖”W(%)GB vgemsy

20.73460.887～、7701.51～1。81192～1.972.8s 23.9～27.2
压缩恢量 涡莓铢潜内眼癌角粘 结、力液性指最塑性撇数 E，（×1中a）iq α,3(×10Pa>今“C(×10*Pa)E
26~215.2 0.060~6.0850.2213.9 23～46,8

①北康帘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南凉栖须山船译矿岩石力学级告"，19B5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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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7不同成因粘性土的有关物理力学牲质指标

旗离谱末奉 函端号孔隙站 百康 擦为篇详滋兜孩桨哨瓣吐含水量液性挡级 妈
区土 类 E“”Wx(%)w\活）”西 k×10'Pa)长×∶。Pa）六占”刊国” 9(%)

25～40 2～3>oA~i-6>15D10～1815~25<0-80.6～0,9下强系粘性土 30～80
40～15015~3D| 10～455～2025～45 15~220.1~6.5一般相栏手 0.55～10 0~].t

20～75 7~156～4830～45心！总一 8~14o,7～1.2所近沉P粘生土 0.I~0.2:1.25～1,2

10~50沿海 4～1D
淤泥或游泥 20~-50 (~～1010~25>1.0 5~1130～85污君 35~7o ]0,5～D.15;1.0～2.3
质土 10～603～8白区

>17 5~100,3～0,350～16010～320~0.4 50～90台艺云费虹粘土 1.0~19

表2-1-68凡 种 土 的 滑 题 系 徽 表

土 类 渗遗系数K（em/s）诊澄系数K<cm/s）出 

喇暂 1,2×i10)～8.D×1-I<1.2× 10-*精 土
砂 0.0×10·5~2.4×1e"务1.×16-*～6.0×19*s亚 粘 土 。醋 Z.4x10~7～6.0×10*6.0×10~5～6,0×10-4轻亚结土

砂砾计 6.0x20-～18×]98.0×10*4～6-0×10~4黄

普 6.0×10~-～1.2×1·3仔
裘2-1-69土的平均锦理、力学性质舞振表

内聚力C限数 变形模量内骤然和帮天热含水量孔 隙比 重 (×10-Pa)WP E。类计 p(,(%) (×10`Pa)p-10-N/m29 一徽” 计算的标微的 。 48042022.0515～180.～0.5到 自 4&o告0-01·8519~220.5～0. 。自 330砂 381.9023~250-6～09.7 。 4B0400-932.0515～188.4～0.5中勿 0 490380.021.9519～220.6～0。8
33935砂 占己1.90239～260.6～0.t o

O S939宁富2.0515～186.9~0.5矿 。自 28割0.0“驾19~22了奸！子

叶 246G.02 32o1.90剧 23～256.6～0.7
艺30.05C,082-0515~180,5～,6。 0.03 120340061-9519～0.6～0.7

0-12 190280.041-900.7~3.8 23～35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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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石
内聚力C刺” 内璨擦独 交形谋主天期含水量孔 欧比 或容 (×.Pa》W P类土 粉”中。 i<-19-NimV一军、 (x10Pu)(%) gi")1计笋给嘴辞瓷一

“字电.192,.、 30寸它”J.5~180.A～b.5
48.07<9.4 2.9 281,9～22 0.450.5～0.6

深回禁州 102.8～25 0.020.051.950.6～9.7 俘’
2300-12 251,5～18 0-972,100.1~?15
160240.050.081.9~22 2.009.6～12、40,5~0.豆 130,031-95 0.0%2,3～250.6~0.7 色’

0、25 450240.422-10日 145～180.4~,5
288 210239-150,2112.5～15,40.5～5.6 19～22

0.73 221,95 1500.142 3～25售。6～）.7
“飞0-050.67一它 212.6~290.7~0.3

车岁 -“ 30229.350.591-9～22 2.登*n.5~?,
宁” 1621I-95 0.252.3~250,8-:-
0360.19 150201、9015-5～8.42,6～2D0.7~0.8

130“涵 0-03夕”3.0～340.8～0,9
计式 800-050.08 181-803.5～40.8~1,0

，冶 0 330中告宁园1.,952,8～250.6～0.7
190,251,90 190.3418、5～22.40.7～D.8 2.8～29

0-23 130180-281.853.0～3A0.8~0.9

0171,80 0.100.193.5～400.9～1,0
]1.90 Z80180.82 0、602.6～280.7～0.8

1 1600-41 0,301.85中！端3:0～340.8～0.9
传 乌 1101.75 0,250-383.5～业00.~].1

0.65 240161-85 0、9426.5~30.4口心；年0-6~0.国
土 1A00-35 150-471.753.5~400.g~I.1

注?1，平均比重妆;砂为名.65;轻亚粘土为2，70;亚粘土为2。71;粘上2.74。
2，粗动与中沙的E囊透用于不均系数Cu= 3时，当Co>S时应按 麦中所列 位减少2/3。Cu为中低催讨，

Eo值按内煞法确定。
3。对于地基橡定计算，采月沟毒棕角φ的计算值低于标准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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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0某些软质夹展的抗压强度及款化系教

抗压温度（0~PR）
要 注软 四 夹 层 名 称

刊畜 售当醛 软化系数

0-8]《25.8石 许 343.8
6950 夕品851.0库论凑

0.64粘上岩夹石法 130-0202,0
章 浇水10天215311 9.69出

0.37179 漫水28天311
311 谣祥当徉172 0.55

湿水50灭0.51160台

22.6 天然饱加状态的试验端果茅片道纱
450构强角磷. -m

0.4390207构透买若∶ 硅质的

0-4182203混质的

0,24窑148构造档土岩∶板岩状的
退水期舒悲土状的

0,8040O图蔬质粉砂措
0.51230450粉砂质页岩

200400 0.50粘土质页岩

397粉沙料，垂改层斑

s06平行层圆

105 0.61173熬土质粉砂岩
0.765876粉砂延粘土岩
0.513671粘 土 尝
0.525197,9份砂质帖土岩

51.7 0-31571粉砂团粘土符

让∶软所夹层较厚，且易制成试件的才箱进行抗压强度等试输。因此观有夹层的力学性质资料有很大的焉限性，超
各种条件下央层的抗剪 强度，原则上部可以 进行试验。

豪2-1-71某些软圆夹层的摩罐系粒表

账 腺 累 数f
出软 弱 夹 层 修

观 酱的室 内 的

泥化物及各类泥等;0.2180.21~0-25犯 化夹层
破碎夹泥及断层泥等;0.36~0-39 0.35~0.37破碎夹泥层
彼碎若层等0.d5～0.4680.4一.467一般夹层

1.5.3 工程设计对教质物料诚验项目的莫求
表2-1-72是某矿陡边坡工程岩石力学试验报告中有关软质物料的试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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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岩体的力学性质

本章所论述的岩体是指在一定工程范围内的自然地质体。它经历了漫长的自然历史过
程，经受了各种地质作用，并在地应力的长期作用下，在其内部保留了各种永久变形的形

象和各种各样的地质构造形迹，如褶皱、断层、节理、微裂隙等等，所以把岩体称之为多
裂隙岩体。1974年，L。Muller和L。Brolli即归纳了岩体力学在地质要素方面的 几项基本

规律。
（Ⅰ）确认岩体的力学性质是结构体力学而不是岩块的材料力学性质;
（2）岩体的强度是不同结合程度的多块体的残余强度;
〈3）岩体的变形特性更多的是取决于组成岩体的单个岩块的位移量，而不是取决于每

个岩块本身的变形;
（4 ）岩体的强度及变形取快于岩体的结构特征;
（5>岩体中结构面形态上的各向异性控制着岩体的各向异性。
在研究岩体力学性质时需要仔细考虑原岩应力的影响以及水的影响。水对改变岩体中

的物理状态和力学性质可能成为决定性因素。

1.6.1 老体结构面的特征及分类

岩体受结构面纵横切数，使岩体形成不同的结构。岩体中的结构面控制着岩 体的 变
形、破坏机制及力学法则。结构面的特性与其成因及其形成过程有密切关系，必须研究结
构面的地质成因，自 然特性，掌握结构面的地质特点，指导岩体力学的研究试验工作，这
是岩体力学特性研究的基础。

1.6，1.1 按成因分类
1.原生结构面
主要指在岩体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储构面，如岩浆岩体冷却收缩时形成的原生节瑾面、

流动构造面与早期岩体接触的各种接触面;沉积岩体内的层理面，不整合面;变质岩体内
的片理、片麻理构造面等。

除岩浆岩中的原生节理外，原生结构面一般多为非开裂式的，即结构面内存有大小不
苓的粘结力。

2.次生结构面
指在外营力作用下产生的风化袭隙面。多为张裂露，结构面不平旺，产状不规则，不

连续，延展性不大，-般发育不深。
3.构造结构面
它是在岩体形成后，地壳运动的过程中，在岩体内产生的各种破裂面，如断层面、铸

动面、节理面及劈理面等。
构造结构面是岩体内结构面的主要成分。它们彼此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故在野外工作

中，要根据构造形迹。鉴别出它的力学成因类型，形成期序和体系，做出分期配套，这对
掌握各组结构面在岩体内的空间分布及组合规律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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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2按力学性质分类
（1）张性续构面∶多粗糙，结构面伦咬合力大，摩擦系数高。
（2）剪性结构面;多平坦光滑，结构面的咬合力小，座擦系数小。
（3）压性结构面;常有较宽的破碎带及破碎影响带，结构面不完整，宽度很大，具散

体结构特征。
（4）破性结构面;未夹有充填物的。
（5）软弱结构面;夹有教弱物料充填物的。

1.6.1.3 按规模分类
岩体中的结构面，按其发育的规模及其力学效应，可划分为表2-1-73所示的V级I

类，其中Ⅰ、Ⅱ级属软弱结构面，Ⅱ，Ⅳ 及V级属硬性结构面。
上面划分的五级结构面在力学效应上是相差很大的。其中Ⅰ、】级结构面属软弱结构

面，是因为它的强瘦要比一般的节理面和岩体低的多，常低至1～2个数量级。以抗剪强度

表2-1-73结构面的分级及其特征表

辱纬容瓣书涡力 学 酮 性级序 力 学 数 应分 颇 依 茗

较火的断征（1）附软孵结构商;（1》形威岩体力学作用结构面延晨长，几公里至1 级 迎界 （2）杓成数立的力学模几十公里以上，黄通岩体，
型一软步夹层（ 2）岩体变形和武杯的破碎带宽达数米至数十来

控制条件∶
（3>构成独立的力学介

质单元
宁量园。记互属于软蚜结构可（1）形吸岁裂体边界;延展的规模与研究的岩碎【级 街动西{2）数制岩林变形部胶相近，被碎带比较窄，费患

坏方式，至效十米
（3）构次级应力场的

边界
夹泥的小断多数网裂性织相商，少数（1）参与块裂岩体切笛;延展长度短，从十儿米至Ⅱ级 松。开裂的结 N的限于教粥结而（2）划分【颜岩体结构见十来。无酸碎带，结构面
驯类型够依选;内7夹泥，有的具泥膜

（名>柳应次级应力场的

边界
渔。板性蝎约面（1>期分1级岩体结构延腰短。求带 动，不 夹B级 滤谆委型的标本旅缩泥，有的呈弱绪合软添
匹函<2）是者体力学党质，
次生聚蔡结构效应的基础;

（3）有的为次然葱力场
的边界

斗槲号宁硬性均面（1>料作内形成应力集结构面小，且连续性差V银 节理中s 的节理（2）岩杂力学性题讼构
汇到效应族贴
污试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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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岩块的内摩擦角常为40°～50°，粘结力c常为几个至几十个MPa，节理面的摩擦角常

为30°～35°，而软弱结构面的内摩擦角仅为10°～20°。在外力作用下，它量易形成滑动面，

成为岩体变形和破坏的控制面。豆、Ⅳ级结构面主要为干净的结构面。其抗剪强度远较软

弱结构面高，故属于硬性结构面。

结构面内软弱物质常见的成分为泥质、碎屑质和角砾三种，其中泥质的矿物成分及含
水量影响很大，如在低湿度压密状态下的断层泥，粘结力c值可达0.05～0.1MPa，摩擦角
φ值可达17°～20°。而浸水后，c值--般低至0.005～0.02MPa，φ角随所含矿物成分变化也
很大，如蚀变含水矿物可低至3～5°，以蒙脱石为主的粘土其的值可以低到接近于零。碎

屑及角砾物质的强度与其内含的粘土质数量关系很大，含泥质愈多，强度愈低。

1.6.2 岩体结构分类

岩体被不同结构面切割成不同形状的大小岩块，不同类型的结 构面和岩块在岩体内的
排列组合形式不同，其力学作用机理和力学性质差异很大。据此将岩体划分为不同类型的
岩体结构及其力学特征，如表2-1-74，表2-1-75。

囊2-1-74岩体结构分类及其工程地质特征表

主要络物岩体结 结构面发育棉况 第质 评 价料体地质类型 工释
体形 式构英型

节理为主 岩体在整体上颈度较高，变形特征上接近手均质性各向厚层沉积岩炭状柱状
块状结构 同捏∶体。作为坝扶及地下工程洞体兵有民好的工罂 地 质 条火成侵入岩火

件，在坝肩及边坡圣件殖也顾良好，俱要注意不列于告体珍山艺变质岩
定的平缓节理

菱形能形 节理比较发宵 将体在整体上强度仍高，但不连烤性较为显辆。在坝准隙火威侵入岩
有小断层销动带盘丐荪蓝芈批积变质岩 局部处瑾后仍不失为浇好地基，在边坡过战时易脉埔形式出

现，不极构威豆大带坡体在地下工现岩跨没不大，塌方事故

很少
碎块状 节理，断层及 岩体定繁性醚坏较大。强度浸断泌及软弱洁构而控制，并构造破坏强

碎裂转构烈发体 易型地下火作用影响，岩体稳定迷痰差。在坝宠要求对规摸斯层戏碎带 交
;叉，骋理发育 较大的断层进行处理、一般可微固绪源集，在边坡有时出现

较大的塌方，在胞下学坑开聚中易产生科方、话顶、要隶文
护紧眼。对永久性追下工私要水村粥

商考震四 岩体是层状，接近灼一的各向异性介洒。作 为 以高，屡尽理，片理节磺讨详过硅
剿，边坡及埋下洞体的岩体栓定与辑层产状关系宝切，一般理比镜发育犯积变烦岩层状绪构;
能立的软为稳定，西平级的较差，俩凹不同，也有很 大差
异，要结台工程，具体考虑，但这类登体在坝腐，坝基效坡

破坏事浓出观很多

辞块状民 王当。与堂，校强烈帮装 体完就性破坏较大，整体强度防低数雨结构侧发责，品
记岁书发 善 节理、断层、层 受盾下水不良作用助定性很指。不宜现作尚 涡融 土 坝。埙及敬碎的层长火彰染艹 岩体 耦、规府，或要3处烈，训岐设计角乾低，地下工迎施工中错功面发育

帘遇期方，永久哲工程要求加厚排砌

着江涝乌 岩体强度虚列透大成坏;接近松散介所，毯定性最差。在莞甙脓程舍。临滚破碎带
坝基及人工边坡上要作劲基处灭，在炮下工程进出口处也应屑状飘粒风化带及次生富风化驻碎带意体洁构

蠕 面 进行渣激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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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 1.6.3岩 体 分 类

岩体按工程地质条件及其稳定
性进行分类，其目的蕨是把经验系
统归纳使其定量化，以便于推广应

用，提高设计的可信程度。

国内外关于岩体的分类有多种

多样，影响比较大，在矿山工程中

便于应用的几种如下∶

1.6.3.1 Torzagh的岩体荷载

分类
1964年Terzaghi提出了一个6 缺！

！命 简单的围岩分类系统，是按巷道 支

架上的荷载值（如图 2-1-80），图 2-1-80 表示松石向隧道内移动及围岩上载荷传邀
对不同的岩体进行分类。他认为对方式的示意图
岩体种类的了解和对岩体中缺陷的

了解，后者可能更重要，所以他强调地质测绘工作。其分类见表2~1-76。
T9rzLghi老体载荷分粪表（造于来用拱形金属支架的隧道）馨道顶被

表2~1-76
堰蹀大等1.5（B+H1）③喘将于驻凌移度B岩石微荷的折算高度Hp

注必石载荷折实高度Hp 备妥 钟眷 石 (×0,3m>。 稽出现剥落改强裂，只需轻微微覆1.坚衰光整发石
轻型克护，主要是防止剥喜0～0.5B2.整硬的层状诫片状奢石②

蛾益可篮不规则地遥点度化0～0.25B3.节理中等发官的块状潜石
无侧压0.2B～0.35、B+H)4、中等破裂的换状岩石
锅压罹小或无训压<0,35~1。10)dB+H)5.混破乳的块状粉石
侧压较大，出于罐道底板渗水的软化作用，骼

“乙笑出己马飞5、完全破碎的。但化学上完好的 委连病的属部支护，或采用环形支娘醛批
愧压氰大，要求停撕文架。推教使尽环形支架(1.10～2.10)(B+E)7.挤压性料石（中寄派度）

(2·10～4.50)(B+H4)钻。济压牲岩石（深部）
要术用环形变架。在压力极大时，聚月可塑金最大为75m，与《B+H，）值9.够酸性岩石 支槊的大小无关

①此处假定偿道预板处于地下水位以下。着顶板长期处子地下水 位 以上，则 表 中 第 4～6项的Hp值可 降 低
50?? ②有些最常观的疸层备准顶增夹屋，未风化时，实际的岩并不比其他层状当石的质黄差。促总，页发一例形
常用以指坚固致密的黏土祝机物，丙这料粘土层尚未具备省石的性质。;在降盗中，这种所谓"页老"的脊石在性质上樊
以于梦压性岩石，或着萋呈昂胀性岩石。

蜘晨岩层系出一泉为水平的砂岩或石次岩岩层和石化不良的风岩层所组威，那么，在醋道滤工中会经常出现网相岩
石远频压缴、互返下孤等观象，再者。在所谓的"页登"与其他岩石的界面上。杭情力相当低;这登大大畸低了碱板之
上的岩石对其上厦教石的承数能力。子是，在这类岩层中，哀暂压力可能像块铁和碳裂的岩石中的压力一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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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 Stinj和Lauffer分类
Stini强调岩体中构遣缺陷的影响和应力的重要性，在隧碍挪进时要避免与陡倾 角 的

不连续面平行。
Terzaghi、Stini和Lauffer询注意到了隧道的稳定与进行支护时间的关系，在开挖后

能维持的不支护的稳定时闻和工作面与支护之间能保持的最火距离，即图2-1-81中的有
效跨度S。Lauffer认为，在一给定的有效跨度下，稳定时间与岩体特性有 关，如图2-1

·-82所示。

今房论沙 1

年芪一
毒一(a) 1.0;

.阎辅驿球 Q BpQE少0、1
10年100年1年职1月10分1小时1分 1关

地定时间{b1
图2~1-82 对于不同类级的岁体，有效跨度图2-!-81 Lauffer 关于有效

与稳定时间的关系A代表很好的痨展S定义
岩石，G代表很差的港石《a）滞后于工作面的支护;
（投La·nffer分獒》《b）紧靠工作面的支护

1.5.3.3 Doore的岩体质量指标（ PQD）
1964年Deere推荐了一种在金刚石钻进时统计岩体质叠指标（Rock Quality Desig~

nation>进行岩体分类的方法。RQD值的定义是;采用NX●钻头钻进，每 一回次 进尺
中，长度大于100mm的完整岩心段所占的百分比。统计时沿岩心中心量测，明显在钠进中产
生的裂隙不计，岩心直径小于NX者，连续完整岩心段长度应大于岩心直径的2倍。

Deere的按RQD值的岩体分类见表2-1-77。

聚2-1-77按RQD值的岩体分类裳
柬 廊 发 言情说若体 质最分锻RQD(%)

巨 大卖状最好的B0~100
好的 轻散裂隙状75～90

中等辗欧状中等 的50～管3
强烈裂映状联 的25~5i
剪切 破碎敏 整 的<25

语心X--钻头规称。符合加拿大金网亏结操协会标淮（C、1）、D、A）、受觅金佛石省心钻机荫边者协会标准<D、
C。D、M，A）、类国标雇协会标准（B、S、I）。岩心管规陷，NX、NWT，双錾管，约画0.71kg钻类 直轻;外径
75.31m四，内径64.7Imm，公冷0.19m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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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比岩心采取率能更好地反映岩石的完整情况，并且在进行岩心编录时能顺便

迅速面且方便地完成。因此很快就得到了推广应用。

从RQD值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以数字表示的岩体性质的定量指标。

图2-1~83表示修改后的Terzaghi岩体荷载指标与RQD值的近似关系。其中的相关

曲线只适用子钢结构支护的隧碱，它不适用于锚杆支护的骗室。

图2-1-84是Merritt为了推广RQD值的应用范围，直接用RQD值去估算隧确是否
需要支护和需要什么类型的支护。Merritt认为∶按图2-」-85确定支护时。在有粘土充

琅的节理裂隙或风化岩中不能饨用，因这类岩石强度虽低，但RQD值可 能 偏 高。还有节

理的方位与工程的关系它也反映不出来。

基g 好、-很步

合工。日许容起名旧锅三飞上比至位当
非 常

加皆柳的留拱支螺。
继支护的岩百有大位移

隧洁宽度（mbG 40top
不支护或局鄙绩闲

《u心y，泌肝福脑生活
立 基王菲福

（问距～谷×d.8a）

确
萄片灌

25F安棱于地下大附室
的作针f的服超方 .2

算占，凸

协！色矿却 载100 n 075 竹。50
随道宽度'9.3m岩石质量拖承 RQD??

图2-1-84 选释隧道支护系绕时图2-1-83 修改后的Terzughi鉴体载荷指标
RQD的庇用与RQD的近似突系

迁分 个时于; 年书创 2345 102345I0 2030 51020 十夕夕十20-o inr田

还 15mr60
很好岩石foe

出犁出书拜！（（u）新织d率坐
财裳石 8rm6m味态了 5m一般岩有 王 4m， f3m。差卷石艺 十am9060l纠

很差岩 十m， 5 20
J0.5m0.5l 10* 1051010 102

稳定时间（h）
(a)

图2-1-85 地下开挖体未支护跨度的稳定时间与Bie7iwsk
的CSIR告士力学分类之网的美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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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4 节理岩体的CSIR分类

南非CSIR●的Bieniauski认为，用-个简单的参数来表示复杂的岩体特征是不够的，
他提山按下列五个方面进行评分;

（1）完整岩块的强度∶Bieniawski采用Deere的完整岩块单轴抗压强度 分 类（见表
2~1-78，对于强度很低的岩石，点荷载指数可以做为原始物料强度值。

（2）岩体质量指标RQ且）。

（8>节理间距;此处节理-词包括所有的结构面、可以是节理、断层、层理和其它弱
面。见表2-1-79。

（4）节理状态;这个参数考虑了节理的开度、连续性、表面粗糙度、究填物情况等因
素。

表2-1-78Deere和Mitler关子完整岩石强度的分类表

单 轴 抗 压 强 ! 代 石 种 柔 学 例强 度 分 类 dg/em2） （MPa）《th/iz2)

白张、岩讼1~2510～250150～3500烈度银低
炒、粉砂岩、片岩260~500 25～593500~750强 度 低

器！莒 的岩、数岩、页岩7500～1500 500~～1000强度中等
100~200 大理岩、花陶岩，片麻岩跟谭品 1000～200年“占子名了如它子今
>20>2000 石英岩、粗玄岩、辉长肾、玄武岩塑度银产 >3000

表2-1-79Dsere关于节理间艇的分类表

分 组署 体节 理问 能间 钜 升 类
实裤岩体>3m狠 循疏
大换状岩体1~3m称截
块状颗隙岩体0.3～1m中等密集
破裂岩体50～3.jaI密 俱 被碎或粉碎秋岩体<50mm假器 集

（5）地下水状况∶考虑地下水流对开挖稳定性的影响，见表2-1-80A部分。
总评分值得出后再按表2-1-80的B部分进行节理方向修正评分值。按照所 得的总分

参照图2-1-84即可得到岩体的类别、无支护的距离和可以稳定的时间。
应用CSIR岩体工程分类的实例如下;
在花岗岩体中搁进一巷道，岩体分类是按下列步骤进行的，

评分值数值或说明分类参数 12150MP2<1））完整岩石强度 13709%（2）RQ心值
200.5（3）节理间距

CSiR是询非科学和工业研究费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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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理 岩 体 的 CSIR 分 类 表
表2-1-80A、分类参数及其评分值

田忽菲分 类 参 数 费
对强度较低的谷完 服进 1~2了 2~4.～8 体了邢唯独杭压强点加找塑度指标

训骂司 度试验“P
25～5010~200己 1~3。？坚S0一106>2DO 10～2s匀挡喀消甾译 “ 。；， ，张 分 值 15 1:

<2525～5050~7575～9393～10岩心欧景指标RCDt??e e功13详 分 值 2年 17
0.05～0,3o,3～L>3 <0.051～s讳岂置吕己”e

评 分 值 102530 5y
节理 可 菲 粗! 节理面光滑或含厚度>5mm的节理瓦 科粗节法 而很 丑

·凝，节 匮不 先恤，宽滚<1mm |触，宽度<1mm合厚皮<5mm款弱夹层，开口宽度
节理条件 然，节理宽度为节理面滑有坚硬节现面岩石软弱;的软弱夹层。节卜5mm，节建连候

理开口宽度1～5，学，节理网岩6
mm，节理江续期硬 ，12课分 位 20 028

每10m长的隧
>12525～125<25啦而 水 量 。

d/min) 黎 矿鲜 ·
节理永压考叶旨彭 o 0,0~0.2地下各 >0,60.2～0、55 最天系设方 读或一或- 六军

只有湿气
中等水乐 水的户烟严重完金平燥总条件 （有裂腺水）!

回了10评 分 位

B、按节理方向赫正评分值
非常不和不 利触利墨浆有鸭 有节理 走 向 和 倾 内

-10 -12自 ~5道唑 “
A “ -15 -25日地评 分 位

-25 -60要 -50边 -50

C、按总评分值确定的岩体级别

40~2 <20各！“60-810～81评 分 值 ， ”- rw分 类 级

非常 盗体差岩体一般岩萨灯尝体非活好的浴体质 量 斯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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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岩体分类级别的含义

B 。”一 直分 类 级 别 i
5m度10年 3m跨度）星期4m跨度6个门乎均稳定时间 0.5m降度10分钟1，$m跨度6小时

岩体内粘翼力 <18910D～150150~239200-300？皆号“一怀
岩体的峰擦角 <3030～8535～40>45 40～45（度>

20（4）节理状态 节理面稍粗糙、宽度<1mm
节理面两侧岩石坚硬

中等水压 “（5）地下水状态
总分 69

再按节理方向修正总评分，起控制作用的主节理组走向与巷道轴线垂直，倾 角30°，
与掘进方向相反。从表2-1-81查出，"不利"的再从表2-1-80B部分查出 修 正 的评分
值为-10，最终的岩体总评分值为59分。按图2-1-85属】类上限为一般偏好的 岩体。给
出了在这种岩体中掘进3 m跨度的巷道不支护的稳定时间为一个月左右。

表2-1-81节理走问和倾角对雕道开挖的影响表

惊 角走向委直于畅道镇魏 走向乎行于腿道轴酸
它？艺”反 倾 问 幅 进沿 馈 向 提 进

南善，惬 角。 不能什么建向瀛谨 领 常。颅 角倾 角 20*～45*45*~90°208～45*20*～45° 45°～9045*～90*

泉 不 利非常不州不 剩般 一有 利非常有利

1.8.3.5 NG! 隧道质量瘤标
挪藏岩土工程研究所（Noruegain Geofechmical imsiwte）的Barton等人，总结

了大量的隧道开挖历史资料，提出了一个确定隧碱质量指标Q的数学表达式∶
？峪：豁RQD (2-1-57)Q=Jn

式中 QD-一岩体质量指标;
J-—节理组数;
Jr-节理粗糙度系数，
J a---节理蚀变影响系数;
 w—-节理水折减系数，
SRF——应力折减系数。

上述各项指标的选取方法参见表2-1-82。
为了把隧道质量指标Q与开挖体的性态和支护要求联系超来，Bartom等又规定了一个

附加参数，称为开挖体的当量尺寸De，这个参数是将开挖体的跨度、直径或侧邦 高度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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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82NGI雕道质量推标中每种参数的拌烟分弊表

备岸蜗 注项目及其详细分类

RQD1洛石质量指标
1.在实调或报告中，若RQD≤10(%)

④~25 （包插D>时。则Q名义上取10A.很差
B.登 2，RGD隔5选取就足够糊确，制氟25～50
C.一般 取100、5、90⋯⋯等50→75

D.好 75~900
90~?00时搐

JR2.节展组数
1.对于卷懂交备口，取（3.0×J）0.5～1.0A，整体性着体，言少量节斑域不含节理 。 2.对于卷道入日处。取（2。电×J■）B.一超节骤

C。一组节理得加些素乱的审意

D.两组节理
F。W组节遍再加些素温的节巢
F，三组节理

$G，三均节观厚如参蜜乱的节理

只，四组戚四组以上的节理，随机分布特则发育15
的节翘，骨体被分成"方籍》块，等等

20.粉绊状尝石，混状物

中3。节理朝键烹
.节理型完全接触
b，节理画在剪切榆动10cm以前是糕触的

A.不莲续的节理
1客有关的节现组平均闵距大于拳B.组箱或不规则的放状节理
3来，J，按左行敷值再加2.0。C.光滑的放状节理

2。对于具衣就理且带律燕的平面1.3D。帝擦 熹而的被状节通
软节理，若线理指向最小翼度1.3E。虹检取不规则的平面状节理
方问，则而取Jr■0.5。1.0P.光滑的孚面状节逐

0.5G。带整瘦面的平面状节速
c。剪切惯动时岩打不续脸

H，节遵中含有尼够厚的粘土矿物。足以阻止

节理壁接触 1-0

J.节理含砂、砾石取岩粉夹层，其厚度层以
1.0阻止节理型接触

Ja ◆，<近似值）4。书理城变影响因素
a.节理完全闭合

1.如黑存在蚀变产物，则独余崖擦A。节理壁紧密接触，玺硬、无教化、充填D，75
角φr可作为助变产物的矿的 华物不透水
性质的一种近似标准0《25°～35"》1.0B.节理壁无域变，表面只有污染物

《25"～36*2。C，节理壁轻度地获。不含软矿制赛篮
层，砂教和无粘土的解体岩石等

(20°～25")3.0D.含有粉砂质或砂质粘土看叠层和少
量粘土饱粒（李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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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
备 注数 值项目及其详组分典

首 令
(8"~162)E。合有教死或摩辣为作的粘土矿党覆蕴层。 4.0

集高岭土和云峙。它可以是晕德石、滑石

和石最等。以及少量的膨胀性帖土（不连

签创孤曾原，厚度≤1～2mm）。

b。节夏壁在剪切懒动10cm前是接触的。

(25*~3"4·0F。含砂粒和无粘土的绑体岩石等

(16°～24")G.含有高度超国堵的。非软化的粘土质矿物 6.0
充填物（连燕的厚度小于5mm）

(12"~16*)H.含有中等（戴轻度）固焙的歉化的粘土零 8.0

物究填物<连续的厚度小于5mm ）

】.含廖胀性悲土充属物，如蒙脱石（族续的，8.～12-0（6"~12*）
以度小于5中组>，Js值取决于膨胀性粘土

颗粒断占的百分数以及含水量

c.剪切帕动时节理望不簇触

K。含存票体岩石或提粉以及贴土的夹层（见8.0一

关于站土袭件的第G、H和】款）

L同上 回占
(6°~24)B.D～12,0M。同上

N.由粉砂质和砂质粘土和少量粘土微粒 S.0

（非软化的>肯成的夹层

Q.含有厚面连续的精土夹湛（见关于粘土 10，0～13。0
条件的第G，H和J款）

(6°~2)P-同上
13.0~20.0R-网上 “ 水压力的近似僵5.节理水折减系数

(10'Pa)
1，C~F敢的影饱均为粗略怙计<1.0I.0A.雄波干燥或只有根少量的渗水，即局
值，如采取败千着施，Jw可部迫区渗流量小于51/min
取大一些1.0~2,50.5GB.中等流量或中等压力。偶尔发生节理

2。由销冰引起的特殊同题本表充填物彼种刷现象
没有考虑。2.5~10.00.5C。节理无充螺物，岩石坚圆，腹量大或

水压高
2.5～10.0出 0，33D.流量大域水压离，大量充填制均皱冲出
>100,2~0.1E.爆破时，流量特大或压力特离，但随时

网增长而减讲。 >100.1~0.05F.持续不意减的特大流量。或等高水压

6，殷力折派因素
SRF 1.如果有关的剪切带仅影响到开挖体，a.粘病区穿切开挖体，当隧道掘进时

而不与之交复，则SRF值棋少25～50??歼挖体可掌引起岩体松助
A，含粘土或化学分舞的岩石的软弱区多处 10.0

出现，酒岩十分松散（滚没不限>

B.含粘土或化学分解的岩石的单一软别 区 5.0
（开挖深度<50m）

2.5C.含粘土或化学分解的岩石的单一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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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备 洼弹曾项目及其详细分类

每区<隧道深度>50m）
DB，岩石坚网不含粘土包多处出班剪切费， 7.6

翻拉松改《源度不展）

E-不含粘士的整固岩石中的单一剪切带 5，0

（开挖深江<60m > 2，对于各向应力敖别整大的原岩应

力编（若已测限的话>，当5≤0;/F，不含粘土的墅国岩石中草一剪切带2.5

开挖深度>60m） o ≤1D时 0e减为0.思Jreu算为

0.8当a1/a1>10时，d减为G.含松就的张开节理，节理很发育或偏 （5.0
0.66c;de属为0.60u这属，GC'为制'炔（深瘦不限）
表示单轴抗压 盈度，而④表示抗dc/a1 oy/o1 SRFb.妊固岩石，岩石应力问题
拉盟度（点载试验）a1和a∶分别H.低应力，接近殖表 >>200 >132.5
为最大和疑小主应为、中等度力 200～10 13～0.66 1,0

10~5 0.66~0.33 0.5～2K。离巴力，岩体结构孝常紧癖<一般有

料于豫定性，但对调帮稳定性可能不

利）
5～2.5 0.38～0.16 5-1L，轻微省慢（整华岩石）

<2.6 <0.1 10～20M.严量岩课（整体岩石）

SRF 3.可以找到儿个下地深度小于跨度c.获压性岩石，在得高的应力影响下
的实例记录。对于这种情况∶重不堡醒岩石的塑性滤物

5-~10 议将SRF从2.5增至5（见H款>N.挤压性衡羽的岩石压力

10～20O.挤压性银大的岩石压力

4。影脉选发石，化学龙胀新性 政决于

永的存在与否
5~10P.彰脉性微病的岩石丘力

10~20R.膨脉性很大的岩石压力

使用本表的补充说明
在估真岩体质量（Q）的过程中，隙薯照表内备注栏的说明以外，尚须蓬守下列规则。

1。刘果无融得到髓孔岩心。别RQD你可由单位体积的节理数光货算，在单位体职中。对每组节原按每米医度计露其

节理败，然君租加。对于不含钻土的岩体，可用帽单的关系式将节理敏换算皮RQD仿。如下，
RQD=115-3.3J（近料值）

式中，Jv表示每m'的节撞总数。
当!v<4.5，取RQD=100

2.代表节理组致的急意Jn需常爱叶现、片理、板为聘理政层理等的警响。加集达澳平行的'节理'很发育、显然
可携之为一个节理墩，但如巢明显可见的'节理'很稀碱，或者岩态中由于这些"节理*善尔出理个别断遫，则在计算

Jaa时，视它们为"蛋乱的节理"（或"幢机节理"）似乎更为合鸡。
3.代表杭剪强度的参数Jr和】a应与始定区献中量软孵的主要节理 组或帖土充填的不联续固联嘉起来。但是， 如某这

典J/值歌小的节理组或不连续面的方位对烈定性是有利的。这时，方位比较不裂的解二興节孤或不连横画有时
可能更为重要，在这种管况下，计算Q德时要用后者的按大的（】t/）值。套实上，（Ir/a>值应当与量可盖
赏先破坏的岩圈有关。

4.当岩体含精土时，必策计算出运用于松蒙皱葡的因数SRF。在这种情况下，宪整当石的握度并不重要。但差，如
基节息很少，又完拿不合特土。麝搬整省石的是度可能变成最颗的环节，这时孢定性完会取决于《着体应力/料
体骤度）之比。各向应力整则粒大的应力场对于验定性是不利的贸素。这种应力摘已在表中孵2咸关于应为折痛
因数的备注栏中作了额略考宠。

5.如票规实的或持来的测场条并均搜岩体处于水饱和状态。则完蹙脊石的抗压和扰控叠度（de和a;>应在水饱箱状
态下港行测定。着岩体受德或在水德和层图行变坏∶则估计这规教体的罚度时度当票鸟条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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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谓的开挖支护比ESR而得的，即;

De =开挖体的跨度、直径或高度（M）
开挖体的支护比（ESR>

开挖体支护比与开挖体的用途和它所允许的不稳定程度有关。对 于 ESR，Barton建

议采用下列A，B，C、D、E五类，如表2-Ⅰ~83。
隧道质量指标Q与开挖体不支护而能保持稳定的当量尺寸De之间的关 系 如 图2-1-

85
表2-1-83ESR 值表

ESR程 类 锅开挖 工

3～5A，粒时性矿山卷道

1.6B.永久性矿山老道，水电站引漏况〈不包括商水头通刑）、大型开挖体的导温、平
巷和风卷

1.3C，地下储藏室，地下污水处理工厂、次要公痰及侬据勉道。消浓室、隔道联络道， 10D-地下电站、主要公路及犊师隙道、民防设施，滥道入口及交叉点
0.8E-地下核电站、第快车结、地下迟动场和公共设施、以及地下房

极芜异常接 很差 差般 好。假研 电极好
管口 100g

才 甸
要求支护L,

博生集暴

物结“器宁边钢
端瑞斜蓝

0.5

0.I
50 10D:6 5000050.的ld，050.1 10

隧道恢量指标Q-20、括是
图2-1-86 不支护的通下开轻体最大当盈尺寸D0与

NGI隧道质量指标Q之间的关系

NGI隧道质量指标的应用实例
兹研究一勉下破碎机结，该站建于某铅锌矿体底盘的石灰岩中，现求其最大不支护跨度。按下列步

蒙进行分析∶ 数值基本情况分卖项目 RQD=80%好（1）岩石质量
“日‘两组（2）节理纽撒 Jr= 3粗糙（3）节理粗糙度 Ja= 4粘土质充填物（4》节理蚀 、情况 Jw =0.33流量大（5）节理水 SRF=1.0中等（8）应力折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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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随隧道围誉分樊衰 表2-1-84

国岩主要工餐地质条件 腾岩开挖后的 单就隧道衬朗类型
奕别 支撑类型及问题

稳 定 状 态 及土要物造尺寸馅构完鳖状态主要工担地质特征

围岩稳定，无 一般不誉支护1，不衬砌。不断护被切帮呈目块硬岩（Rb>600=105Pa）
遭拳。到离详件状整体他构 2-喷水园砂浆防护，受地质构造影响轻撒，节

岩是 3，喷报颜土衬璃理不发育段销发育，无饮身
辑闻（或夹层）;层状岩

屡为厚层，层间培含良好

部分式推或锚杆支 .1.喷射温强土衬砌长时间会出观被切割是大块硬 岩（Rb>300×105

护状砌体结构 对整小坍词，能 或懂杆喷混凝 土 衬Pa，下同）;受越质构造影
离，唾稳定。层所结峭较置，节理驶发育，有

2。撰顶厚20～30c m合姜的孚组岩展少量软飘面（或夹层）和

的率衬物，直墙式或顶板易奶高贯遍张开裂贩，但其产状” 花让墙衬碗及组合关系不致产生滑动

和偏压;层状岩层为中晨

或厚层，层间结合一般，
很少有分离现象∶煎为硬

岩调夹软岩
雷支撑。支推间距换郁无支撑时 1，携夏 解30～ 40被切 割 是 块硬岩∶受地质构或影响

t.0～1.2m，能开将〔石）碎（石>可产生小务烟， cm直墙式或 花 边墙严重，节观发窝，有理状
衬潮; ■不文撑的距窝不大状课觉结构 堂倍端米静铅、软明面《或夹层》，但其产

于5~10mm爆破震动过大易 2.括顶厚30～40软及组合关属尚不敷产生

会教坝窝呈大块 cα 的大扶膦薄 边墙滑动;层状署层为薄层状砌体结构 （20～25cm）衬飘;或中层，层间萄合慧，多有

3.谱杆质慨凝土针分离现象、或为理岩得夹
下 幽敢岩1层软暑（Rb=30-

300×105Pa，下同）受
地度构造影响较重，节理
较发育∶层状岩展 为谋
层，中层或厚层、层同相
埔合一般

雷支撑，支推问距拱部无支撑时 拱 顶 再40～50cm被切割呈碎石恢岩∶受地质构造影阶
0.8～1.0m，支 撑离紧可产生较大的坍状压碎站构 的蓝墙式或曲癞式衬很严贩，节理很发育;层
殿开挖面塌，侧壁有时失 稍（用先拱自培法施状软别面（或夹层）已基

去稳定 工时，拱脚可适当加本被破坏
厚，以防止下沉），被切 割虽 块软岩∶畏地质抑独影席 必要时设抑拱（石）降〈石）严重，节理 发育，或R

状锡嵌缩构<50×10'Pa物
1、2呈大块状1.路具压密或成岩作用

压密结按步的粘性土及矿性土;
3生巨缺状整2.老黄土;

体蠕构。3、一般泥质胶酸的碎、
4星堆石状松帘有土

散结狗4.大块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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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圈岩主要工程堆质条件 单线隧道衬砌类型圆岩开挖后的
支撑类型受筒距类拟

及主要购造尺寸主要工程地质特征 银定状态纳利完整状态

需加强支撑，支撑围岩呈角（砾） 拱顶厚50～60cm石质围岩位于挤压强然 图岩高坍塌。
的曲墙撑伸拱温凝土那（石）松歌皱的斯裂带内，要你杂舌。 圆距0.8~D.8m，并处理不当会出现

大坍塌，侧墨短 用你板立护，必要时呈石炙土疲土夹石状 村镇构
随松随支常小妤唱，浅堙非物性土呈松一般舞四纪成因的希性~ 时易出现地裂下散姑构，粘性土土又非粘性土（包括一般

沉<陷）或坍至及新黄土呈松软辩，卵、幕石土）及新黄
地哀出 邮构

赛卷木支撑或圆距阳岩呈泥沙角 围岩极易坍塌 1.拱顶 厚50～60不质圆岩，位于挤乐极
变形，有水时土砾状微软结构 cm，拼伸拱的刚性 0.6～0.8m的金属支蛋裂的断裂 槽 内，呈 角
砂带与水一齐酒 牌（可用作漏凝土衬砾、砂、泥松软体 骨架滤凝土衬砌或卵

确骨架），必要时先能纸尿土曲墙衬砌。山，密埋时易坍粘性土瓜局露软塑状粘性上及炮和的
护后挖2.拱 顶 厚 60～70至地表变的松软结构。粉细砂等 cm的鱼墙带仰拱的砂性土屈星易策 *****化的松散姑构 !

注，1.层状岩层的厚度划分∶①厚层，大于0.5m；②中层10.1—0，5m；③薄层，小于0.10m。
2.如遇地下水； 亦冒， Y类固增中， 因影响不大， 可不考虑降氢。在智类偶岩中要琵琶 但工、国类
围岩中可宣当降低1～2级。

故得
Q=80×12×9.33-5

从图2-1-85查出，在这种岩体中，不支护的开挖体最大当量尺寸De为4m，矿山永久性巷道的支
护比ESR为1.6，因此，该破碎机硐室不支护的最大跨色等子，ESR×De=1.6×4=6.4m。

1.6.3.8 铁路隧硐圈岩分类
1972年铁道部门从岩体结构观点提出的铁路隧道围岩分类如表2-1-84。
1.6.3.7  按声波速度分类
（1）日本按声波速度的隧道围岩分类见表2-1-85。
（2）岩质分级A～F见表2-1-86。

1.6.4  岩体变形及强度的试验 /

岩体的变形实际上包括结构体（岩块）本身的变形、结构体的位移和结构面的闭合。
Bieviaushi在有关岩体变形特性的著作中提出了岩体分类的进一步应用。他研究了变形
模量的许多现场测量结果，并用CSIR法对做过实测的岩体进行了分类。图2-1-87是根
据Bieriaushi提供的资料绘制的，它对选择原位岩体变形模量具有指导意义。变形模量
对地下开挖体周围应力分布和位移量的数值计算法是不可少的。

岩块力学性质的测定多是在实验室内进行的。由于岩块的力学性质不能代表现场原位
的岩体力学特性，因而现场原位大试体的力学试验就较为全面反映了岩体力学的全貌。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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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2-1~85按声波德度能道围岩分类袭

岩 质 良好分类 备 注c 回D” 程次。 今- 74.274.8>50 好 ①开挖面有澜水e 4.2～3.54.8～4.25.0~4,4 时，分类要降下一
跌。

如 72、6 中4.8~4.24,6～4,0 3.8一3.24.4～3.8 ②影康性者石的， 2-8～2,044~3-84,2～3,6 3.4～2.840~3,4 要特球考虑 其v<
4.0d>0.3n 1.8～1,22·2～1.68.0～2,43,6～8.03，8一3.2 4.0~3。4 ③对风化发层o

自 1.4～D,8<2.6 <1.8<3:2 <0.3时分类要提。<3,4 <3、6
高】～2皱， <1.0

1～7 系按图错望度分类的大小顺序播列。2，表中数值指声渡建腔（km/6>。注。1.

表2-1-86省 质 分 最 表

岩 质 称名石嵌

①古生层，中生层，熟板脊。砂君，砾石，瘫石，灰脊，螺龈滤茨岩
②辞成料;延岩，花岗瘫岩。分岩，懈绿特，程碱岩睁

A 司半深成料，玩岩，花岗斑岩，分将。辉绿岩，蛇铰岩等
④火出岩的一部分t玄武发，中生代的清纹署等

⑤变质岩1绪晶片岩，千枚者，片泉棠，页岩等

日 ①解理是著的变质着 ②压福发达的古生层。中生层

①中生层的一部分（页岩、砂岩、角睡瓶次料等）
②火山岩（谎纹岩、安山岩）

卤古第三起层的一部分（登倾岩、硅化涉岩火山真岩，凝灰岩）

D 古第三纪～新第三纪层，泥岩，页岩，砂岩，砂砾岩，凝灰常，筛砾饿灰灰者，凝灰蜡岩等

鸟 新常三配胜～拱取层;现岩，粉誉岩，砂岩，砂联岩，额灰岩。台地崖倘，火山吸出物等

日 洪积层～神积层，粘土。淞混砂，砂砾，火业喷由物，护母，锥形堆积物，监维，台地
NGI 分类
互 F 异常好很女极好】一般喘

46 10oel 100401.0 10咳
肿

（BdD）福勤钻源景圳
品
区

●

R
14- 合
G 司构 10彩‘喜40 汐

最好一服 似
CSTR分类

图2-41-87 现杨实测的岩体变形模量与岩体分类之同的关系（根据Bieniawski的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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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岩石力学试验所不及的。但原位大试件的制备，试验设备仪器的安装等，往往要耗费

大量的资金。由于工程复杂，试验费用高，所以就不可能进行大量的试验，因此，又产生
了一个试样的代表性问题。所以在实践中，岩体原位大型力学试验只宜用于重点工程，很

难普遇推广。
T。6.4.1 骤位岩体变形试验

岩体原位的变形试验，主要是确定岩体的应力-应变关系，这是设计人员 所 关心的岩
体基本性质之一。

方法是在选定的岩体表面上施加一定的静荷数，并测定每级荷载作用下所 产 生的变
形，确定岩体的应力-应变关系。因岩体含有结构面，故具有非线性的特征， 但在变形试
验的结果分析中，一般都以弹性理论为基础。通常使用平板载荷法，所使用的设施按图2
-1-88布置。垫板面积一般为2000cm2《圆形垫板直径为50cm，厚度为6cm，用 油压千
斤顶施加荷载。岩体在外力截载作用下，所发生的变形（垂直位移）通过千分表测定。可
将试件看作是半无限弹性体，它的表面受垂直均布荷载，根据Boussniesq解，它的弹性
模量E。可按式（ 2~1-58）计算，

之臂气评

例育。等 y
，

I5 2
缸

50

(5)(a》犷长茶淤纾 8加*

图2～1~89 剪切试验图2-1-88 刚性垫板法设施
（a）剪切试验设施;（6）剪团试验篮力图1——照板，2——传力柱;3-—千斤顶，

I一液压，干后顶;2一佣垫板4-一承压板;5———测量者

( 2-1-58)E。= mPL1，μ4）√Ai。
式中 E。—岩体变形（弹性）模量，×10*Pay

A-——受荷表面面积，cm';
P-——垂直荷载总量，kg;
μ—-泊松比，
m——裂荷表面形状系数，当垫板为圆形时等于0.96，为矩形长宽比1+1 2 时 等于

0.92;
W。---受荷面积的平均位移量，cm。
当垫板直径为D（通常要求D≥500mm）时，荆公式（2-1-58）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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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密窑文下E。= - (2-1-59)W。
式中 q—均布荷载，×10*Pa。

在试验中g是根据工程条件所给定的范围并分成几级，对于各级荷载要同时得到加荷
和卸荷时荷载与相应位移的关系，并点在图上。整理时通常要给出各级荷载下的切线弹性
模量、割线弹性模量和变形模量。

1。6.4.2 岩体犹前强度试验
在现场做岩体的抗剪强度测定，首先在巷道中切割岩体，制成一个只有底部与岩体相

连的抗剪试件。试件底面积为0，5～1.0m3。采用千斤顶加压，其设 施 如 图2-1-89a所

示。侧面的倾斜干斤顶，是对试件施加作用于预想剪切破裂面上的推力， 如图2-1-896。

采用倾斜推力的原因是尽量使其通过试件底部中心，以减少力矩的产生，使其更接近于纯

剪切破坏。
根据发生剪切破坏时，施加于试件的荷载P，剪切破裂面积AB，求出试 件被裂时作

用在AB面积上的剪应力;

(2-I-60)“。灼A
AB面上的正应力∶

N+Psin15° ((2-1-61)。？低 o ·A

式中 r——作用于剪切面上的剪应力，Pa;
图2~1-90 现场销构面抗剪试验σ—一作用于剪切商上的正应力，Pa;

（a）千斤属诰∶（6）瓜力枕热∶
P?——作用于试体上的斜向荷重，N; t—剪切力;g一-正压力
!V ——作用于试体上的到直荷重，N;
A—--剪切面积，cm'。

按个数一组岩质相同的试件破裂时获得的剪应力r和正应力σ值，便 可 在σ-π平面座标
上画出岩体的强度曲线，用式（ 2-1-62）表达;

(2-1-62)r=C+ σtP
1.6.4、3 现场结构面的费切试验
现场结构面的原位剪切试验，目的在于确定软弱结构面的抗剪强度。岩体的变形破坏，

一般受结构面的控制，结构面的抗剪强度，是决定岩体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对一些大、中
型重要工程可进行现场软弱结构面抗剪试验。主要用千斤顶或压力枕，大多用千厅顶，如
图2-1-90（a）。因千斤顶有较大推进行程，且易于联动，所以不仅能适应于 软 弱 结
构面或岩层面变形较大的特点，而且可以做尺寸较大的试验。对一些倾角较陡（30°～60°}
的小断层错动面，软弱夹层、节理、层面等则用压力枕 更 方 便，如 图2-1-90（b）。
此法的缺点是推进行程小。国内一些工程现场岩体和结构面的抗剪试验见表 2-1-87和2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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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岩体三轴力学试验

地下工程的受力状态主要是三维的，所以三轴力学试验非常重要。但由于现场原位大.

型三轴力学试验在技术上很复杂，只在非常必要时才进行。

现场岩体三轴力学试验的常规方法，是使用压力枕加围压荷载，用千斤 顶 加 轴 向荷

载，试验装置如图2-1-91所示。
根据围压情况，可分为等围压三轴试验〈σ;=αa）和真三轴试验（σ;>a;中σs）。近年

来的研究表明，第二主应力在岩体强度中起重要作用，在多节理的岩体中龙 其 重要，因
此，真三轴试验愈来愈受到重视。当然，在实际工作中若能做到等围压三轴试验，也可以
挑供设计所需的基本岩体力学特性的参数了。

在试验中还要求模拟岩体的变形和破坏方式。因此，在三轴试验中要根据地下硐室围
岩的受力状态，确定加载和卸载的途径。鉴于坑内开挖工程，围岩往往是一面卸载一面加
载的，因此在试验中，可将围压及轴向压力都加到初始地应力的应力水平，或是各向应力
相当它的比例，然后再逐渐卸围压和加轴向压力。图2-1-92为节理发育灰岩的三轴试验
强度曲线

货凸“名义名
存这26 良中心so4 6

le j ’ 15 2
cas×10Pn
a)

一9G-

在台心图‘
10o

18

品]→  LD
字’ I5 20100

a{x105Pa)
(6)

图2-1-92 节理发育灰岩三轴强度图2-1-91 探洞内省体三轴试验
a一a1~《∶关票∶1-混凝土顶座;2-蛰板，3一顾柱;
6一三额强度的寒尔包线6一垫板;5一球画登;6一单板y

7一压力枕，8一试件;9一液医表
1-液压枕

1，6.4.5 岩体流变力学试验
在地下葡室的围岩稳定性分析和错喷支护设计中。对岩体的流变特性要求有足够的认

识和获得试验参数。首先要了解岩体是否具有影响支护受力和厘岩稳定的显著的流变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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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研究岩体的流变规律，以便确定其流变模型，还要针对一定的模型 测定 其 特征参
数。

由于流变试验要求时间长，对压力系统稳压技术要求高，对测试数据要求精;因此这
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少。岩体中滤变性比较显著的为软弱结构面和软翡破碎岩体，现场试

验一般是针对它们进行的。目前国内在软弱结构面的剪切流变试验和软病岩体承载流变试

验已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
结构面的剪切流变试验原则上和直剪试验相同，但要求对法向荷载P及 剪力T进行稳

压。表2-1-89为某工程粘土岩泥化夹层的剪切流变试验所获得的抗剪强度和常 规 直 剪
试验结果的对比。它说明软弱夹层的长期抗剪强度有朗显的降低，峰值流变强度大体上相
当于长期的屈服强度。抗剪强度的降低中，摩擦系数的降低不到常规数值的10??而粘结
力c值的降低达到50一70??·

表2-1-89粘土发泥化夹腰的荫切流变试验表
粘铺力（IO'Pa）增 擦 系 数

耐 诚试验为族 杂顺 ‘ 盘 筐 %。酶表 值 %

,0.32规尊- 0.19 68,8总 眼促 0.100-19 e互 变老
0.225* 9.z着 9.3色 峰 值。 流 变 0。204

在采用承载板进行岩体变形模量测定时，可以延长每级荷载的变形观测时间，从而得
到岩体的粘弹性流变特性。在设备上只要添置稳压装置，其它和常规方法相同。

图2~1-93为破碎碳质片岩的承载流变曲线。它大体上可以用复合粘弹性模型表示，
按图2-1-94（a）所示的广义开尔文的流变模型，可以导出以下公式∶

a
响

250 Y

e

一日名心名造式
岁P= 30×10Pa2x8

b4
FHW200l 帮间子韩

胶。已它 ，rs ：
60 乡 7占’ 夕20：卤 色

逻星八子”

图2-1-94 弹塑性模型及变形分析图2-1-88 揉皱破碎破责片料流变曲线 d一开尔文流度模型;b一空形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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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L二μ2Eg= ( 2-1-88)2rw官

Er=P(I2 <2-1-84)Wv

EE E发EL = (2-1-65)瓦B+EU

心汇记仪心问EE_e×p(-a)= (2-1-86)官L ~pP(1

(2-1-67)nsByuna
器To (2-1-68)

式中Eg——瞬间弹模，Pa3
Ey-流变模量，Pap

EL——长期模量，Pay
n—-粘性系数，

To——松弘时间，h;
P——总荷载，N;

Wy（t）—--为刚性板沉降变形，cmn;
V-—圈形板半径、em;

Gv-—剪切模量。Pa。
通过上述计算，破碎碳质片岩的粘弹性参数为∶
E R= 540MPa,
讨下门空右名
E= 432MPa,
mP=1.6.8,
”计。

1.B.5 岩体强度的预测
由于岩体强度的现场原位试验需耗费大量的资金和时间，并不是所有的工程项目都能

做到的，因此就有不少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希望从岩块的室内力学试验加上对现杨岩体地质
构造，结构面的测绘，综合起来推断预测岩体的参数。下面介绍国内外目前经常使用的几
种方法

1，6.5.} 中μcewno的c值折减法
中wcexxo根据岩块的粘结力c值，岩体的节理裂隙问距及其分布恃征， 提 出按经验公

式（2-1-69）、（2-1-70）计算岩体的c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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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CACm= (2-1-69).1+a/n

Cm=ACF (2-1-70)
式中 Cm—减弱的岩体粘结力，×10"Pa;

C-——岩块试验的粘结力，×10"Pa;
u——取决于岩石强度与岩体结构面分布的特征系数.见表2-1-90;
L——破坏岩体被切割的岩块尺寸，取节理裂隙间距，m;

H—岩体破坏高度，取边坡高度，m;
入——岩体结构减弱系数，见表2-1-91。

计算实例Q∶江西永平铜矿，岩石为千枚状页岩;岩块的室内试验 测得的粘结力C=36.7×10"Pa，
节理间距L=0.1639m，查表2～1-90，a= 7，

表2-1-90岩体强度与岩体结构■分布特征票数衰 。岩 有 类 别 及 结 构 面 钟 征 ”。不密实的砂质粘土沉积层

0.5不太密实的存些裂窝的砂质特土沉衷，强烈风化的完企商姆土化的收出岩Cg=<4～日）×10*Pa
2以垂夹裂隙为主的懂实的登质粘土沉貌屋，强烈离垫土化的资出岩Cn=<5～80）×10SPa

3.以斜交载鹭为主的接实的砂质粘土沉帆岩，高岭土化的喷出岩 ，以盈交裂隙为主的坚硬层状岩石CR（150～20））×105P品
?以激实数隙为主的整夜喷出暑C》>300×10'FPa
10斜交裂即较 发育的监岩

22-1-91喉等掺蓝窘翘端晕锗 v
况表 情

徉国 平 月
0~0001 0.005岩石各个方向有清蕲的乳腺网把发体分割成艳雅的且不脱系的岩块

寸富0.001～0,07、衣各个方向上有密度极大的 甄裂隙网
90.020,07～0。14有最密的验览
0060。4～0.08剩隙程度中等以上的

0.08一0.12 0.30秉开与闭合的中等程淀的裂欧， 裂康倒距20～8cm

0.200.12-0.驳熬程厘中等以下的
0.35f.3~0.4霄距20～30cm，深度不大的裂隙。为敷不多的张开裂康
0.50.4~0、6裂除不象的损少装的阴合裂障 。

0.B~0.8 0.7仅有位很浏裂隙，儿孕没有可见的婴睛
日.客~10 0.9蟹岩体，无裂激粽忽

有惠真等，《永平银矿边坡稳定性研究报齿》，冶金工业部长沙矿曲研究院。



904 第二篇 矿山岩石力学

36.7Cm=一 =.6.51x10*Pa4501+7×ln(z .1639

1。6.5。2MGeorgj的c值折减法
M·Geargi根据岩体的节理密度和岩块的实验室粘结力c值，按经 验公 式（ 2-1-

71>计算岩体的粘结力Cm值。

(2-1-71)
Cm=C[0.114e-0.48i-2》+0,02]

式中 i——-岩体的节理裂隙密度，条/m。
计算实制，仍以永平碉矿为例。CA=36.7×10*Pa1=6.1条/m，按公式2-1-71计算

Cm=38.,7×〔0.114r-0.48(6.1-2)+0.02]=13.2×10*Pa
1，6.5.子 barton的糕糙节理面抗剪强度预测

_51

Barton对人造的粗糙节理面，模拟边坡行
为，进行了仔细的试验和观测;据此导出了经
验公式（2-1-72>;

0L)(2-1-72)T=otan（φ+JRclg
离2-1-95 Barton节强粗糊度式中 r节理面的抗剪强度，Pa; 数】RC的确定

Q—-法向应力，Pay A——-粗箱起伏（张节题，教颗页遍、粗键层
6—-摩擦角，（"）; 覆），JRC口20，B—光滑起伏<光播买理、

非平国型真嘉、忽优的层雅>，JRC10;CJ RC-一节理粗糙度系数，定义于图2- ——光滑具近于平国（平南型剪初节租、平谨
1-95 婴叶癌、平侧型原观），JRC5

gJ——靠近节理面的岩石的单 轴 抗 压强
度，Pa.

Barton方程式可能最适合的范围是0.01<g/aj<0.03。由于大多数岩石边坡稳定问
题中出现的法向应力都幕在这一范图之内，因此这一方程式在岩石边坡稳定分析中是个排
常有用的公式。

1.8，5.4 Ho6上和Brown德坏列墨的应用
Hoek和Brawn为密集节理岩体摄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经验破坏判据。它 是根据对密

第节理的岩体进行实验室三轴试验，建立了如图2-1-96所示的轴向破 坏应 力o;与酮压
σ∶之间的经验关系式，基本方程为;

(2-1-73)a; = a:+√mOt6 3s+sec
σc-—完骇岩块的单轴抗压强度，Pa;式中
σ3—-腾压，Pa;

m和s-—无量焖常数，它们取决于岩体中各个岩块的形状及慎合程度，
抗剪强度飞与法向应力a之间一种可供选用的关系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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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oe（σ/oc-T）B (21--74)

心艹一(m-√/mE+4s)

式中 A和B——为确定莫尔破坏包络线形状的常数。
Hoek假定有效应力定律r=c+（σ-u）tgφ对此破坏判据成立，则有效应 力按式

（2-1-55）计算，
o '=(o1-a)
os=(0-4) (2-1-75>

O' =[o-#)
当已知孔隙水压力∶时，就可将上述有效应力值直接代入方程（ 2-1-73>和（（2-

-1-74）进行计算。
对密第节理岩石进行实验室三轴试验，试验结果可用回归分析法加以处理，从而定出

m、s、A及B等常数值，见图2-1-96，2-1-97，2-1-98。如果没有试验数 据，可
按表2-1-92选取。表2~1-92是Hoek和Brown归纳了岩石类型、岩体质量与这些常数
之间的关系而编制的。表中的CSIR和NGI的评分值见本章第1。6。3，4和1。6.3.5节。

中

A7[o/o。-T) "
蜗 '2z i' s+√mU eG:"5u

4=07316de=265.5MPa令 Be0.70m=0.277 、51 s=0.002 a=25.5( MPs)

甲dN护山卒军军￥警
T=-0.072妃‘ 当

令
通移标解;

4 2010 12量6，
法应力a（ MPa）

斗叶碑啉
景不主庄力o）{ MP）

图2-1-97 盈节理安山岩三轴试验的典尔包堵线图 2-1-96 轴向破坏应力
（最大主应力817）与翘压（悬小

主应力）之间的关系，由强节理安山岩
原状岩心的三轴试胺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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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0s(o/ue-T·
A=0.287

明d阿）+单彪植驿9
R=0.717
`安-=285.5（MPa
T=0.

叫 14 乡
法监力σsMPa）

图2-1-98 三轴试验的奠尔破坏圆及狐合的典尔包络线，试
件由分级并重新捣实的布干维尔赛集节理安山岩构威

寝2-1-82将体质量与经幢常数阈的近似关系表

视裁的。含多出苍制翘供出， 晒粒的，食多砂横岩石、食硬酸盐岩石 种矿物的络量舞 据色

种矿物的名品结品解理基为 火成岩及变质整团的晶体。“：白”墅化“砂化 混岩、粉砂岩、
若。闪石岩、火底岩、安山;品你解理不发发南。=Aae(6/ae-T)B

页岩及.板岩 鲜长橙、片麻岩、粗玄岩、w。步救景石白云罚、石灰 牲、在岗岩、式中 Y=l（m-√mT+1S 解绿君及流效喘控岩及大理指 苏长验及石英（垂宜于板现>
互市鉴“绩
m±25.0.m=16.0 继=17.0m=30.0m=7、0完鳖举掉
3=1,0s=1.0“自与8=1,0物日少。大小如宴验塞试件尺寸，无节遵。
A=1,220A=1,088A=0.918A=0,816CS】R记分100 A=1.AA

B=0.692 B=0、):B=0.698B=0.677号=0。θ58NGT记分590
T=-0,087 T=-D.040T= - .059T=-0.099了--0.140

m=12.5m=7.5 =8.5四=5.位级优质的料体 当少。
“台十s=0.1 y口0.1和自占8= 1.0紧密喳仓的原状者不，带理未风化
人=0.908A= 0-883A=0.848A=0.739阿距3m左右 A=-0.651
丹→0，712丑=0.765f=0.702B=0.879 B0.692CS1R记分B5，NGI记分108

予--0013 T=~0.012 T=-.008T生-0，020丁-D.028

=1.5 =1.7优质岩体 m=2.52=l.0m*0.7
5± 0.0sx=0.004断宁完 s=0.094灰则到微风化的省石，略业过扰动， s=0.004
A=0.603A=0、525A=0.501A±=0.427A=0,369节理向距1～3m

B-0.695 I=0.797B= 0.698R= 0.683B=0.669CSIR记分65，NG/记分10
T=-0.02T=-0,1T"=-0.008T=-0006 T=-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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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质量一般的岩体 m=0-4 m=0.20 m=O.83 n=0.50m=0.34

3= 0.001s± 0.001 s=0.0s±0,0001s一0，001有几组中度风化的节理，阿距0.3～

A=自，2804=0-198 A=0.S46A=0,296A=0,234苜
B=0,675B=0.662 β=D.700B-0.688CSIR记分 B=0.681

T-0.000r7|NGI记分1.0 T=-0,6003:T=-0.00o3T=-0.0005 T'= -0.0P02

m*009劣质岩体 m=0.04 mx =0.08M=0.05 m一0.13
s =0.00601s=0.0001 s= 0.0001s=0.0001 s = 0.000I有许多风化节理。判眶30～500■m，

A=0.162 A=0.20sA=0.172A=0.120A=0.115中奥有一意斯层泥——秸净的 康 有

B=0.655 B=0.876B=0.872B=0.846 B=?.686亦属于戴樊。
T-0-0004 T=-0.0901]'a -8.080| T=-0.0002CSIR记分3;NGI记分0.01 T=-0.0001

m=0.9]61=0.010 Mm=0.017 m口0.025级劣质的岩体 mt =2.007
8=0s=0s=0“。大量直风化的节蓬，闻能小于60mm， 5*费
A =0.078A=0.065A=0.050A~0.042 A=0,061中夹断层况——夹部赋粒的胶石亦属

B=0.54s B=0.558B=0.546B=0.639B=0.684此悉， T-oT -o T=0T~ T=0CSJR记分3;NGI 记分0.01

1.6.6 岩体的声被测做
当物体受动载荷作用，质点发生振动，以披的形式向四周传播，对弹 性 介质 则产生

弹性波，弹性波是一种弹性应变在介质中的传播。波的最基本形式有二种，即，
（1）纵波;质点的振动方向与波动的传播方向相同。
（2）横波;质点的振动方向和波的传播方向垂直。
纵波和横波在弹性介质中的传播特性，取决于介质的弹性参数和密度。同样。若能测

得波的传播特性，则可以对介质的弹性性能做出相应的评价。利用这一原理，测得岩块和
岩体的弹性波后，就可以计算出它们的弹性模量。

由于介质不同，弹性波的传播速度也不同。各种岩石组成的物质和密度不同，其弹性
坡的传播速度也差别很大。所以，也可以根据波速不同对岩体进行分类。

岩体是个非均质的，各向异性的并含有大量裂隙的不连续介质。当弹性波传播到两个
异性的介质面时，或碰到裂隙时，弹性波将发生反射、折射、波形转换和各种因素的衰减
等现象。因此用岩块的弹性液速度与岩体的弹性波速度相比较，也可以分 析出 岩 体的特
征。

1.6.6.】 岩缺声液参致
弹性波在沫晶岩块中的传播速度见表2-1-93。
1.6.6.2 岩体声玻参敷
在现场对岩体进行动弹性模量测试时，根据测定范围的尺寸以及裂隙分布状况，选择

适当的换能器，尽量采用穿透法，测定岩体的纵波和横波传焉速度，然后根据下式，计算
岩体的动弹性模量Ea和泊松比μd。

(2-1-76)EJ=Ppu，（3一知;4-v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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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2-1-93幕性该在触晶岩换中的他播速度袭《Km/S）

巳日日 。日 0s石 n %岩 0./em。瞬平 均 大 大平 均小是 A

花 岗 岩
2.85 0.72.612.702.755,855.60 5.15凋云母，黑云付角贝石花削凝

0.92.702.75 2,632.855.70 6.05.85花岗片麻岩
4.903.704,40 2.60-救裂隙变质花岗岩

2.675.70 0.95.95 6.10花岗岩闪长岩
1.02,705,80 6,106.10石英闪长岩

2。66 1。22,60Z.806,455,808.15 3.45正长岩、霞石正长著
2.80 1.83,406.50 2.652,855.955.20闪长崇、闪长片骤岩

3.65 0.92.977.40 2.703.356.75 6.10算长岩、苏长岩

3,074.203.35 0.56.80 3,707.807,25解长岩、蒸长岩、蘑石苏长岩
乡完 .2,852.702,807.15 占物5.90,6.60变新长省、变脚长郝长岩 0.83.026,85番，256.40 ，，

焊绿岩、变膜绿岩、

超基饺岩∶ 3.31 0.8。悬8.20 4.304.707,35 8.79解石及搬模石
甘台3,203.157.806.507,45 一角闪岩化翅基性暑 “2.804.505.30 5.60 ，蛇放岩化超基性岩

灌旗捺叶 2, .24.052、70S.05G-05 6,455.80蔫赞谆跟强
念。0 9.36.806,65 6.15中色能雁岩 4-器2，野；s.906.25 5.80 ，氧感磷供岩 “”2,622.952.4352.705.205.80 5.45累云母片廉暑及黑云母角闪石

瓶合兴化片那岩 2。6 1.3。055.9 2,602.808.105.85花岗片麻岩 2.83 0.d雪岩 2.75 8。105-75 2、6B5,30萤弗据韦雀 2.1773.40 1.056305.70 2.552.855.20兰副石潮惠云母片解署及石稠黑云
母片隙岩 0.T2,748,552.856135 2.605,855,90黑云年角冈石片麻岩及角四石片账
岩  3.0B8 0.5-4.2 ‘7.206.508,80着因铋 8,4&.0 ，
截辉岩（采自黏孔省心） 8.38 ，：，6.9 7.35.8糟辉岩（采自需头）

注1是根据料拉半岛，乌克兰、哈管亮、外见加尔等地钻孔岩心的饱永岩有际本制得的数掏，每一类岩石券牢的数
监为16～25铁不等。总数为2，60块。

己问皆料 (2-1-77)下低自“2(upt-0.t

式中E——动弹性模量，Pa
μd-泊松比，
p--容重，-N/m';
up---纵波速度，血/s;
us——横波速度，m/s。

理想的弹性体，其动弹性模量E等于静弹性模量Es。但岩石不是理想弹性体，二着
之间有明显差异。岩石坚硬致密，其差异小，若岩石松软、粗糠则差异大。岩石和岩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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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弹模量之间有一定的统廿规律，如图2-1-99所示，为几种试件的动、静弹模量关

系曲线。
几种岩块标本的动弹性参数实测结果，见表2-1~94。

501
18

Ctad 440
Js

801x;Fa谢南保粉某
30

19玺
己配心*>2

令，容，ro， 12el1一
6e54"
彝米

皆602010 30 40 分0
岩体动弹性癫量E（GPa）

困2-1-99 岩体动、静弹模对比

‘



第二章 露天矿边坡设计

编写单位 长沙器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编 写 人 叶学科 贾粒武 祝建荣

2.1影响边坡稳定性的主要因素及设计基础资料

2.1.1 影响边坡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2.1.1.1 岩性
岩性包括岩石的化学水理和物理力学性质。岩石在饱和水条件下的力学强度是影响边

坡穆定的重要因素;在坚硬和半坚硬的岩石中、岩性对边坡的稳定性影响不是最主要的，

富含亲水性、膨胀性、崩解性矿物的岩层，则答易软化、混化，可明显降低滑面处岩石的
抗剪强度。

2。1.1.2 地质构造

地质构造因素，包括区域构造特点、边坡地段的褚皱形态、岩层产状、断层和节理裂
隙发育特征以及区城新构造运动活动特点等。地质构造对边坡稳定，特别是对岩质边坡稳
定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2。1，1.3 岩体结构
岩体结构包括两个因素，即结构面和结构体。结构面是指岩石物质分异面及不 连 续

面，具有一定方向、一定规模、一定形态和特性的面、缝、层、带状的各种地质界面。结
构为面一般分五级，见衰2-2-1，结构体是由不同产状的各种结构面组合起来，将岩体切
制单元块体而成的。岩体结构主要是指结构面和岩块的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岩
体结构类型及其恃征见表2-1-84、表2-1-85。影响边坡稳定的岩体结构因素主要包括

下列几方面∶
1。结构面的核向和倾角

一般来说，同向边坡（结构面倾向与边坡倾向一致）的稳定性较反向边坡差;在同向
边坡中结构面倾角小于边坡角为不稳定型边坡。

2.结构面的走向
当结构面倾向和走向与坡面平行或两者走向夹角很小时，整个坡面都具有临空自由滑

动的条件。因此，对边坡的稳定最为不利。结构面走问与边坡走向夹角愈大，对边坡的雅

定愈有利。
3。结构面的组数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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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箱 构 置 分 级

要规
地 没 樊 项砷海面名称 工程地质同题

离长
区城稳定性深 断 层区域性巨型地质结
山体稳定性缴张以上构圆 大断 层数十公率、 岩体稳定性

山停稳定性断层、不整合、根整合面，“艳冈汁拭酵潺荪” 1～5ml{数育来到数千来|
岩体稳定性热面 大型畏入岩，软弱夹层

除上述外，混化夹层，构岩体中型储构面
岩体稳定性<1m败可米a 监婚助面剪切面、风化亮

闻
者体稳定性影响省体的强节理、层面、片瘦、孵岩体小班筑构菌
度科变形性盖<0.Im 理、风化卸祸裂隙、裂赋致米到数十米中

夹宏，
掺响者块的力学性质难型钴构面 小节理、劈理、微节理、= 影米以内 藏海

不发育的背理、雁理

结构面的组数和数量，直接影响被切割岩块的大小，它不仅影响边坡的稳定性，也影
响边坡变形破坏的形式;同时为地下水的活动提供了条件，而地下水的活动对边坡的稳定
性是很不利的。，

4。结构面的连续性
在边坡稳定计算中，是把结构面健定为连续的、而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所以解决

实际工程间题时、应认真研究结构面的连续性。
5.结构面的超伏差和表面性质
在结构面上正应力低的情况下，起伏差使有效魔擦角增大;正应力过大，在滑动过程

中不允许因为爬坡而产生岩体的隆胀时，则出现滑动的条件必须是剪断结构面上互相咬合
的起伏岩石，因而结构面的抗剪性能大为提高。因此，必须注意研究结构面的起伏情况，
以便正确选用结构面的抗剪强度。如果结构面上充填的软弱物质的厚度大于起伏差的高度
时，就应当以软骗充域物的抗剪强度为计算依据。

8.软弱结构面
软弱结构面主夔指岩体结构面充填有一定厚度的抗剪强度低、可变性大的软弱充填物

质或地质形成的软弱夹层，是岩体中景薄菊的环节，是控制岩体变形破坏的关锉。岩体浸
水后，软弱面的软化系数明显下降，例如，新鲜闪长岩体软化系敷为0.7～0.8，而其中断
层带只有0.3～0.5，如在长期渗压水流作用下，内摩擦系数常常降为0。2以下。

2.1.1.4 水的作用
水对边坡的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处于水下的透水边坡将承受水的浮托力作用;不透水

的边坡坡面将承受静水压力;究水的张开裂隙将承受裂隙水压力的作用;地下水的滑透流
动、将对坡体产生动水压力。另一方面，水对边坡岩体将产生软化作用。水渍的冲刷也直
接对边坡产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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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  其它因素
地震、大规模爆破和机械振动都可能引起边坡应力的瞬时变化；长期的开采爆破也可

以使岩体产生镀劳效应；地应力也是控制边坡岩体节理裂隙发育及边坡变形特征的重要因
、素边坡高度、长度、平面和剖面形态、边坡的临空条件以及生产管理、气候条件、风化

作用、植物生长等都会影响边坡的稳定。
2.1.2  边坡工程设计对地质勘探的要求

在矿床地质勘探阶段要尽量为露天矿边坡设计提供资料。
2，1.2.1  边坡工程堆质资料
（1）对区域构造状况和矿区的构造特点，要进行深入的调查和详细的描述，尽可能

作出定量的分析。
（2）勘探要适当满足岩土工程的要求，绸重研究岩心的强度、结构面的产状和充填

勒等。要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钻孔，进行重点研究；特别要注意延长下盘边坡部位国岩中
的钻孔深度和上盘边坡处的补孔闷题，这些地方都是构成最终边帮的岩体，是边坡工程研
究的重点。

（3）为了准确、全面地观测和分析结构面.尤其是与边坡走向平行的同倾向的软弱
结构面的性质，应结合探矿工程，选择适当部位布置坑探。 100%

（4）对岩心记录，地表露头和坑探的描述，要注意倾角与边坡一致的结构面，特别
是软弱结构面的详细描述，要分析岩石风化强度及其变化。尤其是沿结构面的风化深度和
性质。

（5）对需要观测的边坡部位，应尽量采用金刚石钻头钻进，以便采集连续的定向岩
心，满足工程地质的要求。

（6）有选择地保留差于钻孔的全部岩心。 100%

2.1.2.2  边坡水文地质资料
（1）要搜集气象资料、降水量、地下水位、涌水深度及连续程度、水压力、各种岩

石的代表性渗透系数、地下水的补给和排泄条件等资料。
（2）查明边坡部位的含水层厚度、富水性、渗透性、涌水量、含水层和隔水层与地

表水系之间的水力联系，断层破碎带的含水性、渗透性及其与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
（3）选择若干钻孔安设水压计，用以观测水压或岩层渗透性，并做好记录。
（4）选留水压观测或边坡岩移监测用的钻孔，保留孔口套管，加盖做标记，并标在

图上。为使钻孔能在以后可供监测和试验用，可将塑料管放入孔中。
（5）钻孔抽水试验，最好能选在露天矿的边帮部位。
2.1.2.3 边坡岩石力学性质资料  、
（1）对不同岩石，特别是构成最终边帮的岩石进行强度测定，取得粘结力和内摩擦100%

角等试验数据。
（2）对试样的采取要考虑边帮岩体的分布位置和岩性的代表性；也要考虑到软弱夹

层、破碎带、节理裂隙发育程度、风化程度等试样的测定。
2.1.2.4  强求提供的地质的探阶段附表及附图
1.附表
岩土特征综合表；断层、岩脉特征表；节理裂隙特征表；工程地质分区特征及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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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水文地质特征表。

2.附图
减区工程、水文地质平面及剖面图∶工程地顺分区平面及剖面图实测材料（含节通裂

隙调查点布置）平面图，结构面极点图及极点等密线图;赤平极射投影圈;钻孔柱状理;
钻孔水位、泉水水位及等压线图;地下水系图;排泄区及地表水关系图。
2，1。3 边城工程设计需要收集的搞础资料

2。1.3.1 地威拗擦资料平
通过钴孔、槽探、井探和硐探资料，地质地形图、剖面图筹重点了解区域地层，岩性

和构造资料。搜集地面水体、泉眼中的水位，汇水面积，气象、降水量和地震等资料;有
时要搜集航空和卫星照片资料。根据照片，特别是大于1∶5万的航空照片，可以判断和
解释山坡的稳定状况;利用航空照片和卫星照片可以发现大的线性构造、天然不稳 定边
坡、测定大型结构面的延伸长度、平行断层的间距、估计其走向和倾角;研究区域的地貌
单元、地表排泄流（河流，水流、湖泊等>和地下水条件的地表迹象（泉水、招泽地，干早
地带等），可能指示地下水或地质变化的植被。

2，1.3。2 矿山周园已被工程揭露的岩体资料
如公璐开挖、采石场、地面和地下工程等资料。研究这些资料，可以了解露天采场所

处的一般自然条件，包括特定的气候条件，地震烈度、典型的风化带，具体的岩石类型，
尘要的断裂带及区域层系总的走向等。

2.1。3。3 纳遗地质资料
1.岩石类型资料
圈出岩石类型的界线，并按估计的强度加以分级。圈出蚀变带、风化带、溶蚀带和密

集的节理化地带，以便确定边坡是杏能切穿碧石而破坏。描述岩石特性。
2.主要结构面资料
主要结构面是指对区域构造起控制作用的断裂带、断层、层间错动、接触破碎带，风

化夹层和延展性强而宽度有限的区域性地质界面，如不整合面，原生软羽夹层等。它是边
坡稳定研究的重点。

一般对主要绩构面了解的重点是;
结构面的产状、形态、物质成分及其变化趋势和规律;水文地质条件及泥化趋势;绪

构面的组合情况，弄清切割面和滑动面，进而分析可能滑动的岩体。
通过充填物、含水量和起伏性的了解，蒋结构面可能的抗剪强度加以注解，以备修正

试验数据时作为依据。特别是对断裂带和断层的研究尤为重要，不但要重视破碎带的物质
组成，对断层泥分布特点的研究更应注意。一般在构造作用下，形成由细颗粒所构成的粘
土岩呈层状分布，其本身隔水性能强，但遇水泥化。膨胀将造成严重的灾害;大量事实证
明，这层精土岩就是潜在的滑动面，资料搜集中应给予充分注意。

如果矿山地质图和剖面图包含的内容和深度不足，应按追踪法对个别主要结构面进行
补测。从各方面搜集来的资料，要加以分析，分清哪些主要结构面是影响边坡稳定的，哪
些会成为潜在不穆定的根源，哪些对地下水和矿岩分布起控制作用，对起重要作用的主结
构面应分别作出稳定性分析。获得充分的资料，要编制特定的勘探和试验计划。

3。次要结构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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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结构面主要是指岩体中断续分布的裂隙，主要是节理;亦包括层面、片理、原生
冷凝节理和劈理、线理、层理等。这种结构面在岩体中是普遍炮、大量地存在着，这些节理
的发育，往往受主要结构面所制约。这种结构面不仅破坏了岩体的完整性，直接影响岩体

的力学性质和应力分布状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岩体的破坏方式。
次要结构面调查研究的重点是∶

结构面的密度，它表征着岩体的完整性;结构面的产状及其变化，发育的组敷，它关
系到结构体的形态，彼此的排列组合方式∶维构体的研究，包括结构面的形态、起伏度、

充填物质的成分、厚度、物理状态和水理性质等;结构面的特性直接影响岩体的扰剪强度。
根据上述提出优势结构面的产状。可以利用各类露头条件进行调查和量测，以获得各构造
区内关于构造特性方面的更详细资料，可选择有代表性的节理组作试验，测定次要结构面
的强度特性。

2.1.3.4 岩石力学性质的测定资料
可取岩心试样或不规则试样，其数量应符合不同类型试验的规程规范的要求。
测定岩石、结构面和覆盖层的强度指标。为测定结构面抗剪强度而设计的试验方法，

必须考虑到其不同结构面的表面特性，即充填物、被覆层、粗糙度等。边坡扇形区的稳定
性，几乎完全取决于危险方向结构面的抗剪阻力，这点必须给予充分注意。

2.1.3.5 瑰下水资料
搜集地下水位、涌水深度、涌水连续性、水压力，特别是推断的承压含水层中的地下

水压力，各种岩石的代表性渗透系数等资料。
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对地下水影响边坡稳定的程度，作出初步穗定性评

价。要进行现场踏勘和必要的测给工作，以便孩实和补充搜集的资料，并从岩土工程的角
度，在野外取得实际的认识。

资料搜集的重点应在初步围定的采畅范围内进行，特别要注重有可能出现稳定性问题
的地段。

2.1.3.6 矿体下盘钻孔资料
对于倾斜和缓倾斜层状矿床，矿体下盘往往构成最终边帮，所以应对下盘钻孔取得的

资料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2。1.3.7 地震资料
如果矿区位于强震区，应收集地震方面的资料。
2.1.3.8 矿区自然边坡资料
应迹行自然边坡调查，按矿区地形特征划分自然边坡状态;查明自然边坡结构类型5

按区段、高程及不同自然边坡结构类型，分别统计自然边玻角。进行自然边坡稳定性分析
及评价。

若地质勘织区坡内有自然滑坡，则需进行滑坡状态调查，消坡机理分析及滑坡后岩体
强度指标反算。
2.1，4 将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是边坡的稳定性计算的基本参数和重要依据。应根据工程地
质划分的扇形区及各区的边坡变形破坏特点，选取与之有关的试样进行力学试验，测定岩
石及软弱夹层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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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及软弱夹层的物理性质指标详见表2-1-35，表2-1-36，表2-1=67至表2-

-1-69。
岩石及软弱夹层的力学性质指标见表2-1-43～表2-1-58。

2.2 边坡稳定分析与计算

2.2.1 矿区地质和采矿技术条件分析
2.2。1.1 矿区规质条件分折

主要是对边坡岩体结构的稳定性分析和地下水的影响分析以及影响边坡稳定的主要因
素的敏感度分析。

1.岩体结构稳定性分析
判断边坡岩体结构稳定的方法是以结构面与边坡面在空间的组合关系为依据，惜助于

赤平极射投影方法进行图解分析。
结构面与边坡面组合关系∶单一结构面或两组结构面或两组以上结构面与边 坡 面 结

合。
1〕单一结构面与边坡面组合
边坡岩体结构稳定性可由边坡角（β）与结构面倾角（α）的关系来判断。
当结构面走向、领向与边坡面走向、倾向均一致时的顺向边坡∶c>β时为稳定型边坡，

如 图2-2-1中 DN;D即C1;α=β时为基本稳定型边坡，如图2-2-1中DND即C∶;α
<β时为不稳定型边 坡，'如 图2-2-1中DN，D卸C，。

当结构面走向与边坡走向一致，但倾向相反的反向边坡时，为最稳定型边坡，如图2-2-
1 中 DN，D即C.。

D ?

M此刻 N,O

O
图2-2-2 赤平极射投影图图2-2-1 赤平极射投影图

消蔬催！彭美盟。骗薯懂‘！擒着尚实级锰一边放面;息线真一结特面

当结构面走向与边坡走向斜交 时，如图 2-2-2中的DMD及ANA。边坡稳定性决
定于二者交角（φ）的大小和结构面倾角与边坡角大小的关系。若结构面走向与边坡 走向
夹角（g）愈小，或结构面倾角愈小，则穆定边坡角<β》愈小。

2）两组结构面与边坡面组合

组合形式有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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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合交线的倾向与边坡倾向一致，或两者夹角很小的斜交，则当组合交线的倾
角大于边坡角，为稳定型边坡，如图2→2→3α;当组合交线的惬角小于边坡角，为不稳定

型边坡，如图2-2-3b。
（ 2）组合交线倾向与边坡倾向相反，为最稳定型边坡，如图2-2-3 c。
3）三组或多组结构面与边坡面结合。

占但 秒

的2-2-3 赤平极射投影图
a一稳定性边坡;b-一不稳定性边坡;r一最验定边隆

赤平投影作图方法与两组结构面的情况一样，所不同的是组合交线的交点增多了。无论
交点有多少，但其中有不影响边坡稳定性的，有影响明显的。所以分析边坡岩体结构稳定性
时，应选择最不利的交点进行分析。

2.地下水影响分析
主要分析静水压力作用以及水的存在对岩体强度的降低。
在边坡岩体中的滑面上或张裂隙中存在地下水时，由2.2.3.2中公式（2-2-3）可

见静水压力（水对滑体的浮托力或水平推力）作用使滑面上抗滑力减少和下滑力增加。
地下水存在对岩体抗剪强度的降低，见表2-2-2。

表2-2-2地下水对岩体温度的影响

饱 和 校态天热盒水状夺
岩 性 赞6(0> C×10)PC(×10*P)

宁？:0 .<20O0、68破碎混质夏岩

3.边玻稳定敏感度分析
其方法是对影响边坡逸定的诸因素，每次只作一种因素分析，而其它因素均取常数，图

2-2-4为不同疏干条件下水对边坡稳定的敏感度分析的参数关系，设计时尚应作不疏于
放缓边坡角增加剥岩量与用藏干提高边坡角而增加玻于费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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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采矿技术条件分析
1。边坡几何形状分析

边坡平面形状就整体来说有近似长方形。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状，就部分来说有
凹影和凸形、如图2-2～5。

当边坡形状向坡体凹进时，边坡岩体处于两向受压状态（图2-2-5），边坡较为稳

定∶当边坡形状向采场突出时，边坡体内出现拉应力，由于岩石的抗拉强度很低，故边坡
不稳定。设计边坡时应尽量避免边坡形状有突出部分。

汽一
0�0�0戴干.3

1,2

就￥己器.0.9
！砼野”30~ 50°6°

边坡角

图2-2-5 边坡平画形图2-2-4 不同疏于条件的边城角
状及受力状态与穗定系败关系

2.爆破震动力分析
临近边坡燥破对边玻岩体的破坏程度取决于一次爆破最大段药量和爆破震动速度。由

表2-2-3可知，一般一次爆殖最大一段药量Q≤700kg;爆破中心离坡胸10～20m处的震
动速度（u）—般为22～35cm/s。

海南铁矿、大冶铁矿，行洛坑钨矿和把关润石灰石矿等生产矿山的临近边坡一次媒破
允许药量和爆破震动速度以及爆破离坡脚距离见表2-2-3。

燥破震动影响边坡渔定，可使边坡稳定系数降抵 5～10??
设计中进行边坡稳定计算时。要考虑是破震动力对边坡穆定的影响。爆破震动力一般

根据爆破震动实测数据确定;在缺乏实测资料的情况下，也可按岩体质量的10～15??算。
爆破震动力F可按式（ 2-2-1）计算

(2-2-1)F=β,KcW
就2-2-3一鉴生产矿山i的最大段乂碱药量、允许震动速度等有关物标
纪关河石灰石浦询善塔着钩大治饮矿海南铁矿项 目

稳定好的属云母花岗岩，串荷体串中等物定城 石灰 着侬帽举出溧绪端业 B 地段岩性或边擅类型 些质粉砂岩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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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样

国 海市软矿项 消喜禁邮 把关河石权石筝讼操字薯

10~1612～15 1020碟破离坡脚距离（m）

780460700～100o3-10～360允许强大段药量（kg） 500

，3 置 sO消2822允许震动速交（em/4） ，
Ke= 兴心
a= 2πft

紧钩：V=K( Je
如

式中 β。——端破动力系数。β。=0.1～0。3
Kc—--震系数;
W岩体重量，10*N;
a——质点震动最大加速度，cm/s2;
g——重力加速度，980ca/s*;
f——质点震动优势频率，s-!（爆破中实测）;
V——质点震动最大速度。cm/s;
K——决定于岩石性质、爆孩参数和爆破方法的系数（据实测数据换算）;
c——燥破地震波随距离衰减指数（根据实测数据换算>;
Q——最大段燥破药量，以kg计量的值;
R——测点致燥破中必距离，以m计量的值。

2.2.2 矿区工程地质分区及稳定性评价
2.2.2.1 分区原则
矿区工程地质分区，应根据边坡体的地层岩性、结构面特征、岩体结构和水文地质条

件等，结合边坡体破坏类型、边坡特征和工业设施布置综合考虑。
2.2，2，2 分区善定性课价
评价内容包括分区位置和地形、地层岩性、结构面特征（类型、性质、分布和几何形

状）、岩体结构、边坡特征、水文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边坡）稳定性评价。例如海南候
矿工程地质分区及稳定性评价见图2-2-6及表2-2-4。
2，2.3 边城急定性计算

边坡稳定性计算方法一般有三种，即极限平衡法、有限单元法和概率统计分析法。在
边坡稳定计算中，岩体力学性质指标是基本、重要的参数，因此需要正确合理地选取。

2.2.3.1 岩体力学指标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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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当："上

（>耳 公酵型， 日”

o识∶ u
乡侧例

1心M边维分区界线及编号
C采奶教界线

图2-2-6 海南铁矿边坡分区图
函注∶1～【一边坡工程她质分区编号

1.确定原则
经由不同类型力学试验所获得的岩石力学指标，不能为边坡稳定性计算直接采用，要

考虑影响岩体力学性质的诸因素（如岩性、结构面、地下水、誉破震动和时间效应等），
与类型相近的岩石或岩石试验指标进行类比，并据具体条件综合分析，加上实际经验判断
确定对于经滑坡体反分析或自燃边坡调查分析求得的岩体强度指标。一般可直接采用。或
对比使用。

2。岩石试验指标的强化
岩体的强度远小于岩块的强度，其减弱程度主要与不连续面发育程度有关。根据边坡

岩体不连续面的密度，可以对岩石的力学指标进行弱化，即将岩块的试验指 标 用1.6节的
经验公式及表2-1~90、表2-1-91的参数换算成岩体指标。

岩石物理力学指标详见本筒1.4、1.5、1.8节有关表。
2.2，3.2 极限平衡计算法
极限平衡计算法是根据滑动面上的抗滑力与下滑力之比计算出稳定系数，判析其稳定

性。这类计算方法按边坡滑坡模式为;平面形、圆弧形和楔体形计算法，还有计算图法。
1。平面形计算法
1）判别准则和要求
构成平面形滑坡条件为∶滑坡走向和倾向须与边坡面走向和顿向一致，即滑面具有顺

坡面方向;滑面倾角α应小于边玻角β而大于滑面内摩擦角φ∶憬面氰在坡脚处出属于坡
面上;两侧面应脱开。

此类型滑坡当边坡有账裂隙存在时，则需考虑张裂隙存在的位置。
2）边坡稳定性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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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型滑坡，有边坡上无张裂隙和有张裂隙两种情况，如图2-2-7、图2-2-8和
图2-2-9所示。

引‘

年年

新‘

图2-2~9 坡面上有张裂图2-2-3 坡坡面图2-2-7 坡体内无张
隙边坡几何要素裂隙边玻几何要素 上有张裂隙边坡几何要橐

（1）稳定系数计算
当边坡体内无张裂隙，但滑动面上充水时（如图 2-2-7），稳定系数K值可用公式

（2-2-2 ）计算

K=(ega:U_B+C.A (2-2-2)Wsi0-
当边坡体内存有不同位置和不同深度的张裂隙以及张裂隙不同充水深度的条件下（如

图2-2-8，图2~2-9），稳定系数可用公式（2-2-3）计算。
K=cos-U-Vsinatgt CA (2-2-3)

W sina +Jeosa
（2》参数计算
坡体内无张裂隙时。
A= Hcsc

U yrwHio
参见图2~2-7;

W-号 （ctga-ctgβ）
参见图2-2-7。
边坡上有张裂隙时;

A=(H-Z)csca

它“叫6vwZw(H-2)esa
v=言r义己”

W=号vfwH*{〔1-(Z/H)']otgα-etI

参见图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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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vH*〔(1-(Z/H)fetga(etgactg-1〕o

参见网2-2-9。
式中 H———边坡高度，m;

H——滑面上水压高度，m;

Z—张裂隙深度，m;

Zw——-充水张裂隙深度，m;
A——滑面面积，m2;
V—-水平静水压力，×10'N;
U—水的浮托力，×l0*N;
W-—滑体自重，×10°N;

C—-岩体粘结力，×10'Pa
φ—岩体内摩擦角，<°）y
β- —边坡角，（·）'
a——滑面倾角，（°）;
y——岩体容重，以10*N/m*计
?w-—水的容重，以104N/m'计。

3）算例（摘宜《岩石边坡工程》）
坡体内无张裘隙，但滑动面上究水《图2-2-7）。
已知条作;H=60m;HW=40m;C=10×10*Paφ=350°;β=50*a=35°y=2.6×10*

N/m3;Y=1×10"N/m2。
稳定系数计算结果，K= 1.35
2。圆弧形计算法
1）判别准则和要求
判定调弧形滑坡的条件为;均质松散介质，包含多组产状各异的节理及风 化 破 碎岩

体。
2）边坡稳定系数计算
（1 >滑动面位置的确定

2ctg(45°- ）计算张囊隙，冉弗先柯（①MCEHKO·T·II）作图法∶根 据H。=2C。Y
高度，过坡顶B点，取垂线BF=H。。过F点以与水平线FC成（45°+雪）角作直线至E，

过坡酶A点以与水平线成i=与（β+φ）角作直线AK交FE于K点，再过A点作AG使与
）角，作AK的中垂线，过A点作AG线的垂舰，并与上述中垂线相交于AB成（45°-中。当

O点，O点即为所求的滑动弧AK的圆心，如图2-2-10。
霍克（E·Hoek）曲线法①∶用内摩擦角φ与边坡角度β和高度日套曲线图 求出 滑

●K·Hoek工·Bray誉，户世宗等译《岩石边筑工程》，P，171，172 图10�07，治金工业出服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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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弧圆心。
用试算法确定滑动面位置∶取弧长1，（如AC或AD等）与滑坡体最大厚度d之比值等

于7.作若干圆弧（一般作5条，见图2-2-11），然后分别进行稳定性计算，取稳定性
系数值最小者。

（2）稳定系数计算
圆弧形滑坡条块法计算是先根据所确定的滑动面位置，将滑坡体划分成若干个垂直条

块，如图2-2-12，然后按分条块逐个进行的。

9

1

M5* 口 D

图2-2-10  果先柯（中HCEHKO.T.I）临界滑面位置  图2-2-11  按试算法确定临界滑面位置
稳定系数可用公式（2-2-4）、（2-2-5）及公式（2-2-6）计算。

(2-2-4)K, = ZH icosai goi CiLizwisinai

(2-2-5)K D= Dn

1+2Wicosaitgoi+2CiLi+Di-15in(ai-1-ai)tgoi
Di=W sinat-W icosaitgoi-CiLi+Di-100s(ai-1-ai)-Di.sin(ai-ai)

tgφiDπ的计算与Di同。
式中  i————条块编号∶

Di————第i条块余推力，104N；
Dn————最后条块余推力，10*N；
Wi一一第i条块重力，10*N；
Li一一第i条块滑面面积，m2。
Ci————第i条块粘聚力，101Pa）

图2-2-12 滑体垂直条块划分————第条块内摩擦角，（“）
a————第i条块滑面倾角，（°）

其余符号同前。
sec'aiZUCi△Xi＋(Wi-U)tgpi (2-2-6)+(tg+itgai)/KBKB*- zwitgai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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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X;——第i条块滑面面积，m'， 。4Xi =Licosai) 。命

辽;—一第i条块水的浮托力，×10*N
订∶=U icosai1 P' 卢

,⑥鸣其余符号同前。
萨尔玛（SARMA）计算法●∶

？该方法能适用于圆弧型、非厨弧型和平面型

滑坡的边坡稳定计算;条块划分无须侧面垂直。 图 2-2-13 地下水流条件图

A～E一计算圆号10一完全疏干的边坡∶b～可根据结构面产状倾斜分条;不同条块侧面和底
地薏冰澜在就脚后方的距离为技高的8倍;

面允许赋予不同的剪 切 强 度参数值。 c—地衰水狐在坡痫后方的距高为被高的4债;
d—地裹水额在敬啊后方的更高为坡 离 的 2用该方法分析边坡稳定性，对边坡破坏祝制
倍!e一有大量地衰水补给的饱和边放;

和条缺划分等都较接近实际，其计算（计算公式

略）要迭代，可编电算程序完成。
当边坡体内有不同地下水流条件时，（图2-2-13），可用计算图（图2-2-14A、

B、C、D、E）求得稳定系数K值。其计算步骤;第一，根据地 下水流 条 件，用图

0.0e _p,08
中宁磊

e:10x0.122.
×0.14 说1.6 官心0.16

0.18
0.20

擎
k0,30“部锌

K3.0
-40o.8 f0.50
0.600.6l

入香
0.4

0.2

e
认消
a

图 2-2-1da 函源破坏算图a

煤赞工业部煤费科学研究能，《第炎采矿》。第2期，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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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

6 0.14
***0.16

0.18
0.20

0.25

0.30

0.8 1.0
SHYANG

45
0.6

WANSASTO 0.6

0.4

1.2

HK

图2-2-14b  塑弧破坏算图6

Maili

1.20

LISE1.0
inrH.信.
20

0.25

F.30

1.00
0.A

0.50

0.600.6

0.80

J.0

1.5

TIK

图2-2-14c  迎燕豪华教环算图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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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0.04“ _0.08L0.08
60.10。 0.12

D.14： 0.38
60.18， 0.20

复0.25"
20.30

K

门，4
0. 0.50

0.6g.d A.80
00.4
帧S0.2脉 4.0

rhK
d

图2~2-14d 因黑破坏算民d

0.02 0,049.062,
0.08

>0;10 C。， 80.12
。口“单0.14

区 2.1,
k0.18

0.201.4
P.25

我” 0.30属峰
六乓 p.较鱼

0.50e
Lp.80e 0.80
,00 J.5

u.乙

叶，

THK

图2-2-14e 圈弧破坏算图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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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选择相应的计算图号，第二，计算无量纲 比值，C/pHtgφ<在计算图 外厦标

度上查到该值）;第三，以第二步查到的数值为起点。沿径向线找到它和对应于所考虑的
坡角曲线的交点;第四，用查出的tgφ/K或C/γHK的对应值，使可计算出稳定系数K值.

3）计算实例
（1）例一《海南铁矿）
已知条件∶
H=87m，β=32°，岩体强度指标双透解岩;C=1.5×10*PA1φ=36*36';续矿、C=0.15×10;

PE】φ=40"07'，岩体容重，双透解岩Y=2×104N/m等;铁矿γ=4.0×104N/m3。
计算步骤及结果见表2-2-5和图 2-2-15。

表2-2-5计 算 罐录 “e K“？” 110、3亲 块 号 ，。’
Fe,T-Ls ?-Ls-Ls -LsT-Lsh-LsiT-Ist-ispFe 少“功sV岩石性质 Fe

120sso 3sz028Qj2o4oo4003eo6ao召s2W(x104N)
。马的3419当333s.54615359。了 、坐 30.830.6 so.830.eao.830.630.e身邮（" 30.B出中每 40.1 40.。t5

70.7于誓鸣10.7216.1J78.g!ze6.9Wcosatg l338.69,7 5

1.51.51.5 1.51.5。铜“” 1.5C(×10Pu) .6

？ 111.510自 1山”砂Lm2 1116 、令cL 16.517.319.516.517.3 吃运2 16.51R

ju807.o10.550.067.7W siaa 1n4.2162.7192。927,4 196.0207.8 ③56.(9。
西窑旦87.2z204.21?5.7195.Al232.6│195.I272,021.7 224,2Wcosatg+CL 134.当邦54.有

1I.162Weosatg小+CL2Wsina

礼

T-L
欧”
唱看

！中，霉漕出编泻出消蔬
-01。石类卷二

图2-2-15 稳定计算剖面、
例二（海南帐育》
巴知条件·
H=250msβ=45°C= 40×10'Pa;φ=42*∶
γ=2.4×194N/m";设离坡脚2000m处有-水源，即边坡高度的一半处于地下水留的正常降蕃。

稳定系数计算步骤及结聚;
根据已知条件使用图 2-2-14（圆弧被坏算图B），C/yHtg中的数值等于0，074，tφ/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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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值是0.57，求得K=1.58。

3.楔体形计算法
1）判别准则和要求

如图2-2-18所示，存在a和两组结构面，其组合交线的倾角α，设边坡面 顿 角β，
则滑动主要条件为;两组结构面a和b互为反倾向，且与边坡面斜交，但组合交线 倾向 与 边
坡面倾向基本一致，β>a;若两组结构面的φ角相同，则产生滑动仅当a>φ时 才 有可能。

2>边坡稳定系敬计算
楔形体滑坡稳定性计算方法有空间共点力系法、赤平极射投影法、摩擦阻力 法 和楔

体稳定曲线图法。
（1）空间共点力系法
该方法是利用赤平极射投影和实体比例投影方法以及利用力的合成和分解原理，通过

作图方法把边坡岩体结构面的产状和楔体在自重和外力（谦破震动力、水压力、锚固力等）
的作用条件纳入到一个铣一的投影体系中进行求解（图2~2-17）、并用极限平衡原理计
算出边城稳定系数。

y具

C)
、e 厂己 么”矽’ 向6

‘
葛’“

图2-2-17 赤平极射投影图图2-2~16 楔体形立体剖面图
稳定系数可用公式（2-2-7>计算。

(2-2-7)K=SNatgt.Nstg?+<CSa+CbS)
R=V·

式中 IR——楔体置量，×10*N;
V—三角棱锥体体积，m3;
p——岩体容重。×10"N/m3;
P—— 楔体滑动力（下滑力），×10*N;
N———结构面上法向力的合力，×104N;

Na、Nb-—A A，BB结构面的法向力，×10*N;
S、S6-AA，BB结构面的滑面面积，m*;
C。C6--AA、BB结构面的粘骤力，×10*Pa;
φa、φ6——A.A、BB结构面的摩擦角，（°）。

算例
已知条件，边坡和歧构面产状——-结构面AA倾向240°。倾角50°，结构面BB倾 向120*，倾角50*

边坡面DD倾向180"，倾角50°（图2-2~18a）。两结构面在坡顶线上相交实测距离MN=25m，边搜高度
H=24m，两结构而强度指标。C。=0.8×104Pa，φ。=22'，Cs=1.0×10+Pa，φb=17"，着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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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y =2.8×10*N/m"。
稳定系数计算步算及结果。首先按困2-2-19a算出R值，再按图2-2-19b、c进行R值的分解，得

N、P值，再将N值分解为N。、N+。以上各力值列于表2-2-6;然后按图2-2-205、c计算出S。=

S;=850m+，最后根据表2-2-6的各力值和其余参敷值按公式（2-2-?）计算得X=1.08。

台
仍0s

D

D嘎 冷 42,
8。 30-

Y 毕

号

f)

N

矿e-22 o
勾

还答
6 心NM C D02

-02飞O w
竞 内”c D凸 49·

a

脱2-2-19 赤平极射投影及力的分解■图2-2-18 赤平极射和实体比例投影图
a一赤平极射投影图;b一楔体自重力a一赤平极射投影图;b一实体比例投
的分解图;c—合力N的分解图影平区图;c一沿两结构面组合交线断面痰

豪2-2-B力 髓
力值（184N》顿角（"）额肉（"力

0 4687.5引一 砌直 234.
A之 818 4078、0600

2719.049N。 “ 2719、04N: 22)

率算测摘高《岩体工程地质力学问躯》（二）学由版社，197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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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ag中o+ Nbtgφb+CaSa+ C。S是 =].08
（2）赤平极射投影法
本方法是用赤平极射投影网（图2-2-21），侬据边坡面和结构面的产状图解出两结

构面的组合交线的方位和倾角以及它们之间的夹角的角值来计算稳定系数。
稳定系数可用公式2-2-8计算。

台环 冷
0

鸣 。p
，各

，能
即

宁

0
图2-2-21 赤平极射投影图图2-2~20 赤平极射投影及滑面平面图

a—赤平极射投影图，b—A结构面滑闻平面图
c一B结构面滑面平面图

3 (2-2-8)K=-3 （CAX+CaY）+AtgsπBtgφ。●的：
式中 sinOas.X=-sin0.,。cos6z,na

sinDuY=Sin ，6 cos 01，用

A=COSag-cOSb cosana,n
sina。sin20na，有b

——不考赠渣教体肉的水压力。



932 第二篇 矿山岩石力学

B= C0Sah⋯.cOsgcos0na∶超6.sinαsin fna,b
X、y、A、B—--楔形几何形状系数;
CACβ—结构面AA、BB的粘聚力，

×10*Pa;
φA、φg——结构面AA、BB内摩擦角，

("); 保 警，手等
γ—岩石容重，×164N/m3;
θn、θn——结构面AA、BB的极点间距，

(·):
θ1，n——交点1与结构面8B极点角距（°）;

白

6。;no——交点2与结构面AA极点角距，（°》;
图2·2-22 赤平极射投影图αa、αb——结构面A A、BB的倾角，（°）; (7.。■40*,bi,3 =33.5*:01

α.-组合交线的倾角（°）; 9.$*rθy，5*35*0;..
=76"r61,6=78*:0aa、bθ∶，∶——-交点1，3之间的角距（°）;
=116"tas=7002，——交点2，4之间的角距（°>

0。，—交点3，5之间的角距（°>;

θ，;—交点4，5之间的角距（°）;
—边坡高度，m。
计算实例（海南铁矿）
已知条件;边坡和结构面产状—一AA面倾角165°，倾角6的0";BB配模向20'，倾角65"和边 坡面D

D倾向B2'，模角3"〈见图2-2-22）。AA、BB面强度 指标t CA=C店=5.3×10'Pa2φA-φ2=
36°、边坡高度H=80m，岩体容重γ=2、6×104N/m3。

秘定系数计算结果见表2-2-7、表中X、Y、A、B系敷计算中的角值由困 2-2-22中量取，量得
角值如下。

表2-2-7海 南 铁 矿 稳 定 系 微计 算

* 果擒微角 一 歌
01,=48* 当中中中X、 =5.6530615=3.5° gi03，3Cos0，，体。
凸。琶儿”
01,1=49,5"

电皆宁户： —=6.376403.5= 35" Fin03,sGDO50,,ns
θ3。nb=78*

Eosae~co5&SosSnt,Bb夕了等目出色 -=1.6966A。. siaassin20n，，用60。=80
cos在l-cosa∶cOz0Aa舞6Q》=6· 一=1，6890B=- 9lnαssin*0na +斑bag m30°

C=CB*5.3×10*Pa
全平目各。自剑。 K=- —<CAX+CNY）+Atg中A+Btg中=3.614Y=2，6×10"N/m3 气卟’
H=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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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摩擦阻力法
本方法是用赤乎极射投影网（图2-2-23）表示出边坡和结构面的产状，只考虑楔体滑

动面的摩擦阻力（设C= 0）的作用，且在两结构面的中值相同的情 况下，按 模 体歪斜
角δ，两结构面夹角舍及组合交线倾角α的角值进行稳定性计算的。

稳定系数可用公式（2-2-9）计算。

_sinotgφK=_s (2-2-8)sinttgαr
式中 8——楔体歪斜角，（"）;

E—结构面间夹角，（°>;
φ---结构面内摩擦角，（"）;
a--结构面组合交线的倾角，（·）;

计算实例（海南铁矿）

见图2-2~24及表2-2-8。

总 20O

需辛
球 密，

30
43六

必 05"

座交点

略号’ I6·

图2-2-24 赤平极射投影图图 2-2-23 赤平极射投影图

衰2-2-8计 靠 实 例 越 暴 接
边 坡 西岩层断 层
D-D)(S-5)F-F) → w 申声弟、 挚计算公式 状 产产产 咯

煮当倒向倾角 领角领向剪函
2-373p-64"87"36°43*72°警”166"65岂”(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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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楔体稳定曲线图法

本方法只考虑楔体平面A和B的摩擦力作用，如图2-2-25。设粘聚力为零，且边坡
是在完全疏于的条件下、根据平面A和B的倾角和倾向角之差值查曲线图（图2~2-26）
得比值A和B，并用公式（2-2-10）计算出K值，K>2为稳定边坡。

注意∶两面中较缓的那个永远称作面A。
稳定系数可用公式（2-2-10）计算。

(2-2-10)K= Atg中A + BtsφB
式中 A、B——分别为平面A、B的无量纲因数。
算例
已知条件∶平面A倾角40°，倾向165°，摩擦角35°;平面B倾角70°，倾向285°，摩擦角20°。
计算稳定系效;查图2-2-26中的g、h标题为"倾角差30°"的曲级，并薏到懒向差为120° 的A和

B债，得A=1.5和B=0.7，将它代入式（2-2-10），计算得K=1.3。
4.计算图法
Ⅰ）基本条件的假定和计算图原理
本方法是在假定边坡坡顶无张裂隙和无地下水的条件下，在极限平衡原理的基础上，

经过数理分析和适当简化而推导出的。
2）使用方法和应用条件

4西

77A9

图2-2-25 楔体的立体视图

A/ 日其图一颁危准0我

出

的m
史革F期准

A面·
i 6
ei‘
乱
凸

6

。郸鲜罐轴端据36O 34 320

领向接，放”。
图2-2-28 a，5只有摩搬条件下的模体稳定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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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算Ⅳ一葫角差10度 A算图一颅角差2n度
5.f

号马
图“

扰 ”部式y窝开 ，，，“ 1.6.o.s 05j

in 2p 0360 $0P 2a0
炉360 2JD240 220AC 离马啉之低问整，发 -。

算图一领角差20度B算图一倾偏数10度

脱” “山切了 北塑化 。。气

力‘

 二 。，”
o.50.s

2 236β焚工
$i 340 280 26052 例问逛，度占程

例Z，度 ；

图2-2-26 e，f凡有熔擦条件下困2-2-26 e，d只有爆擦条件下的楔体
楔体的敬定计算图稳定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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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算一倾角差40度A算图一倾角差30度。
的⋯明 ei

V可消 ，曾试

仍确品小邬 2“
05

20 260360 310360 340 司归

顿向差，度频回班 ：9

苏算图一颅角差40度日算图一倾角差30度 ，。
S.0l 1.s
人 点。’真
制 章。9

8野48习 25e 。，告 件3 ？
色gP 

岛路期 细册 35080 !

侧向差度340360; 280 250240320 300
倾向蓬，度 ‘

图2-2-26 f.i风有摩撕条件下的图2-2-26 g，万只有摩擦条件下的 腹体稳定计算图楔体稳定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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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算图一帽角差60度A算雨—馈角差50度

√

”翻赢孙磊 且
量马

“趋出 6
久孩站2，4， +，

且
0.5 含一

8痴 器坛8 2360360 310 320 3H 2站 0 倾验，度j差，度 量电
乃算图一倾角差60度B算图一倾角Z50度

5.0

4.5

争参
3.e e

氢孔团
3.D

。碰挡 好2.5年∶斗乎2.0

。非矾 1.5
工、o
o或知

9 2，2强8 8!s6璐。9 22 360367
锁向整;度 倾向差，度n，

图2-2-26 m，π只有摩谦条件下的图2-2-26 k，1只有摩擦条件下的
楔体馋定计算图楔体稳定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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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算因一惯角差70匣 B算图一颅角萃70度6. 5.

d。
人 A·sn ers

融涵勐岛翩
弓像电出 日砂不利
轧：a

0.5 呼
学学茎产产唱汇3石6 340l 320 360 4n :

倾向差度 惧向差，度。 ，鲜
图2-2-26 o，p只有摩擦条件"下的楔体稳定计算图

首先根据设计条件确定边坡滑坡类里和计算参数，然后用相应的（即按图2-2-27A
和圆2-2-28A）计算公式算出边坡高度函数y和边坡角度函数x，最后查计算图曲线（图
2-2-27B或2~2-28B），便可求得稳定系数或边坡角。

边坡高度园激岁边浓用度函数x

学 s<β

合。 _s
象 令B。c

产p弈吟X “些
图2-2-27 A平圆形滑坡设计计算图

1C一正常的水位下降。欲-于潮边欺，x-2√7β-a）（a-4b-无张验龄y=3
”：哔蚀学）1】）;d-平的张裂底。y-制，”己己”一。；子“’于一。

)*7):c~水平的糟水面，X-（β-a）{a-φ（1-0.5<号0)

一充满水的张裂卿。y号-（1，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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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系纹k
S·

LO

场，

5

P.

E

瑶壁称业新本
洲2-2-273 平面形滑坡设计计算图

g一稳定系数福线图马身

节

w
n
音、

20 60 805G40 千洲
边城角魔函数x。

边坡高度西效y边坡角度面浆站

沿
8 <,。图2~2-28A 孤形滑坡设计计算图 率 乎yHa一干覆边坡。x=β-1.2φ1 b-无张赛隙，y=国

一正需韵水 位下降;*-β-φ〔1.2-0.3号件小集

引 6)
Z0d一平的张装歌，y-枣【1+（2-部）100 dC 。一水平的漕水面，x=β-火1，2-0.5， 导

一纪满水的*要购，y兴【2品>分
8 Vo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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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定系数 k
：一9 Q

字画才

90

20

管

邮

巧嵌涩猷伐拟品 故

学

呼
a
态、

24

边坡角度函量正

9

图2-2-28B 孤形滑坡设计计算图
g一轮定系敢鱼线阳

该方法可应用于矿山开采的可行性研究、规划、任务书或方案设计，或工程地质条件
简单的中小型矿山设计。对生产矿山进行边坡稳定性评价时，在计算参数满足计算查图要
求条件下，亦可应用该方法。

3）边坡渔定系数计算
X，Y值的计算模式和计算公式见图2-2-27A或2-2-28A。
4）算例
见表2-2-。

2。2，3.3 有履单元计算法

有限单元法是将边坡的连续体离散化为有限个单元，并进行应力计算，求 得 稳定 系
数，判析其稳定性。

1.计算步骤
1〕建立计算模式，确定边界条件

廿算模式∶根据实贱经验。计算模式的宽度从坡脚起水平距离为（4～6）H;其深
度为，至坑底。下部至少取H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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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安高度的一半处于睡下水圆的正常降落，无形裂隙，求稳定边坡
HP-I

先用Y、K侦查国2-2-2BB中央 钱得思值，后将《代入武C水得赛2-2-9 时间∶01×0==0 *00521=*H ru/Norxho-A 1.2hapH =250m，允许K=1，16） 式c∶X-0000-0.3.2-0.3
步

SY=9HE*A**福 10

V82-2-2第3章M

介印值

 店X、Y位查图2-2-28D中曲边坡体处于礁于状态，无张
第

裂隙，求避定系数v值 SSEEX集

中-8*X 'nSS=4 m9E2 * H Y=2.G×10*N/m’ 式b1Y=xHFdPI XS*** 海 0
31

按图2-2-28A圆  弧  线求得150
M LC:00

边坡体内有一水平带水位，干的来裂路 用X、丫值变更2-2-27B中曲线求得国际）S"D-D-D#-D）（D-U）
军

:00=0108*0 furooz-H $81:XImoor=AH/WAS=PZ 唱中音-A，DE=中7B，07×PE=J
单 Ⅱ

yu/Nrorx85000 VEZ-2-Z团集求睡定采效KM     =x小时+蝶

免用了、K值控图2-2-27B中的Hazoomard5°1食许K=1.25 式an X=2√（8-a）（a-中） 编傅X值，后将X代入式α水褥边横体处于瞧千状态，无张缓滑  坡

5.9E 口唇 1805×0Z=D嘛，水除定边坡角B筐 .29=0TW/N01×1? OFL=A**1

按圈2-2-27A照

法律法律《卿考文献》〔4〕
★

·
计算步骤及结果著******回 计算公式酱 华联斯北**模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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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取右侧边界与下部边界为双向约束，即水平和垂直方向均不移动，左侧边
界为横向固定，而垂直方向可以位移。

计算模式和边界条件见图2-2-29。
2）确定外荷载
作用于边坡体上的外荷载有∶只考虑边坡体的重力，或再加上爆破震动力、水压力和

构造应力等。
3）单元划分及节点编号
单元可划分成三角形或四边形，常用的为三角形。
单元划分原则和要求∶靠近边坡面单元划分密些（即尺寸小些），往坡体后面的远处

和坡底下的深处划分稀些，并按计算精度要求和计算容量大小考虑单元大小和多少。采用
三角形单元时应尽量划分为正三角形或接近正三角形，对于有明显的断层、软弱岩层、夹
层的边坡，应采用四边形节理单元或宽度为零的杆单元。例如新桥铜矿单元划分及节点编
号，见图2-2-30。

??

?? 7
O

G ?③
-(4~6)HHA(2

图2-2-30  单元划分及节点编号图2-2-29  计算模式及边界条件
1-168节点∶2-168节点；3-162节点；B一采场底部宽度H一最终开采探度
4-164节点∶5-165节点∶6一151节点；
?——138节点J 8——140节点；  9——120节点；
10-103节点11一92节点12——86节点
13——66节点14——52节点15——54节点16——45节点
①～⑧，φ~垂一单元块号

2.计算边坡稳定系数
用有限单元法计算边坡稳定系数是根据输入的已知条件，由电算机来完成的。例如大

冶铁矿、海南铁矿及新桥铜矿曾按此法计算过边坡稳定系数。
边坡稳定系数可用公式（2-2-11）和（2-2-12）计算。

(2-2-11)K=_V(C+01tg+)<C+03tg+)
1*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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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心

11CC+ontgφ〕f1
K= *.tn41

(2~2-12)-;

式中 C、φ—-岩体强度指标;
σ、σ-单元最大、最小主应力;

n——一条滑动面所通过节点的总数;
21——滑动面节点间距;

δ、Ta——节点的法问、切问应力。
在上述两式中公式2-2-11只能计算出各单元的K系数，不能按某一特定面（如潜在

滑动面）计算K系数。也无法与极限平衡法比较∶公式2一2-12适用于已知滑动面位置条
件下，依据计算出的节点应力求出滑动面上的K系数。亦可用来与极限平衡法比较。

3.甘算实侧《新桥锵矿>
已知条件∶B=40°，原岩C=45.18（×0.01Mpa），φ=39° 06';节理C=13.57（×0.01MPa），

由=25°02'，E=8.035×10*（×0.1Mpa），μ=6.215，H>368m。
稳定系数计算结果，见表2-2-10和图2-2-30。
2.2，3，4概率法
利用概率的方法分析边坡的稳定性，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方祛，与传统的方

法不同;它认为岩体中节理和裂隙的分布和特性、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质等等 是 隐 机变化
的，井各自服从一定的分布规律。传统的分析方法并没有考虑这种随机性，而是采用平均
值进行计算。当对某一问题采用平均值进行计算时很可能得到一个较高的安全系数，但对
这同一问题采用概率法计算则可能得到一个很高的破坏概率。这是因为概率方法考虑了计
算参数的随机分布;从而可使计算更为可靠。可以用边坡的不稳定概率进行边坡的经济风
险分析以求得最佳的最终边坡角。

1.破坏模型及其计算方法
通常边坡的破坏概率定义为;

(2-2-13)Pp=Ps·PE
式中 Pp---坡的破坏概率;

Ps —--边坡的滑动概率;
PE-—-期望概率。

边坡的安全系数定义为预计的滑动体的抗滑力与下滑力之比，可表示为，
(2-2-14)例目心八其煤“：社一”

式中 F——边坡的安金系数;
x1，x。，xt-—确定安全系数的参数。

在x，x2，⋯x;中，有一部分变量是随机变量，当P=1时，则认为边坡处于稳定与
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枚此，边坡的滑动概率可以定义为边坡安全系数小于1的概率。即Ps
=PfF<1}。只要对xi，x2，⋯，x中的随机变量进行大量的髓机抽样试验就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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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0

21in te+on，tg神》。 KTa
“业阜元类型电点号 Oatg中 c + ostge

监产()ko.orMPa)(6.01MPa)

5.00 -2906.6号704.45-538,14原卷单元 -581,32140.38168 -659.72
1857-75-395.40原符苹元 -8204.55-350.22-430,95 20.7589.53“部

-13493.133151,68一367.16~306.20 -321.936-7585.76原岩单元162
88-87原岩单元 3243:76-344.5736.50TE4 -14225.8889.75-423.9

-381,55 -15046,503205.49原岩单元一 135.269o.91 426.73-69.49
1-19139.58971.4-432.53颜岩单元 -387,354.2515! -476.83 89.75

24.50 -1559.01230名39-385.80原梁单元 -430.98河，22-474.72138 21.50 -3486.87418。42-162.18I48,B节题翠元 183.8-318、30

-745800l1142.55-35.6055.00 -122,0818年-41261.37节理单元540
-10794541249.02-189,02-125445?7、00书理单元 162.26一268，89120
-10710212110,28155.26 -138,09-124.52节理单元 79,OD-266,79103
-8216.21835,57-109.0687.00 -12,63节理单元 124.71-238.59富一
一6273、72的9-47 5087.69节塑单元 !5550 -113.0491,6?-213.04络一

雾 -84.903.75 -4308、06250g,50-$,47节理单元 57.36-181.8
一2885，641852,8234.75 ；置卫节理单元 一6月，Ar38.9352 -148.78
-1383,7254 53.2226-90 1041.56一39，65节疆单元 40.06-84,92
789.20-94·10 542,5245-21 -51.53J2.00-108,23节理单元46
1382.1176247,89口

口。十位己容“ 宁置K*- “丑端’

P.。
期望概率PE是构成边坡破坏几何模型的概 率。
2.几种破坏模型
1）平面破坏
当一组弱面的倾向与边坡面的倾向一致且倾角比

边坡角小时。边坡很可能形成平面剪切破坏（如图 2
圈2-2-81 平面型剪切破坏-2-31）。根据给定的边坡儿何尺寸、地下水条件、

岩石剪刀强度、不连续面的位置等，利用常规的稳定
性方程就可以得到边坡的安全系数。由于弱面的抗剪强度是随机的，这祥就可以用蒙特卡
洛法求得安全系数的概率分布。因为安全系数小于1 就认为是不稳定的，则边坡的滑动概率
Ps就是在所有抽样计算中安全系数小于1的抽样个数与总抽样个数之比。一般抽祥试验的
次数应大于200。

构成平面破坏的期望概率PF=Pp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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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构成破坏面节理倾角的概率;

Pz——构成破坏面节理长度的概率。

PD、PL可由现场测量中得到。由于滑动概卒Ps和期望概率PEg是随节理 面的 倾 角
变化而变的，所以平面破坏的破坏概率为，

Pr= PsPEdx=三 PsPDPL） (2-2-15)

式中 K——可能破坏面的最大倾角，（° ）;
j——可能破坏面的最小倾角，（.）;

2）阶梯破坏
当有两组结构面作用在边坡上时，很可能会形成阶梯塑破坏，如图2-2-32所示，阶

梯形的破坏概率为∶

Pp=JPedsxri(Ps·Pp) (2-2-16)

式中 Pp--破坏概率;
Ps-—滑动概率;
Pp——滑动角的概率，
K-—阶梯破坏面的最大 倾角;

j——阶梯破坏面的最小倾角。

为了求得破坏概率，首先得求出阶梯型破坏滑动角的概率。根据现场实测两组结构面
的倾角、长度、搭接的分布规律，利用蒙特卡洛法可以模拟计算出滑动角的分布规律，就
可以得到各个滑动角的概率大小。对于每一个确定的滑动角，与平面型破坏的碱坏概率求
法一样，可以得到一组阶梯型破坏的滑动概率。根据滑动概率和滑动角概率，可以求得阶
梯型破坏的破坏概率。

3圆弧型被坏
当岩石强度比较低，或者岩体受到三组以上的结构面切割，岩体呈碎裂结构时，有可

能边坡会发生圆弧型剪切破坏（如图2-2-33），圆弧型破坏概率为;
(2-2-17)PF= PSPE

图2-2-33 两弧型破坏
图2-2-32 阶梯型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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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p--破坏概率;
Ps—滑动概率;
PE——期望概率。

在圆弧型破坏中，PE= 1，这是因为破坏面不是由某个结构面最低强度来 定的，而
是由边玻的几何尺寸、岩体的强度特征来寻找一个剪应力最大的面来确定滑面。对于每一

个确定的边坡，其滑动面的位置是确定的。所以PF= Ps，滑动概率Ps的求法与平面型破
坏时的求法租似。

3.实例确
近年来，随内已有几个露天矿使用慨率法对其边坡进行分析;其中以攀枝花钢铁公司把关河石灰石矿

和德兴铜矿南山采场较具代表性。因为我国使用这种方法的时间不长，所以这种方法尚处于不断地探索和
完善之中。作为应用时的参考，现举例如下∶

薹兴铜矿南山采场五个分区的圈弧型破坏模式和不同地下水条件时的玻坏概率计算。所采用的方法以
BISHOP法为主。

计算程序框图见图2-2-34，计算绪果见表2-2-11。
图 2-2-35是I一1计算剖面图，图2-2-36是在自然地下水条件下I一I剂面安全累数累积频率的蛾，

根据此曲线可以求出安全系数小于任何值时的边坡破坏概率。

根据所求出的破坏概率，可以求出预料破坏体积NFV值，NFV值可由下式计算。
启动

偷入原始最据
弯圆心座*-28.?

1=7论2.8[3.0

对坑压强度按 F正态分布取250
个随机样本 ”。 环

计算250个
安全系戴

计算破坏器率
-85.0

/镇出计算站果

（停机
图2-2-35 I一I计算部面图图2-2-34 计算程序框图

●北床有色冶金设计新究总院，"德兴携矿南山采场最终边坡稳定性分折报告"，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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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2-2-11计 算 结 果 表

计真的面
计算饰果

1-I ”一十 B8-一 -M
地下水条件

1,362Z1281-200r1.1071* 1.42g"最小平均F谨
子吕 0.04*P{F<1-0} 9.0180,0040.1*

和 0-98 0.72*PIF<I5 b.981,0 2.0
I.4E1最小平均F 13991-322 1、271-0s4田
夕？宁豆P{F<1-0} 夕宫叫o.0AE.224

隽 0、528"0.824PF<15) 0988o,9721、0
2-0862.0151.851.9481.583益小平均F疏
乡子、0-0了。PtF<1-0 夕。0

平 o.0040.224 0-16 0.0940.004P(F1-5

·此数滞是出"成典条分法"计算得到的。

(2-2-18)NFy=P (F<1.0}Vp
Pp是可能不稳定岩体的体积，NFV是开挖边坡成本的量度。它可用在露天矿设计方案中，根据成

本-—利润选择最优边坡角。
目前利用随机的方法来研究边坡稳定性的实例不多，尚无统一的随机边坡设计准则。根据德兴的实际

情况，采用了S、D.PRIEST等人提出的随机边坡设计准则。表2-2-12和表2-2-13详细 地描 述了.
·.8

0.意.刷6.2
0.0 1.0 2.0 ，3.0

图2-2-36 I—I削面安全弱数果积额率曲缎

表2-2-12髓 极 边 坡 设 计 准 则

库许费
建探雌果边坡季 平例 律。 水最小平均产 草

P1F<1.5}P'F<1,0}

单独台阶，不脑近运精公磨的小的临时且 0.-2不严重 0.11.8
边坡"

乙 0-01中零严置 0.11.6永久性成半永久性幼坡

自 中等尺寸。有主要运输公路或承受永久 0003很产重 0.052.0
采矿设备的高边坡

·小边被高度<50m，中等边坡痛度50～150m，高边城>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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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准则。参照表2-2-12-德兴南山采场边坡应属第3类。按表中所要求的耻小平均安全系数F值比较
畜，报告中采用的容许值是F=1.25，P{F<1.0）=0.003，P{F<1.5}=0.005。表2-2是随
机边坡设计准则，表2-2-13是描述之坡特征原则。结果分析见表2-2-14。

表2-2-13描述边坡特征的原则

采2-2-13中的边坡特征 述描

横足全部的三个准则 边定 坡稳

边坡施工出现可允许卖不可允许的危险，综合的监测措施可以减少危超过最小平均值F仅过我们一个或二个圆
险程度机准帅

低于最小平均位F，但属足两个随机准则 临界边坡，为了提高F的满足轻度，需要稍微修改边坡
低于最小值，并且迪费了一个或两个随机 不稳定边坡，拓安对边坡作大修改，加固岩体并盘测边坡

准则

表2-2-14结果分析表
H

剂  国 Y-W V-W1-1 1-1I-I
地下水状态

AAN饱 小
A A,B"X 然白

A.B.C A,B,CA.B.C巧 A,B.C裤 A,B
注∶A——F浦足允许值，

B——P（F<1.0）浦足允许值*
C——P（F<1.5）满距允许值。

根据表2-2-13和表2-2-14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在饱积水的状态下，Ⅰ、Ⅱ区是不稳定边坡，Ⅰ、冒、置区是基本稳定边坡。
（2）在自然水位条件下，I区是不稳定边坡，其余区是基本稳定边坡，在开采中应进行综合监测。
（3）在疏干的情况下，除了Ⅰ区是基本稳定边坡外，其余几个区均是稳定边坡。
2.2，3.5 对边坡稍定几种计算方法的评述
1.极限平衡计算法1
是当前国内外边坡工程中边坡稳定计算常用的基本方法。用该方法能确定边坡滑动面

位置和破坏型式，能根据边坡不同破坏形式和任意滑动面位置来计算边坡稳定系数，它适
用于边坡体不同地质条件和边坡各类破坏形式。在国内露天矿边坡稳定性计算中，已得到
广泛应用，如兰尖铁矿、大冶铁矿、海南铁矿、永平铜矿和行洛坑钨矿等边坡工程中边滑
坡稳定性计算均用此方法。

2.有限单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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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力、应变分析法，即用弹性理论分析边坡体的应力状态。它只能分析在弹性阶段
边渡体应力、应变和位移分析情况，不能对边坡体的破坏情况给出定量的分析。因此，当

前在国内露天矿边坡稳定计算中应用该方法时，常用极限平衡法计算迸行对比校核（如海
南铁矿、新桥铜矿）。

该方法能适用于边坡岩体的复杂条件。
3.概率分析法
只能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研究影响边坡稳定诸因素的规律，求出边坡不稳定颗率，

但不能完全定量地给出边坡稳定或不稳定的程度。当前在国内露天矿边坡稳定性计算中应
用该方法时，常用极限乎衡计算法进行对比校核，如攀钢石灰石矿边坡稳定性研究。

该方法适用于边坡体的复杂条件，能根据边坡不同破还类型用电子计算机算出边坡不
稳定概率。

果用以上三种方法都必须获得边坡稳定性计算分析所需的各项资料，并将计算结果和
类似矿山进行对出，在不具备边坡稳定性计算分析资料的情况下，可根据设计工程的具体
条件，用类比法确定边坡角。

2.2.3.8 需天矿边坡角几个参常资料
（1）大冶铁矿东露天扩帮区边坡建议值见表2-2-15。
（2）大弧山铁矿各工程地质分区边坡角初步推荐值见表 2~2-16。
（3）不同矿山地质条件下露天矿边坡角的建议值见表 2-2-17。
（4）国内露天矿边坡角航计和苏联《薄天铁防设计》一书对边坡岩石稳固性分类、边

坡角概略值的推荐及苏联列宁格勒矿山设计院边坡角资料均见本书《矿床开采》卷上册第
一章。

装2-2-15武阐大洽铁矿东重天扩帮区边粮角建议馆

编载分区 站擅角专 定 备 件岩边带区敏

48°C=5.K=1.7干边 额西膏为皇肉红色黑云母中粗粒闪长发;狮手山北 C-10,K=22四 ·=40*东都爆灰色中城教四长誉。岩体为块状结帮东都
断深充水 K-187构，比较宠盛，驿硬 Lu/2 46命=40 K=143L/4C-6

K=1.4C- d?刊皆岸诚变闪长脊和予卡岩，由子蚀变强烈，尖山东常
BI 茎减度较低;矽卡络施温粒粗，较现。老体、墙帮下得 e=40° C*10 K=16为块状、傲体和被摩结构

43°按漫澜水位载与坡孤之交点为麦质闪长发和属尝母晖石闪长岩，岩体 K=1.8)尖山东北 7倍的羞高，如=40°，C*5和10BI 较新鲜。坚硬、笼整，属换状绪构编和上备 50°时分别计算
入伏目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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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潍麦分区 岩 出单着慢出网纬 穆 定 条 件

C=10 K=1.B干 边 被突山系部 50°上部岩石为轻蛋体变的变质因长指和风

C=5 K=I,A增帮 φ=40°化吗长岩。下薄为未变质属云母焊石闪长？ 错;块状糊构宪整、驶部 永位数为7，φ=40" 50°
时..3。， 冷合

10

尖山东惠 不金形成大倒体破坏。对边坡下都为酌卡岩。中都为氧化首体;胶结
45"响部 顶部荡风化岩体应注意较好，上鄙为矿化四长者，近渔表风你∶D 局部为华胶储的餐散著体。主要属散体，

碎裂结构
C=1.5~2山瘤帝 东部为幕层状石精子石火理公，颞郁为 o.

(K=1.)4-25*～27°顺 层 程端着 中厚限灰白、灰黑色团块大理岩。均为致密
囱 40"坚硬大理岩，岩体宪整，为腰状纳构 C=30~0烟层器

(K=1.5)φ= 30*~-38"：
改按开拓运箱缘作确定尖山南剂 36米水平以上为灰白色薄至中厚限团快 43"~46"温部 状大理岩;36米以下为灰白色氛带状大惠子

岩。岩石较坚硬，老蛀，属层状帧构

注∶1.本表痛自《食帽大消快矿东儒无扩带区边驶垫定性肝究》，1984年3月。
2，表中L3为上滑面长度;

3.K为飞定系数t
4.粘藿力C的单位为{除出值×0.1MPa）;
6。边玻高度800～400血，

装2-2-18大票山管天矿各工程地质分区边玻角初净推幕德
总体搜费段粮

边域稳定条件本文地质特征布重区 工程地质署组的性 典分、 鼎当分区 调

.主要绪构面倾允陡裂颜弱含水，财东山包F， 千山花岗岩组液红 4s*~5085*~70'“ 或与边坡直突，边坡存于风化和物遗裂喷层以东 色，中粗触结构，岩
稳定泉件好障中。单位讯水景页錾豪，抗压量度σ-

Q-0.002l~0.0412780，容算 γ=2.6× 主要造神面与边坡
？艺65°~70°10N/m',C=106.5,l/s-m;害溃 系 直交。边披酿定条件采场东调12 好数 K=0.01440~，常

0,01562m/a,HCO:
走向831°，节观面Ca煜水，区内景承离存F、 ？；态”“e0*~05*影响台阶遍定。产生Is醇层以东 断暴有少量出水点

平离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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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郎雾兽确段救

要区分区 边坡稳定频件水文地质传征分 布 工程地质岩组物既
面画 绝 善

P断摆至 妥散调含冰。 训国南龄剧。禁诀片麻状混含者组，
中 那玢岩 K=0.004～203 和NEE岗角构面组岩质整硬，γ=26，I: 合形成楔体誉镉m/d，市帮有大百=103，C=7.5，

量出水点，形成渗φ= 35·
水带，由孔腰灌水

中都粉岩 玢岩、脉符组、片 岩款中形或局部楔
补给。对于边炭缘分布区 白状澜合者组 体滑蒿，混合岩中层
定术箱，卧水点主 55知错动西，做节理与 30*~43°I:重 要分布于T亚区

NE和NEE降的张、
扭性断肇形度楔体滑

勒
中部珍岩 片麻状混合岩螺 层同愉动源。纵节

以西 理和NEE肉、NE向缸
性和张性断袭形度侠“ 休滑荐或平面滑燕，
她下水对边坡壁定不

磺
岩性较弱，片致发来好圆北 隔水、岩质软，次操色石量牛故岩 ：

育。公阶自行景疝，导曲 和少量灰螺色滑云母具蜜性，我隙闭合 5o*～95' 87*叫。 边敏璃定燕件很美千教者，d=382，y=
2.56×10N/m3，C

0.7，φ=32*
裂障弱含水混食花尚岩维灰白 部福F，;顺层影响采锅西北

塑才客一J(35"～40*)[: 岩诈被碎，氇定祭赞部至F∶ 色，中想粒结构将体

寿，其余稳定条作教好下警片廓理鉴著

屋蓬与边坡权向襄隙洞含水，R。爆馄石葵片组，采场北和
响 0.0015 Q=0.016崔短誉酵。亿自密雪 边推融定秦件软好，

但应注意，顺屋影响～0,028S/1.my=2.65×10'N/m3，
C→8。2。中=81* 65 38*～4s°

裂踪刹含水， 冒首出皆常问靥。采场中寓 兼带状含铁石英染

y: 岩质坚硬;边教稿定K=0203158 Q=组即铁矿层岩发坚硬
桑件好0.061～0.8629

备 边坡稳定条件较差F~F' 表合花岗岩，熊坡 命 36*~850*~56， 传。特潭触堡。秽选断层被碎带

注，1.a靶C的单位。（给出值×0，1MPa）;
2，摘曲《大驱山露天矿边坡工程单重调查及象定性初步评价振雷》，190s年8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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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7不同矿山地段条件下雾关矿边城角的建议健

出嵩勇增 质 条 件 和 主 要 影 响因 素边帮器石的一般特性及分锻

平台宽度、阶段（单段或双爱）高院及阶段的域角，都与1。主要是荆有裂障的墅硬将石
至67瞬圈<层理、片理、构造破坏和大聚照缝）朝露天扩~制的镊

角有关
40*～45"不存在方位不利的局面【t要雕非常度育的整硬岩石

岩层制角大于40°和深度大子200m的底饭边带，不存在恢露Ⅰ 隙有坚现的岩石外。边波中 38"~26°天矿一犍以斜和延伸很火的弱页还有罐泥片壮、捐云母片岩、
50*～40存在岗露天矿一翼倾斜的滑醚滑石绿泥片岩以及风化的致密 26*~80着层埋豫注a地形砂质粘土岩
5°～30*主要是砂张地层，白票纪她层，风化地层，喷出地层和其稳 边箱或边帮的某些地段为都

渗水性好的地层;边帮的底都无塑性粘土和罚阿散（不致密的）箱不遂结的沉 <28在边帮的中部或下部有水平的成整合的倾斜颗面或塑性粘土机岩或完垒碎解（风化）的岩
磨。边发的鑫底为■性粘士油

注，本表摧自《矿山岩石力学基楠》，煤炭工业出颜社，1981年13月。

2.3 边坡加固

2.3.1概述

边坡加固常用抗滑桩、锚杆（索）、挡墙、削坡减裁和压测等来改善边坡力学条件，、
用排除地表水和疏干坡体内的地下水来消除或满轻水的作用，用化学灌浆和松动燥破青动
面等来增强滑坡体的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或强化岩石等。边坡加固方法适用于露天矿最终采
场边坡及处于初期破坏阶段的需天矿边坡。对边坡加固地段事先应全面了解滑坡体的滑动
原因、空间位量、滑动规模和方式、岩体力学性能、 地质构造、 水文地质参数、爆破振
动、地震或其它外力对边坡的影响，然后进行科学分析，提出有效的加固方法。

2.3.2 锚秆（索）加圈

2.3.2。1 椅开（索）类型、懂晶顺理和应用条件
用金属材料锚固边坡主要有锚杆和情索两种。锚杆类型有;抗弯、预拉、剪切和抗拉

四种。常用的为剪切锥杆。
锚杆（索）锚固的原理是在稳固的岩体中，使错杆周围岩石互相挤压，锚杆与碧石联

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济压带（如图2-2-37所示），阻业岩体的变形和破坏，改变边坡
内部岩体的应力状态，从而提高边坡不稳定部分岩体的整体性和稳圃性。

错杆（紫）应用条件见表2-2-18。
2.3.2.2 婚料（索）的设计和计算
1。滑体剩余下滑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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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高

分"

R、 I-I
-LO 。 6

图2-2-38 锚杆力系图图2~2~37 锚杆加問边坡作用原理

c一作用原斑;b一连续压鲍橙径】一笫头!2一未教哺杆加团

边填表因脊石∶一错杆;4一储国段;5一滑动面

循 杆（索）应 用 条 件 表2-2-18

a 饿籽尊奠 钟
不要此限馏籽的柔性差，长铺杆不宜在窄阶段安装

锚杆与儒索剧比
即使在复杂的聚力状者下也能自行调蓬。以嫩杆如果安装不当，易受弯曲应力，影响其败

每 适应岩体变影。舶热处于臭好状布

居奖、孩降状岩体，就皎震杂的滑致面璋用条件

边坡上有一个憎在的剪切驻坏西（或滑动测）。北离通过糠脚，并与水署属a角度（图2-2-30），

具备梁件 位于破苏面和边旅面之闽的者石是糖在的不稳定者体;在碱坏雷莱覆外的岩体最稳定的和滑合于横

式八撕”莓圆密

先作灌在滑体的稳定性计算，求得抗滑力和下滑力，然后用公式（2-2-19）计算滑，
体测余下滑力。

(2-2-19)E∶=KEW isinaj-ZW;cosaitgφ;一XCil;（

式中 E，-—滑体测余下滑力，×10*N
K---按工程要求的边坡稳定系数，

W;-—第块滑体条块重量，×104Nj

a;——第i块滑体条块与水平面夹角，（*）!
C;-—-第i块滑体条块的粘聚力，×0.01MPa;

φ4---第i决滑体条块的内摩擦角，（*）;
;—-第块措体条块的商积、m*。

2。作用在锚杆（索）上剪切和抗拨力的计算
依据图2-2-38，将E，力分解为垂直作用于锚杆（索）上的剪切力秘沿锚匮 方 向作

用于锚杆（索）上的抗拨力。计算公式如下。
(2-2-20)F。=E.8in(a+/) ”
(2-2-21)FT=E:cos((α+ d)

式中 F。——作用于锚杆上剪切力，×10'N;
Fr一-作用于锚杆抗拨力，×10'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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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锚杆与水平面夹角或称锚杆安装角，一般取△= 5"。
3.锚杆（索）规格的确定和数量的计算
锚好（索）规格确定;以获得最小教量的锚杆（索>的最大锚固力为原则。一般选用

b22螺纹钢筋或φ32的16M五螺纹钢筋。螺纹钢筋数量计算公式为;

P, (2~2-22)当”.A[7]
式中 维—一螺纹钢筋数量，根;

90"A—-钢筋有效截面积，c由';
物【r】---镉筋允许剪应力，×0.1MPa;

多
【r】=（0.5～0.8）【σ1〕
〔a;】-—螺纹钢筋允许拉应力，×0.1MP4。
4。锚杆错固位置的确定和布置

图2-2-39 缩杆加闭边玻布置锚圈位置确定取决于锚杆间距。合理的间距应使
1一懂头2一帧杆，3一幅题股;

被加固岩体内部形成一连续的压 缩 带（图2-2-37 4一滑功则;6一边其面

b），其宽度大致为锚杆长度的1/3～1/4，锚杆布置
取决于加固岩体范圈和地质条件。锚杆加固边坡布婴
见图2~2-39。 ，5.锚杆（索）钻孔深和长度计算

锚杆钻孔深是由铸杆全长来决定的。锚杆金长L包括锚头、张拉段（传力段>和铺圈
段。错头长度L;一般为0.5m;张拉段长度L。是从坡面孔口到潜在滑面的距离;对于锆 孔
砂浆锚杆，锚面段长度L、是根据销杆所承受的拉拨能力F，及 钢筋动浆与孔壁岩层间的有
效粘结应力ea来计算的。当按公式（2-2-23）计算出的L。值很小时，则可按一般 经 验取
锚杆L。= 2～2，5m，幢索L。=3～5m。锚愚段长度L，的计算公式为;

FT宁”’ (2-2-23)
心管当谱” ⋯

式中 L∶—-锚杆（索）锚固段长度，m; 桂学管
D——钻孔直径，mm;
e 4--钢筋砂浆与钻孔璧誉层间的有

Pin{ia号3

效粘结应力（可根据实测求得），×0.1MPa。 We6a
6.锚杆（索）加固后边坡稳定性验算

降
锚杆（索）加固后边坡稳定性可按公式

圈2-2~40 赣汗与带坡体相互作用力学咪2-2~19或2-2-21进行验算。锚杆与滑坡
关系示意田体相互作用力学关系见图2-2-40。

对于钻孔砂浆锚杆

K.2cosct免+P【sin（gt④）tgtcosa+4+2CI艺Wsing
(2-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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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ZH sing-EW cosatg-XCl (2-2-25)cos（a+ Z）+sin（a+ .）tgφ
对于钻孔预应力锚杆

K-EHseostg+Psiada+4)g+ECI (2-2-26)
ZW sina-Pcos(a+△)

K2W sina-EW cosaigφ-ECI (2-2-27 )P= -
Keos（a+Z）+sin（α+4）tgφ

式中 P-—锚秆对滑体提供的总的抗滑力，×10'N
2，3，2.3 计算实例（海南铁矿）
1.加固边坡条件

H=48m;走向长度60m; a=7;d=5°C=2.1×0.01MPa; φ=34*∶Y=2.×10"N
/m3β=45°。

2、锚杆设计和计剪
滑体的抗滑力和下滑力计算见表2-2-19;其余各项计算见丧2-2-20。

囊2-2-19下 我 力滑体的 抗 滑 力

基、针计 算 结 养第劳

2-象楼号
Z,Z。错石性质
“公多Wi(x10+N>
37(*》 争考 3434<°y◆i

2.12.1Cr《×0.01MPa)
B013入目斗”

528.。。客EW,sina; 76-75
6B3.529.3564.46EW;coajtw+EClt

表2-2-20辅 国 计 算

甘 算 步腻 及结果计·算 蹦 B 参 激选 舞 成 说 明

由公式（2-2-19》得，按工想要求取K=115滑体痛余下滑力计算
E,=2×10*N
由公式《Z-2-20）和公式（2-2-21鹅。依衡 F，、Fr 值，取加留栅轩水平距高作用在帽杆上剪切和执 F;15× 30+NS4.0m，求出幢杆实际承孝力F'，，F'r後力甘落 Fr=18×10*N.
F',=FrS=60x194N
F'r= FrS=84×104N
由公式（2-2-22）得;杆规搭逸定和败量计 采用钻孔砂旅栅轩。逸用φ=32mm，16Mn

n=F，/A（r】=集58很，取腰算。 紫纹俯筋，有效直径φ=10m血，A-707cm!
墙杆总眼数Car〕= 3400C×0.1MPa)
L一况； 一=60展取（r】-0.7Ca∶3=2380（x8.1MP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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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表
计 算 项 目 计算 步暴 及结 集参 数 选 择取说 碍

根据加图地段边款地质务静，在》6～84m水平高程上锯个阶段布置一排错杆，均布置在锚托锚面位置确定和布

阶段坡脚处（图2-靠-41）置

播杆钻孔深和长度计算 由公式（Z-2-28）得∶情头长度取 L=0.5m;张拉段平均长度

（由剖面函上滑体内量得》 L，■2.3m，取L;=3，5m
螨杆全校。L2= 1Z皿∶ 取D=110m闻;

L=L.+L,+L,=16meA=2( x0.1MPn)
由公式（2-2-25）和公式（2-2-26）得∶螨杆加副后边填稳定性

验算 K=1-15P=18(×10*N) 1

龄
24

七

图2-2-41 储杆布置幅

2.3.3'抗滑桩加幅

2，3.3.1 忧滑桩类烈、加围原理和应用条件
一般常用的抗滑桩为弹性全埋式钢轨混凝土圆形桩和钢筋混凝土矩形、方形桩。抗滑

桩的类型见表 2-2-21。
抗滑桩的作用是利用桩埋入稳固岩体中，使滑体下滑力的一部分由桩来承受，另一部

分通过桩传入稳固岩体中去，以减少对下部滑体的下请力，从而提高边坡稳定性。对于钻
孔销轨抗滑桩，它是利用疆入孔内的混凝土使桩与岩体胶结成一体，阻止滑体移动。

抗滑桩应用条件见表2-2-22。

囊2-2-21镜滑雅 费 盟

富彰 名桩 的方学端

网性桩、弹性赁按按的刚度分
悬壁式、金短式按桂的理设兼件分
并莆，撞莆，遭豪薯旗叶铸按树鼻分
方形、圆形、烟形桩按莅的截丽分
始孔、挖孔、打入檀按桩的漉工方法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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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晨 桩 应 用 条 件 藏22-22

置用条件 轰康不大发育、完整性较好的岩体，缓频角（院倾角不氮用>中厚层缩体。滑动面较单一

有一个明是的覆幼面;滑面以下为较完整的基岩（就密实的基础），能提供足够的描固力;具备条件
镀的下国有一块一定体积面且稳定性饮窝的岩体

2.3，3.2 抗滑桩的设计和计算

1.滑体剩余下滑力计算

先作潜在滑体的稳定性计算，求得抗滑力和下滑力，尔后用公式（2-2-28）计算滑体
剩余下滑力，即∶

E,=KW18inai-Wicosaj-C;l;+E;-1; （2-2-一28）

(2-2-29)φ;=cos（ai-1-ai）-sin（aj-1-ai）tgφi
式中 E。-滑体剩余下滑力，10*N;

Ei-1—-第i一1块滑体条块的骗余下滑力，10*N;
ai-1——第i-1块滑体条块与水平面夹角，<°）;
6 一一力的传递系数。

2。桩型和规格确定及桩的内力计算
根据加固地段地质和施工条件及工程要求确定桩型和规格。桩内力计算方法。对于弹

性全埋式桩一般有悬壁桩法、地基系数法和近似的最大剪力法。后一种力法只计算出桩体
承受的最大剪力P（或量大滑坡推力）;较简便，但偏安全。桩的内力计算公式为∶

(2-2-30)P=2[a:/L
[or.]=a,/1.3 (2-2~31)

式中 P—桩体承受最大剪力或最大滑坡推力，10'N;
【σs〕——桩材允许抗拉强度，×0.1MPaJ

σ;——桩材抗拉强度，×0，1MPa;
L——最大正负弯距之间的距离，cm;一般L=50～75em
W——桩的截面模量，cms;

对于矩形朝筋混凝土桩，W= bot

a ---矩形长边;
6-—-矩形短边;对于钢轨抗滑桩，W值见表2~2-23。

3.桩的数重计算
是根据灯固地段地质质量和加固范围以及选定桩的间距后确定的。对于钢轨桩，用公

式（'2-2一32>计算。
(2-2-32)N = Encosa/0
(2-2-33)Q=<Jb/s:

式中 N---抗滑桩数量，根;·
Q-—钢轨弯曲时的剪力强度，×10*N;
r—铜轨单位剪力强度，×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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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2-2-23朝 款 抗 滑 桩 性 限

多 整卖职 一只宁岁图”
名 称

5048383318 盘
42,15 昂57.0049.50312623.07截面积（cm2）

室凸思真 r.106-85e,67“刊富马” 5.78513054.29

Z(Cm> r7.15 a-10。义智芽 6-874.71
20s71489Ix(m*) 240 821.9488 1204.4谆

区地果 S7260Jy(cm*> z03165.180-4561.1w平个自业 28.2180.691.84 217.着 M2.656.1

w骨④ 61.0人自之 90.12 51.3208、31fs.9131.
蒿

歌Wy 塑“387” 17,40；合当之 4510.3 8营

J---轨中性轴上惯性矩，con'，
6---钢轨腹板宽度，cma;
S， -钢输中性轴上的静矩。

4.桩位确定及布置
一般应设在滑体的中下部位，若滑面形状复杂，倾角变化大，则桩要设在尽可能缓的

地段。对于局部单阶段的桩位宜设于靠阶段的坡酶处;对于整体情坡的桩位宜设于滑体全
高的从上商下的2/5或1/3处;对于综合加固，当桩与杆联合加园时，一般桩位设于阶
段上，杆位设于坡面上，桩布置所包括的桩间距、推距和桩埋入稳固基岩的深度 见表2-
2-24.

5.桩的强度及稳定性被核
桩的强度校核，指桩材抗剪强度和滑体作用在桩上轴肉应力的校核。

表2-2~24桩阀彪，排距及理入基岩深度

钻 孔 一目” 销 熊 糖 票 土 镀《血）孔 抗 滑 铵
旷 山 名 称 看 蒿睡尺寸原 基容中派度 崭缘量源保与插排闻

备.5~5,2-33～5或6~1！草 S~t5～8
日 或桩长度2～5 1.8×1.23大冶铁矿

2～5 3.5～54～5 0.S～0.8墙 或》×善白像钢矿
3~6 .6～4,5～4海川媒矿

闹形被直径一般为∶250～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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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的稳定性校核，要求桩愚围岩体强度保持弹性状态; 而桩在滑体中某长度内的歇大
单位弹性抗力σo要小于桩周围岩体的弹性允许应力σc桩身的稳定性（桩下侧岩体要 保

持稳定>即桩在滑面以上的总的弹性抗力二X;要小于桩下侧岩体的净水平阻力下。
桩的强度校核可用公式（ 2-2-3）4和（ 2-2-35）计算。

(2-2-34)r=【（0.5～0.8）【σ;】S2】>Ex

r,-[,p3ing <ta,1 (2-2-35)S,

式中 S.—-桩材的截面积，cm';
E、—滑体作用在桩上的水平推力，10'N;
σy——滑体作用在桩上的轴向应力，×0.1MPa;
M—-滑面处桩的弯矩，×10*N·m;

“！！淳墨。

2.3.4 其它加圆
包括挡墙、削坡减载和压脚、注浆、松动爆破情动面和综合加固。
2.3.4.1 箱墙
它是依靠挡墙的自身重量来抵抗滑坡体的推力，增加滑体的抗滑力。一般适用于破碎

松散浅层消坡体，要求滑床较坚固，允许承载力较大;不适用于滑床松软且滑面易向下或
向上发展的滑坡体加圃。

常用挡墙有钢筋混凝土、砌片石和锚杆挡墙（图2-2-42）。
挡墙加固边坡时，由于挖增基要破坏滑体以及墙身的巨大重量。增加了下阶段的罚加

载荷，不利于下阶段边坡稳定，故很少应用。
2，3.4.2 酬被减做和压脚
前坡减载方法适用于推移式滑动变形边坡加固（图 2-2-43），对于牵引式癔坡或边

坡体（滑动带），则不宜采用。此方法不仅要通过稳定性验算拟定，还要结合具体地质朱
件面决定。压脚加固可以从坡顶处向下放缓坡面，以增加边坡体下部重量;也可以对坡脚堆碴加
戴<要有尼够场地堆放压脚岩土）。增加滑体抗滑力。

城载
醋象，

一精域体
江解

图2-2-43 减载压胸脚布置示意圈图2-2-42 执滑搐壤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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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 注骤
适用于强烈风化的坚硬岩石和粗砂或卵石组成的岩体。当裂隙中无粘土充填时，注浆

效果最好;当清动面是渗透性差的粘塑性岩土时，用此方法不能收到预期效果。对于水文
地质条件复杂、具有小裂隙的坚硬、半坚硬岩石边坡也可采用树脂化（合成树脂）注浆液加
固。

但要注意∶在使用此方法之前，必须准确了解滑动面的深度和形状;注浆管必须下到
滑动面以下一定深度。

2.3.4.4 松动爆碱滑动百
此方法只要燥破参数，如孔距、孔深、药量和爆破技术控制合适，对穆定滑坡有一定

效果。但该方法只适用于层状顺层滑坡体（如煤矿、石灰石矿），而且加固效果多半是暂
时的、有限的，并与燥破技术有很大关系。

2.3.4.5 综合加固
当采用上述方法中一种方法加固边坡不能得到预期效果时，可根据具体地质条件和工

程实际要求采用不同组合形式的综合加固。
1.综合加固形式
常用的综合加周形式有;钢筋混凝土桩配合锚杆，见图2"，2-44;钢筋馄便土桩和错

杆配合岩石注浆，见圈2-2-45;钻孔钢挑抗滑桩、铺杆和削坡减戟，见图2-2-46。

图2-2-45 钢筋混凝土桩和螨杆配将石注蕴图2-2-44 钢筋惘凝土桩配懒杆
1帽筋报凝土桩;2 一微杆;3一注蒙希1~焖筋混覆土桩;2横杆

16

-1P
a

图 2-2-46 钻孔帮挽抗滑桩、铺杆和削坡减款加圈布量
3一幅放前绝形，2一煽鑫岩∶9—预鹿力懂杆;
4一钻孔扰滑桩;5—节覆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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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固方案比较实例（大冶铁矿>

综合加固与大削坡剥离方案比较结果和评价见表 2-2-25。

表2-2-25综金加国与大刚纹测离方窝比较盖果和押价

基本条件或设计项目 数 选舞 题出软内喜

滑被体岩石为◆般变质风化闪长岩和变质风化闪长窘，节理裂骤发青，位变严重，在乳隙面
中，有燥混石，高岭土泥质费，通水易款化，滑体东改侧有圆亲《F2、F2）断蒸，上部边界为

滑坡体地败特征 煌燕岩脉，下部有一篆顺坡向呈20°的节理光面（圈2-2-a7）;滑体上郁沿盏班牲除下部
沿节理光阿预帮勒，是一个上院 下缘的双滑块滑动属的滑坡模式，岩体强度推标;
C=4.S×104Nmt,6=30*

加固边坡高108m，宽00m，加因部位的加园蜡构布置见 图2~2-48加国边装径园

采用上都局部制坡法输、喷浆护面和测度力帽杆，下都用源孔们软蜜桩抗滑都水平孔疏水的
加固方案选定 综合加固方隶

扁郁制较减载∶将滑体上都维凋上的松费破葬岩石 5.3万m4进行削放处理。顶应为输杆加邮固参就确定及其 固，选用φ=82mm、16M骤就闸。用YQ一10帖机算孔。情孔直径 100m四，平均长度20～
计算 25m，加国炮欧懂杆总数182粗

屎孔铜软滑植执滑∶用2想18*和1报43·钢孰组成组合侧敬横桩，推孔轻250四m，孔糠26～
28皿。桩长12。5～25m，加固地段梳总数76根。

喷浆护面，水平敏孔疏水∶在坡国上喷射置凝土。防止披同着石风化，用水平帖孔痛干场刚
后净入循体内的飘水，孔原25～28m

5850元32mm燥仪等
2505元500*水泥
5良1元碎石和砂子加固工程树料费用 97538元18*、24'和43"第轨
3100元芙 它
客图训总 计

寓按大 削留合 如帮 售临合知■与大似放
加园景溶最16-7万的加固滑体量16-7万t剥离费用比控 大削猿量150.7万t局部制坡费47。7万元
电停堆率、汽车运输制离费67，5万元知圆材料费5.1万死
电铲袭率、汽章下工作圆算车费32-0万元工程工资费3.9万元
电养车运输剥高费90.0万无黏孔桩穿孔费0。3万洗

储杆野孔费1。9万元.
是 费 用2095万元总 费 用59.万元

擦合加圆方案的总费用为大削坡新高同方案期总费用的5??加尴13当体所霉看用∶集合
加厨&击败果. 加固方案3.9元/m'大附流制商方氯12.54元/m2。经恢缴果显著

坡大 剥 高韵卸园效界评价

剥寓 150万生粉石。不仅工覆量大，费用高，且工翔局部前接与知固工程可师 时 进
长。对生产影训较大行，整个工程所时11个月，端短工

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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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71658
4

为156

O:

F
B

，品
V72

乙空了48

图2-2-4? 滑体平面示意由

2.3.5 ■内外露天矿地坡加置实例
详见表2-2~26。

表2-2-28屋内外霍天矿边坡加圈实例

糖温弧愤
加固数鼻 盲门四崔加隘方然及工程值矿山名称 地质条件及情续原因加国地度

苷 数果

方案比较加遍筒滑体位索梁领北 1877（）费体为变质风化闪长 上部局部附坡减续
结果∶综合移德度很大，加喷致护放调，更度为帮酒于山西 省，节理节育，触变严重。 章霍

1978年加照方发急团后精体习焰物区，48～156 幢杆锚周;中下部用风化破游，在表菌中有避
受用59。8万并制。程”一 定。滑体统附带深孔钢轨潘桩抗滑，水易软化的绿泥石、高除

粤滑体 水平孔疏水 元;大阐坡土泥横物∶ 和爆碱破震动未发
方案总费用观痧动，非得良滑体表屋削坡量为大冶装矿 （2）捆体求西两侧有控制

好数果 219.6万元。3.8万m号横应力馈滑助边界的F1、F∶断层;
放用综合加杆 132悬，抗滑煎78（3）1973年1月8日因

国方法比常税∶埔固不巨定体积采降破引起滑坡。当附用
舞利商方法18，7万双s清方减魏处理削撞量59万
优培业3。录体找园1高108m，

长30~00m

1973年经应力调量。录用孔径300mm的东果场滴 （1）F2s断层破评带位于
糖歇大果飘应力微孔，18'、45*第轨子山寓摆矿体下盘，其为饺 角。
小于据轨累服应组合的钢轨抗滑箍。205"，馈角为70"。断搂F23断层破叶

解者 力;五年多重丰辅以朝片石护蒙据和与边拨业陶来兔5"

誉行，麝著稳宜。在沿体雨稠设水为的（2）F2s断屋由于边坡开
就果民好缔合加固方法。加固挖赁产生位移，直接影响

概39很;如段岩体1.72采水平铁酷载紧蒸稳定

溢目”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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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表

卸固后经
施工日期加修地段方山名称 加都固效果加固方法及工程量地质象件及滑玻原因

济 救 果

1876e年城固总贤加团后欧脉樟西采杨快 （1》加固地段地表为粘 采用钻孔侧饰混颗

用9847元定，效果良好门状南翻 土砂浆帷轩加国方渣。土堆积物，基岩为破碎节

加固错杆28般。年菌理发育的大理岩，有溶蚀
岩体778.6m'带存在。沿接触警部润发

育，哀断层穿过本区级;

汁备算 （2）上都岩层和顺层节
理走向与边坡走判一致;
（3）几次桑雨后台阶皿

已发生小型场。加因箍
出∶高24m，长42m

1975一号来场 经教移观测和钻孔销轨航新桩加（1）滑放地段处于矿区
截制应力测量证明效东帮送愉公 鲶坡脚。幅杆觉副教大节斜北属，岩层为鄙泥

甲 rs76、国，身部露凝 土护 果良好，即加固石化石英角无豪灰岩。片

坡。 屑边被遍定，未理和节理发育，在滑坡区
产生新的位移和1975、197着年两奉南段节理额向系畅与边坡
滑款，经距知园削圈桩共8根;杆200白银露 交角不大，节理画倾角小
区10m处放大笼裁，混凝土挡墙270m于台阶坡面角还有一组天 边填岩体来出测与节理平行的画光满的片

坚体性菩动理面。在滑放越区北要有
款孵的层面;

<2）由于台阶画豹形成

西切坡育使滑体夹雅下滑。 *
清教兔段孢围∶长60m，
高10～24m

976每使已论动的滑用断酶2×Jmt 的外排弃场 <1）滑填位于外摊弃领
体逐渐稳定下来。扰滑桩加固。加园桩缴灰白贵放 西商边坡10~430m求平
确保了排剪场安2程，加固料体30万之间，东西走向长170m。
全。瘀西年时阅滑体平均厚度10m; 占。

义马业 证明效果自好（2）滑贰位于原排土物

编天煤矿 系底以下红土层与基发风
化亮之变界面，滑面倾角
6°～18*，内影擦角18*13'

的加国后调水量在得体驰段揭速璃西南帮 滑 （1）携体由废土和风化

教 稳定在18。93m3水平卷与老井赁通，的松款基岩组威;
/s（初潮姑孔瘾并以阔筒够孔散水。（2）由她表水射老井中
水量名1.93纽s/）使老井和神飘层中水永不断落入从地农以下的

海州露 位解低。 经七年证明希体40m离程的滑填体
试端喘学。算旱加题岩体3万a'消辅响 运轴正常、效果
良好

174年使遍于滑落的用站孔钢能就滑较西区北新 <1）滑体由媒层和将层
滑体稳定下来，Vgem 站景 和地酒排水系 统知组成，层面锁17*～21'，
编约三年稳定病固。在滑体5个台衡滑体度45mn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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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如国后经
加固效果 施工日期言出名称 加因途段 地质染件及滑坡酿因 加固方法及工程量

 缴果

艺参帮西区北邦 （2）煤层夏板为砂质页 上布置5排100 根抗

V86m站 岩。虑板以下为黑色移质 君粒。加固者体30万

清放 m>页料，滑面为煤层与属色

砂景页看交异园;
表州露天 （3）溃体虑板在E;紧面
集矿 处被顿断，1974邻7月15

日，使E～E∶断面范围

内从V8m站至V88m 站
阈换助干线发生位移，使

滑画发生整体横录

1974零用松动爆破滑动贸 使横面处的φ东北环常 （1>滑体为遗水性较差

方法，共空孔80个。崇 鳌由 19"提高孤的发顺费岩，贵蛋下为漫
24*，稳定系数挑薄圆物体12.82万m3水性较好的砂质页岩。
高 0.2，孩碎岩（2）滑体处于般锂移项

阶段 石阅的φ为31°;

饱滑体中尴下水·
皇兹单

17是年快边羰善本穗加围方法∶打钢孰鲁工作第
定核，开挖培面排 颖料醋碰

构;用廊水井磁干地角露天媒 下水!平禁放画;填
平水境∶扩采犹物玉械

加宽安全平伶。加固
省体 12万m3。清理

量10万效
1074保还工业广畅施工解新洞量土桩顿川前! 年 系的安念。激果良34银，钢教桩89银，柯需天煤 斯 3075年加通岩体400万m3矿
“当施工总费经岩莎高测亚德工锚索4根，加陶带边教 （1）边坡上部冲积层和

年 至用 4.5万类明边城位善速度固卷体 20万t，损旋下蕾长白砂脊层被二组断
17S年物很快下净了，亮冲积展20万t。共40层晨西房词割，颤屋和节

万t理象育 频地黏治了岩层美强亚 腺续茗响（2）驶地下水不大，
凿着糊茎一

包基前启遍底边坡少量移
甫嵩密伸 轴。加国范围，高80m长31

皿，上已覆验冲积层原207
m，边坡角38"

（I）盖工帮锥桩35 的于住繁大大刮费边接 《1》加固区为正换一—
增蛋了裂敏画的根，加鄙 岩体3万闪长岩，岩体碱弃，裂障

湖。学静哥 粘结力。经验宫m3
〈?）边坡被额向果新的 （2）施工性蔡孔25观测边坡检定，尔干申甘 大断晨初侧，断震与边放 党果自好个，加阻岩体 1-《万意阳威锐角椭交。需天矿 电”加国范国∶用选浆法125m;

用邻轨桩怯120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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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 人 顾秀华 祝建荣

3.1 稳定性计算发展概况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数值方法已被证明在解答复杂的岩体力学课题中是一种十分
有效的手段。蒸 2-3-1 列出了国内外数值计算方法在矿山使用债况的部分实例。各种墩

值方法适用范围见表2-3-2。
此外，计算模型和计算方法的选取还受到原始计算参数的测定、计算机内存、计算时

问及计算费用的限制。一般对于进行采矿方法比较的问题，采用线弹性模型就可得到比较
满意的绪果。目前，对于采场整体稳定性的计算也只限于平面问题。

表2-3-1败值计算法在矿山应用实例

区硬 究目虿 计算模型单 位家
检验交错的采矿事置、矿柱负钱，间能的矿石回架率和地

典 二维有限元招 层构造对矿柱负藏的影响

均质或养性三维有 构盾应力对崩瞎过程的影响当 利 吸无

海 非 二继边界元 大型时蜜的设计
研究点柱采矿方法、扩柱应力随矿柱高度增加的度化沓汁凿偏 二维春线性有限元

威汉水利电力 厂房硐室的盐定性分析三雌弊塑性有 限元园言
学院
煤彼料学研究 二维边界元国 南电煤矿三上爆、一分层菁采对下部碧道围岩状毒的影响中 善

采用下陶蒙结究填法开采时，盘区矿柱尺寸、开来，顺序北京有色冶金 二维存限元酮中 对采E3）定性的影响设计研究总胞
地下码室周圆的应力分布与硐室形状、数目、择爽方达、二维弹塑性有限元中离矿"冶学院国 开采顺序的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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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种藏值计算法应用范醋 表2-3-2

范 田点 用适特计算棋型

雹定 铟脊藻足古典线弹 宪整、均匀、竖硬的岩体，
规弹性有限充 A层的和裂隙较发育，但屈理减裂隙等不迹恢画的阀距尺寸与间题性理论的全部飘定

的整个尺士相比是较小的者体

尚息料体达到服极报
破碎纹弱岩体养塑性有限元 后的搅性战坏及应力的重

衡哈等
具有是著流变特性的岩体;一类是软期的层状岩体;另一类是含有考虑困脊变形和破坏过

程及其和支护.构相互作 大量泥质物的，受软弱结构西切割的破碎岩体湾变有限元
用时。署体鸽滤变特性

当料体绪构断方向与码亮以孰斜交时，在意倾斜的层状岩体，损蒙光虑岩体处于三维应力

面轮廓尺寸同长度较接近的硐宣和采场，需载油硐室纵轴有较大蜜化伤下受到具有空问产状结
三维有限元 时，以及考虑工作诲端部的影响时，应被空问闯题计算构面的切割的三满应力状

柳
易于处强半无限填和无限域问题∶凡对区域边异避行离

特别露今于地下开挖的均质、弹性阳题边 界 元 散，区域内部的应力、位
移电解析表达式给出

离败的、事连续体的同题;智定换体在运动时其形
离 歌 元 用于水乎放力不商的情况。适于模拟开笼附近的情况及边坡隐定性状保持不变;即将块体本

和放矿画究身作为附体

3.2 应用有限元法的设计原则

表2-3~3列出了应用有限元法进行采矿设计的基本原则。

：？，豪2-3-3应周有限元法的设计曝测

命 则中设工作步骤

选择计算部面 真实地反快开采的工艺过程及岩体的主系构造、断层等

餐括具体的工程情况及岩体特征参考袭2-8-2选择计算濒塑1
确定计算模型 碘型边界取到应力变化小于5??地方。例如;对于邀下卷革可取题寓餐道中心水 ~5借防

宽（或高度）以外

对于平国问题采用网节或或八节点等参单元
对于三堰问题常J四国体和六面林单元透择单元奖型
离散化网格的阑度按一般工程要求使计算误整控制在5～10??形状复杂、地质条件复杂时，

及 网临细度 单无败目需相应增如，局部应力集中、垄化急属的辉位出采用较的网格
正确地确定愿岩应力的方法是现场实际测量。根据瑰场测量资料的烧合分析得到一个鞍近真实

情况的"贩岩应力"状态，作为有限元分析的一个基本参数确定装体 试脸掌膏出的岩石的防理力举参数。必须经过嫉舍考感地欧条作、岩体线构等因素、澳算顺紧
力学参敷 体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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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应用有限元法分析矿柱稳定性（实例）

3，3.? 地质及开采条件

该矿矿体为缓倾斜，由于摄烈的槽皱作用，产状十分复杂。其地质剖面见图Z-3-1。设计时 预定

采用房柱法和分层充填法联合的采矿方法。为了检验交带的采矿布置、矿柱负载、可能的矿石回 采率和
地层构造对矿柱负载的影响，应用了定性的有限元法。

3.3.2 计算方法和条件

有限元计算割画见图2-3-2。计算采用亮金全薄性有限元镇型。

E市

89· ！宫 100tn水平11692 156sd
10s a 石侵千秋辑（15温>137 -200

乎 LL!99e 20m水号
分湿充旗法房柱传-分层充填治

“叫园辉长君矿体7600 820z剖面石温千枚岩

图2-3-2 有限元计算剖面图图 2-3-1 根据早期地下勘探的
矿体典型断面

通过计算制明下列问题
（1 >矿柱负默，特别是接近房柱法和分层充填法的边界地段和靠近充境体的矿柱负假。
（2>矿柱矿石沥失的情计。
<3 ）考虑回采率和负皱集件的不同设计方案的效果。
分三种情况研究矿柱的几何蠢数。
第一种情况;全部采出，不留矿柱。回采形成的空区陆续用砂子充填。
第二种情况，在中部房柱法果区均匀布置矿柱。在边长12m方格中央布置--个5×5四矿往。在处

层充填采区不留矿柱，但用砂子充填。
第三种情况，除方形小矿柱外，推弹使用条状矿柱。希望在房柱法和分层充填采区之阎的边界处。

条状矿柱可以作为充墙采区上部的支撑矿柱。
第四、五、六种情况研究不同采矿设计方来中地质构造的影响。这些情况和与矿柱儿何形状有关的

第一至三种情况是相同的。尽管石墨千枚脊被描述成景接矿体上盘和在矿体与地表间成30"角的岩层（见
图 2-8-2>，但在千枚验边界可找到延展至地表的节理单元。它们可以樱拟沿节理的破坏和变形。

计算中采用的力学爹数见表2-3-4 、
节理单元的力学参数如下，
瘴擦角∶g= 25"，内聚力 C=0.102MPa
抗压刚度K。= 51×107 kg/m
剪切刚度X，=5.1×10? k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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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争效衰 表2-3-4

弹性横蛋<GPa）性 泊    松    比书
10.2测 0.25考

0.2510:2  体

石墨千枚岩 0.255.1
0.25石墨干枚岩（接上盘） 2.04

先填体 0-450.02

3.3.3 计算结果分析

（1）矿柱平均应力总是大于支撑矿柱的压力。
（2）在第二种弹性情况中，矿柱垂直应力是完全均匀分布的，应力朝着分层充填采区出20.4～

28.6MPa增大到3218~34.7MPa。这一增大是由于分层充填法实行全部回采的结果。因此，接近分层充
填采区的矿柱支护能力婴提高20～50%.

（3）在条状矿柱情况（第三种情况）下，方形矿柱的应力大约降低40??而条状矿柱 的应力（约
10.2MPa）低于方形矿柱的应力。这样，条状矿柱支撑能力较高的特点未被利用。留在条状矿柱中的矿
不量不能用减少方形矿柱尺寸来补偿。

（4）因为矿柱强度更接近于10.2MPa（按水平投影面积计），预计回采率较低。虽然由于房柱法
采区矿体厚度不大，按啮计的矿石搅失不大引人注日，但全部回采的采矿方法更为可取。

（5）比较第五和第二种情况，由于存在从矿体延展到地表的不墨千枚岩层的作用，在产生原始应
力场时，由于不均匀原始贮力场的作用，在模型中沿千枚岩边界节理出现剪切移动。

（6）高的水平应力对垂直矿柱的影响很小。
（7）垂直支撑矿柱压力变化于7，14～2.04MPa之间，通常矿体东边的应力比西边高。预计随着全

部回采，支撑矿柱的压力要有大幅度的握高。
（8）当分层充填法与房柱法联仓开采时，分层充填采矿的充填体中应力是很低的（<1.02MPa）。

在矿体中央离分全部回采时，充填体应力变高。《在第四种情况为5.1MPa，在第二种情况为2.04M?a）。
在上述情况下，采矿顺序成为决定开采条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全部回采要对采矿顺序和采准工 程进行合
理设计，并要求充填接顶。因为充填体受到较大压力，工作面存在较高的应力集中，将引起严重的顶板
下沉。但是要到采空区面积很大时，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9）采矿对竖井有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不大，但却集中在矿体附近，最大影响出现在第四
种情况的全部回采时。

<10）影响地表设施的大移动仅在全部回采时出现。在矿体上部最大沉陷量为80mm，在竖井处为
35mm。这种移动不致引起任何敲坏，但要进行监控。

3.4  应用有限元法分析充填体强度对采场稳定性影响的实例
COEUR D'ALENE铅锌银矿有体呈直立，采用分层充填法开采，用马砂充填。采物沿走向布

置，从下盘运输巷道横穿矿脉到达上一分层。见图2-3-3.
3.4.1 计算方法和条件

图2-3-4是理塑化的有限元计算剖面，在此剂面上表示出了采矿步骤。计算采用二维平面应变弹
塑性有限元模型，采用常应变三角形单元，并利用对称性取一半计算。



第三章 地下工程穗定性分析 969

慢

Db竹，

千，矿

图2~3-4 计算剖面图蚀2-3-3 采矿方法示意图

计算采用了DRUCKER-PR.AGER属服准测。

3.4.2 计算循果分析

J川46'9杀射购五 工当多图2-3-5为采场围岩位移及破 坏区分布
图。墨岩的变形和破坏区是随充填体的 弹模而变 看肾

第业化 的。矿柱外侧应力最大，矿柱的最小应力出乳
在矿柱中间。

趣过观场的实际测量结采与计算结果 比较，
调整输入材料的特征直到计算结果与实际测量位
移一致为止。在计算中把充填体猾作线性的，则
得出的绪果与实测的矿壁 位移、充填体应力是同

破坏区中 1.5m一数量 级的。若把充域体当作非线性的，则计算

端辉影哦觉砜路
军690kPa 充填比矿结果与侧量策果十分接近。这些结果说明，充填

群出峰？ 369 kP a充收
体的支撑作用可以 很方便地用有限元计算，不震 ESS 6.gkPa 充填

C空场料石弹模8900kPa要昂贵的全梦区实验。通过计算可 得出以下结

论，
（1）岩体几孚都是非均 质的。因此计算中

必须考虑各种不同的岩性。对于层状岩体必须 考
虑材 料的各向异性。

（ 2>提高充填体强度可 以减小围岩破坏区
的范图及图岩的位移。

（3 >有限元计算可以准确地算出采场侧壁
垂直于矿脉的位移和充填 体内的应力。

（4）在对矿柱作稳定性分析之前，必须将
计算出的矿柱内的应力与实测结果相比较。

图2~3-5 位移和业坏区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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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应用有限元法分析开采对竖井稳定性影响的实例●

红透山矿岩石主要为变质者，其构造比
较简单，基本上不受地下水的影响。经研究选

定经过竖井 中心的南北剖面为一计算剂面，破 命学角
条 图2-3-6为地质剖面示意图。采矿方法为中哼异

北 分层充壤法。片‘
麻
若 3.5.1 计算方法和条件

岩 根据该矿的现场调查得知，矿体上下 恭

围岩稳固，旷体稳定，节理不发 丙，可以认为
采场围岩 的大郸分变形是弹性变形。因此∶计

图 2-3-6 址质剖面图 算采用缓弹性有限元，并按实际开采工 艺模

拟开挖过程。计算中来用 的骨体力学参数见

表2-3-5。
计算目的;深部开采时竖井的稳定性。

表 2-3-5各类岩体的力学参戴

问 c、类 型 岩 石 名 称 ”(GPa) (MPa)。 e自- 节理 ” 。。。自置 软单 元” 30* 疗充编体 0-13 0-2
1.6921-7 37.24°它田角四片廨岩
1.3r38,8°0-24。 24.5票云母片界岩

1、2132.54*日 238 0.2驶密型矿石 一
8.770-227 15.0 2。6*畅 层

3.5.2 碱坏准则

计算中采用DRUCKER一PRAGER届聚准则。
屈服函数为∶

(2-3-1)F=aJ1+√T:-K
其中 J ——应力第一不变量;

J。—应力第二不变撒1
3Ctg K=、a*7( g+12tgig)' √(9+12tg+)

φ——摩擦角，C—-粘绪力;

●取程序详见附景】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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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计真地果分析

图2-3-7，2-3-8分别为南北削画开挖两个中段后最大主应力和最小主应力分布 图。图2-3-

9为塑性区分布图。

21.05“ 0.会2。

0.8
1,05 /0.90

14

0.99
-48加

衬营泳

0·

1.05"云

图2-3-8 最小主应力分布图图2"3-7 最大主应力分布图9

幽弗
塑性区，

，

图2-8-9 塑性区分布图

通过应力、位移、塑性区分析得知在采场的上盘最大主应力影响意圈仅为0m左右，最小主应力 影
响范围约100m，疲牲区的影响范围为90m。由此可知。主竖井并未受到开采而引起的影响。

.3.6 应用有限元法分析采区稳定性实例●

金川二矿区位于龙首山复向解北翼，其中一号矿体献存子二矿区4～28行之间的发体深部，全长
1800m，平均水平厚度98m，其中寓矿长1600m，厚69m。矿体似层状产出，产状大体与岩体一致。走向
N40'死、倾向SW、倾角60°～75"。主要岩性有混合岩、大理岩、超基性卷等。采用下向脏缩充填采矿法
代先开采富矿。

汉建荣、顾珊华，"金川1号前体育限元模拟报告"，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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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计算方法和条件

计算采用弹频性有限元法，鉴于采场尺守很大。计算模型必须取得很大，故只进行了线弹性分 断。

对1号矿体1150～1250三个中段进行了如下计算
（ 1）三个中段全面开挖，按每个中段分别模拟开挖充填，不留矿柱。

（ 2）按每个中段分别模拟开挖、充填。在10、14、18线分别留有50m宽矿柱，充填后同采矿柱。

（ 3 ）按每个中段分别模拟开挖、充填。留有6个25m宽矿柱，光填后回来矿柱。
计算削面见图2-3-10

③。’ 。。
①

④色
Q-富⋯
②一 折矿
（-混合指
①一大重岩
6—扭盖性给

图2-3-10 计算剖面图

通过计算需明为保持采区稳定性与保护上部贫矿是否需留盘区矿柱、盘区矿柱的尺寸和对调后 同来
的影响等间题。

对于所计算的问题，模型之大，以至于不可能按实际的开采过程逻步地详细模拟。为了对大旗 塑所
作模拟的近似程度与实际情况的误差大小进行比较，同时作了一个完金按照开采工艺的采空区为100mx
50m的小模型。同样作了两个方案，其一是长100m，高50m一步采空。其二是按实际开采过程，层两为
6.23m，每层按6产矿房5m矿柱模拟。

计算中取地表源岩应力为a。=-3MPa，ar= 0，rxp=0。由地表向下每增加100m深水平应力增
加450N，雪直应力σ，"γh∶y=2.8×10*N/m3。

计算中采用的岩体力学参数见表2-3-6。
计算中采用了DRUCKER一PRAGER准则作为屈服准则。

.6.2计算炖果分析

表2·3-7列出了无矿柱分层充筑模拟开挖，并挖1200中段后地表位移大于20cm的各节点 的敏 移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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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的力学参数 表2-3-8

C20 F !9
类  型 岩石名称 (MPa)(GPa) （度）

37.32.14n.3富 611 y
4 43.31-140.27N *号

401.20.877.6洲 合 岩3

1.10.2388大理岩 50W 一"
43.31.440.25超基性肾 855

1.0充填休 0.30.18 Pe

表2-3-1无矿柱分层充填法地表位移（cm）

节 点 号 W ""节点号 Hx

-30.62.0650-20-3-5.9225
-80.62.8G75-21-3-5.1250
-3D-33.4700-22.4-5.5Si2
-30.23.7725-22.7-5.4300
-30.04.3750-24.0-5.0325
-29.55.00775-25.2-4.5350

5-7 -29.0- B00-26-3-4.0375
-28.66.1825-266-3.8400
-25.06.6850-27-6-3.2425
-27-68.9875-28-4-2.5450
-2667.6900-

-29-1-1.8475
-25.5B.1925-29-3-1.6500
-25.2B.3850-20-7-0.9525
-24.18.7975-30.1-0.3550
-22.99.11000-20.26.1575
-22.28.31025-30.50.7600
-21.49.51050-30.61.2625

从无矿柱分层充填法的结果可以滑出顶板基本全部处于受拉状态，最大拉应力达12.17MPa。
表2-3-8列出了25m和50m矿柱条件下采场顶板的饱移值。

从50m宽矿柱和25m宽矿柱的计算结果看，25m宽矿柱比50m宽矿柱开采，围岩顶板的垂直位移小。
25m宽围岩的最大位移为26.2cm，采场顶板的位移大部分在25cm以内。50m宽旷柱顶板的最大位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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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2-3-不同矿柱宽度采场预根位常值（cm）

满 25m路50m
节 点号

古量”告日

5四ew-
-1271.95.1 -20,634]
-1382.46.0 -23.6386

2.7 -14.7-24,雪叫391
3.3 -16.68.5 -28.418

-17,93n5-2929-6441
3.8 -18.7-3136.5高平 “” -18.76.5 -32.0494
8.9-3.6 -19.88-3516
4、L -20.2-34.754I 63
4⋯0 一21.66.2 -26058色
3.9-37.a -22.3391 6-2
各-8 22.8-37.36-1616

；蓝屯5-27-7 -37.989
-23,04,36.5 -39.164

4.0 -24,3-39.86.7G8
3-8 -?4.5-48-05.5714

-25.03.2-40,54、773
-25.22.4-40.73.7室
-25,225-41,23,879t
-24.72.5-41.53.图”
；宣画2、2-41.6吵心整

2.4 -253-4153.0866
一25，器2,3-《1-42.6891
-256器1-40.82.4914
一25，82,8-40,82.1939
-25142.7-408S1951 -26.11,8~39.7Qn4946

0.5 -248一38，S-1、21036
-25-管0.04-8,1-2,1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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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0m宽 25m谱

节 点号
力象世” 。

o.6-37.2 -24、7“户” -3,8
；广-36.1 一2420~3.2136
-16-34.9 -23-1~971161

-21,-15-31；。”11$6- -1、1-1.1-31、目-5、71210
-19,8-15-80.6-6.11235
一1922,3-28.11285 -6,5

；： -18.2-2.,8-6.7 -28.71310
-15.9-3.124.135 -8.8

42cm，顶板大部分位移在30cm以上。
从最终的应力分布来肴，50m宽矿柱围岩的应力集中比26m宽矿柱围岩的应力集中大。比 较50m 冤

矿柱最大主应力分布图（图2-3-11）和25m宽矿柱最大主 应力 分布图（图2-3-12）可 以看出
50m宽矿柱顶板的应力释放区的范围大于25m宽矿柱的应力释放范围，且在此冠围内的应力降骶采 败 也
比25m宽矿柱的小。50m宽矿柱地表的最大主应力集中系数为6.1，26m宽矿柱的景大应力集中累戴为
4.1。从50m宽矿柱的最小主应力分布图（图2-3~13）和25m宽矿柱的最小主应力分 布 图（图2-3
-14>可以看出在来场的角蒂和侧壁，50m宽矿柱比25m宽矿柱最小主应力集中泵数大，而在采场的顶底
板处50m宽矿柱比25m宽矿柱最小主应力集中系数小。50m宽矿柱顶板处的最小主应力应力集中系数均为
负值，这说明整个顶板都处于受拉状态。根据滑体的三轴压缩实验曲线，我们知道岩体在较低蹲 压时表
现为塑性的应变软化，高围压时呈现硬化特征。因此，最大主应力与量小主应力之比越大，岩体的稳定
性越差。星然，50m宽矿柱条件下开挖对围岩的稳定性影响比25m宽矿柱的大，围岩的应力分布对 其稳
定性不利。

从小模型计算结果看，无论是从位移、应力分布、拉应力还是塑性区来看，分步开挖计算的结 果，
围岩的稳定性要比一步开挖好些。因此，我们对金川1号矿体断取的计算模型及模拟方案是 倩 于 保 守
整。

结论。
（1）对金川二矿区1号矿体实行无矿柱胶结充填法开采，由于采区的跨度很大。在采区顶板会出

现大面积的拉应力区。拉应力一直延续到地表，很可能引起地表下沉，顺板塔慈，对保护上盘贫矿极 为
不利，故这种方法不能采用。

<2）如果在采场中布置3个宽50m的矿柱，采区跨度比无矿柱情况大大减小，但根据果矿 樊出的
条件、最大的采场跨度仍有350m。计算结果表明，采区顶板仍有大面积的拉应力区，顶板以至地表位移
都很大，采区周边的最大位移达42c血。

（3）如果把3个60m宽矿柱改成6个25m宽矿柱，采区的最大跨度变成180m，拉应力区 明 显减
小，在采区顶板只有局部单元出现拉应力。园岩的最大位移为26.2cm，但其覆性区仍然很大。如果用拉
应力作为破坏判断准则的话，6个25m宽矿柱这个方案是可行的。由于岩体是一个地质体，计算的 各种
假设和条件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因此用这些条件计算出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也会有很大出入。目期 定
量的计算结果只能作为定性分析的一个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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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酒过小模型作的比较可以得出下面结论，对目前所作的留25m宽矿柱和50m宪矿柱两种 计算
模型，用每个中段一次开挖、充填代替分层汗挖、充填是可行的，这样做偏于安全。

3.7 应用有限元法分析点柱充填采矿法中采区稳定性的实例

DOLPHZN矿矿体位于海平面以下250血深处。矿体镁角30"，被陡额角的主要断层分 割 成三 个采
区，分别称为楔形、中心、坑形来区。其-110m水平韵面见图2-3-16。矿区的主要岩性 是 黑 云母 辉

石角闪岩、矿化的食有夹层的贫矿、层状矽卡岩、中间夹有变厚度的大理岩。整个矿体的 真 实 厚 旋 为

d0m，长800m。

3 00a阳 30汽 594200
北边断层模形断层

形体3号崎层
56410nNV

中心许y 料断层
形

中心断层

5640oOYi.
一天筹新禺

图2-3-15 -110m水平剖面图

表2-3-9岩体力学参数
摩燕角数 绪力泊 餐比弹性筷量 。cE 。
*05~2,0MPa0.3520GPa

3，7.1 计算方法和素件
计算采用二维非线性有限元模型，模拟了三步开采过程，考虑了岩体的主要断层及点柱的三维效应。
计算中果用的岩体力学参数见表2-3-9。
粉体的弹模餐定为由150mm宣径岩心的双轴压缩试验得到的岩石弹模的三分之一。计算中选用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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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力为暑石单轴航压强度的一百分之一。
表 2-3-10给出丁断层的力学性质。断层泥厚度为1m，断层的抗剪强度按断层泥考虑，其整结力

和残余壤擦角根据HOEK，BRayN的资料选取。

袭2-3-10断 腰 的 力 学 性 质

法阿附/度 切向围度 档 结力 度 撩 角

皂K。 K: 。
1220MPa/t50MPa/m o.005MPa

圈2-3-18为采矿方法示意图。图2-3-17为穿过楔形矿体的纵剖面，方位为N125°E。
原岩应力取现场实测值。采用空心包休法测得-75m水平的应力为∶

墨

图2"g -16 采矿方法示意图

模形断是
5e

力爹

靶‘ 号与

6orazOEL 第三步开挖

。号仪募溢 卒二粉开挖
夕才 第一步开轮
遵评语官！

图2-3-7 楔形矿体纵剖而i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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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7MPa,a2=-3.0MPa,o3=-2.2MPa
C1=-5.1MPa,a2=-3.3MPE,a。=-1.8MPa。

根据实测结果，汁算中垂直应力取为自重应力，即σ，=yh
其中 h——地表以下深度;

---署石容重。
水平应力为∶Cn=a，+2.75MPa
通过算阐下列问题∶
〈1）彰响围岩应力、位移的因素。
（ 2）矿柱内部的应力分布。

（3）采区的稳定性及支护方法。

3.7.2 计算结爆分析

图2-3-18和2-3-19分别为最终主应力分布图和塑性区分布图。
地表中m.en

比例
夕绵、 10MP 。，
学

图2-3-18 主应力分布图

图2-3-19 塑性区分布图（粘结力C-0.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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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计算结果可知围岩的应力与位移主要受并采阶段、断层和岩体的厨服三 个';素 的影响。当从、

-130m向上开采时，形成的矿柱承受了上下盘的大部分水平应力，这有助于控制水下应力的变化范围。

然而，后继开秘产生足够大的压应力会使矿柱屈服。由于陡预角的节理穿在，提高了矿柱 软化的 可 能

性。在极端情况下，矿柱会失去对顶板的支撑能力，顶板的垂直拉应力将短渐增大，以至造成顶板松动，

蟹个岩体下沉。
因此，保持矿柱的完整性对维护楔形矿区的稳定性有重要作用。这可以通过预置灌浆锚索米实 现。

加大岩体不承续面的摩擦力就可以利用节理岩体支撑它们本身。为使支护更有效，必须尽旱进行。

户！点柱的三维效应∶

基本原理，假定二维和三维矿柱顶底板接触处
的垂直变形相等。见图2-3-20。因面，在这个变

两种矿性支性的雨坂形下，二维和三维矿注产生的阻力应当相等由此 三遽矿柱。
二维矿柱可得出下列式子∶

b+2.0 ( 2-3-2)E3-一 -E:中八””” 真
；中中心口。““” ；中

“仑b (2-3-3)

式中 E3、F∶——分别为矿柱的三继和二维弹性模 中”

黄，PaJ 白，
σs、O2——分别为三维和二维状态下的阶桂应 ④.

纠：日
μ-—一矿柱的消松比。
a——一根矿柱所支承的空场的一半宽度，见 图2-3-20 三维、二维矿柱支

承顶极示意图图2-3-20，m）
b—-柱宽度，m。

在实际计算中，将其矿柱的弹性模数按2-3-2式降低，计算得出的矿柱应力再 按2-3-3式技换

成三维矿杠的应力。
上述方法只是一种新的尝试，用二维奠型近似地模拟三维模型可以使计算大为简化;费 用大大降

纸。

3.8 应用有限元法分析构造应力对崩落过程影响的实例

3.8.7 计算方法和条件

智利G、KRSTULOVIC 利用三维、均质、各向同性的线弹性有限元模么模拟了采用矿块崩落法开
采中构造应力对崩落过程的影响。图2-3-21给出了典型矿块的剖面图。

通过计算阐明下列问题;
（1>不同尺寸拉底和构造应力对角落过程的影响。
八的“中淳垂呤归。
为简单起现，讲究是按矿山常用的矿 块崩落的一般条件考虑的。用三维单元的均匀构造砾岩 模拟一

个给定矿体。模型中研究的矿块位于岩体中央。共研究了两种情况的拉底尺寸。
第一种拉底用4.8m×48.8m（即方形断面>，第二种为48.8m×97.5m（即矩形断面）。拉底高度

都是5、8m<残柱爆破后拉底水平的平均高度），拉底巷道布置在底部之上9.1m。
由于对称关系，只研究矿块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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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计算结集分析

图2-3-22表示在疗形断面拉底情况下，矿块 四 分

之一的有限元网格的理想化。模型尺寸为70m×70m。

图2-3-23装示在矩形断面拉底情况下向一模 型的 情

必范沌 况。模型尺寸为70a×140m。两 种模型均有784个节点

和567个六面体单元。拉底巷道受到一个等于183m高岩

柱的重力场。水平构造应力签于在拉底水平上的垂直应

力的一半，它交错地作用在x或y方向上。件上讽善洲祥
不管作用在矿块的应力类型如何，将拉底以1 +2

边网崩落平巷十 的横向比例扩大，其肋矿量要比用方形拉底的矿块多。
对低内聚力和抗拉强度小的岩石，这种差别更为显著。

一般来说，矿块最长边平行于构造应力时，比垂直
于构造应力的情况要具有较大的可扇性指数。

地底水平| 对抗拉强度很高和内案力大的岩石，无论扩大拉底
或构造应力都不会引起崩落。

平行于构造应力方向的支撑矿柱比垂置于构造应力箱筛水平
方问更易受破坏。

当矿块最长边平行于构造应力方向时，破碎带深深一运输平卷
地延律到拉底岩帮下面。这层观测的笛果。甚至在班者
巾也是这样。当矿块布置与构造配力方向相奎直，安全图2-3-21 一个典型矿块的剖商图 状况可得到改善。

、20。

48,8
48.8m

图 2-3-23 矩形断面控底的有限元模型图2-3-22 方形截面拉底的有限元模型

3.9 地下桐室的粘弹性有限元分析实例

某阐室的断面和埋深以及各步开挖的尺寸、开挖所需时间和分步开挖的步骤见图2-3-24。
3.9.1 计算方法和条件

计算要阐明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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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室围料与支护混凝土材料的蠕变性状。

空〈2）施工阶段圈岩——衬砌支护系统与时间有关的

(wgV相互作用及其受力特点。
图年'H粘弹塑性计算采用的有关数据如下∶ 第一次开挖10天

十s围料∶弹性模量E=35GPa，泊松 比μ=0.243，侧 第二次开20天
g9压系数K=0.65，内峰擦角甲=28.7°，内聚力 前空次开挖80天

邑。=1.85×10~,*2.7×C=0.7MPa，粘弹性鑫数∶ 第N状开挖60灭7
筛五次开挖的天10~7粘拨性系 教ns= 5.4744t-h/m2，岩石容重γ=
矩方必开找e0万

2.4t/m2。 出它混凝土∶弹性模量EA=25GPa，泊松比μ=0.243。 熔七次开挖6天
计算采用了莫尔-岸仑准则。

el
3.9.2 计算 结 票 分 析

图2-3-24 调室断面示意图在第一步开控阶段，拱端锐角附近产生最大应力集中，
应力集中系数为3，7。以后随着后继开挖。拱端处应力不断
下降，最后称定在21MPa左右。第二个大的应力集中部位发生在底板角腾处。由面岩的应力分布趋势来
君，各步开挖后的应力场值σ;都尤如组成一幅呈携题形或马蹄状的分布图形，与早前进行过 伪 线弹性
解、一次开挖师塑性解以及分步开挖粘塑性解的应力场性态都相类似。

拱郁衬砌是在第一步拱圆部分开花140天后再设置（按混凝土支护材料能承受围岩 压 力时 计 算）
的，此时顶拱圈岩各处形变基本上已趋稳定。因此，型岩进一步变形传到混凝土衬砌上的压力 已 不 很
大，共绝对值仅0.1MPa左右，以后随开挖进行，衬砌压力不断带有增大。调室全部开挖完毕后混梃 土
衬砌内最大压应力在猫近拱端处as达-2MPa左右。同时。该处垂直拱轴方间产生约0.7SMPa的拉应
力，还有一些单元出现径向拉应力。上述计算结果表明衬砌拱内需要加强配置抗剪霾筋。

通过计算可见，在判别碍室稳定性所需的有关各参数中∶瞬变弹性模量E;值极大程度地影响着位移
” ）的变化将使到达某个屈服应力值的时问相当勉向前 或向后大小，在粘塑性分析中，流变系数（?'=7s

移动。岩体内聚力C和内康擦角g的变化将使屈服区城变化，在C、g值相同的情况下，采用库仑——其
尔准则的下限时，僵岩屈服区最大。岩有容重γ和侧压系数K的调整和分区使用，对初始地应力 场的分存
起决定性作用。

3.10 应用边界元法进行大型硐室设计的实例

某矿埋深大的1450m的提升碾室位于层状石英岩内，跨度15m，网酮室相距25m。

3.10.1 计算方法和条件

采用二维边界元程序（TWODI）对上述提升雨室进行顶板分拆。
计算中塑性区是按STACEY（1977）论述的极限拉应变值推算的。

3.20，2计算您果分析

图2-3-25表示谓室的一横削面。图上表示出了最大主欧力等值线和可能的破坏区。当应 力 值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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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

98" 0 3o* 套”电 。 隔整 50+心
吃混以下1150米

50
-20作室皂

40*20* 差了、岂二

20",
40+

可能验环区
50*以秃帕计的应边轮廓线岂 骂 乡量 1手来m

图2-3-25 卷扬机谓室周围最大主应力和可能破杯区轮廓

到酮室所在岩层的单.触抗压强度的- -时，硐室两帮出现片帮。破坏区的深度伸入帮 壁3 m。计算 得呤十；

出的可能破坏区与看到的地下砌室两带的破坏一致。因此当确定支护时，必须意这种破坏区，以保证

审室的长期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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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露天矿边坡监测与管理

边坡监测主要是使用监测仪器或装置对岩体的移动规律和岩体内那的变形进行观测。
各类监测仪器或装置见表2-4"1。

表2-4~1各类败测仪酷或类置表

韩翼 仪 云 目的 或 内 容笼型
光电测距-经绵仪 利用坡腹和坡面上设置的测点，测定喜动区的范围，将动慈度和方向，确定碳

环模式，透行安全监测

要察创必 水准仪 利用股顶和坡面上设置的测点，测定移动区的范围、垂直位移和位移迷度

标桩和钢带 在坡联（和平台上测血张裂隙的位移;确定移动方向和位移量，安全监西

安装在坡顶和平台表画上，测量位移董和位事速度地表位移伸长计

馍解仪 规测相对予稳定德度的地下岩体位移，低实和确定正在发生位移的约卷费征

施下丝醇 钻孔伸长计 范测边坡桑部岩体的移动规撑，安企就测

倒复继 安袋在坡顶和乎台上，探测位移

*出R 象压计 确定旅体内地下水状客;确定作用在破坏画上的水压力，评价穗干效集

需配 地震仪 测量量酸引起质点滤度，峰值质点加速度，监测生产通敏，使之不超过允许的
震级;分析控腿爆被技术的效果;建立熊纸、位移和边坡破坏之闪的关累

4。1.1 地 表 位 移 观 测

4.1。.。1 观测种类
分简易观测和观测树观测。前者是用钢卷尺在平行于滑坡方向的滑体裂隙两侧的打桩

处量得滑坡的真实位移值。后者用十字交叉网、射线网和任意方格网对滑玻情况进行长期
或短期的观测。常用的观测仪器及装慢有光电测距仪、经纬仪、水准 仪、地 表 应变伸长
计、滑动触点装置和地面摄影经纬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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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监测仪幅和类置的观测

1。光电测距仪和经纬仪观测
测量网一般布置为三角形。测量标桩必须设置在坚硬岩石的稳定平台上。测量仪器一

般选用单棱镜光电测距仪。如果采用三边测量，需购买精度为1.5mm的光电测 距 仪，如果
只测量斜距，可用精度为5mm的仪器。边坡位移监测可用精度为1秒的经纬仪。

光电测距仪的型号和技术性能见表2-4-2。

囊2-4-2加念大光电测照纹拄术规格表

着障猜 晰 度测数花围
义 3 名东

“司 一目目”(mri)

*5-9土1.D5000ACA700乔迪御将《Joudimate）
业5.⑧3000HP3800A/B ，
峰智160HIP3810A

20Q0 ±1.0 ±5.0LSE测题仪【
王5.60:00 ±1.0LSE测距仪

±0.5100 主1.5电于河距仪MA103

2.水准仪观测
测点要布置在采场内或果场周围的坡顶、平台或坡面上。测点位置应设在光电测距经

纬仪与觇标之间，应有15~30m向前或向后的观察距离。测点之间的距离不小于80m。水
准仪要求选择精密水准仪。

3。地表应变伸长计观测
有钢绳伸长计观测和钢杆伸长计观测两种观测法。钢绳伸长计观测法是在不稳定边坡

体与稳定边坡的锚固标桩之间牵一根具有一定拉力的制丝绳，用导轮重锤拉紧，当边城发生
移动时利用钢标尺读数测得边坡位移量。该较置可观察岩体较大的位移量，可以在大范围
内设点形成一个监测网。

钢杆伸长计观测法是将测量的传感器部分设于装置的一端，内安一线性电位计。当岩
石移动铺杆长度发生变化时，电位计上电刷位置亦随之发生变化。然后，测得电刷与电位
计两端的电压及电刷端电压与电位计总电压之比和位移-电压曲线来确定电刷<即岩移）位
置。它可用于露天矿顶部或阶段上已探测出位移并需要继续监测的地方。当伸长计长度为
12。2ml时，能探测1.33mm的位移量。

4。地面摄影经纬仪观测
是用摄影经纬仪对边坡进行摄影测量，然后比较历次摄影测量相应点的位置，确定不

同时间内边坡的移动特征。它可在整个观测视野内观测边坡上所有点的移动。但测量精度
低，仪器昂贵，资料整理复杂。

4.1.1.3 观测资料围示
根据边坡观测结果可以绘制以下各图，
（1）滑坡区断面图（绘出滑坡前后的边坡外形、岩层、构造、水文地质情况及滑动

面露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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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观测点移动向量图;
（3 ）观测点移动速度图;
（ 4 ）观测点移动速度随时间变化图;
5>观测点位移、降雨量随时间变化图;

（6 >滑坡区平面图。

4。7.1.4 观测资料分析

通过观测资料.可以分析滑动面的形状和位置，并分析滑坡的原因，预 报 滑 坡时间
等。

4.1.1.5 观测卖例
滑放监测及预报实例详见表2-4-3。

表2-4-3滑墩监满及预报实例表

称白伸 钩虹测性值 湘潭县磷矿 智利丘基卡马特铜矿大冶铁矿象界由

缺用绝纬仪、水准议和比长锻尺对在穴使用JBW—1型多点边破使哨T2霞经持仪 和004蔡
个阶段上布置的六条观测线的50余十测点位移自动记最仪对滑张疑旋可痛密水准仪及DY—2 型

观测方法 观测走问布设的七个测点观蹲地脊仪对坡面上布置的22个

测友观韵

自1980年7月5日至 g月 1967年开始边坡系统监测至1968年10刀报慢变形阶段，滑坡的最
以前边旅缓锉变形，位移速淀2～5mm/d，22回用上述仪器作了46天的大饭彩速度为10～50mm/d，
190C年10月以后直至1969年1月13日为边连续监调。8月17且14时以坡顶出现郭裂渡，裂量向阴

前看体为薪本稳定阶段，17 玻加速变形称段，位移逃度190～460mm/d氮庭种，宽度也不断增大，
日14时至19日1时为散移宽岩石的账浪额率8～10次/m
旋经慢增加阶取，19日11时加速变形欧段，平大使移

以后为滑移速度妆增阶改速度为I00～40（mm/d。滑

当锚菲酐 体不断下沉，两侧边界掉暗，

出现局部带坡，当石声频
0～2次/m，滑体已与修岩

景满
急附变形的大 滑坡阶配。

磁大位 移 速 度大于400mm

/d，粉石声测为0~11次
/m，岩石产生新的强感被坏

数超J989年1月13日至2月J8月的血移根据众禀椎廓于19日上午恢矿于1979年7月8日发
-时间关系色线推测于1969年1月13日发发出清坡预报，肇出设备和出滑坡预报，停止采矿作业，
出2月18日滑坡的预报，改变了公感及性人员，于当天晚22时48分滑撒高人员和设备，滑坡体于当指着架 席哉。移走了设备，于2月18日发生了滑体精燕，滑惑量为600Cm37月11日上年10时30分谱蒿，
簧。仅停产65小时，就恢复了生产，滑独滑墩量为2万m）
量60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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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岩体内部位移观测

4.1.2.1 使用仪器或装置的观测
1.钻孔倾斜仪观测
美国的数字式倾斜仪由传感器（即探杆）、电缆和读数装置儿部分组成。观测时，将

传感器顺孔内塑料管的四个键槽徐徐下降，如果边坡深部岩体某处发生位移，传感器在该处
发生偏斜或偏转，此时钻孔倾斜仪的记录器就得到读数，即可测得岩体的移动量。

数字式倾斜仪钻孔必须以稳定的地层为底。其精度为1/10000。
加拿大生产的钻孔倾斜仪型号及技术性能见表2-4-44。
2.多根钢丝钻孔伸长计
该装置在专门的钻孔内装入多根金属丝，每根金属丝用锚栓固定在孔内指定的位置，

由孔外向金属丝施加恒定的9kg拉力，将金属丝拉直，每根金属丝作为一个测点，当钻孔
内部某处岩体发生变形或位移时，牵动金属丝，伸长计就取得读数，这样便可知道钻孔内
部岩体移动情况及岩体发生移动的位置。它适用露天矿可能有问题的最终边帮的测试。

3.地音探测仪观测
在装有套管的钻孔中安设地音探测仪，以记录噪音率，分析边坡岩石的稳定性。应用

时要求把地音探测仪的钻孔位置接近潜在破坏带，并使探测仪与岩石有良好的接触。
4.1.2，2  岩体内部位移的观测实例
观测实例见表2-4-4.

表2-4-4钻孔倾斜仪、伸长计和地皆探测仪监测边坡岩体位移实例

使用仪器及震消结果矿山有称

使用数字式倾斜仪（必因产），发现距孔口42m黏土层的移动量有增加。从而得知该处加拿大黑糊石棉矿
岩层已次生了位移

在130、100m水平安装了胃台多根铜丝钻孔伸长计监测1号滑体位移大冶铁*
采用DY一2型地音频测仪，配合其它监测仪器，监测象鼻山滑坡位移大柏铁矿
采用三台地音都满仪，同时监测边坡滑落。双灵结果发现嘱音半的增加先于位移，连续美国布尔醒天矿

的高照音件随着连续的位移，1365年3月对边坡不稳定地段判离了100×10*t岩石1 1965年
12月，地表裂隙再次增大，噪音冰又且若增加，致使读取扩重新设计，以防边坡量终驶坏

4.1.3  边坡监测仪器
国内某些生产矿山现有边坡监测仪器见表2-4-5。
国内露天矿边坡监测仪器的型号及技术性能详见附录1。

4.1.4  边坡  工  轻  管  理

4.1.4.1  矿区地质条件的调查研究和分析
边坡升挖后，要实测、记录和分析矿区构造和岩层的产状及位置等变化，根据实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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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5等些生产矿山现有边城监测仪栅

矿山 名称 仪 器 名 称 及 型 号

大铁矿 跟尔特T∶级经姊仅，纂可004、007辅密水准仪，DI—4L型杠外测距仪，DD一1型败熙仪，
DY一2型地音仪，GZ→2型六蛾晶体管测震仅，SC一16型光电记聚示被器，地面伸长计（自制>

能而妖矿 经郎仪，DD一1型地震妆，电感电桥电阻应变仪

南山铁可 威尔特T∶级经纬仪，蔡司07销密水准仪，电阻应整仪，电子平衡电桥岩石声被参敷测定仪，包
予电位差计

大通山铁矿 萘司010经纬仪，SC—16型光电记录示波器，701类抢儒器

把火网石欢石撑 】BW一2型多点边坡位移自动记录仪，威尔物T?一4型经纬仪，DCH一1型红外测限仪，HEL电
感式钻孔神长计，膜式水压针

料分析其构造特征和对边坡稳定的影响。
利用勘探孔，实测、记录和分析边被体的地下水压、水位和水量等变化，观测，记录

和分析地表水（如暴雨时间及其影响））对边坡的影响;观测祁记录含水爆破孔的位置和孔
口 以下水位的深度，观测坡面水渗出的位置和流量。

对于采场内、外发生的所有滑坡或不稳定边坡都要进行逆分析，为边坡破坏模式和岩

体强度分析提供实际数据。

4.1.4。2 进行边坡老移监洞和管瑞
要建立边坡稳定的监测系统，配备脏测人员。一般，小型矿山要设置边坡管理小组，

配备地质、采矿专业的专职人员;大、中型矿山要设置边坡工段。配备采矿、地质和测量
专业的专职人员以及工人若干名。

一些生产矿山边坡管理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见表2-4-6。
4.1.4.3 临近边坡的燥破管理

严格按设计规定的爆破方法和参数进行施工和验收。在开采中要详细记录爆破实际资
料、包括孔径、孔源、孔距、抵抗线、炸药类型、装药量、起滑孔数、后冲破碎的范图及
周边爆破的详情，以分析燥破震动对边坡稳定的影响。

4。1，4，4 边坡健护和治理
详细观测新旧边坡现状，发现不稳定现象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经常清理坡面上的浮石

和危石;经常观测露天采场防排水的有效性;禁止采掘超挖;对 靠 帮 边坡要绘制境界线
图;实测边坡加固地段并分析如固的有效性。

4.1.4.5 疆立边坡原始记录档案
对水文、气象、爆破参数、监测数据、图表和曲线等资料要进行记录并妥善保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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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2-4-8边 彼 管 理 机 钩 和 人 员 设 置

人员构用
职 贵权构设置矿山名称 泉 离

人数”传’
r 常湍革果矿大冶铁矿 边坡技术管理和边坡工程专门边坡管理机构

蘑崖尊他覆 边坡工程、水文、邀质。- 地 别 科堂串 边坡岩移蓝测u工入
海南快矿 地 测科边较工程地质和测量没有专职技术管疆人

肖 生产找术科边波缘护和治翼
科研办边坡科研和署移数测-se u 生产技术料采矿i炎河石灰石矿 边坡工程及管理

地 测 料边坡工租地质地质
菖单掌测量 边城岩移监测

工人
披 术科兰尖铁矿 采矿（兼管） 边坡搜术管理，， 地测 再迎植工程地质轮测此深臂（专取》
边坡车网边坡工程施工- e- 数示种日常边坡技术管观和加固设计迈坡技术管理和科研采矿大强山铁矿
技 术科边皱工愚、永文地质小组 地质
莅术科圆量 脏测、滑方、工程、验收

； 我术 科边坡牧术管度采群<兼管）歪头山饮矿 ； 边授工把队选坡工程采矿《专职）

吕”！；
地 测 科采矿 边坡搜术管腿边堪试融研究小组南山快矿
政 测 科地质 边坡稳定性研究
超 测 科公移监测测量
改山车民边填工程采矿 ； 边玻治定性研亢岩响入锑玮”白云鄂博残矿 边彼穆定性研究小组

地斌（专职）

已有滑落体和边坡加固段。要作好实测和记录;有排水疏干系统时，要作排水疏干的实测
和记录。

4.2 地 表 移 动监 测

矿床开采往往渣成岩体大规模移动与地表的破坏。这不仅危及地 下 工 程和地面建筑
物，而且也给环境保护带来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新建矿山时应考患地表下沉的控制方法。
目前，地层控制最有效的方法是胶结充填和留保安矿注。但上述方法并非在任何开采条件
下都是可行的。因此，在设计中必须预测和圈定地表移动范围，将建筑物、构筑物均布致
在岩层移动范围之外，而且为了合理利用土地和矿产资源，需要预先评价岩体和地表的破
坏程度。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请参考地下开采篇。

鉴于目前缺乏适合于各种条件的预测岩移范围的计算方法，故地表移动的现场监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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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了。现场监测可以提供地面初始下沉与开采深度、时间的关系，地表期陷规律;
岩体移动参数;地表移动随开采深度变化的特性;地表下沉与覆盖岩层厚度及上下盘围岩
强度的关系等。

4，2，1 地熹移动观测站的任务

（1）确定地表移动范围、岩层移动角和陷落角。
（2）她表移动盆地内，主断面或某一方向的各种移动、变形值大小及分布规律。
（ 3）开采对地表岩移在时间上的影响。如地表发生岩移的时间，发生危险变形的时

间以及遇表移动的总持续时间。

4.2.2 观测站位置选择

观测站位置应服从矿区的整体规划，应按矿区开采计划，使观测工作能做到遂步在明
各种地质和开采条件影响地表移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规律。初期观测站位置应考虑以下
诸因素∶

（1）地势平坦，有利于观测。
（2>地质构造简单，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地段。
（3>观测期间，观测点和控制点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 4 ）尽量寻找能直接观测岩层移动特性的条件。
（5）尽可能寻找上部边界首次采动的条件。
（6）先选择矿体形态规则、采矿方法单一、地表发生岩移的地区。
后期观测站应逐步选择条件复杂的、有异常条件影响的地段，以便获得各种条件综合

影响的规律，为逐步完善地表移动理论提供资料。

4.2.3 地表移动观副站俊计

4.2，3.1 设计观测站所需资料
（1 ）坑内外对照图和地质剖面图。
（2 ）开采计划的中段平面图和纵投影图。
<3）有关地形、地质、水文地质及开采条件的资料。
（4）已有岩层及地表移动的观测成果。
（5）已有的岩石力学试验研究资料。
4.2.3.2 观测站设计应道循的一般原赐
（1）一般惰况下应将观测站布置成直线的形式。
（2）观测线条数由设站的目的、地形及开采情况而定。在一般情况下，沿走向和倾

向各设一条，并且相互垂直。只有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才设置多条观测线。
（ 3）观测线应设置在预计的移动盆地主断面上或者通过最大移动和变形的断面上。
（4）观测线长度应保证线的两端或至少一端超出采动影响范围，以便确定采动影响

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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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控制点必须设在不受采动影响的地方，每条观测线两端均设不少于三个挖销
点。控制点之间的距离一般为50m。

（6）观测点一般等间距布置。其间距随开采深度增加而增加。当开采深度由50m增
加到300m时，间距可由5m增加到25m，如遇特殊情况可加密。

4.2.4  观  测  工  作
观测工作的基本内容是用仪器定期测定观测点的位移量。观测前，首先要进行连结测

量，即由矿区控制点测定观测站控制点的平面坐标和高程。
观测站的全面测量应包括下述内容∶
（1）观测站各点的水准测量。
（2）观测站内各测点之间距离测量。
（3）各测点偏离观测线方向的距离测量。
（4）地表原有建筑物、构筑物破坏情况的素描、编录。若发现测点下沉量达10mm，

说明地表已受影响。地表开始移动之后，对观测站定期进行重复观测（定期进行水准测
量），其目的在于测定各工作测点在采动过程中的位移量以及出现裂缝、塌陷的时间和形
态，并记载地质、水文与开采情况。重复测量的时间间隔应根据地表移动速度而定。

当地表下沉量达50～100mm时，进行采动后第一次全面观测。每一次观测工作应尽量在
短时间内完成。尤其是在岩移活跃阶段，水准测量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地表变形移动与岩体的破坏有密切关系。一般在地表变形观测的同时，还应进行地下
岩体移动的观测。

4.3  巷 道 变 形 监 测

4.3.1  监  测  内  容
监测工作通常用在不良岩体和受采动影响的巷道中进行。
监测项目分为必测项目、选测项目和增测项目。
必测项目尽可能经济而有效地判断围岩的稳定程度，以指导设计与施工。为适应井下

的恶劣条件（包括温度、湿度和很差的操作条件）下工作，故要求仪器简便、坚固耐用、
可靠性高。一般为收敛量测、位移变形量测等。

选测项目是对有特殊意义和有代表性的巷道进行补充量测，以求更加深入地掌握围岩
与支护的动态，具体指导未开挖区的设计与施工。根据巷道用逾、服务年限、断面尺寸、
施工方法来选择监测项目，一般实用意义较大的是围岩位移、围岩压力、支护压力的量
测。

增满项目用于特殊工程和重大工程项目要求增加补充量测项目，如底鼓量测、地表沉
陷量测等。

量测内容及要求见表2-4-7。



第四章 地表与岩体移动监测 995

義2-4-7量 测 内 容 及 要求

项替 氩测内容 章 普
巷道用边的现粟

弘魂雨且
掌握将质、断层破碎带，祠曲构造、岩质带等状况，观察支护变形敌坏特征

量测卷道断面变形状态，假根据变形巡率及达变形慎判断菌岩稳定性巷道收发测量

悲进顶部下沉量测 监测项板鲍对下沉量，防止发生朗烟

图岩变形量测 判断图岩内部与岩壁的相对位移或绝对改移，确定围岩松动短【

岗各压力景测 监测围岩压力大小及其分布规移，用此判断喷层内应力篮支护的安全度

速消承目 支护层内切向与径间应力，确定支护层厚度支护止应力量测

物张量测 确定用滑残缓与岩体突警性，确定题岩松动区与压密区的密度

蔬初售图烂库谨 根据循杆应力分布状况，围岩内部变及松动箍腾选用输野长度与支护参整

底鼓量鹏 判新是香修建仰摸及射??合理时间

4.3.2 巷道监测的要求

（1）掌握设计意图，把巷道监测作为地下工程总体设计的一部分，详细安排进度，
使监测结果用于现行工程，用实测结果调整设计。

（ 2）监测设计之前，应预估巷道的变形与压力值，预估在那一个数量级的范围内，
根据围岩类别、工程肾度、工程性质。经费多少明确量测目的，选择量测方祛，确定观测

计划。
（3）现场观测计划应编入井巷施工计划中，应仔细检查施工对观测的干扰，避免埋

设地点难以靠近、埋设仪器遭受破坏，甚至仪器埋设过迟，而达不到监测目的。
（4 ）监测计划可能延续几年或更长。选择仪器和安设地点时，要考虑长期性和可靠

性。应使系统监测方法能互相校验。
（5）培训专业人员，确保仪器埋设准确，掌握仪器性能，能 识 别 仪器的不稳定征

兆，才能发现间题并及时处理。
（86）观测人员与资料分析人员不要脱节。

4.3.3 监测方法与布点设计

巷道的监测方法和布点参考表2-4-8。

4.4 采 场监 测

采场地压监测是科学管理矿山生产，合理布置巷道，合理确定开采顺序，合理确定矿
柱尺寸，减少资源损失，减少采场维护费，减少工伤事故等的一项基础工作。它对矿山正
常生产有着重大意义。

监测的目的;
（1 丶研究采场周围的应力分布状态，确定采场压力的影响范围，为巷道布置、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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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8卷道监测方法与布点要求

科诛须*
附 图端湖项目 量测方法 测点布 置 1个评个月1个月月后

蚜天一次块迎泵测 务巷道开挖面人工目测

测试断回随隔10～30m，地代缴计幕位移量>100
四m适眉惰钢尺或测杆 质条件变异大时量彪减小，·卷道收效

般布置5个点，座在开挖后48

小时内螺设 份 每 。
小毯道中用伸蟾测托量 测试断而间隔10～30m，美

稠髻直变位。大酮室用拱 一点或一条事直线
版板下沉量测覆位移计

用川”
多点位移计即钻孔种长 每隔200～500r设主美断画，

一佑 测点一般3～5点，尽量与收

做量测一致。多点位移片长度罚灌变位量测j
为巷道半径2～3依以上，每

个多点位葛计的髓园点最好为

&点以上

医力盒应力计 语巷道断面周边阿隔1.5～3

风，量测图岩的压力，沿径向
围着压力量则 布量

买沿巷邀周边布T，包隔1.5压力盒
～3m，主系澄切向布置支护层皮 应力扑 ！ ？应变计《融） ，

力 景测

改次 素
在间隔200～500m主测断面声饿测试形变电阻率祛

侧试 上测试3 处物探量测

水准测量多点位移计 发生感辣的巷道，在底航设
测点，选行水准量测威用多点

底锁量测 位移汁量测症板岩性移动惠率

采用空心置测锚杆、惯杆内电跟式或钢弦式量附错
桥 贴电阳片。量测镇行应长于普

通懒杆，最好与多点位移计的
笔杆轴的 测点布置一致。测点宜5个左

右力量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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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柱尺寸提供科学依据。

< 2）研究回采顺序，回采巷道的矿压显现规律。

（3>研究果场顶底板的应力分布状态，如应力传递深度。

（4）研究采空区上下盘围岩的会聚位移，确定采准巷道的合理布置方式。

（5 >研究二层间时回采工作面的合理错距。

（6）研究各回来分层巷道的矿压显现规律，确定各分层的衔接时间及滞后距离等。

4.4。} 开采对围岩的影响

采矿场形成后，产生了次生应力场。采场圈岩的应力是变化着的，，有的地区应力开高，
有的地区应力降低，其菱现方式是活动地压。根据采场上下盘、围岩、顶板，矿柱和采准
巷道的国岩变形，可将地压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缓慢式地压;另一类为冲击式地压———岩
爆及有害气体突出等。

4.4.1.1 缓慢式地压
开采对围岩的破坏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厘岩的破环程度属于Ⅰ、I阶段时，围岩基

本上是稳定的。由于地质因素和工程因素的影响，围岩的破坏程度发展至T，Ⅳ阶段时，
则处于失稳状态，对生产和安全可能造成危害。对于可能发展为Ⅱ、Ⅳ阶段的地压活动区
应进行现场监测。

地压发展的阶段见表2-4-9。

寝2-4-9地压活动发展新双及其现象

发展 激 现参
特 点，

阶段 井 下地 表

一早凝益好
1.仅在少数称运弱面发育处或弱葡巷道局部片翔、百顶，断层开裂、移动或挤无变化—变化不

与密集空区交切帮拉的测点发生移功，明显 出断层泥，个别支柱压弯、折断
尚不施圈定移动区

2.断层泥挤出，有的新层账开

14不稳定岩体附裂面暖憬移动，4-t出∶现小婴缝或小陷 售道片帮、冒顶较普方;断层岩体勇显开亵、
酶礼篇中泮酪填 移动，部分支柱折断，翻室支护开裂。巷道开
2，采空坊罐慢闭合始麦形，矿柱利皮、摔盖，局部质坏，采空区

一脚彩忘部
s.关健部位的矿柱飘皮，摔渣，网慢慢团合

部破坏
4-能圆定署移的充阻
5.发展嫂慢，一般经历一年堇儿年，

甚至干常年

1，不棉定岩体沿刑圆加蕙移动，1-t卷道大部分炎柱祈断，酮室支护压裂婷甫，出现许多连恢要赣
闽线变化基新，偏离平塑发腿区段

、经威发祟药授
块殖焚带，底板隆超，断西缔小，恢轨抬施、和小陷落坑，可需定

2.套遗岩墙明显变形成闭合，再分脂落、移动范围 剂对1矿柱开黯，部分压碎、厨卸制场。空区
例塌加速闭合，部分登墙倒增。岩体加蓬沿断层面
3.听早岩体破裂声响滑动，放矿箱斗许油侧塌，可听见岩体被裂声
4。发展较迅恐，一般经历一量几个分 月。参至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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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没
发展 象现建

伸 点
胶铁 地 充 刊井

1。位移量属增，1-t曲线出泵"须变"陷需坑逢威片、笔 卷道倒顺载沿断层测墓体下沉，错功、出现

拐点下沉阶梯，矿柱压碎例遇∶空场闭合，侧爆或表下沉、移动区内形

成若干骨于我瞳为主 沿断层整体下沉;岩体沿构避弱画大范围地变 2，特道矿柱、岩墙背遍折断、压碎、

胃崩烟阶段
倒域或沿断层下沉的裂缝群。出现断裂 形、移动。向空区倒场，滑体破裂声响颇蛋，

台除 坑内一片责略，砂石称漫，伴品冲击气浪和风 $。不物定岩体泊弱而大施围移动，

都 向空区崩塌
4停之各种物理效应，如声响。冲

击气浪等
5.发腹校迅速。由几小时玺几天，

长商一月

4。4.1.2 冲击式地压—-署燥
岩峰是岩石突然断裂伴随着巨响，岩块抛射、受强裂的气浪冲击，地表发生振动。岩

爆是最危险的矿山压力现象，给生产和安全带来严重破坏，甚至造成整个采区或矿井的报
废。

1。岩爆发生的条件
高应力区的低强度脆性岩体，岩体应力超过岩体的极限抗压强度时，岩体中积聚着潜

在的弹性势 能瞬时转变为动能，发生脆性断裂——岩爆1
应力集中的坚硬岩体，坚硬的顶底盘岩层和矿柱。由于回采造成应力集中，岩层积聚

的弹性势能不能转变为体积变形能，则发生岩燥;
开采深度达到始突深度，岩体应力是随开采深度增加面增加，开采到一定深度时，岩

爆才可能发生
爆破的诱发，爆破引起温巷表面岩体遭受附加的脉冲载荷。
2.岩爆的分类
岩爆可按物理恃征分类;按能量特征分类;按岩爆发生地点分类。见表2-4-10、表

2-4-11、表2-4-12。;
表2-4-10铰 物 理 特 征 分 类

容内类 别 、
矿挖;发撑着上下盘岩层。就象压力机上进行五岩样一样，矿柱承受压力姐过其极限挑压压力塑粉蜂

强度时称为压力型岩鄙

随采畅购度蓬渐增大望采空区的逐步扩大，顶庭量竖硬的岩石发生祈断威臂燕，同时也夹发性岩爆
蕴跨丁处于板限状煮下的首柱，发生突发性岩播

直整联底板岩层中有塑性岩石夹层。在适当韵集件下，塑性来层被挤入独速中。使替道燥破塑岩烯
顶底薇刚性岩层发生爆薮型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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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1按能量特征分类《岩角时放出的能量多少）

岩趣级别 地震能J 其中地展烈度（级）

<10 <1高摩

偏 1~210~10飞
10*～10+ 2～3.5婚p
10*～107 3.5~5梯裂

火害性岩爆 ？却>10?

表2-4-12按 岩 顺 发 生 地 点 分 类。 会谱当
卷 采准老道，在离工作面不远的区段发生署檬叶挚

桂 矿柱承受二个相邻外场的应力是加，由于应力超过般限抗压强度。矿柱发生岩痛矿

顶庆板新断 葛.岩应力场中，在水平应力作用下，暖毒板弯监折断

断层或袖画轴部 由子应力集中，岩层处于控伸状态下易发生岩曝

4.4.2 自然支棒采矿场的监测

自然支撑采矿法是依靠矿柱自身强度和支架（立柱、木操、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撑来
维护采场和采空区的稳定。

自然支撑采矿法监测内容

急倾斜厚矿体急倾斜簿矿脉群缓领斜中厚矿体

来磕巷遵变形监形来祖巷道变移篮制 顶桔间桂地力分布变化及位移 上下盘超挡收敛监爽春巷道的变形监剥 矿腺间的夹鳗位移灵剥疏截及独教位移监制矿柱的应力分希变化监飘 上下盘配岩的金骤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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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地表及并下岩石移动测量
进行岩移观测时，应根据调查资料，结合矿山工程条件，确定观测范围，设立临时的

和永久性的观测站、观测线或观测网。
地表、井下岩移量测见表2-4-13。

表2-4-13地表、井下岩移量测类
布  成  设  计灵赛手段类型

在前床中央减采场密集区段布置一至凡条垂直矿体走向的理测级，布经 绑 仪

地点神动底乳
置一至二条沿走向观赏我，现圆站与蔬腿阀连接，在移动区外，溶之水水泥仪
久性弱点。为了考虑求得移动角、断裂角度应在适当位置加密测点，缩短激光测距仪
阔距。一般平均闵距20~-25m，最大不超过70m单里频斜仪

观测判期2次/1年
并下规测发移缴最好与地表现测线在一个垂直面上或相距不远钢 卷 尺

#下名卷巴翼
岩移局郊观测网要布置在地压大的危险区段内，量形手段院多种，彼滑    杆

此互相验证。测点间距平均10～20m，遇点布置在普通版板上，在帮移水 准 仪
经 炸 仪 范围之外设置一个控制点

可考蜜测卷道收敛位移，顶板岩移∶上下盘岩移用多点位移叶量测多点位移计
收 敛 计

欢迎周期每天1～2次，她正话
动频繁时可编短周期

一般用数台地管仪系统布点，将探头放置在孔中固定，也可放置在等

真长老爸爸观测
石堆上，监听并记录声响照本，啡声大、频率高时表示岩层危险。一个地资仪探头 整测孔的控制距离约10~15血，孔间距陶岩石完整轻现可以加大。扎深
2m以上，孔径632~42mm，可以引出电缆进行遇测。1孔一次监听
5分钟，每天监听一次

4.4.2.2 矿柱应力监测
矿柱应力监测见表2-4-14。

裹2-4-14AUR 矿柱皮力监测表QI

布  点  设  计量测手段费型

监听孔布设在尊桂上，做孔深度72m，孔 径φ32~42mm，孔的方向尽可能指南声源。菲
头可固定在孔中，引出电耦进行氢离。电脑长度在100m以内，探头也可以蒸动使用，不足
定量测。每次监听时两为5分钟。读数取平均值得大些。当岩音频膛超过低分钟20次时，地开仪 矿柱有坡时片邦政胃盖的可能。当岩舌频度<每分钟10次时，每3天监听一次。当颤度在
每分钟10～20次之间时，每天竺听一次，频宝>梅分钟20次时，发出免险普拔，每班慰听一
次。此法妙优点是演及早来觉珍情进行预报

吉祥总力素沼 埋入矿柱2m，钻孔直径650mm，用矿山一【型手持式光弹仪进行光弹皮力条纹观测，
光弹应力计 对照试验室内的标定应力条纹圈，计算出应力变化值

皮用锥击性，用单点发射，多点换收，每对测点应测7～8次，然后互换发射接收位置
声演量调 进行量测。慢击法最大穿透印离十几米

矿柱中出现较大的水平浆雕，并伴有频繁的响声时，说明函蜂蜜坏翠歌渊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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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3 成果分析

及时分析观测成果，圆定危险区段和划分危险程度。及时发出预报。
1.江西钨矿小北矿区预报成功的实例
小龙矿区最大采深500m，六个生产中段，有110万m3空区未处理，形成大规模空场。体上盘有两

条火致与矿脉走向平行，但倾向相反的大断层Fa、F3见图2-4-1。

己将详

一384

甙猫艾

著8
315

联寻
密 =258

=210

图2-4-1 小龙矿Ⅱ线岩体滑动示意剖面图

该矿1970年开始观测，观测资料表明Fz、F。有相对移动和下沉，所有观测点的 移动速度缓慢。于
1972年 2月底～3月初，测点剧烈变化，有八个观测点的位移变化值超过设点以来变化 俯之和。全部测
点位移平均速度高达1mm/d，井下巷道开裂（裂缝达10~20mm）;藿道错断呈台梯形状;矿柱剥皮日
落和倒塌;断层泥被拼出30mm，顶板相继墩落;上下盘发生闭合位移;空区内经常有岩有爆裂声响，
有时冲击气浪吹起粉尘飞扬，空区掉块象下冰雹，种种地压活动象征着大岩移。4月8只全体人员撤离
井下，4月10日发生丁大岩移，花围是长450m，宽270m，离200m，面积11万m2。地表 出现 赔落漏斗
五个，面积600m'，裂缝九条，宽0.3m，落差0.8m，井下近万米巷道倒域。由于矿 山进行观测，成功
预报了这次大岩移。

2、锡矿山监谢工程实例
锡矿山系缓倾斜似层状碱化梯矿床，走问长1.5～2 km，恢 角10*~30°，埋深 30m～400m，页板

岩层为层状灰岩和页岩。矿区构造复条，大小断裂构造数十条，断裂构造面控制 暂 地表 和井下岩布移
动，见图2-4-2。

监测网布置兄图2-4-3。
监测成果的分析见表2-4-15~表2-4-18和图2-4-4～图2-4-8。
移动角和断裂角见表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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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下沉

100m 日
地址

SBNu

打次

图2-4-2  矿区内主要断裂结构面控制留落略图
（第一次东部官落伊，第二次中部胃落#，第三次西部胃蒋#>

西瓜

41971.11（2.7万m
990.616.13万m2

西瓜 部东部H

打

雄l

河北

WI Cota

ALCK
东V

OS:

图2-4-3  井下臂落区和下沉盆地观测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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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5量测的主塞参数及结黑

量测位亚 结 果主 要 参 敷

斗 +27m:n/m上
地悉最大倾斜

子 -25.8mm/m下

上  nL ＋3.06×10-3mn./01
饱去最大曲率 d -0、66×10-mm/m？

0.5mn地表最大求平移动
8.2mm/m上 业地及最大水平变形

田 +8.4mm/m下

1601mm地表孩大下沉但

0.27r下沉累敷
87"开采影响伸罐角

日上 2.1
主要影响角的正切 山 2.下

停 15.6m人捞点偏移距离 ” 20.7m易
0-3水平移动某敷
52m上 山主要影响半径
初育下山

表2~4-16移动角，断裂角的数值
灰岩移动角 断泉解（或装缝角>果区下山采区上业走向移动角矿体组角

苍 动角移 动 角地表震测名$ 下山·起商d′(βx)<β)八。” <β)(a)
载、 78·79"85°68忆东部 20

6269* 59°71°中部 比”
注∶2 看称动角是税掘一般建筑黄遭受破坏的各种变形伍围定的。

提2-4-17岩 腰 移 动 持 编 时 伺 表
衰重阶段活普孩段开始阶段移功总时间平均深匡
（月>观测区 （月）<月）（月）(m)
1“ ？16Mar

“乌中蔬
雪i-68 ？.220东部

让，移动开始和表退，每月下沉量小于80m血;
形联阶段。每月下沉量大于30mm;
移动瓣止∶半年下沉量小于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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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8地表馨大警动变形值的理论计算与实测对比表

实 测 值 驶 整斑论值上山欧下山方向 误鑫（??最大移动和变形

438 1.6-745？人’水平移助UraX ： 9·1弓 艺？’ 色’
上 12,827.030-&占 +3，思

倾斜Cmx
下 -2.5 10.725.828-3G

亚上 -9-091,08097 岁响
曲率KaLx

岂名；宁”0-55 中密下 乌
山 31,1+3.711.9 .2女水平变形Emax 十3n2下 27-611.6 8、4山

丰
+650mm

p/wu事要2土
楚
田

下沉速度四
5

革

l抢险型，干 形时向

800l
一喜动总时间一-1200
g一下犹

一160下沉（m1）

图2-4-4 中部地表Ⅱ一18测点下沉及下沉速度曲线

营皂苷
30
骂

10
_32]18 207"1615 1413 1200专冶

-10 。’。实测值‘邑、 售酯咨曾

-30

图2-4-5 倾斜理论值与实测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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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eamlm讨
中1.0)。 o.8：。一 日D8中于?[I43到 货

响？ 一0.5o
实制值 -1.01题论值。

-1.5
图2-4-6 曲毕理论值与实测值对比

电守主古

宫
。10 oeo

u161 i3运10 8152423 0
矿也6Lg

9 实测值
O 圆论值‘

图2-4-7 水平变形理论值与实测懂对出

。言引
客 0
9J
20● 量些10不0C8 义6 151413 i归

龄树
岂
400

一一实酬试
o 理论虚

砷蚀，嫦噪

图2-4-8 水平移动理论值等实测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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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实测得出下沉速度曲线图2-4-4和岩移持续时间表2-4-17。

地表最大移动变形值的理轮计算与实测对比见表2-4-18。

4，4，3 人工变撑采矿场的监测

人工支撑采矿场是指用人工材料来支撑或充填矿房并保护矿柱，以控制围岩和地表变

形。
4.4.3。1 监测方法

，1.现场调查
由于矿体与围岩条件多变，应着重地质条件和围岩破坏形式的调查。围岩破坏型式见

表2-4-19。
2.现场监测
现场监测内容见表24-20。

表2-4-18阻 登破 坏 塑 式 我

避 杯 形 式类 要

顶氢显不规则形状，模块下嵩，需增加支撑和想繁狮毛石板快缺下溶
顶拉出观水平断裂袋面，沿法潮、片理开裂，或软朝岩层造或失稳，可用幅杆集困顶板构造导致失称
上盘费现构造形响时，其应力超过极账强度时而失珍，可用情索加固，上话饮弱时顶板失键
上盘出现构造彰响或领弱塔层时，遗成失趣，短索加国上盆破环
下盘出现柯造观牧润岩层时，瓷成失稳，僵蒙加随下丘波坏
由于构造或较弱岩层影制，其应力短过被限强度时而泄成焖据。锆杆维持不往顶板时，授限做环

需停止采矿或改变采矿传

表2-4-20现 场 监 测 内 容 表

布 点 爸 甘数测手段类 型

现场试验 求出岩体的抗压强度、扰剪强度、泊松比、弹性模量、格结力、摩擦角、节发体盗度节理
理扭物系数特维

直接放量在充填体中问，应围定率闹，引出电填便子露测，董测周期为每月闸张应力计、采矿工作圆应
吐 夭弊力计 1~2次

企布置应力计的同一断圆上，埋设5个晒定测点，每则进行一次收俊量溯教  计来矿工作面收
弱 性 尺敛位移 神※测杆

多点位移计 在矿体走向的中阅郁位，布置多点位移计。为丁长久监测，题好采用悉测，上下盘会聚位
因为测量人员无读楼近征险地区。量测厕期为每2刚1次移

观测采等后采民顶板的挑曲和位移。量测周期为年 2周1次多点仪善计充填后采场0
板的但暑

多点位非计 在矿体走向的中间斑位布置多众位移情。聚测周翔为每 2 阔1次矿体与伙变带
金聚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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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2 监测实例

1.金川二矿区下向充填采矿场的监测
二矿区1"试验采扬采用机械化下向水平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可体埋深>400m，富矿平均水平厚度

80m，上盘贫前平均厚度30m，下盘贫旷平均厚度19m。矿体走向N50°W，倾向SW，倾角80°～75°，
主要开采高矿井带采下盘较薄的贫矿，上盘贫矿留下不采。

1）地质调查

矿体本身的单轴抗压强度可达100MPa，但经后期岩浆岩侵入，主要是辉绿岩，其次是煤斑卷，使矿
体节理裂隙发育，裂剪面光滑，并多有滑石，蛇纹石等充填物。贫矿的整体稳定性低于富矿体。

试验采区的矿体走向长度99m，段高50m，采区内有三条断层破碎带，一条位于上盘的贫高矿交接
处，第二条位于害中间的沿脉巷道中，第三条位于下盘的分段巷道中。由于渐层破碎带和岩脉浸入，
使矿体的整体质量很差。

按NGI癃道岩体质量划分，采区的Q值为0.5～1.6，属于很差和差的岩体。采场工作面支护采用管
式锚杆或水泥卷锚杆加金属网支护。灵活迅速地阻止了顶板矿石沿裂隙面的剪切破坏。

2）癸石强度试验
矿体与围岩的单轴抗压强度； *381=7m$38l=5m
矿体与围岩的单轴抗拉强度；
矿体与捆岩的三轴强度；
矿体的蠕变试验

颗串计坎弱结构面的抗剪强度∶
节理团的粘结力、摩擦角、节

图2-4-9  卷道收敛量测布点理粗糙系数，节理的法向刚度和剪  
切刚度

充填体强度.
6381=3m3）原岩应力景侧 *38-=5拍

矿体中的原岩应力悬剿采用钻
图2-4-10  应力量测布孔图孔解除法，紧测元件采用空心包体

三轴应变计∶最测结果以水平应力
为主导，最大水平主应力信为20MPa～30MPa，方向为N40°E~N10*W，剿回采进路方向应与最大主
应力方向平行、即垂直于矿体走向，这样布置缩小了卷道周边的应力差值。有利于采场进路的继护。

采区内进路的回采顺序是从两跨向中央连续推进，采一条充一条，避免同隔回采时分层巷道的跨度
过大，造成顶板楔块塌带。

4）采区卷道的收敛量测
在上下盘的沿脚巷道中和穿歇毯道中，布置了收敛剥点，用收敛仪或带钢尺按测点顺序依次进行量

测，见图2~4-9。
通有大位移变形的巷道，要求消点的埋设深度加大，防止揭点被破坏，造成收敛量测的中断。
5）采区的应力量测
殖粪回采工作的推进，采区的应力是变化的。在沿脉或穿脉巷道中，在巷道上部或下部打 钻孔，在

同一地点至少布置二个钻孔，孔深应大于卷道跨度的1倍以上，可选取4m、6m、8m等。量例元件
为钢弦应力计，埋设位置应距孔底200mm以上，一孔中可安设2个应力计，见图2-4-10。应选在孔煤
完整光滑处安设，切记安设方向必须与采区来压方向一致，因为量测元件是单向受压的。

应力计安设前，应事先在试验室内进行频率-应力标定曲线。采区内量测的应力计频率可对应算内
标定曲线得出采区的应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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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下盘会聚位移量测
上下盘的会聚位移、采场顶板的位移，充填后采场的会痰位移等均用多点位移计景测。依 酒发观形

范围和可能出现的最大位称量设计多点位移计的长度和量测精度，力求将一个锚固头放置 在未移动的岩

层中。采区条件癌劣。多点位移计应选用机械式与电测式并用，题过电位传感器引出电缆，连 接致宇记

录器，按指令的记录时间定时自动存储位移变化，数字记录仪可同时接垫八个多点位移计的位 移重。每
周下井一次转录数宇记录器的位移值，通过室内的打印和绘图装置、自动绘制出 位 移-时 间变化曲线。

其工作程序見溷图。

多点位善计 多潮位移计多点位整计 多点世移计 ，
草悦柏单韵，

打 印 袭置电子讨算机‘
给 郎 张 置激盘暗存器

7>充填体的应力

在采空区充填体的作用是支撑，既便是根小的支撑力，但都对失稳的岩石起作用，对采场 的应力分
布和传送起作用，阻止失稳岩石陷落，从而增加了整体稳定性。充填体具有弹塑性质，充填材料 呈非线
性变形，充填体的弹性模量是可变的，它对采场的会豪位移有影响，对失稳的圈岩 可 以 极大地减少位
移，对采场稳定性有很大作用。使用压力盒进行量测，需引出电缆进行遥测。

8 ）命川矿区充填试验采场监测布置图见图 2-4-11。
2.闫长龄性矿蓝测
弓长岭铁矿为急候斜厚大矿体。水平分展子式充填法。
号长岭铁矿二矿区走向长1.8k四，其中最厚的是第六层矿，厚约5一109m，是本区的高 矿体，主

要集中在中央区。富矿体区段是采空区所在之处，其中F。8一1和F。82赋存比较浅。已采完，原来
越稳定的、由于各富矿之同夹有0.5～10m的角闪岩和绿泥片岩，极易酸碎，致使各采空区联成一体，最
后形成巨大滑体。

1964年以后，由于果空区未进行处理，空区达β3方m'，分布在后合区一20m水平，—60m水平，一
1Q0四水平的第六层和第四层矿体中。

中央区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地压话动（1956年8月～1969年8月），此外还发生过十多次小的岩石
移涵。

随著地压活动的发生和不断发展，在通洞区与磨石区之间已形成三个料石移动区。
（1）通调区有六、七、八、九、十号空区。在杨木山地面形成三条较大裂缝，三个台阶。
《2 ）后台区主要是三、四号空区，在地表形成6600m的椭圆形陷落坑。
（3）磨石区主要有一、二号空区。
三个区的地压活动及其分布特征详见表2-4~21。上述三个岩移区已与地表赁通 并被塌落废石所充

填，已经趋于稳定，目前不存在大规模的地压活动。
地表与岩移观测分别在280和286脚探缀上布设第～和第二地表观调线。两条颗测线间距 70m。第一

条观测线共16个点（10～116点），第二条观测绒共16个点<201～216点）。此外还在预计 要爆陷的区
城内也布置了一些观测点。观测线布置见图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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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企川矿区充填试验形场监测布置图

裂战 原地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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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
6-11gLgl42 超2ol8264

25023-
空区范图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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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观测绿286别面开采状况和联合移动示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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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出矿驿露回积大 夹壁岩层幕露而积多中段同时开采读少 鼎露园飘大，长期迎大，F部-20mFe6-9T9'档案置赛赛写地压活动的原因12-1-7张 523采烟大煎煮欢旷 *露面积大了上盘支撑 4大爆破 谐曲条

42-8-2-2-1 上盘有走向断层满已采夹宝培层厚60和19采场深孔得是56年地压菇动经营养生活动位于开采范围中 上.盘绿泥片岩，位于空区下部其他重要条件 大量出矿 泥绿片岩ugi~9的能续件
1苦

ZLOE051858800908面积◇

（2）钙胆黄酮类等丁书 OPZP 0Z0E姓格

Lat P9140ZOT3裹

61~81 SB~-I8贺 顶篮地点 209EII汇

长岭铁矿地压活动
PI*9

开采时阀空区体积 （四） $01 P8Y·GZ4

门锁开采 留矿开采（年） LE9SER开采条件  由9海8 <9√

吴佳图片上上部充填 上部未采网解义‘翠窗矿采矿赠纸土上初党镇思路土上部充填干式光填祛 下部用国水平分层采矿方法 矿法滴滴 ·诚聘聚享 炒
自

高度（m） 02I021200098290OZT
博华楼 中仍号 09~081180~5007~027180-60 池米至泡爽至 α-02-

地压活动形图

注遇润医学区体积指充其后未接顶空间袜职。
长度（m） Y9182OPI8150BF D08 -

沿走网 U~80Feay休6I~SI S8~I860~90台士* It~90IE~LLYZ-29

1973年7月3日至1963年8月19日至豆日I IIK BPEL1958年8月14日至1958年8月20日至 1964年1月21日AR所动时间 勇～弹 1969年8月 日/暂远19月6H08E 8 HBBIO9月10日
0 新闻区X区 元崖聚K 4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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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15

CH

06
07

图2-<-13  地面观测线布设示意图
1一第一条观测线，2一第1条满测线，3一电测空区，
4一电测裂缝，5一上盘主裂隙，6一下盘主裂隙

7-杨木山露天岁，B—203米采物

4.4.4  膀胱采矿场监测

4.4.4.1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及内容见表2-4-22。
4.4.4.2  燃薯法的地压规律
（1）崩落区的上下盘围岩产生拉伸变形，岩层锚动较严重，岩层的最大水平和垂直

变形都分布在崩落区附近。
（2）崩落前一般水平移动大于下沉值。
（3）地表移动盆地远比崩落范围大，盆地呈椭圆形。
（4）崩落范围随矿体赋存条件而异，主要受地质构造面控制。

4.4.4.3  监测实例
1.梅山铁矿
梅山铁矿为一巨选镜状盲矿体。埋载深度100~500m，顶板为安山岩。采用无底柱分段期落采矿方

法，上盘围岩以强制佛落形成该方法所需的垫层。随着开采保度的增加，垫层厚度与空区高度的比例也
发生相应变化。为防止顶板岩石垮落，对顶板岩石移动进行了监测。

在地表布置了4条岩移观测线，测点关47个，观测地表下沉。从地表安设了3个多点位移计，进行
岩层内部离层及位移观测。利用报废的蜡施井和放顶钻孔，利用微震仪监测空区高度和垫层厚度，进行
控懈性的崩落采矿。

2.HENDERS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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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调  方  法  及  内  容  表 表2-4-22

监  爵  于  段 布  点  设  计型类

收  款  计 在整个采区内，沿辔道长度测点拍距20~50采 准 卷 道
m，保个断面上布置3～5个侧点收敛计、位移计地矿底带结构

现洲总位移量、位移速率和位移加巡院、判断排位移计矿庄位移
定程度

脆澜眼岩应力，依最大主应力方向米布置采畅方三物应力计采场圆岩的原岩技力 位

钻孔多点位移计、铜弦度力 在肠露挫进方向，布置监测点，监测位移和应力柔场顶板的位移和应力监测 应变计

将探头缓缓送入空区的顶板钻孔中，因探头覆到
孔壁则发出响声。进入空区时探头则无声，这时记录

欢迎空伏高度和垫层眼度的测定 地缆的长度，则得出空区尺寸，操头下波矩转层.F
时，探头又发出声响，由电缆下放的长度，可确定评
再的位置和垄层的位置

利用圆瓣钻孔，下放探头，燕承出不同深度的岩括孔心视、机械式多点位移岩层内部离层及位移宽侧 跳离层情况+
沿新幕区上方布置水平和垂直观测线。测点侧距地  表  岩  移 光电测距仪、经饰仪、水准仪 <70m

美国HENDERSON矿采用矿块崩落法，进行了长期的监测工作，并取得了成功。
）监测放矿口附近的收敛变形
在采区内布置许多虚测收敛断面，每个断面上进行3～5个测点的量测。将收敛总值、收敛速率、

收敛加速度用曲线表示在中段平面图上，以收敛加速度来预报放矿口的破坏，以总收敛值和收 缴速率来源
定出失稳的范围和形状及变形破坏趋势。从实衡中可以得出收敛变形向崩落推进速率和推进线形状成函
数关系。

2 ）矿体内的原始应力场的量测
通过实测的原始应力，其最大主应力为40.73kPa，最大主应力方向N39°W，与水平夹角38°。采准

巷道布置呈N-S向，放矿点布置呈NW—SE， 房落线推进方向为NE—SW， 与最大主应力方向垂
直。

3 ）顶板应力监测。
在赫落边界的顶板埋设钻孔伸长仪和钢弦应力计。在初始销落发生后，记录初始值和削落线的距

离，一般可为90m。随着消痞线的不断推进，约离观测孔17m时，应力计显示出增长速率加大，应力值
也趋于最大值，这标志崩落的剪切应力也达到了最高筐，有助于矿体的角落。当胱喜线越过 混测孔后，
应力值便急剧下降。崩落线是后退式的。由于应力支撑带的作用导致应力值又逐渐增高，甚至胸落线远
离观测孔82m以外，应力又逐渐下降，约一年后降到开采前的应力值。见图2-4-14。

4）旷柱的应力监测
在院落线边界矿柱中* 埋设压力盒，应在垂直方向、切线方向、径向方向分别进行埋设，矿柱尺寸

为20.7m×30，5m，压力盒埋设深度为5.5m，实测出的效值应乘以2.5。
5）地音仪监测
在熊落线的前方，在切割水平以上堙设一系列地音仪，最好布置在一个面上。
8）用埋设电缆探头监测崩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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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顿斜钻孔，钻孔下部是初始扇落区，钻孔在水平面上的仪影正好是施落推进的方向。 崩落销发

展靠一种量溅时间和胞离的时城反射仪来记录，在指定的等间隔时同内记录出岩层扇落的高度。实测结
果得出每天岩层垂直崩落高度为0.27m。

4.5 岩爆预测和预防

岩爆预测的基础是对岩爆发展规律的解释，预测的目的是确定可能发生岩爆的地点，
以及监测措施的有效性，以此来保证矿山作业的安全。

4.5.1 岩漂 预测 内客

岩爆预测内容见下面框图。

分析地质附操工作的责料

地 质 动 力 学 分区

确定矿区约 进行采铜时说明矿体和园粉

若源儒险性的标吉岩编危验性

确定岩体原岩皮力状落

评价着伴约鼻性和脆性

分 析 开 采 技 水 状 况
岩

扩区边界肉岩
微 焓 震 分 区

爆 危 险 性测预

评价岩体萄构的不纯质性

有储孔时的应力状基调对评
价（饼状岩心。用印搞压入

钻孔壁或孔底等）

预测岩体局蒸 无钻孔时应力状态截对评价
地段岩爆危险 （电测、测地震谊、声发射

等）帮杨
无接触、相对评价应力状态

（电璀放射及岩体裂障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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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岩恩危险性的预测方法

4.5.2.1 目测方法

肉眼观看是预测的基本方法，主要观察巷道或采场壁的岩石剥裂情况，剥裂的一般厚
度为 1～10mm.并可见新鲜岩石断裂面。

观察巷道爆破之后，常伴有响声，并出现1～10cm的板状浮石，这种现·象 表明高应

力区岩体的外观现象。
观察巷道在爆破之后，巷道岩帮发生岩石呈连续状薄片的弹射，弹射时伴有尖厉的声

响，弹射的岩石薄片具有锌利的边缘。
观察巷道（采场）的交岔处和应力集中处，突然发生巨响和震动，天量的岩体断裂破

坏，造成支架倒塌和支护开裂，这称之为冲击地压。在山西大同马脊梁矿，曾发生了我国
最大讨一次岩爆。该材顶板岩层坚硬完整，当采空区面积达15万n2时、大面 积 岩体畅时
发生断裂破坏，从竖井口喷出300m高的尘埃，地表陷落面积达7×10*m2，地 面 房 屋产
生摇帆出现裂缝，震级相当于3，2级。

4.5.2.2 监测方法
采用岩体声发射监测仪。一个量测点控制范围约5～8 m，两个 测点距离约小于16m，

每次监测应连续监听五分钟，分别记下每一分钟的声响次数， 将五个 频 变 值中最大值
Nmgs作为特征值，一般参考值为;

Nmax≥每分钟20次，初步判断岩体进入严重破坏阶段，每天至少监测一次;
每分钟10次≤Nmex<每分钟20次，岩体处于破坏阶段，每天监测一次;
每分钟5次≤Naex<每分钟10次，岩体处于初期破坏阶段，每二天监测一次;
Nmaμx<每分钟5次时。每三天监测一次。
考虑井下条件差，选用地音仪时最好配备放大器和高效益放大器，应注意翰出阻抗与

探头输出阻抗相匹配。作为定性监测可选用监听耳机和数字记录器。作为定量监测可采用
高速记录和磁带记录器。

4.5.3 卷 爆 的 预 防

合理的开采顺序和开采工艺是防止岩爆危险发生的主要方法。具体降低岩体聚集能量
的方法是∶

（1）爆破法，选用不同的爆破参数有不同的效果，一种是忧动爆破法，一种是震动
爆破法。

找动爆破法是借助装药爆破使工作面附近的岩体产生裂隙，从而降 低 了 应力集中程
度，形成了保护带。保护带宽度约为巷道跨度的2倍，。一般不得小于2m， 对于回采工作
面，约等于分层的厚度，一般不得小于3m。炮孔间距不得超过1～1.5m，边孔距 巷道
周边距离不超过0.7m，装药系数为0.5。南非维特氏切尔斯兰德金矿相当成功地利用扰动
爆破法降低岩绿危险性。

震动爆破法是用震动爆破诱发小能量的岩爆的方法，降低调节势能聚集程度，防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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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的岩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钾盐矿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方法。

（ 2）局部注水。在岩体节理裂隙发育，透水性好，注水均匀的条件下使用注水降低

岩石弹性模量，以防止大的岩爆发生，该法应用较为广泛。
（3 ）采用扩大炮孔直径的方法来释放应力，防止大的岩爆发生。
（4）存有岩爆危险的矿山，巷道分二次播进，先用小断面，然后再刷大，可有效地

降低岩石弹射程度。

（5）从发展看，有可能从防止岩爆能研究到利用冲击能采矿，自然崩落法就是一种

形式。

4.6 常用的测试仪器

4.6.1 应 力 测 量

是指静态应力测量，不包括爆破、地震和冲击地压的量测。应力是指原岩应力与次生
应力。通过电阻应变片、光弹片、钢弦振动、机械传动、液压传递等得出与应力相关的效
应，计算应力值。

4.6，1.1 静森电胆应麦仪
静态电阻应变仪分为简易型和多点巡检型两大类，见表2-4-23，表2-4-24。静态

电阻应变仪测量精度高，数字显示，测试箭使。体积小，重量轻，适用矿山量测。

4.8.】.2铜蓝癫享仪
该种仪器是用来接收和显示铜弦振动的频率讯号。是一种应用 很 广 泛的应力测试工

具。其优点是长期稳定性好、重量轻、测读方便。下面介绍矿山工程中常用的几种钢弦式
测试元件。

1。钻孔应力计
用来测试钻孔径向应力变化的元件。可在钻孔中进行长期的应力变化观测。该元件体

积小，使用安设方便。一个应力计只能测得一个方向的应力值，娶测多个方向的应力值，
需要在相应的方向上设置应力计。

应力计由三件组皮一—一个圆镝形应力计壳体，一块弧形活动块和一个楔形块组成。
安装时用专门的安装杆将三件一起塞入钻孔中，并用楔形块的楔紧力对应力计施加一个适
当的预应力，从而将应力计卡固在钻 孔 中。见图2-4-15，其技 术性能 见袭2-4一
25。

应力计在安装使用前，必须在室内事先率定。应力计直径 为 D， 率 定 板的宽度为
1.5D，长度为3D，厚度为D。

2。埋入式应变计
可用于混凝土应变测试，又能将几个应变计连成测杆进行岩石钻孔的应变测试。见图

2一4-16，图中构件8、9、12用来量测岩体应变。构件10、11用来量测混凝土的应变。
应变计长度为135mm，圆筒外径约30mm，灵敏度为2～4μe/Hz。

3，表面式应变计
用来量测岩体表面的应变数值，换算为表面应力。其 长 度 为 120～150mm，量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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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5围内常用的应力应变仪慢表

用 速号 制作厂家类 型 枚 术指 标 优 缺 点a
以电于管作为掘药、放最火量租±11000μe; 华东电子仪调厂透用于试验室

大、电源等部件的一种史裁披频率6S0Hz
内试验司 变仪电源电距∶AC220“

品 优点∶灵姬度高、稳定测量战数/预调点数
性灯，消量精度较理裂1f20

型 块点∶体积、重量大

价 晶体管式应变仪最大量租±1000μe; 镉科学仪腿厂逼用于现缓试'
黏 YJB-IA 载波频率800Hz; 优点∶轻便品于携带，

验登混乡 有足够的灵敏胶，交、直电源电乓DC6～9
流供电两用调量线数/损调点数

画 1/20
修 城火量是±2500μe1 适屑在瓦斯气 常州煤号电器厂优点∶笼一种矿用轻便
塑 KJY-1 载戒绩率685Hz;

型应变仅体的媒矿中向 电筑电压DCl2.5∶
测登线致/撰网点数

1370
最大量程±199μe 优点t扩大了应变仪的
植发土0。】μe3

功董 华东电于仪器厂端菡辩摩响遭显示打印位败10
和蜜内试验 1）可输入各种物理量的最多测点散400;VIS-3 模拟储号，袍量速度每秒0.1～6.4

粉 2）测最扫搞控离功能转换方式∶手动或自动;
3>报警功能，外醒设备，打印机、X一Y

多 绘因仪， 4）测量和计算功能

唾 自动方式∶电子钟

却 最大量程±600μE 优点∶由于锻型计算机3 帮演±0-005%1检 装入机中，不仅量测应变
显示打印位数10

型 数据，还可存贮量测数最多测点数10D0; 店本共和电业同 上电 SD-100B 测质速度每秒10点; 据，并可输出和班行运算

秒 转协方式，自动成手 助
微型计算机装在 机内;

印 外围设蔽∶代码转搬器、

肖 纸带穿孔机，

权 启动方式，电子钟
殿大量程±300001
精度±0-1;
显示打印位数10;

洋国网 上最多测点救256 同 上Adacu 两量避度罐莎0.5～100p
MTS公司点;

转换方式，自动，微型计
界肌蒙在机内;

外随设备∶打印机、磁带
机、MTC图象设备、
数字式X一Y检图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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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阻应变仪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表 表2-4-24

YI-16型YI-5型 YD-15岁
技术性能 静态电阻应变仪 动态咆阻密变仪静态电阻应变仪
量    程 （四号） 0~±9599（可至±1500Cμt）±1～11100,1～22200 ±10000

灵散度（分辨能力）（μc） ±1#1，出2，±51

立1??400μe，以下为2μB） ±1%基本促差 土0.2??土2个*
灵顺兴效 1.8~2.8 2.002

纳B00/q0.7~1.5电话电压（V） 3
±1±2500μc 0.6电阻手携瓶图（Q）

20002000电容平衡缆园（PI） 20c0
5/24小时小于3μ8 同  么零点MB（μt/h）

±1?.5h每小时不超过±0.2??±2美教奥亚化
个字

220,50Hz220220    50H2电源
<50<100仪器至测点距高（m）

120（100～600也可）120100～160应空片羽侧（Q）
20*±5℃  春宽85%-10°～+机°，湿度80??“下， -10°～十40°选座80??下，使用条件

无限酸场干扰外界做场强度奥下<S

SZ-4,SC-16,SC9,YJD-I7型街调平衡粮P20R-5型顶岗平街第600元配钢段备 SC10示披器
四楼310×300×210，八320×420×160390×240×410外形尺寸（mm） 送310×520×210

四边13kg，八道20kg18.5量（kg）瓜 D100%

华东电子仪器厂 同左同  左影音厂
测4、8点可作多点测量注省

子

图2-4-16  埋入式应变计图2-4-15  钻孔应力计
1-2变计外壳；2--拟强；3一电磁线圈；1一外壳；2--拔浆；3一电磁线圈；4一横形块；
4、5一喝头6——阅弦螺栓，7一端钉5一诉动块∶6一引线电信∶7一销钉
8，9一岩石墨色变计瞬套；10、11一混凝

土型应空计端套12一定锁骨

表2-4-25钻孔度力计的技术性能
研制单位二次仪袭韩孔直径 立蓝册     度放号    程中

山东矿业学院GP-2频率计1kg30~100kPaEdNOL @mmG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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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μe，精度可达±1μ8。使用时可用粘结剂或砂浆固结。见图2-4-17。
4.压力盒
压力盒分为岩土压力盒，见图2-4-18。双膜压力盒见图2-4-19，简支膜压力盒见

图2-4-20。其技术性能见表2-4-26。

e，一
图 2-4-18 特土乐力念图?-4-17 表面式应变计

1一众体，2—受力膜t 3一报茗;1一应变开外壳，2一祭弦，3—电破线图;4一引绒;
4一蚁圈;5一新钱;6--油蓬7一油r5—表酬固定社;6-固起螺丝;7一卡弦夹子，
8-B力愈底座;9—压力众的定坏8一线脚乘外死

宠

图2-4-20 简支膜压力鑫图2-4-一19双膜压力盒
1一而支膜;2一实弦;3一双舰团11—槎塞式外膜;2一内膜;3一SG幕液，4一注液孔
4一变张刃角;5—企体，6一引线电缆∶6一鹤弦，6一避闹;?一夹头支住，8—盒体;

7一密射图9一引钱;10一振荡电路，11-夹落头

表2-4-26压 力 盒 技 术 性 解 泰

度 字美刀量盗兄种 类 杨 命
300m姓×20mtm0.605~0.01MPa0.1~1MPA量测岩土的外就荷岩土压力盒

0-05% 80am×45mn0-2~1.SMPa偏心载荷的摄测双膜压力金
0.0012MP.0.1~1MPs习 上阿沟文膜氏力盒

4.6.1.3 液压式测力计
液压式测力计可分为活塞式和液囊式。活塞式测力计可用于量测井下顶板压力和支架

压力，液囊式即压力枕主要用于量测卷道的外载荷大小。见图2-4-21，压力盘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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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其技术性能见表2-4-27。

*

么各学
图2-4-21 压方划

〕一压力枕充体;2一压力表;8~三温;
4一注满管r5一排气孔

参,
图2-4-22 格警兹尔压力盒原斑

1一金属障膜∶2一压力平衡室! $一进油督;4愿油管
6一养气管;6一压力狗管;?一压力盘体;8一医力油脏j

牙一瓶力液110一摸头

癜2-4-27液压测力计的主要技术特性裹

重量（kg） 欢承裁能力T）种 几何尺寸cm） 了一决 -0~20 2,1×2.1×242YZ-20型液压就
前京江陶机填厂
率新?01广φ14. 6×12。S0~45HC系到测力计
衡州煤机厂

压力枕（盒）是靠油传递压力的，油压减去压力枕所受的初始压力就等于被测的岩体
外载荷。使用时需用小型油泵往内注油，排尽空气，保持油压是压力枕测试的根本条件。
格鲁兹尔压力盒（G10TZ1）有一个压力平衡室，室中有一片隔绝内外抽路的金属薄膜。
其优点是使用方便，直接测读外载荷大小。埋设时，当凹槽形成后应立即安设，先填入水
灰比剂大的灰浆，宜采用膨胀型早强水泥，而后塞入压力盒。最好与位移景测配合使用。

液压测力计的优点是绪构简单，适用各种地质条件。缺点是结构要 求 坚 固加工要求
高，应保证长期压力下不漏油，才能有广泛应用的可能。

4.6，1.4 机械式测力计
是用来测定巷道支架所承受的压力值。是根据金属材料在弹性变形范围内应力与应变

成正比的关系。事先标定压力与变形特性曲线，须在200T压力机上进 行过 载检验和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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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试验，分级加载需反复三次，按加载的平均值绘制曲线。测力计技术性能见表2-4-

28。
机镜式测力计技术性能 表2-4-28

AD1-50 4D1-45技 术 指 标

143254测力计支承固积（cm+）

葛 _座（T7） 1.00.5
59 4s乐 钱 熊 力 （T>
1·2 1-2过 载 安 全 系 数

主! ±2允许相对误差 （??

T7 一允许偏心角 （度）

145188外 壳 直 径 （mm）

长 19525(mm)
萜 113“”一引当”

5.29.5理 量 (kg)

4.6.1.5 光弹式测力计
光弹式测力计的优点是造价低，使用方便，缺点是灵敏度低。不易遥测，长期量测性

能差，因而限制了使用范围。
1。钻孔型光弹应力计

图2-4-23中的（a）为霍克斯 应力计，它是 。
一种无中心孔的实心圆柱，它的下面贴有反射衬片。 、修
圆柱直径与钻孔尺寸相适应。量测时用水泥精贴在钻 (o)

(b)孔的底部，使用检偏镜和起偏片在孔口观 测 应力条
图2-4-23 钻孔型光弹应力计

纹。从条纹形状和级数对照室内率定条纹，经换算得 （a）霍克斯皮力计;（b）罗伯茨应力计
出应力值。 1一应力条效，2一玻璃即拉∶3一反

射衬片;4一玻璃帮孔卿柱;S一树胺图2-4-23中的（b）为罗伯茨应 力计，与
玻璃底康∶名一小型光筑;7一中心孔（a>不同的是它的圆柱中心有一圆孔，其下并有一

个树脂玻璃底座与之相连。底座的中心有一个小型光
源，属于透光型应力计。测读时透过钻孔口的手持式偏振片与1/4波片观测应力条纹。

上述两种应力计每条纹可达440微应变。
2.表面型光弹应力计
表面型光弹应力计是由环氧树脂制成的圆盘，厚为3，2mm，直径为43，5mm。它背面

的反射膜在边上留出一圈空白环，围绕这个空白环用水泥固结在岩石面上。用手持偏光镜
（偏振器>进行观察。它的灵敏度为每条纹440微应变。

它适用于表面应力和钻孔底面应力测试。其缺点是必用偏光镜进行观 测。见图2-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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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8 羞动式应力计
差动式应力计的受力部分为一个扁平圆盘，见图2-4-25。阿盘直径D与高H 之比

D/H=15～20为宜。外力作用在一次膜上，通过液体传力作用在二次膜上。二次膜与垂直

放置的差动式传感器的一个电阻丝支架联结。另一个电阻丝支架与外亮 联结。从理论上

讲，经过两次应力传递，能使外力的平均值传递给传感器。但是传力的液体温度系数和率

定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7

、 才：
转 一F10中午 vb

下乞
(b) ，

(④)

图2-4-25 姜动式应力计图 2-4-2看 两辅光弹片
i一皮力计亮体;2一一次受力腰;（b）观察要比小卜叫萄肯泳毒耳一
3一传力液体;4一二次梁力映;1一反射膜;2一中心;3—空白环;4一支康
5一支架;6一电组丝;7一羽成电缆;5一招∶5~两钠R∶?一U/4滤片;8一偏振器

8一橡胶国9——光源;10-配测人

其优点是稳定性能好，绝缘条件好。缺点是制作复杂，价格较高。

4.6，2 位 移 测 量
位移量测在露天边坡、地下巷道及采场的监测设计中均占重要她位，它可以直接量测

围岩内部和弛表位移、地下工程周边的相对位移和绝对位移。
4.6.2.1 水准仪和经纬位
常用的仪器为经纬仪（见表2-4-29）和水准仪（见表2-4-30>，适用于地表和井

下的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的位移量测，其优点是矿山现场挪配备有这种仪器，测量人员
均会使用。缺点是墅测工作费时间，精度随量测距离增大而不足。为 适 应 长距离量测，
研制了光电测距仪DCH一/A型和激光测距仪JCM—2型，由江苏常州 第二电子仪器厂制
作。

国内引进的日本RED∶L红外测距仪，其最大测距能力9。8km，设 备 重 量 轻，糯 度
高，携带操作方便，内配微型计算机。能高精度的对数据进行鉴别，可跟综测距。

4.6.2.2 收皱计
1.位移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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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8经绣仪型号及主要绒术性能表

，-X同方向慢基 参考暂饶有 捷小i仅器最短塑远镜 (a)
价格浓孔轻 视距 生 产厂家端砷该数提 格 型 号
了（元）本 平 !《kg)(s)!一日” 互一日当”敢大倍数

o0-765 50001730145 北京光学仪器广0，7秒级光学经缔
秋.DJ07-1 o氵 看e言28 3e0o2秒级光学经络仪 北光、上善第三光学仪器，
TDJ∶型 厂、西安光学测绘仪器厂e，3 司 z20042 苏州第一光学校器厂，2 秒级允学经印仪
J;-A要

s59016,2 苏州第一光学仪益厂由J;型经纬仅之望远慨上袭置Fa一Ne气体谦光电2科级激光经绵仪
J-ID塑 函20V

表2-4-30水准仪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表

多善仪草物锁有破 短 小等公里往望 近 镜 考

鲜达测录码 幽 生  厂 家载】激大铭恐效孔径 幸读调 善芦规 格 型 号 然 识 差 一训“(kg)(s)(m一引臣”《伯）(Ram)

自 0.65 端江测燥仅器厂32005,840OS，精密水准饮 色’)
雪- 35005.8 北京测绘仪器厂告S;精出水准仪

言m 北京测轮仪器"9503.549OZS;一1自动安平水谁 。
福州环城光学仪 器厂内

巷道或采场开挖后，多以向采空区内部产生的位移为主。测景这一位移最简易的方法
是用钢尺直接测量，但烤度差，适用于变形量>100mm的巷道量测。为了 使 精度提高到
0.1～0.5mm，小巷道量测可使用位移测杆（图2-4-28）。

()
甲 力，雪

b_: 低 Ae
L步

轧
i()

图2—4—6 酬补式位移元件的原理
（a）游标选数型;（b）百分表读致及

1 一内托，2一外杆!3一擀标t4一球面嵌;
5一球国饺，6一咄谁形测头;2一朋锥形测头;8一定渊杆，

9一动鹅轩;10-百分表;11一按长杆

位移测杆由数节可伸缩的异径铝合金管组成，管上有游标尺（或百分表），可测出巷
遐二点间的相对位移。测杆两端分别设置测触点，在巷道内壁设置测试固定点。位移测杆
简单，现场可自行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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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敛计
1 ）收敛计的技术性能
收敛计分两种∶铟钢丝收敛计和卷尺式收敛计，见表2-4-31。

收 敛 计 授 术 性 能 表 表2-4~31

系统误差精    度满  距 使用务件 研  影  单  位量剥方向鲁歪名  怀
(m) (am)(mm)

铜锣坐教版社
水电部成都盼测设计题于大测距，YSJ-2 <0.05±01任章方向>50

联科研所逸用铟钢以消除
温度影响 祛国TELEMA公司数字显示 >0.1任意力肉 ±0.05<50

《黄河水利圣员金引进》

水电部第三工程局除>0.1SY-C∶型 适用中等测距。900千任意方向<20
造厂

当温度差变化大

卷尺式教敛1
水平方向QJ-81型 解放军89002部队>0.1±0.02<50 时，应进行温度

>0.1 煤炭科学研究院水平方向手抢式 ±1.0<50 校正
快速科学院西南研究>0-1水平方向SWJ78型 40.0208>

今
SLI-1 长样材料试验机厂任意方闻 >0.1±0.05<30 一

冶金部马鞍山剪山研SLJ-80 任意方向<J5 交院

鸡典（金川矿引进）±0.01任意力则MCH <10
任意角度 网MK! >0.1±0.05 英<50

2）铟钢丝收敛计
铟铜丝收敛计的拉紧装置可分三种，即重锤型、弹簧张力型、钢丝扭矩平衡型见图2

-4-27。
其中钢丝扭矩平衡型是靠微型马达来达到恒定拉力，马达的转子达到恒定扭矩教值时

就自动停止。端点是靠万向接头可在任意方向转动，另一端点是靠一个垂直环和一个水平
环，微型马达可在其中自由转动，收敛数据可从计数器上直接读出。这类收敛计的优点是
精度高，自动化程度高，使用方便。

3）卷尺式收敛计
卷尺式收敛计是靠弹簧的张力对钢卷尺产生恒定拉力，拉力由刻度尺或百分表表示。

见图2-4~28。
在巷道壁的预测部位，用钻机钻一小孔（孔径φ50mm，孔深200mm）将球绞管埋入

孔中，用砂浆固结，每一组量测基线为二个测点，均采用球绞连接，既可实现方向溯试，
又可减小重复量测的误差。

4.8.2.3  多点位移计
测量围岩深部的位移，国内外广泛使用钻孔伸长仪，也称多点位称计。它适于量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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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目

严 名才6、’ 。
1615

C

图2-4-27 三类收傲计的示意团
（o>钢尺重潘亚（b）弹簧张力双（c）悯丝扭矩平青型

）一读数百分表2一重锤）3一剂尺;4一惯黎;

6一适赛∶6—固起测点，7一万问隆头z8一铟铜丝1

一测力百分装;10一转角盘;11一拉力鼻簧;12一调节螺按;
13—水平环、14—勇直开;15—徽泡马达∶16一读数窗口;

】了一例编杆，18校制曙

10

图2-4-28 弹簧张力型收做计之→
1一钢民;2一懈尺剪s
5一百分我支座;4一百分袭;
6一询节蝎母，6一输承∶
?一朝度!8一压赞;

0一测点;10一固定钢尺的销钉
11一拉钩

真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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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地下及露天边坡的位移，它能直接反映围岩受力状态和稳定状态，也能量测出岩体的

扰动范围和松动苑围。

多点位移计是由钻孔内不同深度上的多个基准锚头和钴孔口上的基准帽组成。锚头与
基准帽之间用测杆或金属丝引伸，借助电或机械方法测出钻孔内锚头和孔口基准帽之间的

距离变化。
1.多点位移计种类
多点位移计种类见表2-4-一32。

多 点 位 移 计 种 粪 表2-4-32

* 仲条用桔 一 .酱
件 优 顿 式 杆式多点位移计结构菌单、制造方便、价格梗宜，潘形巷道中

* L 测 式 说机幅式甘电测式并置，当电测失荧后机械式进行补教

电2 武盟 适用干大型确塞，采炫和露天边城的 变 形整 测，量测 蔽 度50m～190m，易采用 逼
算 式 测，配置户动数字记录器，按所蛋的等距时间独行自动记录，用偿机进行存贴特录和数位到片"电阻式武 分析吊 限 式

2。多点位移计的结构
多点位移计由锚头、测杆（或金属丝）、位移传感器以及自动记录装置等组成。
1）锚头
锚头《见图2-4-29）的锚固形式;支撑式锚头、压缩木式锚头、楔缝式锚头、胀壳

式锚头，砂浆浇注锚头及树脂锚头等。锚头最多个数为8个。

4

6
A 图2-4-29 错头储构图。 （a）支器式墙固想

1一基怏!2—期丝夹集母;3一拉簧∶4一测候;[a) 5一支撑;6一上紧螺栓;7一上紧蠕按
（b>压端木式命固森

1一测量铜尺;2一弹簧佣热联结体∶3一般片;
一垫片;5一内管;8一螺丝;7一压增木;

8一国定螺丝

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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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式锚头适用于坚硬完整岩体，压缩木锚头用于软弱破碎岩体，砂浆浇注式锚头适
用范围广~。在燥破区内，必须用砂浆锚头代替机械锚头。

2 ）洲杆敢金属丝

多点位移计的误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测杆和金属丝有关，也就是与杆或丝放入套管
中的接触摩擦有关。测杆与金属丝的比较见表2-4-33。

3）位移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分机械式和电测式两类，其比较见表2-4~34。
比较理想的方法是电测和机械式传感器并用，取长补短，扩大使用范禹，提高可靠性。

表2-4-33测 杆 与 金 篇 盐 的 比 较

缺 点弯薯 格种 2
位移级测<30m，翼杆摄小 时作简单。不须加引张力，比较可靠，但相同满头数时，要测杆式多点位 苴径5mp）当>30m时，测许

求钻孔盗径大计移 直径为11mm
对懈继必须进行娇宜和初始拉力，制作较为复杂，对于长度谓丝式多点位 采用高强度不锈佣丝，直径

大的位移计其钻孔直径可相应惯小、！寿宁硕？”如日日甘移

法，月在辙浆的钻孔中，测杆或金属丝均必须放入銮管中，严防胸蚀，杆（丝）之阔严的相互接触。

表2~4-34传 感 器比校

参 点优规种 尊格

机械式位移传 深度测微器或千分表、基准 简单、制作容易、最大缺点是不能通控读数
的譬 钣为驰光的不锅钢极

兵有快速和可端控读爱的拢点，可用在数字自动压示和自动
级性芝动变换糊、电性电位

电位移伶感器 报警系饶中。读点;价格比较昂贷，柯硅较复杂。易受器劣环

部 境影响，稳定性难予长期保证

4）数字位称计
通过传感器和记录装置进行自动量测和记录， 既节省置测工作量又可提高精度。

供折电源

咚 覆测量电桥位移传感器

被晶数学是示覆A/D特谈器

要求数字位移计结构简单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防潮和抗干扰性 能 好，造价便
宜。位移传感器的主要性能见表2一4-35。

3。多点位移计的技术特性
边坡多点位移计的技术特性见表2-4-368，地下常用的多点位移计的技术特 性 见 来

2一4-37，何服加速度仪的技术性能见表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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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35位移代霜爆的主要性能着标

承值精度示值范围
测是距离读数验定性 测最速律显示方式 群 度

”臣苜”{mm)

每秒1次土1个字0.01 ≤90%？””目液晶量于±19.99

癜2-4-36边坡饮蒂监测记张仪囊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柴

DY一巫电HELIC--2型边驶IBW一2塑多点边IBW一1型多点边 气
技 术 性 彪 图式位移计电患位移计监 测 仪'坡蚀移自动记录仪坡位善白动记录仪

学。 -1010 多湖最点数〈个）

s0o l500o 0～7530Qo 0～100<由传最大重程（如m>

盛职定）

力 帽度≤15% s~1069/0.010-1灵敏度（mm/脉净） “百醇”
0～500占0～10000～1000计数酬率（次/s）

网 左打印篮出 博 左计数曙读值（mm/脉冲）

时间·位移同 左时间·位移打印输出项目

100同 左任意选并报警值（Dn/s）

220220（直流12V） 230220<直流12V>工作电压（V） 。4019均 耗（W） fo
2828能记录量大位移速度

(a/h)

善闺留Ⅰ型传∶器左位移一默冲转换额 国配套仪器

倘 左陶 左同 左远距离仪器至测点距离（m）

0.81520置 量（b配>
◆32×287200×2u×l15420×350×180520×420×150 350×25×160外形尺寸（mm

-40"～+60℃-10°～+43℃滔应集件

550 20095D0参考价格（元）

湘罩接无缓略厂同 左 糊泽无赖电厂孤州市传要酱厂长沙矿冶研究院制 造厂
HEL-1型精度JBW-1改进型各通道计敷容量为备 注

≤1%169味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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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2-4-33倒服状加德度仪型号及主要拉术性德衰

号型
技 术 性 德 RLJ一1型英兽式DCI-IDCJ-I MJ型摄动加道度仪 力平衡加蓬度计

2.5人” 15O《或830）18 物加通度计现敏计
土5gcd（或±20ged》 士11S2×16-5-0,1810~4～1.5，加速度量程

5～0,2825~～2p～E位移量程 X;
0,05～140,25～100m增～cmX2

0,6～120 0～80(3db)I型0.1~22;目型0。08～的Ha颇率花图加速度
0.5～50

2~36 约态范围100dbHz 1～35须率范回位移X;
输出阻抗<0.100.5～100.15~5HaX:

01~290 时票（零点>13℃0.1～2000.1～200一兹荧换栅放大储数
12±15%12.5土312，5士3电瓶 DC

一10°～+50' -10°~+4°-10"～+50· -10*～+50*环墙温度 0,3.5×60.35×60-35×日重量加速皮计 kg w 电耗≤10mAp5变换器 kg
170×200×150 60×70x8040×6740× 67外形尺寸加速度什（直径x长）mm

电压对灵教度影响0-鸡140×220× 380 140×220×30140×220× 3即变换量（长×宽x高）m
武 10000图名 5000象考价格 0①① ②① ②制路厂家

注。①中国科学院工程力学研究所 ②翘山仪袭厂。

4。多点位移计的安装
（1）根据工程特点，预估岩石移动方向和大小，选择位移计的位置、布置方向。最深

的锚头应固定在开挖影响岩体的范围之外。最好是按巷道高度、边坡高度的倍数确定位移
计长康和锥头数量。

2）安装位移计，应力求量测岩体移动的全过程。要重视附近的地质条件和钻孔岩
心状况，这是正确解释位移测量数据的基础。

 3）在安装之前钻孔必须冲洗于净，以确保长度。安装一定由能胜任操作的专业人
员进行。

（ 4）在读数之前，将电测机测重新检查，测取读数时必须固前次读数对照检查，出
现问题及时解决。

（ 5）位移计必须设置保护盖，遥控电测时应适当保护电缆。地袭安装时，应安藜在
冻土层深度以下。

5.数据处理
（1）所有数据通常在24小时内进行处瑾。
 2）作时间函数的位移曲线图，得出位移速度和位移加速度，可提供不稳定条件的

早期征兆。
（ 3·）成果应以二份报告形式提交;设备安装报告和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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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其它量测

4.6.3.1 钻孔跨底计
钻孔膨胀计也称钻孔弹模计，用来测试岩石变形模量的工具。岩石的变形模量在稳定

性计算中是一个重要的力学参数。
1.钻孔膨胀仪的结构
钻孔膨胀仪的结构见图2-4-30。

图2-4-90钻孔膨胀计
1一传感器电线∶
2一注水联结器
3--带有联结器的探头体，
4一外径70m的橡胶套餐，可承受
约10MPa的径向压力
5一四个用以确定帖孔立保受化的电
感式传染器，量差为4mm

一

2.测试步骤
首先在钻孔中（钻孔直径比膨胀计直径大2mm），将膨胀计沿孔下放，对不同深度

逐点进行测试。测试时，先用带有联结器的探头体对膨胀计的方位进行测定，然后用高压
泵通过注水管向橡胶套管中注入高压水。高压水的压力通过橡胶管 壁 沿 径向作用在孔壁
上。随着压力的增大，不断测读四个电感式传感器的读数，该数反映了孔壁的径向位移。
径向位移和径向压力的数值经过计算便可得到岩体的径向变形模量。

3.钻孔影胀计种类
钻孔膨胀计种类见表2-4-3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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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39钻 孔 德 康 计 种 类 凝

濮 性崇 跃 销 单 位嵩术 。
ZT-1型 轻向压力，200MPar

水电梯水稠水电科学鄂究腕
《直径x长度） 钻孔直径;78～B0mm

仅器工厂450x450 聪胺计直径;外毫74n1m ，
长江水利水电料学研究院岩中8×6DO 橡肢套普70u

4130×1000 酬位移读数精度∶±0.03mm

最大钻孔深度，50企～2D0m

4.6.3.2 钻孔横向位移计

钻孔横向位移计也称横向挠度计。横向位移值对建筑物的稳定性往往有决定性影响。

钻孔横向位移计的工作原理见图 2-4-31。
2。钻孔横问位移计的构遣

钻孔横向位移计的构造见图2~4-32。

万向
熟瑞

力课述 向oF 西

6

、4

却-- ；r
1-

te (6)

图2-4-32 钻孔横向位移计邹部构造图2-4-31 钻孔横向位移计工作原理
1～玻都国定褥12--测试元件田定1一岩层或土层的滑动，2~带有电感式他感器的横向 洗度计;

覆;3一底保随定键;4—孕内薄接金3一带有制丝拉颤烧置的顶底部固定器;4一两个物感想网的
屠℃，5一淡族管，中间迅过铜丝s钢丝;5一带有滤择开关的电感式接收仪（二次仪表》;
6一开略限位刃口;7—钢然∶ 8一与8一光信号或声信号的警报载置
何服码达根连的电感就位移计

2。测贯原理
当位于两个位移计之间的岩体发生横向错动时，其错动值由两个位移计之间的传感元

件传输到地面的接收仪器。当错动值超过人为预定的数量时，由观测站的光信号或声音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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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誉报器发出警报，以便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
传感元件为电感式传感器，它可以是多向触点式，也可以是环向布置的四个电感线圈

式。
3.位移计的技术参数

钻孔深度∶50m;
测试精度∶士0.01~±0.1血;

量程∶对于平均每1m深度允许有0.01m的位移;
点数∶从1点到8点。
4.6，3.3 地音仪
是一种检测岩石变形破坏时单位时间的发声次数，每分钟次数又称岩音频度。其量测

且$是监听岩石变形或破环时的声发射现象，以便预报岩石的稳定程度。整个仪器由发射
机、接收机、耳机及托杆等四部分组成。携带和使用方便。

1.地音仪工作原理

地音仪监测系统方框图如下;

端洋渴西嘴阐

筒置效 大强

高增益放大器

自动鉴听站跌带记录器示蒙 器 败学记录器监听耳

探头的种类及适用条件见表2-4-40。
拾震器的种类及技术性能见表2-4-41。
光线示波器型号及特性见表2一4~42。

2。地音仪的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地音仪的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见表2-4-43。
4.6.3.4 粘孔倾斜仪
钻孔倾斜仪的型号及技术规格见表2-4-44。

表2-4-40测头的种武及适用条件

度 加 巡 度 计斗载振 头 种 樊

适用硬岩和高痘力岩体。岩音别软弱脊石鸟锅度力岩体中，岩丧频率低于500Hz
适 用 条 件 率>50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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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期酱型号及主要披术性能 寝2-4-41

号型
技 水 性 偿

ZYQ型工程躲震仪702型拾 额器65型抢囊器 701型给解链

水平、叠直水平、垂直 水平、逊直测醛方位
“了。于 7,6自颞愿明 1.0z0-02秒(s)

呕 动 电 动电 动 电 动换能器形式
1.)1~1.35 2300 gemt转动惯匮 3,8×10-*kg-m
51L2,2(em)数荣缨K 。

150～2003-83 61折合想长 6.3(em)
0.56 055～0.65B.005图尼常敷
38入药”负纠电塑

23.2之“电动常散 《8
370 0.15 1.65 可调报幅!～300mm(V/cm/s)颈腹灵轴皮 守

2~30 1~801~40 0.S～101~80(Hz)频毕袍倒

40她概伤生卖聚频率（!lz）
叶卸料口由级大位酵<mm)

175×130×909 206×!90×140200× 90× 100 115x?5×20拾报器外形尺寸 （mm）
易 6、521.5鳞曲(kg)

470×24D×156放大器外形尺寸 （mm）
10重 量{kg) 70 920整 水平150，是直70D0参都价格 元

无领光学校器制造厂网 左无锡此学仪器厂 洽尔寓工程为学研究所销避 厂

囊2-4-42光线示玻圆致号及主要找水性能境

弯型
技 术 性 帕 SC14SC146 图量SC1SC9

10,1515 18 白记录道数（道）
5～100（a搏>1~s905～25092～10D6（9档》0.5～50)记录速度（mm/min）
蒙 外 毁临光线，脏患白创灯 鉴定影及紫外 素外线直接记绿识录为式

战直接记 60～120图B0;12039061,a592记染蛾宽<mm） DC12 DC55~60VAC,20DCZ4 DCa4电 察（V> 220 Y66塑电源

sA60200告谱撒生” C11C11FC6PC?RC9振魂于裂号 10.1;0-01中子10。190.01，±老养1;0.1∶0.01，去2%红110。1;，01，±2%.时 标《g> 250×170×330185×130×120480×385x220155×125×215 160×220×320外形尺寸（mm） 153.530“各.5壹遗（kR> （10线>（15缓》300o 2B002000200参考价格（元） 2000 3
阀 左网国俏 左 贵用市永背上海电表广制 造厂 示放器厂
成害供度携带式成安供应备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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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43地查仪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单价学劝 生产厂象立 收器特征及规格号仪器设备名称
元/台

饰金部武议安全WD-2 55001，可同时制定四个测点;多遵道无坡地 用于矿井聚场、您泼团

找术研究所2，一个测点龄霍作用 范地 普仪 定松石胃影位置和预想按

划油详随∶一般为5米半径内正

3，接收使用能商;40m

测商静买矿山电WD-1 主委用干矿井采场。巷无俄电地音仪 本仪器是囚遇盖便拂式

子仪器厂扩用安全蓝测仪器，可闷 道等工作阿圈定，预报松

石隐 虑的大数位置和胃落时监测四个侧点，采用无

时间，，箍免人员伤亡和设规电传输信息，数字星示

备损坏，亦可用于矿山危监测结果，传感番安装在

险区域岩体稳定性的评价着体表面，不需散任侧工

橙 和大面积地压活动的检测

上YSS S 团用于评价岩体稳定程度，是一种多参敷慢摸式矿名林声发射监

：” 圆定高应力区，欧调井'下使 用地压安全监测仪器，可李
神筑物安全状左，预测岩同时险翼岩资癫变、幅度（又各多猴数

分布及前率质霉敷，整机 体大泡画地压话动，局部地 注仪）
S幕和冲击地压等。并可由探头、主机及充电需姐

对票防或处理地压灾害所威，检测结果殊用数字显

用满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示，自带电源，主机外形

尺寸为250×9×170m纽;

量，5kg

因上700利用侧岩音帜度方法，使消式DY-2烟 音仪
判断岩样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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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管"深/uUSA'0平 自邮高丶日甚令仍刊 四8tcf/w$"I干了丶长了
p

醚车客嵩岷 轻强9*6G干挛 段亚s'6S孩叫喘
利莓年乌附等部等助-深

m四它"$L染早楼测uf'35器早化灯w四1'8部四us·08引k稿野博漏胡uu6"ES塑怡泰器伤偿矿细wz"I对4体鄙签路四wa'9.母址 具妥篝江u6"S8盘怡是舞刷用器 高译墙m3日 子对镇唑 协高L7迎p2登许 糊解四u*8档薛由僵E'8芬 10证0+0S姿l mZ*9L型1 用当学峰 教

*郭斜半新登各海研博酸士驿明d韦￥家取 解勉墨算季*a00T【镨望埋安多 000t 性。T0丁酸研朝，S王琶哼夕槲它号””蜀蚀保出当飘 9"介千碌要。97下 S年 '000tlt! 00L:1～0Z· ‘“娶蓖霞溢翰9Z$0a0T·f。08干润，9 。06不等。S卡0迎。WE。98军，0彩 ，
对宰暂布收整是酱一挚

图雨市/晶容一I催徐钢阻端！”感张导例9+0～2 瓷颗鲜崔铸一酵剁此道时一艺丹颈巾/瞬一
r

寻聚体重包控挡要略嘌 *
晕 一7到 e

w2*I～上6 。wu4038头 w四894清 亚阳十92岁y uns"8坍叮u【8E汗四u39L斗 班四2*83舜诉图目心半也自乎如干弘长 2X9*E夏 多"重 谢190E诗79"E证 1创

wT～S*0源升桑呈
联

孤四S*09登诉uL0TS古猫 mr3g*9毋长但占召儡
寻

田wT?登长wu0t恐将岛 出叫制

！“耳“！已译低遵g002 草郭激转韩 品！二区着补 限 诵北军23-dLk堡009延Zong易1
1价03 石斗料 去每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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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岩石力学实验室

4。7，7 设置原则及实验宣规模

实验室类型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可依工程萧要和经费条件进行实验室设置。见表2

-4~45。

藏2-4一45实 验 盗 类 型表

完类 型 着掌儡岗碰全型

4互1 ·
含水戴; 含水量;除一般型的内容外还有;

密 度;孔隙度/密度;刚变试验;
胡定试验 颈 度，孔隙荆数<快速吸水），

单输统压强度，影胀压力，流菱试验
抗控竖度r贬胀应变;三轴 试验;
点荷教蛋度，承担试验内锅 破 度，眶外原位试照;光弹试孢1

直剪试验单轴抗尿强度∶岩相徽观试购
抗拉强度（巴西试验>;相叔模 型试敷;
点荷栽强度;防火试验
直剪试验;
声宽最测

50～160100～200400～300建筑通默（m2）

多 自20-10试验人员（人）

~26才驾200109投贸（万元）

4.7，2 主 夏仪囊设备

目前国内一些测试仪器尚未定型化、标准化，多数是研究单位自己研制的，没有厂家正
式生产，有些仪器是引进国外的，国内还是空白。现将各种仪器设 备 列 表，见表2-4-
46，供选用时参考。

4.7.2。1 取挥设备
取样设备见表2-4-48。
4.7.2.2 誉样加工设备
岩样加工主要是钻取、切割和廉平三道工序，设备见表2-4-47。
4.7.2.3 宣内誉石测试牧得
1.压力机
压力机有普通压力机、万能压力机、三轴压力机和刚性压力机，见表2-4-48。
2.直剪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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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46取 样 设 备 装

序 号 设备名称 用 规裕（cm）物 研 制 单 位

斑场进行直剪和三 切割试件商 覆 为 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三三○滑

芦、助试验 200，试件平面尺寸- 若体切割机 100× 100 黄河水养委员会脚测设计腕实隐宣;

中国科学魏卷土物理研究所

切激宽度分切如最大瑞灰用狭稿楼进行 中国料学院武双岩土研究厥;， 登锌切楼都
应力责测 切橡深咬250 水电部水电料学骄究院仪器工广

长赛墩质学院t从凭场取祥送闻室 1S×15×16
长特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内进行直剪试验 20×20×20

3 现墙取样视 30×30 ×30 水电那水鸦水电科学研究院便器工
广40×40× 40

表2~4-47岩 样 加 工 设 备 凝

咪规用 生 产遗设新名称序 号 严馨
丹东鲜二机床广Z5040立式钻机用干试段室内钻取

器心； 上骞第五枫球厂室内钻石机 Z940提优钻未

北京人工晶体研究所（162厂>形兼告声
上海无殿电专用机械厂应内切制岩心试件e J5040型切片买寥内切石机

或切司金属试件

上路第十二机床厂sC0816资遇车床;
置 切链车床 切制、磨平岩心 光阳第一机床广CA6240马获丰床

天津机床厂;M7120卧铀矩台平台肥床;- 帮岩心试件室内磨石机 上海姻五满床厂M7176路康

襄2-4-46压 力 机 裹

格思 生产 厂 家规途设备名称序 号
长存试验机厂30T、20T作抗压和应力-应变试验臂泳压为机~ ：WE型液压万能械验模 长春试痊机厂抗压、控、剪试验e 训菲弗韩芦 WED一2T小氢万能状验机

TYS一500三精压力机（轴 长馨试验机广岩样在三轴受压状毒下髓定三轴压力机 !向戴荷绩大50oT>。 恐石的变形和强度
水电部三兰O工程赔网上 轴阁数街200T。 刚进压力机 试验室刷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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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剪仪设备技术性能见表2-4-49。

直 前 饮 表 要2-4-49

用序 号 小图当”麟’设备名称 规 格 （ 研 制 单 位

最穴允诈载戏5T。最大剪利用含有弱固的岩心进行剪 成福地质学院工程小理直剪便~
质研究室切面积160×i加o切试验求C、中散

长×宽×离与剪切画积>含有软质结构园的岩块遗行 甘麻省水利电力科学
200×300×300 研充院第二总队脚切试验，求C，φ和剪出力与2 中型直剪仪 长沙矿冶研究院岩石应变关藤

力学试验室

3。岩石膨胀仪
岩石膨胀仪设备技术性能见表2-4-50。

表2-4一50售出晨异第

用设备么险 研 制 单 位<cm)酵序号 规格

赁河水利委员会别训岩石膨聚压 直径×厚度的试祥《φ8×2>测定粘土质岩石或遇水膨胀~ 力计 设计脱实验室岩石的富胀压力和变形量

水電部三三O工显肠直径x厚度的试样《6×15》发石受轻向均京下触向的膨

滕变形暑石轴肉鹰 水电蓄昆明拗测设计院

旱 科研所和黄河水利委员
膨仅 会韵测投计以实险寥共

阿研制

4.岩石扇解仪
岩石崩解仪设备技术性能见表2-4-51。

岩 石 篇 解 仪 表 表2-4-51

董 研 器 单 他规 格 （im）用设 备 名 教

度径×长度 黄河水利委员会梯测设计测定滑石经泡水，干燥循环岩石剧解仪（较*脚滴
院实验室φ140× 180式） 后，对教化及颜解的抵抗能力

5.岩石渗透仪.
岩石渗透仪表设备技术性能见表2-4-52。

嵩响；‘总猫 石 渗 遗.仪 来

命序 号 用 研 制 单 检规 格 （cm>设 备 名 称

黄同水利爱员金勘测设用岩样测定它的渗透特直 直径×窝度φ5×5岩石纵问诊透纹 式 计院实验室e乙 豆 上 直径×端度φ6×15岩石径间幅射渗退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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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荷载仪
点荷载仪设备技术性能见表2-4-53。

点 窝 载 倪 表 表2-4-53

存 规 生 产 厂 家蓄邃设 备 名称 ‘，
电得地质学院聂大载褐为4×】0kN用不观则岩块成令50岩

心测定发石强度 北京电线视具机巷 厂点荷续仪

北意劫测设计院

7.岩石波速测试仪
岩石波速测试仪设备技术性能见表2-4-54。

袭2-4-54岩 石 故 德 测 试 筑 表

甲 号煮 造调 研 筑单 位资
SYC一2型、为型 湘漂无线电厂

测定岩石动牌性卷散岩石波建测试仪 长江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河JMC-1型
北省水文地质四队（保定）

水电部西北勘测设计隐印新州“过。“谨测定岩体的动力特性多 重属无线电厂合艇宏体波迷测试仪 数，判断粉体的质胜
SYT一1型 西南变逍大学与水电部成都涵

DAH-1型 侧设计震共闻研制
XSC一型
GDS-08 古林图门无魏电厂岩体数字存铺波速仪
CTS-一25 广东汕头超声电于仪看公司养金产缺检测仪

4.7.2.4 宣内通用仪表及工具
通用仪表及工具类别见表2-4-55。

毒2-4~55通 用 仪 表 工 美收

投 名 称表樊 别序号

直 量测仪表 千分泌、百分表、方能表、电感电容多用表、能续电表、示被器

四 称盘仪表 量筒、比宣氯、关、合锌

e 湘像器材 拍振、冲洗，放大
罗盘、充电要、群标卡尺、砂轮、万统置角尺、盘恻平台、送货率、电钻、电烙： 工· 纸、干燥箱、多用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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鸪写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编 写 人 王玉国 于润沧

5.1 矿岩可崩性分析概述

矿块崩幕法发展同岩石力学发展的关系，要比其它任何采矿方法都更为密切。崩幕系
统的成功。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很重要的是对各种类型岩石特性的了解，把从实验室试
验和现场测试获得的资料，经过处理和分析后输入设计，对矿岩的可崩性作出正确分析。

矿岩可崩性分析是应用矿块烟蘑法砂山可行性研究工作中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一个矿
体能否用矿块巅落法开采的基础。影响可崩性的那些参数，也是矿块崩落法设计的基本依
据，它们决定着矿块回采顺序，拉底面积。出矿方式、放矿控制、割帮预裂方式等主要设
计原则，并直接影响矿山的经济效益。可崩性分析工作应当在初步设计开始之前完成，并
提出专题报告。

岩石力学工作在矿块崩膳法设计全过程中的作用如图2-5-1所示。
矿岩麝落是岩体受拉伸和剪切而破坏的动力学过程。由于岩体中存在着弱面，一旦从

下部在足够大的范围内除去自然支撑（即拉底>，岩体便因其自身的重量和覆益层的重景
而发生破裂和崩嘉。崩善的矿石被放出后，崩落作用就会自下而上继续进 行。从理 论上
讲，只要有足够大的拉底面积，任何矿岩都会崩落。但是，有时会发生像 美国尤 拉德
（Urad）矿那样的刷烈胃落或幽落超出矿体界限等现象;有时又因崩落矿石块度太大，
大块太多，需要进行大量的二次破碎，对生产能力和成本都产生严重影响;有时又由于覆
盖岩层崩落后的块度很小，提前芽过崩落矿石到达放矿口，造成严重的损失和贫化。

理想的崩落条件是;
（1）一经拉底就很容易筋落;
（ 2>矿石崩落的块度适于放矿，矿石崩落速度比较均匀;
（3 ）覆盖层的崩落块度大于矿石块度;
（4）放矿角小;
（ 5 ）矿体强度健采准巷道能经受得住上部崩落矿岩的压力。
生产矿山的实践还表明，随着开采范围的扩大，矿岩的可崩性也会发生变化。因此，

即使在矿山投产之后，可崩性研究工作也不应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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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黑采统设计
要本 顾[

计 嵩 一 般 符 酱

消 . 确定岩体
特 性 及开 架 察 胰

材料延输 鹿 供

选 矿

劳 动 制 约 条 件 岩 土 粉 跟r 力

卡”
现 场 测 试杂

初 步 设 计环 账
实验寓试验

否 建锁与稳定性分析制约条件是誉病足

是 补充试酸与分 析

最 终 设计
克 护 设计

监控系貌设计

岩体性状监阅“韩 检验支护的造用性

如需要，完要设计

图2-5-1·崩落系统设计流程圈

5.2 影响矿岩可崩性的因素

影响可崩性的因素见表2-5-1。

5.2.1 矿体几何形状
影响矿石崩落特性的矿体几何形状主要是撤∶水平面积、高度及倾角。应用矿块崩蔓

法开采最理想的矿床赋存条件是矿体厚大，倾角陡，形状规整。
矿体具有足够的水平面积是达到矿石有效崩落的必要条件。矿体高度或者说将要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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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2-5-1影 响 可 崩 性 的9 因 素

响因然 设 计 的 和 谏 生 的 因 紫。
1.背体儿何形状 .矿块位置与几何形状

2，拉底范围2.岩体站构特征（裂隙几何参款）

3.边界加满3，岩石萍度
4、原劣应力状况

6，装隙景定

和回采的矿块高度，也是设计上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矿块愈高，矿体中垂直应力愈大，

有利于矿石正常崩落。而且崩落的矿石块在矿石柱里向下流动过程中相互撞击再破碎的机
会也多;矿块高度还直接影响每吨矿石所负担的采切工程量和巷道维护费用。

矿体倾角缓会造成底盘三角矿柱的损失，或者为了开采此三角矿柱而增加工程量和相

应的费用，也会影响贫化指标。
国外一些用矿块崩落法开果的矿床尺寸参看表 2-5-2。

一些用矿换崩意法开渠的矿床尺寸（m） 5。2。2 裂隙 几何 参 败
凝2-5-2

岩体结构特征取决于岩体中不连续面的
高 座宽 度长 座 状森和裂隙中充填物的力学性质。它们决定

岩体破断难易程度，破断时的胃落方向、块152《8B1006
5498325 427 度大小，也影响朋落矿石是否会结块以及矿

305~792 701189
块底部巷道支护的结构。矿体能够良好期落457366 76
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要有发育良好的裂隙系122~24871914

3649 统。当矿体中存在着三组以上各种倾角的节z20]

z13 701335 理组时，崩落情况最好。平缓节理组的存在，305610 1097
762 特别有助于矿块的初始崩落。美 国 矿业 局548304g
2N 36467 调查分析了两个矿块期落法矿山裂隙组后的122 30536 初步结论是;矿块水平应力大而又候少樱倾

角（<30°）裂隙组时，矿体的崩落性很差，参看表2-5-3。
一些应用矿块崩落法矿山矿体中裂隙情况和矿石崩落倩况见表2-5-4。
断层是岩体中最大的弱面。如果矿体中断层较多，矿块拉底后，在应力的作用下，节

理等其它较小的结构面还没有来得及张开破裂，矿体往往合首先从断层处破断，崖蕃成大
块。这对放矿是很不利的。另一方面，断层附近的松软地段常常被选为起始崩落区段，从
软弱岩区向较稳固岩区推进的回采顺序，比较有利于矿块的崩落。例如镉矿峪矿 810中段
的崩落顺序，便确定为从靠近1*大断层的矿体东北部开始崖落，逐年向西南方向推进，参
看图2-5-2。

5。2，3 着 石 强 度

岩块强度包活抗压强度、抗拉强度和抗剪强度。落是沿岩石躬面的连续玻坏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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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图

盼潮
5157

515、

翩邮钾咖轴5153

图2-5-2 616)_“

钢矿峪矿018阶段翔落质序
T68148

514

乌165

513

\5142

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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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3疆肆组与嘉特性的关系

日制对 比 项 目 A 矿
估计的原袋应力①比值，恻 17/4 1

向/卷真

48～518 423~45覆笼层厚度（m）

1.类似QM1.QM石荚二长岩
2，MP二长班岩 2，类似MP主要矿岩英型
乡习子蕲谆龄

三组主要到踪。1,N83E/87NW
N30EN42W f8NE
仪图飞N30E/22SE
N30W2,N60E187 NW

聚腺力位，走向/倾角，<度） N20W137SW 倾治近于垂直
N23E/26SF

3,N70E/87NW
N48W186N E

1.0.03～0,061.0.18~0.21
2.平均0，152,18裂款间距，<m）

3.0-08
1.易崩落～很易崩辖

难崩落至馨难崩葛2，很易瑚整尉幕特性（分四类）
3，很难则陪

采取一些边界刚屏措能，衡向应矿块不需耍边界削洞，侧向应力，
力大，无缓倾角裳隙组，癸削内降R中无级馍角裂宽组，蒙欧内摩
案角户38"擦角Pe85"

①应力比值∶在A矿，假定等于—，治松比ue0.2。在B矿，水平应力为一次侧定监96，5MPa∶当深度为 47
m时，番真庄力概定为103.4MPe。

表2-5-4紫矿决崩落法矿山猫障情况

矿体的落馈况序号 矿床类型 每米聚败米数 裂 腺 组  况矿山 名 称
裂致该角为40'~60"或更11.1 易 助 张Climax； 斑岩佣矿 要8,2其中Phlipsonlu

采用边界刚释后3～4组裂康其中一组缓质6.8森为惟矿o Henderson 扫苇景祥9
易 b 斑4 组节秀售 致 铁矿Grace
很易当赛27、5 十分碳碎。 斑岩钢扩Inspiration
很崩亮3组节理 /S<6135、1。 赤快 矿Maher
员胎蒂到很易彩8组节理，其中2组缓额13.1售 表岩胡矿SowMomel 格角，JS<7.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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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摩号 矿床英型 矿体扇蒂情况每来强踪条效矿 山 名 称 裂 家 烟 抉 况

RGDElrerienle
岩铜矿原生矿 很难崩落70～100%0.5～8

15～90次 生矿 感您落到挫恶阴落0～50%
RQDRioBlanco

身  期 落<25%I1~20蟹件钢矿【 矿 带
3~8 开始难敞幕1矿 带 乎均5S%

正在题设斑料解矿。 Z、7~3.3螺矿峪矿 主要网粗疑馏角 节理

法∶/S一节理平均围距，cm。

所以更有决定意义的是岩体强度。岩体强度不仅取决于岩石强度，而且受岩体结构影响。
但岩块强度低，岩体强度也相应降低。

除进行费用昂贵的现场原位三轴试验外，很难测得岩体强度的具体数值。因此，常用
岩块强度来推算岩体强度。可采用下述两种方法确定岩块强度与岩体强度之间的关系。

（1）影响岩块和岩体强度差别的主要因素是裂隙。用声波法查明岩体中裂隙状况，
按下式求出龟裂系数∶

K-(9)" (2-5-1)

式中 抄岩体中弹性波传播速度;
v'一-岩块试件中弹性波传播速度。

各种岩体龟裂系数参考值列于表2-5-5。
囊2-5-5参考 值危 振系 蒙参 ”岩 体 类 塑

>0.75完 整 0.45～0.7抉 状 <20.4碎 现 状

岩体抗压强度可按下式求得; ((2-5-2)SMe= K Se
式中 SMc岩体抗压强度，MPA，

S——岩石抗压强度，MPa;
K龟裂系数。

亦可按同样的原则求留岩体抗拉强度。 (2-5-3)SAwt=KS:
式中 SM∶ S∶——穀体和岩石的抗拉强度，MPa。

（2）Deere等人（1866）在Dworshak Dam矿根据测得的RQD值建立了岩块 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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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岩体强度之间的关系，即当岩石RQD值为60～95??，折减系数（EM√Es，EM一
岩体弹性模量;Es——岩块试祥弹性模量》为0.06～1。0。用播值法求出RQD值对应的折
碱系数，便可根据Es求得EM。

（3）一些应用矿块崩落法矿山的岩块单轴抗压强度值见图2-5-3。

物野涂等
纠

餐石省势
LAKESHORE

Q牌P（氧化）

QMP（碱化）
SAN MaNUEL

MPQMPRHYINSPiRATIO NG.P
sCH

HENDFRSON
PORP}（新懈）

PORPH SLL,ALT.
PORFH ARG.A1.T,

G

CLMA X
PORPHt断鲜）

PORPHS!L.ALt.
'PORPH ARG。ALT,

钢矿略

DLA E.
G.D.aZTe. 消厚却ScH. 扰匹温度30 MP12 200

QMe一吞英二长病发 MP-二长既岩 RHY 淀纹岩

GP一花周集岩 PORPH一斑岩∶S】，.AL.1 硅化选蜜，ARG。
4LT，配化使 D1A日一解缘誉 《动0--花岗闪长岩 G.花离着
Q7E-石英岩 SCH一片岩

图2-6~3 岩石抗压强度对比<引自WHITE，1979）

5.2.4 颜岩应力状况
为了预测可崩性，不仅应了解原岩应力场的状况，而且应了解应力场如何随拉底和崩

落过程而变化。
在原岩应力场中，水平与垂直应力之比至关重要。在一般情况下，岩体中的垂直应力

等于覆盖岩层的自重。矿体埋藏深，覆盖层厚，垂直应力大，自 然有 利于矿石 削落。
Henderson矿的矿石，按其它指标预测的可崩性并不好，然而生产中崩落还是很正常的，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800多米厚的覆盖层。所以，可崩性研究工作，既要研究矿体的崩 菩
特性，也要评价覆盖岩层的期落特性及其对矿石崩落的影响。理想的覆盖层应当是很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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陡角度崩落成较大的块度，并且有足够的厚度。为了防业过量的水进入崩落区，覆盖岩层

中如含有大量的水，在进行拉底和崩落之前，应预疏干。在Philex矿采取回填塌陷坑的办

法并把地表修成可排泄水的坡面，防止降水进入崩落区。
由构遣应力产生的水平应力对矿岩初始崩落是不利的。当矿区最大主应力为水平应力

而且数值较大时，往往需要采取预裂、割帮等措施。建立应力释放带，以减少或消除水平

应力对崩落的影响。为了促进崩落和保证底部结构的稳定性，在确定崩落方向时，要使过
底的最长边垂直最大主应力方向，主要采准巷道平行于最大主应 力方 向。图 2-5-4为
Henderson矿8100生产水平根据量大主应力方向确定的崩落推进方向和来准工程布置。

在矿体中进行采准，特别是拉底之后，原岩应力场便发生变化。研究次生应力场的目
的在于促进可崩性和保护采准巷道。矿山生产实践表明，拉底空间形状同岩体崩落应力有
密切关系，因而可以利用改变拉底空间形状的措施促使矿岩崩落。

（1 >当拉底空间的跨度保持不变，增加其长度就能使扇落应力增加 两 倍 以上，所
以，使拉底空间在平面上呈长方形，有利于矿块崩落。

（2）增加拉底空间的宽高比，也能促进矿块崩落。图2-5-5表示在弹性岩层 中

8个方向的应力位置 。305斜坡道
8050水平 .211

心厂7s 弃213 o √
3GM g详216 o:崩幕区 o 0.5P4”“

叫

乡 子。21 阵：

啉: 23 子 次母H 。。
图2·5- 5 筑谓顶板应力分布图2-b-《 最初采掘方向和最大王

应力方向的关系

增大拉底空间跨度的效果。拉底空间长度大于其宽度，即L/B约大于3。原岩水平 应力
ch为垂直应力σu的13。拉底空何顶部拐角轮廓线的曲率半径为空间高度H的18。
纵座标的大小以原岩垂直应力的倍数表示，横座标为B/H。从图中a可以看出，拉底空间
顶部拐角处的最大表面应力σ。在拉底跨度不大时为3σ，随着跨度增大，σ∶值几乎 是 直
线增加。当跨度略大于空间高度的4倍时，αc约为6cp。在拉底空间中，顶板中央的表面
应力σ+接近于零。当B/H等于4时，a∶变为-0.4σa，因此，在宽阔的拉底空间里，σ1变
为拉应力。从图中6可以看出，从顶板边缘算起，存在拉应力的深度较小。增大拉底空 间
的宽高比，顶部捞角处的表面压应力和顶板中央的拉应力都随之加大，有利于矿岩崩落。
Swaisgood、Mcmohon和环esf通过对拉底角隅处的应力与岩石强度比较，并分析了儿个
矿山的矿石崩落特性（见表 2-5-6 ）指出，当拉底角度的平均应力超过岩体强度4倍
时，崩落条件良好;当此应力减少为2倍时，崩落块度较大，需要大量的二次破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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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门四？四几个矿缺购落法矿山期落特性比较

拉底的平均
二次胶碎削帮和矿块削联的特性应力与岩体 落 符 性醛

盟 度的 比

角部天井和边部空场会减少边部 好到极好——组果放矿特性没有变化，尔、较9.1~12,5
岩石强度的25% 在复斯内，崩常工作是断续的

好到极好——前膏量激少、根据经验，角部天角和边部卷道，边泽空杨 小5,9～08.3 物 有时不期削帮江程量满少

射灭 小常2.0～2.
*到领好小较只需角部天井4,5～8。3

小 好划低好2.8～9.1 较少一只在硬岩区懒些工作 中
好到一般4.0
一般——岩石额碎成大块并为方狭状莓角部天井和制帮将减少边馏岩石2-0~2. e

度的40%
差一形感稳定携，雷深孔埋驭整个矿林郁需妥做队朝巷造和大 总矿量的30%0.83～1-0

量的释乳
差一控底宽度达到75项之后，持按的

4 边余部切开，削帮宽度3码
总矿量的30% 崩蒸将开始。要集中应力破碎矿石需要0,29~0,36

不均匀放矿

极烩——拉底5个月后，矿块崩鹅，放总矿量的30%0、16~0.17 两侧委直拉开 矿格更加图难

5，2.5 裂 隙 强 度

裂隙强度同其几何参数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其强度值可通过直剪试验求得。
裂隙充填物的性质、其胶结作用以及裂隙交界处的蚀变作用，决定着裂隙的强度，因

而对崩落特性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的。硅化的胶缩作用使剥面形成坚固的岩石，抵消了裂
歇作用;而粘土、绢云母、绿泥石或黑云母等裂隙充填物或蚀变细脉，在应力作用下易于
使裂隙张开，有利于矿岩的崩落。从Climax矿A、B、C三个试验区的资料〈见表2-5-
7）可以看出，虽然A区裂隙频率高于B、C区，但因A区内含石英裂酿比例 高，含 绢 云
母、粘土裂隙比例低，因此B、C两区难崩落。有时过多的有粘结性软弱夹层或 充 填物，

表2-5-7碱障充填物对可削性的影响
的 福 增况含削云母、相食石英裂敝棍碍葡梯 土裂院比例所占 上刚试验区 主翼岩石典型 耕预 期小着丶着” 际一滚”一”、 投 难 正 常12.368,313。3花岗岩花岗班粒

正 常B 2.228,9片磐 10,1

客 易皆司c 34.27.6片 岩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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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引起结块，给放矿带来图难。因此在做岩体调查时，应详细描述裂隙充填物及蚀变
情况。

Cimux矿在做岩心编录时，用蚀变（泥化）指数（分十级）来描述裂隙充填物及 使
变程度，即∶

0--节理和岩体无泥
1——节理有局部擦痕面或稍微覆有泥土;
2——节理上有厚度3.2mm的泥土，但是岩体本身几乎无泥土;
3———不连续面上泥土的厚度约3。2～6.4mm，与节理有关的蚀变已经影响附近岩体

的强度，
4——不连续面上的泥土厚度>6.4mm，周蹲岩体受强烈影响;
5——-不连续面上和岩体中含有相当多的泥土，该段内10??岩石被破碎成断层泥和

角砾岩，或者岩体的25??变，以致强度显薯降 低（无 侧 限抗压 强度<69
MPa);

6——断层泥和角砾岩与该段岩石的20??或者该段内25～50??岩体被泥化;
7——-断层泥和岩体泥化量超过该段岩石的50??形成角砾断层泥带;
8-——整段都是角砾断层泥，

g-—--该段儿乎全郁是断层泥物质。
地下水渗流对裂隙充填物等软弱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地下水使软弱夹晏中

和结构面上的泥质物料发生软化和泥化，谱加润滑作用，导致岩体强度降低。
Guilermo V，Borquez建议采用如下的裂隙强度系数（J.S.F。）来栋正RQD值∶

对ROD的旅正系数质量估计

(I.S.F)
强 1.0
中等 0.9
塑 0.8
很骑 0.7

5.3 可崩 性 分 级

可燃性和稳定性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岩体稳定性分类，很多都可用来确定矿
脊的可顺性分级。但是。由于岩体地质因素的复杂性，到目前为止还缺乏通用的可崩性分
级标准。

下面介绍几种较常用的可塌性分级方法。

5.7.1 可 葡 性 指 数

McMaho#和Kendrick（1969）在评定Climox矿和UJrad矿选定区域的矿石崩落难易
程度时，发现岩石质量指标（RQD）与可崩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线性关系，如图2-5-6
所示。他们据此把矿岩的崩难易程度，即可崩性指数分为10级，1级表示最易崩落，10
级表示最难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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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可崩性指数预测Henderson矿矿体可崩性时，开始只有矿体西北捣的 三个 勘

00探钻孔，从这三个钻孔岩心测得平均RQD值为64??对应

吟：的可崩性指数是8。人们认为该矿体较难崩落，崩落后块度 "a ""大，大块率也会很高。后来又审查了I06000多米钻孔资料， 3o (→250-
得出整个矿体的平均 RQD值等于47??对应的可崩性指数
是6。这一预测虽然还偏于保守，但比最初的估计更接近实

/5际了。 应 豆 10s这种状况表明∶第一，可崩性指数是可以用来预测矿岩 国雷阵满嵩
可塌性的，但测定RQD值的钻孔资料要有代表 性;第二，单

图2~5-6 RQD
参数分类法的缺点是忽略了许多加剧裂隙作用的岩体特征。 值与可阴性指数关系
例如Henderson矿实际崩落块度比预期的好，，是与该矿矿体 1—非和湾森240;

2一尤拉藻第三纪岩层;比较均质、投产初期采用较低的放矿速度有密切关系。
3—斯托尔斜3160;

4一塞雷拆科4）0+
5，3.2 改进后的Bieniaws克i分类法（1976） 5一斯托尔科315

此法又称RMR（Rock Mass Rating）法，采用5项
基本参数，即RQD值、岩石强度、节理 间距、节理状况〈包括宽度、连续性、表面软
硬和粗糙度、充填物等）和地下水状况，按0～100分值把所有节理岩体分为五类。由于
每一参数不一定对岩体性态都具有相同的作用，因此要对每一项参数的重要性级别逐一评
定分值，然后将各参数的分值相加，求得岩体的总评分值，以此来确定可崩性分级，详见
表2-5-8。

5.3.3 Lacy分类法
Lacy的分类与Bieniawuski的分类原理相同，都是按多项参数评分，只是分值 的分

配，即每一参数所占比重不同而已。Lacy的分类采用6项参数，即RQD值、节理间距、
岩石强度、节理面状况、裂隙方位和地下水。分值为0～100，分值愈高，可崩性愈 差。
各项参数分值确定方法见图2-5-7及表2-5-10。

5.3.4 地震能量吸收法

这种方法是用地震能量吸收法测定比能衰减系数S/，从而划定难崩落、正常崩落和易
崩落岩区。其原理是∶当播破和冲击产生的脉冲通过岩体传播时，由于岩石类型、岩体中
裂隙状况不同，脉冲振幅的递减程度也不同，可按下列公式求出比能衰减系数。

（2-5一4）A()=A。(ije-a.d
式中 A。113——第f次正弦波分量在d=d，处的振幅;

A（1）——第f次正弦波分量在d=d。处的振幅;
a 吸收系数;
d —d，至d的距离。

如果记录下不同d值处的脉冲，则可确定α，比能衰减系数与吸收系敬的关系如下∶
2V2a心下心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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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2-5-8RMR可剧性分级

昌范值数当回参 数

3直- ”尔 市
值每 20～40～2180～61100~81 60～41分

君 中等 很好不好 好雷可 ，俺？
<2510～90RQD<%) 50～2575～5080～75- ‘ 少120值响

100～50 <25>200 50～25200～100单锁抗压强度（MPa）， 10 “易 0～2分 南
3~1>3 800～50mm1~0.3 <50mm节 理间矩<m）

置 10驾 20命 25 5纠、
鬼表2-5-9节理而 状 况， 分 —0镗 80一一。 >125285~125<28每10m长卷意画水量（L/min） 平地 下责毕 ，

节 理水 医 力 自 >0.502～0,50,0～0.2下 最大主岛力 成u 一威-水醇间水 中海水压仅训湿总 新 件 完 全 平 编 郸伟”，”才准 乌 v分
寝2-5一节 理 ■ 状 况 评 价①

述注插 澜 蔓百 分 比串参

！客度 状赠1.节理面形状 89~80图弯
79~70平 K

条 98～85假2.节理面粒糙度 g4～60平 善
59～50光滑
98～703、比国岩软的烛变带
99～90地剪切的粗颗粒物

4.节理充填物 89~90难为切的细粒寄
79~70品剪切的粗泉粒物
6~50易剪切的细颗粒物
49~35新层泥厚度<不规则
23～12断层浇厚度>不混则
11~0混盏制质>不规则

①用节理面状况的场大分留乘以调整室分比，例如平直光滑的节理面的分值为∶30×7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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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核淋抖 494

酵卷崔出301
卷悼to

断6
B a000kgf cmF20D0 HOC,50 is 100%25 c，当石强度s,RQD

圆20T

。稣踏哥射写供产漏毫
张的测码业

高详常惰：t 平光，
d，节理国0.5 1.8 1.5 2.0m

，节瑶闽距
10T 奔

饱和高料 乎’盖业 产，董算中等
。地下水，县方位

图2-5-? Lacy可崩性分级

表2-5~10Lacy可潮性分级

>70 <15告了端 25～1550～4070~50总 分 筐

a，-奖囱
尚 很 好可 第 性 中 等 好很 差

式中 f -—-f次正弦波分量的频率;
U c压缩波传递速度。

精确的比能衰减系数计算法是先求60个不同频率的S值，然后求出其平均值豆/，根据

S/规定不闻的岩石崩落区。
在Cimax矿测试结果是∶S=0.46～0.58时为正常崩落区;易崩落区的3r=0.84;而

未破碎的花岗岩Sf=4.02~0.04。这些数据只是在Climax矿三个试验区测试的结果，供参
考。这种方法是一种定量的方;去，但测量和分析技术较复杂，费用也高。

5.3.5 东北工学院岩体稳定性分类

根据矿山特点和我国现有的技术条件，以岩体结构为基础，结合岩石抗压强度 和 地下
水影响这两方面指标进行分类。

岩体结构分类见表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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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结构分类 表2-5-11

结构体儿向特征及霉
地  员  特  征署体结构类型 水 文  特  征 力学介质横型

其工程尺寸的关系+
均质的、各向始终体尺寸大于工程尺第X对岩体特征岩浆岩、变质岩胶厚屏

网性的弹性连续寸或虽小于工程尺寸，影响不大沉积岩等形成的着伴。构
整体结构 逝影响郭微，绮构面不觉 介质但相互组合紧密形成断许V

步
在工程置图内一组弱卵 各岗异性、服次育裂隙水或层层状砂薄层状沉积岩或

内玲质的弹塑性明显发育，吴牧状，竹状间水；渗流对沿体交质学体，层面及层间错
层状结构Ⅱ 盗楼介质结构体互相叠合粉性有一定形响动画发育，将发体切割成

板

不连续介质发育委除水或层 在工程总凿内二炮取网岩浆岩、变质岩及厚层甲  缓 （运用块体平向水，渗沉对岩体 组以上的弱面度育。相对沉积岩形貌的岩体。受地
（滑移式 衡力学处理）于工程来评，结构体尺寸特性有较大影响质构造影响较严重，节理

较大。当它们与暴露团形较发育将岩体切割成块块状缩构）奇 成不利组合时，易整块情
移破坏邻三 不遵煤介魔在工程范围内二组成二

乙  级吸 （运用高块体组以上的弱面发育。工艺
力学处理）（砌块式 尺寸为防构体尺寸的几十

柯 ～几百倍，使纳榨体组成块状结构）
确体。岩块在粉结构面膜
动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转动

不均一的不迷断裂交叉度背，裂款张发育脉状水，孔网化歌昨着怀。压醉身
缤介质欧水∶赛流对岩体 开，充填央泥，局部夹有体，断提密集式、选瓦式

华翠线构四 儿何尺寸不一的羖石结构特性有明显影响或交叉式断裂影响带，滑
体。划分结构类型时呵不旅带带，受地质构造影响
常愿工程尺寸TI

不均一的松散发育脉状水、孔 顺粒尺寸与工程尺寸柑副裂以化或挤距破碎的
连续介质比极小。划分站构类型时购水，稳流作用下各种沿体或土体，结构面

可不考虑工程尺寸呈燃性。强度大为散体洁剂 充分发育，使治体报度踱M
降低猝成碎块。碎屑或颤松料，

有大尾断层泥充填

鉴于目前缺乏岩体强度指标，建议采用岩块试样在饱和状态下的单向抗压强度σ。，将
岩石划分为以下三类∶

A类  σ>78.5MPa （800fkg/cm2，坚硬岩石）；
B类  o。=78.5MPa  （800fkg/cm2，中等坚硬岩石）；
C类  σ<78.5MPa（软岩石）。

地下水影响分为四类∶
滴一雨季时有滴水，
渗一裂隙渗水，
流一裂隙泉形式，流量小于10L/min；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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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一滴泉，有一定压力，流量大于10L/min。
岩体分类见表2-5-12。

表2-5-12岩 体 禅 定 性 分 樊 囊

兔号 备 注岩石强度d。岩体结构类别岩体稳定性外颤 地 下 水 影 响

d0为饱和岩石没有她下水，或仅有季‘热 定 单向扰压蛋度整体结物 节性少量胞下水，对厘岩~ 者
稳定性无影响

悲体结构  英 有少量地下水，对国表， 岭’稳定性较好 者“ 松定性移有削弱块状结构（甲级）

寒块状结构<甲、乙毁） 常因地下水彰响。面产， 层状站构中等稳定 坐局都岩石的片帮或暂落

A碎裂结构 湍
句 爽南续状结构（乙识> 常因地下水影响抗产生

y 层状结 钩稳定性较兼 较大规模的片带、日顶

B类碎裂结构
海流作用下显C路裂结构 地下水是膨响照岩稳定勒

不 珍 定” 盟炸的器体宜划性的先决条件
入比级B、C典散体结构

5.4 崩 落 块度 预 测

5.4。1 影响削落块度的因素

影响崩落块度的因素如下∶
（1）节理裂隙的几何参数;
（2）裂隙强度;
（3 ）原岩应力场及次生应力场;
（4 ）放矿过程的粉碎作用，这一过程又与期落矿石在到达放矿口途中的相撞击作

用、设计参数、矿块高度及放矿管理等有关。
三种不同的块度概金如下;
（1》岩体中原始块度组成;
（2）崩落后的块度组成，
（3）放矿点的块度组成。
图2-5-8表示巅落块度组成分析。

5.4.2 预测 方法
目前对崩落块度组成的预测，主要是根据节理裂隙间距、方位和连续性预测岩体中原

始块度组成，崩落后和放矿点的矿块组成预测尚处在定性分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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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体中国始块废粗成节理裂欧组几何参数

裂 隙 强 度 +用φ4.Po.N

湿 力 场

崩再后块度组成

放矿过程粉碎作用 4PE aeb+E4

放矿点块度组成

实际块院组成历史上实际块度链威

中设

图2-5-8 崩落块度组脱的分析

5，4.2.1 曲戴做图法
此法的基础是∶各矿山崩落矿石块度组成曲线符合对数正态分布曲线规律，而且大致

在一定范围之内，如图2-5-9所示。当取得某一矿山岩体的RQD值及裂隙 调 查统计
资料后，在块度组成曲线座标线上按RQD值、50??均块度尺寸分布率及最大块度 尺寸
标出三个点，再按对数正态分布曲线的形式，参照类似矿山块度组成曲线，便可绘出该矿
山的块度组成曲线。图2-5-10为用此法绘制的铜矿峪矿不同岩组崩落块度组成曲线。

5.4.2.2 摸拟法
用节理统计与Monte Carlo模拟技术，根据节理组的概率分布，求其随机 的 倾角及

弦理间距，同讨对每组节理确定其走向的均值。把上述数据转换成平行于原始作图方向的
垂直剖面上的视在的倾角与间距。在这些垂直剖面上，从任一点开始，按视在间距先后顺
序，把每一组节理都绘在图上（图2~5-11便是一个实例）。接着对每一个剖面 测 量 和
记录每个多边形的最大可见尺寸。假设每一多边形代表一个体积等于它的最大可见尺寸诗
立方体，这样就可把这些数据转换成岩块体积。根据岩块体积数据可以得出累 积 块 度 组
成。

Denie1 H。White用二维模拟技术预测了Lakeshore矿的崩落块 度。他 在报告中
说，根据模拟测的RQD值与实测值是基本一致的。Climax矿也用类似的方法模拟裂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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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9 一些矿山期落块度组成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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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10 钢矿峪矿不同岩组平均块度组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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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计算多边形的体积和最大尺寸。

Henderson矿以三维模拟方法，采用得自两个定向孔的数据，分别做了边长为30m的
裂隙模型，并就每一个模型对5个痰此独立边长为6m的子块做了分析，模拟结果见图 2

-5-12。从图上可以着出，三维模拟预测的结果与该矿生产管理入员估计的块度百分比很
近似，只是大块超估8??应用模拟技术预测崩落块度，还处在发展阶段，还有不少问题

需要去探索。

最大哥看尺寸，

图 2-5-1 摸拟的垂直剖面（怀特177）

“室
一管理人员的估计，

-七-*7、"8孔模履的加数平均筑90)- -
第长且际也闯9.息用

集

望

.8？
缺度尺寸（m）

图2-5-12 根据7"、8*孔的数据模拟得出的块度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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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矿山实际崩落块度组成见表2-5-13。

一些矿山崩幕块康组成 表2-5-13

歌石块度百分比（?? 每*裂岸鸭口追制齐号矿 山 名 称 矿 床 类 型
-0,3m.3m～0.6m0.8-～0.0m 欧※数+0.9m 国”

班特钥矿 ？CImax- 26 58 211-1 10~0×10.4nClimox
图PhiipsonLu、 雷16 24 。④ 8.2 10.0×10.

”自润剑‘田Corwseff 20萍制2( 7.6×12,2色4 303Creighton 浸染型畅矿 9,1×12,
A磁饮 矿A.Groce 20 6,1×9,12 ,ee御 155:Inspirafion 5]亚岩解矿 27.5 5.2×5.2

字56 rLokeshor 班岩铜矿（氧化等〉 25.6 53×5,3
”印6

30（髓化矿）Lakeshore 拉 5.③×5.325e
召i Mather “品赤饮矿 19一 6 4,0×8,5，
65MatherB 31参 饮 矿 4.0×8,5O.Dpsa 常笨遭鸣SarMowei 13.128 46×5.2誉
另自 ThetJord 2025石 拥 矿 7.6×7,628名 如斑岩妞矿Urad 40 9.1×9.1“ 命11 卤鸭教 斑岩俐矿 (②红z即 具2 岩组 24 6。的 w22 真3 岩 组

”窃 一e4 岩 组 14司 ？“705号矿体 中也飞俺

汇;①从曲线推出败据。

②）设计预测值。

5.5 诱导方法的应用

对于岩体内裂隙不够发育、矿体比较稳固、水乎应力很大的矿山，在决定来用矿块扇

落法时，常常需考虑诱导撒施，改善可崩性，促使矿体正常期落。诱导方法分两大类∶割

帮预裂和在崩落矿块顶部打藻孔爆破诱导。

5.5.1 预 裂和制 帮

预裂是在矿体（块）边界造成一个裂隙带，减弱水乎应力对矿体崩落的影响。一般是
在矿体（块）边界处按垂直距离50m左右（此距离视雷岩机能力定）布置预裂巷道。沿巷
道中心打一排深孔，为保证预裂效果，炮孔上下应布置在一条直线上。随着拉底的推进。

上下预裂孔同时爆破。Urad矿和Henderson矿预裂孔的孔径为78、100mm、孔距1.5m，

预裂作用是成功的。
割帮是在矿体（块）边界处开凿分段巷道，沿分段巷道每隔25～30m布置垂直切割天

井，然后进行深孔爆破，用留矿法采出一条切割着。可见切割比预裂作用更大，它可以解

除水平应力，破坏稳定拱的拱基，促进初始崩落和崩落活动持续向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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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预裂和割帮同时使用，下部一两层采用割帮，上部采用预裂。
铜矿峪矿预裂割帮工程布置见图2-5-13。

P
4-1
:500

东北侧加党刚面图 富贵井3260 500克 2K2

QA
印件边界新路井1**

30050toontion00

一拉柳恒道26000 30000     2500D
标准割带钻孔平面用-IIINO.9
1:40

353 取决于发石情况800-1000按档专遥割稻井
42×3m

83300.800 ODDAOOD

空楼客道3.5m R20.5 矿井边界E

钻孔B19

初中型型考 标准上在调聚粘孔平圆图Lo
B-8

3140n 31400 31400 31400 870联络退款1 3t40h 20200:500
项鑫葡帮制面 T

副*井 舒翰等道35002800379H 角天井29000HID LATIN 13×3*)电话

853割都卷道鼎天神 预警井2.5×2,5m 福 2.5×2m
In

120.5
拉威艳迪拉密卷道 拉账电话拉槽卷道（2.5×2.5m）

31599**中
LIAOD12 50 50 3140015 53 3J4001.00

1
52 id 26200西郊哈姐姐 1

新疆上50丝豆

新疆课题**12
纸配BS H3 UCD CO.13

图2-5-13  铜矿峪矿预裂割帮工程布置圆

5.5.2 深孔爆破饼导
当采取预裂荆帮措施后矿石仍不能正常崩落而形成悬拱，就要采用这种诱导方式。

Urad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自由崩落开始前，采出了150万吨矿石。在此期间，试行
了几种方案以破坏顶部出现的自然平衡拱，跨度最大达100m。直到地表场陷形成沉降解

..1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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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后，才形成正常燃落。智利的Rio Blanco矿在最初阶段也采用了深孔爆破诱导崩落。
且本神冈矿则由于爆破量很大，实际上成为分段崩落法与矿块崩慈法的结合，或者也可称

为强制阶段崩落法。
图2-5~13中的燥破顺序如表2-5-14所示。

表2-5-14爆 破 眼 序

大 敷 时 阅爆 矿 步 点堤破 辉 序 燥 破 工 程 量

句 “”横 捕 30m
冲。92 20排期形炮孔1 找底 “单当 20m③ 亭’

13天药鼎 38排膈形烟孔纱

例 天30血自当 3
天18具拉底舒 53排扇形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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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床水文地质勘探程度要求

编写单位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江 苏省冶 金 设计 院

编 写人 罗良经 段戊冬 徐吉华

1.1 矿床水文地质类型、特征及各类矿床应着重查明的问题

1。1.1 矿床水文地质类型的划分及各类矿床的主要水文地质特征

1.1，1.1 矿床水文地质类型的划分

矿床水文地质类型是指导矿床水文地质调查和研究，以便合理选择勘探方法、正确布
署勘探工作、有效地防治与利用矿坑水的重要依据。地质矿产部1982年颁发的《矿区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普查勘探规范》。根据矿"床充水的主要含水层的类型，将固体矿床划分为以
下三类∶

第一类∶以孔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矿床，简称孔隙充水矿床。其矿床充水条件和矿坑
涌水量的大小取决于充水岩层的颗粒成分、孔隙大小、胶结程度、埋藏条件及与地表水的
水力联系程度。

第二类;以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矿床，简称裂隙充水矿床 其矿床充水条件和科矿坑
涌水量的大小取决于充水岩层的裂隙发育程度 构造复杂程度以及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程
度。

第三类;以岩溶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矿床，简称岩癖充水矿床。其矿床充水条件和矿坑
涌水量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充水岩层的岩溶发育程度及分布和埋藏条件、矿区的构造复杂程
度。本类矿床又划分为三个亚类∶

第一亚类;以溶蚀裂隙为主的岩榕充水矿床;
第二亚类∶以溶洞为主的岩落充水矿床，
第三亚类;以暗河为主的岩溶充水矿床。
各类充水矿床朴 据矿层与当地侵蚀基准面及地下水位的关系，地表水体的影响程度，

主要含水层和构造破碎带的富水性，补给条件，矿层直接质底板隔水层的稳定性等影响水
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的因素，划分为 三型∶

第一型∶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矿用

（1）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地形条件有利于自然排水，矿床充水E婴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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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层或构造破碎带富水性弱O。

（2）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面以下，附近无地表水体，矿床充水主要含水层或构造破

碎带离水性弱，补给条件差。
第二型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的矿床
（1）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地下水位以下，矿床充水主要含水层富水性

中等，区域补给条件好，但地形条件有利于自然排水。
（2）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道以下，附近无地表水体或虽有地表水体但对矿床充

水影响不大，矿床充水主要含水层的富水性中等，构造破碎带不沟通地表水体及富水性强
的含水层。

第三型;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
（1>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下，附近有地表水体并对矿床充水具有威胁，矿

床充水主要含水层和构造破碎带富水性强。

（2）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下，矿床充水主要含水层富水性强，补给条件好
或构造破碎带沟通区域高水性强的含水层。

1，1.1.2 各类矿床的主要水文地质特征
1。孔隙充水例床的主要水文地质特征
（1）矿体上部大面积覆篮誉厚达数十米乃至上百米的松散沉积物。松散沉积物与下伏

基岩构成双层结构的含水岩系-——上部是富水的，是矿区的主要含水层，而下部是弱含水
的基岩裂隙含水层。

（2）上部松散沉积物多为富水的砂砾石层或细粉砂含水层与弱选水的亚粘土或粘土层
交互成层，因而导致垂直方向上渗透性能的不均一。

（3）孔隙含水层埋藏浅，多接近或暴露于地表，一般汇水面积大、朴给来源充沛，在
区城上具有良好的补给条件，砂砾石含水层本身一般都具有厚度 大、含 水 性 较 均 匀、
分布范围广、贮水条件良好的特点。因此多数矿床水文地 质 条 件 复 杂、矿区 涌 水量
大。

（4）矿体和含矿岩系构成下部弱今水的基岩裂隙含水层。其质部由于风化剥蚀而使裂
隙发育，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上因裂隙发育不均一而导致寓水性的不均一。裂隙发育程
度随深度增加而明显减弱并过渡到含水下限。

2，裂隙充水矿床的主婴水文地质特征
（1）矿体上下部均由坚硬或半坚硬岩石构成，多数矿床的坚硬或半坚硬岩石均出露地

表或其上覆盖着薄而零星分布的第四系松散沉积物。
（2）裂隙含水层的畜水性取决子岩石的风化和构造破坏程度及裂隙发育程度。一般这

类含水层可以划分为风化裂隙含水带和构造裂隙含水带，前者分布于上部，后者则可以发
育到较深部位。

（3>上部风化裂隙含水带，弱含水，其深度一般由地表向下可达数十米，而在地形低

矿康充水主要含水层的富水性可参考钻孔单位涌水量（q）和邻距类似条件矿并的正常排水量（Q）来划分∶
温水性剩的，q小于0。Ⅱ/3·m，或Q小于5000m'/;
寓水挂中等的，q介于0.1～1J/s·m，或Q介于5000~20000m'/;
滴水性强的;q大于1l/sra，眼Q大于20000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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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的沟谷地带可达近百米。含水性在水平和垂直方问上不均一，随着深度的增加而明显减

弱。
（4）构造裂隙含水带。 分布范围有限，空间形状不规则、厚度本化大，富 水性不均

一。充填和胶结情况较差的构造破碎带透水性较好，是地下水聚集的良好场所，富水性明
显增强。

（5）这类矿床多产于分水岭及丘陵地带，水系发育。天然排泄条件良好，不利于地表
水和地下水的汇集。一般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矿区涌水量不大。

3.岩溶充水矿床的主要水文地质特征

（1）岩游含水层在我国北方地区，一般多为溶蚀裂隙含水，而在南方则主要以溶洞含
水为主，并常有暗河存在。

（2）厚大岩溶含水层溶洞和裂隙发育的特点，是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不均一，具有
垂直分带规律;一般上部为强岩溶发育带———富水的;下部为弱岩熔发育带——弱 含水
的;在周岩溶带之下为非岩溶带——不含水的。此外，北方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南方下
二叠统阳新灰岩等含水层，由于岩性的变化常在其中夹有相对隔水层或弱含水层。

（3）富水带分布规律与岩溶发育的规律基本一致，一般易溶碳酸盐岩石的浅部、接触
带、断裂破碎带、硫化矿床氧化带附近为强岩溶发育带，同时也是强窝水带。岩溶充填率
般是浅部高，随深度的增加而降低。岩溶发育强烈、充填率低的地段，富水 性 明显增
强。易溶碳酸盐含水岩石中的溶洞及溶蚀裂隙一般形成网络，水力联系密切，水力传递速
度快，构成统一的动力体系。

（4）我国南方岩溶含水层及北方中奥陶统岩溶含水层一般具有分布广、厚度大、岩溶
发育、富水性强等特点、矿坑涌水量比较大。岩溶水基本上以集中突水点的形式 涌 入井
巷。

（5）矿坑浦水量受大气降水影响比较明显，动态变化较大。矿坑涌水量动态与降水动
态基本一致。在裸露型岩落矿区，降雨对涌水量影响极其显著，矿井涌水峰值潘后降雨峰
篮的时间极短，矿井涌水量季节变化系数极大，雨季最大涌水量可比早季最小涌水增大数
十甚至.上百倍。

（8）在岩溶含水层抽、排地下水时，经常产生地面沉降、开裂、塌陷，易使水文地质
和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化，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由于岩溶含水层一般透水性较强、水力传
递快，当含水层厚度大、分布广、中间无隔水层阻隔时，疏干漏斗可以扩展很远。其危害
性更大。

1。1.2 各樊矿床应着重查明的水文地质问题

1，1.2.1 孔障充水矿床

应著重查明含水层的岩性、结构、粒度、滚圆度、分选性、胶结程度、流砂层的赋存
部位及其溃入矿坑的可能性和疏干的可能性，粘土层（包括夹层、透髋体）的厚度变化和
分布规律，含水层之间、含水层与隔水层之间的组合关系。详细收集当地的水文、气象资
料，查明降水和地表水对矿床充水的影响。

1。1.2.2 飘障充水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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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着重查明裂隙性质、充填情况、发育程度、分布规律、风化裂隙带的发育深度、构
造破碎带的分布情况。

1.1.2.3  岩溶充水矿床
以溶蚀裂隙和溶润为主的岩溶充水矿床，应着重查明岩溶发育与岩性、构造等因素的

关系，消蚀裂隙和溶洞在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发育程度、分布规律、溶洞充填物的成分和充
填程度以及富水性的变化规律。对以溶洞为主的岩溶充水矿床，应预测可能产生选面塌陷
的程度、分布范围及其对矿床开采的影响。

以啼河为主的岩溶充水矿床，应着重查明洼地、漏斗、落水洞等的位置及其与暗河水
系之间的关系，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化情况，暗河水系的分布情况及其与矿床的关系，
暗河水系的补给范围、补给量、补给方式及其与相邻水系之间的关系，暗河水的流向、流
速及流量变化（特别是攀雨期间的流量）等。

1.2  矿床水文地质勘探程度要求

矿山设计之前，必须进行水文地质勘探，以查清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正确预测矿坑涌
水量。水文地质勘探工作应当按现行《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普查勘探规范》进行。矿山
设计必须具备经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查批准的地质勘探报告（其中包括水文地质部分）或专
门水文地质勘探报告。

不同防治水工程设计对水文地质勘探和资料的特殊要求，将在本篇以下有关章中分别
述及。以下根据我国矿山设计的经验，仅对影响矿床开发的几个水文地质问题，提出相应
的勘探要求。

1.2.1  矿区水文地质勘探和研究的范围

任何矿区都处于某一特定的水文地质单元，矿区地下水都具有一定的补给、迳流、排
泄条件和运动规律，而矿床所在区段，往往仅是这个单元的某一部分，它受整个水文地质
单元，亦即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制约，特别是岩溶矿区.表现更为明显。如果水文地质勘
探范围仅限于矿床分布地段，就不可能正确评价和查清矿区与区域水文地质条件之间的关
系、矿区水文地质边界条件、各含水层之间的联系、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及其对矿床
开采的影响、岩溶圳陷矿区域陷分布规律及对矿山建设的影响等等，从而也不可能正确地预
预矿坑涌水量。在以往的水文地质勘探中，这样的教训是较多的。例如河北某铁矿纺体
底板为闪长岩隔水层，主要含水层马家沟灰岩为直接顶板。矿区东、西分别有隔水断层和
闪长岩体起隔水作用，南部有隔水断层组成相对隔水边界，矿床北面8～10km以外，马
家沟灰岩含水层因埋藏深、且被岩体频繁穿插，透水性极差，构成弱导水边界。矿区内灰
岩透水性极强，钻孔抽水时，水位近似同步下降。1967年至1971年第一期水文 地质勘探
时，没有仔细分析和研究矿区和区域地质构造及其与水文地质条件之间的关系，仅在矿床
地段投入了水文地质勘探和试验工作，结果未查清矿区南、北水文地质边界，得出了含水
层透水性强，矿区南、北区域补给充沛，预计矿坑-100m阶段淮水景16万m*/d的结论，
提交的水文地质报告不能满足设计的要求。1971年至1973年第二期水文地质隙探讨．总结
了前段勘探的教训，将勘探和研究的范围，从矿床地段扩展到矿区和区域。加强了矿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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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分析和研究，编制了区城、矿区和矿床的一整套水文地质图件。在脑
区及其补给区、排泄区，南北长约25km范围内，对46个水点进行了系统的动态观测，抽水

试验加大了规模，抽水孔利用南部试验孔.5个。北部供水孔.6个，观测孔14全，控制了自

进水边界至天然排泄区的整个冰文地质单元。通过上述工作，不仅进一步查明了矿区水文
地质条件，还根据新发现矿区除有东、西隔水边界以外，还存在南、北阻水屏瘴等情况。
重新预计-100m阶段矿坑涌水量仅5×10'm3/d，摸高了涌水量预计的精度。

根据上述经验，对于岩溶矿区的水文地质勘探，应当注意下列要求，
（1）区域水文地质测量范围，必须包括矿区范围在内，具有补给、逐流、排泄区的完

整水文地质单元。
<2）水文地质勘探和试验应有一定数量的勘探工程控制重要水文地质边界并了解矿区

外围岩溶含水层的富水情况。
（3）必须加强区域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的研究，为了解地下水的朴排条件、各含水层．

间的水力联系、矿坑充水因素和充水强度提供资料，并为矿坑涌水量计算以及地下水的防
治等提供依据。

（4）在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研究中，应加强区域地下水动态的观测。为此，在勘探阶
段，就必须建立观测孔（点）较多的地下水动态观测网。

1，2.2 关干矿体液板含水愿的水文地喷勤探

底板含水层可分为两类;直接底板含水层，是指与矿体底板直接接触的含水层;间接
底板含水层，即位于矿体底板且被藩水层隔开的含水层。

底板承压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勘探，是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有的矿床在勘探时。把
水文地质勘探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顶板含水层中，探矿钻孔穿过矿层后立即终孔。有的对
底板含水层只投入极少勘探工程，以致在勘探结束后，无法评价底板含水层对矿床开牙的
影响，给矿山设计和建设带来很大困难。

例如湖南某磷 矿矿床产于震旦～寒武系变质岩系中。区域性大断层使含矿地层覆激于
壶天灰岩含水层之上，使壶天含水层成为间接底饭含水层，而在矿田中某矿段，含水层与
矿层直接接触，构成直接底板含水层。勒探阶段对壶天含水层基本未作水文地质工作，对
其水文地质特征和对开采的影响未进行论述和评价。目前磷矿开采需往下延深，该含水层
将受列开采触动。根据邻近矿山的资料，揭露此含水层时，地面塌陷严重，而由于该矿区
水文地质勘探程度不足，特别是壶天灰岩底板含水层的情况不明，无法预计开采延深后的
矿坑通水量、塌陷程度以及附近河水对开采的威胁等。这一系列问题都影响了深部矿体开
采的进行，为此不得不补作水文地质勘探工作。

又如湖南某铁矿矿体顶、底板均为岩搐裂隙含水层。在矿体与底板活龙泉灰岩含水层
之间为井冲砂页岩，厚度30m。但在拗探阶段将其划为相对隔本层，厚度误计为80m。地
质勘探时，主要水文地质工作布置在砂体顶板大节湖灰岩含水层中，钻孔穿过矿体后即终
孔，对底板含水层进行的水文地质工作极少，因而对矿体底板井冲砂页岩隔水层和活龙泉
灰岩含水层无法确切评价。1970年批准了该矿的地质勘探报告后，据此作出了初步设计。
设计中将井巷主要开拓工程布置在并冲层，确定疏于对象为矿体顶板大节湖含水层。在矿
山基建过程中，当井卷工程在井冲层施工时，发生了多次底板活龙泉含水层突水，充分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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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原勘振报告对底板含水层勘探不足，为此决定对底板含水层进行补充水文地质断探。

至1976年4月，补勘工程穿越并冲层111次，证明其在0m标高以上，由于风化及构 造破
坏，岩石破碎，工程他质条件差，致使底板活龙泉灰岩地下水沿井冲层破碎带进入矿井，

失去工隔水作用。对活龙泉含水层，钻孔露129次，劳i率5.96?? 作抽、注水试验47

次。根据岩溶发育和含水性资料，将其划分为强、弱两个含水带。其中强含水带平均厚约
48m，单位涌水量4.27~5.931/s·m，渗透系数5.34m/d，其岩溶发育及含水性指标远远
超过矿体顶板大节湖含水层。由此证明，底板活龙泉灰岩含水层应为矿区主要含水层，它
才是矿床开采时应疏干的主要对象。

类似上述因矿体底板含水层勘探和研究程度不足、而影响矿山设计和建设的情况。在
辽宁菜粘土矿等矿山也存在。为了吸取这个教训，避免这样的问题再次出现，应当高度重
视对矿体底板含水层的勘痰，在原则上可按下列两种情况区别对待∶

（1）当含水层为矿体直接底板时，要求地质勘探钻孔穿过矿层之后，有一定比例的钻
孔穿透底板岩溶裂隙发育带，所有钻孔均应进行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其它水文地质钻探、
试验、物探等水文地质工作，可参照有关规程、规范进行。上述加深钻孔与地质勘探钻孔数
量的比例，应视每一具体矿山的底板含水层称定程度及其对矿床充水的重要程度而定。即
底板含水层越不稳定和岩资、裂隙及其含水性不均匀，对矿床充水影响越大时，加深钻孔
的比例亦应大一些，反之可小一些。现行的《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普查勘探规范》，对
不同类型矿床底板含水层钻孔加深剖面的条数作了明确规定，见表3-1-1。

不同类叠矿床麽椒含水层粘孔加深割面数〈条> 装3~1~1
公格充水矿床孔瞭充水矿床膨密罗是 粮蚀裂败为主的充水掌 溶洞为生的充水矿限 略河为主的充水矿床

简单 复杂中等 葛甲 中等 复杂 中等岗单 复杂 复 杂
切歇 ‘一I~2叫一 2～8 I~2 3～4 ！ 2～3 3~4 报据具体惰况确定
详肋 I~2 1~22～3 2~32~4 3~5 J~63~1~2
注;1、悬中所列辖面条教，系指大中型矿区成片田震求的数谨，小型矿区和井田要求的条数可的情滤少。

2.表中所列详组融探阶段的工作量，是指在初鼬阶段工作查的基痛上再增加的工作量。
3表中的初鞠 和申勤济段，地惊 张的招法。

（2>当含水层为矿体间接底板含水层时，除加深钻孔勘探与直接底板含水层的要求相
同外，还必须加强对底板隔水层的研究，首先应全面收集、分析底板隔水层资料，查明其岩
性、厚度、隔水性、工程力学性质及其在走向、倾向等方面的变化。其隔水性是否被导水
构造破坏（受到破坏时，应查明导水构造的规模，产状、分布）等水文地质，工租地质条
件，然后还必须结合矿床开采方式，综合评价底板隔水层在矿床开采中能否在底板含水层
水头压力下保持稳定。若能保持稳定，即矿床开采确实不受底板承压含水层的影响，其它
的水文地质勘探和试验要求可从简。反之，其要求与直接底板含水层相同。
1.2.3 关于隔水层的勘探和研究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或需要进行疏于的矿床，查明区域和矿区岩、土的隔水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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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合理地划分出隔水层，同时将其反映到各种水文地质图件上，这也是矿区水文地

质工作的最基本任务之一。不查清区成和矿区隔水层的状况，会给矿山防治水带来以下影
响。

影响矿山地下水治理方案的确定;疏干浅部械流、防渗帷幕、底板含水层降压、顶板
含水层疏干、地表水处理等方案制定的正确与否，都与隔水层的查明程度密切相关。例如
几口铅锌矿因查明了壶天含水层下部的隔水层，使南截流巷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湖南某
铅锌矿防渗帷幕因设计前对隔水层分布没有查清，施工后使帷幕长度增加了230m （增 加

的长度为厚设计长度的79??;湖南菜铁矿因底板隔永层的隔水性未查清。使设计的主要
疏于对象发生了改变，红岩煤矿红岩井团因查清了栖霞组顶部存在厚39.4m的相对隔水层
（其中约有10m为隔水层），可节省对河水处理的大量工程。

影响矿坑涌水量的预测∶预测值是否正确，与矿区水文地质边界条件是否查清密切相
关。例如凡口铅锌矿山于设计前查清了矿区北部、西部的隔水和相对隔水边界，使预测的
矿坑涌水蟹接近于实际值;山东某铁矿侯庄矿区，在查清南部边界以后，才发现原先预测
的矿坑涌水量23×10'm3/d系严重偏大值，经落实、其值仅为5×10'm8/d左右。

影响陷塌的预测和防治;预测和防治的可靠程度往往与隔水层的查明程度关系极大。
例如凡口铅锌矿李明了上泥盆统帽子峰组砂页岩，中、下泥盆统挂头群砂页岩等地层的隔
水性及其分布并确定北部隔水边界后，塌陷范围的预测及防治便有了可靠的依据。因此，
合理地将选厂、机修厂、火车站等一系列重要建、构筑物置于可靠的非塌陷区，赤石径水
库虽离矿区很近，但位于北部隔水边界以外，对其亦可不进行处理。

为此，对隔水层勘探和研究的要求，也应象对待含水层那样，给以同样重视。要通过
各种勘测手殷取得各方面的资料，对其进行地质和水文地质的综合分析研究，查明有关股
水层的各种特征，而不能仅凭岩性和个别地面露头下结论。具体宴求如下∶

（1）查明区域和矿区各隔水层的岩性、厚度、隔水性及其变化;
（2）详细说明各隔水层的划分依据;

（3）查明各隔水层在平面和剖面上的分布，当某隔水层对矿床开果具有重要水文地质
意义、其划分单位与地层层位不一致时，要在水文地质平面和剖面上单独圈出;

（4）当矿床底板隔水层以下存在另一承压含水层时，其要求见本章1.2，2;
（5）当矿床顶板隔水层以上存在另一含水层或地表水体时，还应查明顶板隔水层是否

被构造破坏、被破坏的具体地段及对矿坑充水的影响， 查明隔水岩层的工程地质特征，包
括隔水岩层在内的所有顶板岩石的容重、碎胀系数、抗张强度等物理力学参数。

1.2.4 岩溶和裂隙含水层的空间分布

许多矿山的岩溶和裂隙含水体，例如含水层、接触含水带、破碎含水带、断裂含水带
等，其含水层、带的界线，并不一定与地质、构造、岩性的界线完全一致，厚度较大的碳
酸盐岩或其它裂隙地层，常可划分出强含水带、弱含水带及隔水带。查清这些含水体的空
间分布形态及含水性的变化，并将其反映到各种水文地质图件上，是矿区水文地质勘探最
基本的任务之一。这些图件是矿山防治水没计中工程布置的直接依据。不论矿床水文地质
条件复杂与否，这些含水体都可能成为矿"井突水的因素。为了保证矿井建设和开 采的安
全，必须确定恰当的疏干或探水方案，合理地布置疏干、探水工程及地下水观测网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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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井巷或采矿活动触及这些水体之前。有计划、有步骤、有控制地疏放地下水，把水位降

低到安金高度以下。

对查明岩溶和裂隙含水层空间分布的要求;
（1）要在明含水层的空间分布形态，最重要的是必须依赖地质勘擦钻孔（不足时还必

须增加水文地质钻孔）。切实做好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在简易观测中r，除做好一般常

规项目外，还应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注水、压水。简易抽水试验、水文物探测井和测漏等
测试工作。如果脱离这一基础。仅凭儿个拍水试验和一般地层、岩性资料来划分岩溶和裂
隙含水层，是不可靠的。

（2）厚大岩溶含水层，应综合岩溶发育和充填程度、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抽注水
试验等资料，划分出强含水带、霸含水带及隔水带;裂隙含水层应划分出风化 裂隙 含水
带、构造裂隙含水带;同时必须将这些含水带界线反映到各水文地质勘探剖面上。

（3）要提供足够的水文地质剖面，消楚地反映岩溶和裂隙含水层的空间分布形态。各
类矿山应提交剖面的数量，决定于含水体形态的复杂程度。形态复杂时，要求提供的剖面
数量较多;反之，要求提供的剖面数量可少些。

1.2.5 卷溶矿区勘探对塌陷的预测

岩溶矿区因抽排地下水使地面发生沉降、开裂、塌陷的矿区日益增多，塌陷的规模日益
增大，爆陷对矿山建设的危害也日益严重，目前已成为我国南方岩溶矿区的普遍问题。并
构成了矿床开采中的严重障碍。

岩滞矿区塌陷对矿山设计和建设的危害校六，主要表现在恶化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使
矿区总图布局和建、构筑物基础处理复杂化;对矿区附近已建的工业、交通及民用建筑物
有很大的碱坏性，同时恶化矿坑充水条件，从而增大地表水对矿井的威胁;塌陷还可能使
区域环境和农田受到破坏。

在矿开设计建设前、如果对塌陷及其危害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可能在设计中发生一系
列失误;对分布于塌陷区的井筒、井塔及附属的卷扬机房基础不考虑塌陷的因素，将重要
的厂房和工业设施如选矿厂、压风机房、变电所，铁路专用线布置在可能的场陷区，矿坑
充水因素既不考虑塌陷后地表水对矿井涌水量的影响，也不制定必要的地随防水措施，在
矿区附近可能的塌陷区内有居民集中的城镇、大型工厂、国家主干铁路、大型水坝等建筑
物时 亦不考虑塌陷对它们产生的危害后果等等;相反地，在不可能出现塌陷的矿区，就
会无谓地增加各种各样的塌陷处理措施。以上两方面的设计失误，其后果都可能是极严重
的，最终部将浪费巨额投资、贻误矿山建设时间、降低矿山建设的经济效益。

由于水文地质勘探和研究程度不足，对塌陷评价错误或不准确，或者由于设计者缺乏
经验。使矿山建设遭受损失的例子很多。

例如湖北某铜矿，1966年在基本上没有进行水文地质工作的评价报告基础上 开始建
设，1969年选厂建成、井下开拓出四个阶段，花费基建投资1600万元。矿山基建中发现水
文地质条件复杂，于1973年补充水文地质勘探，揭示了矿区竭陷问题，随后塌陷发展到河
床及其两岸，造成河水倒灌，使矿井涌水量大量增加．造成矿山亏损，而且矿井安全得不
到保证、矿山被迫于1978年关闭。

湖南某铅锌矿，勘探阶段塌陷问题虽已暴露，但对塌陷后矿区附近的河流对矿井充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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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的严危程度认识不足。1968年雨季，河水泛滥淹妆塌陷区，并大量灌入地下，矿带边界
水位回升109m;几乎使矿拆淹没。为了保证开采安全，迫使矿山于1971年改变矿床 蔬干
方案为防渗幢整治水方案。

类似上述因矿山建没前对塌陷的认识不足而使矿山建设要到危害的例子较多，为此。

在今后的矿区水文地质工作中，应特别注意对蝴陷的勘探和研究。具体要求如下;

（1）查明矿区预计的最大疏干漏斗范围内第四系松散层岩性、厚度及其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特征。
（2）企明矿区预计的最大疏干漏斗范围内岩溶含水层岩溶，裂隙的发育规律，各岩溶

含水层间的水力联系及水文地质特征。当区内第四系地层发育时，应采用物探并配合少量
浅钻，掌堂握第四玉地层池分布状况和岩溶发育规律，以制作第四系地层等厚线图和基岩分

布图。
（3）查明矿区预计的最大疏干漏斗范围内隔水岩层的岩性、厚度、分布及隔水性。
（4）查明矿区预计的最大疏干源斗范圈内，覆盖于岩溶含水层之上的其它非可溶性岩

层的结构及其工程地质性质，论证其作为盖层塌陷的可能性。
（5）通过火流量、大降深抽水或放水试验，充分揭露矿区塌陷的内在矛质。
（6）综合分析以上资料，论述矿区覆盖于岩溶含水蒸之上各地层的稳定性。说明区内

第四系松散层和其它结构受到破坏或胶结不太紧密的基岩塌陷的可能性及塌陷程度。在此
垂础上，根据区内地层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特征，制作矿区预计的最大疏干漏斗范围内
塌陷预测图。在此图上。要按可能产生塌陷的程度分区。

（7）在以上资料的基础上，论述和评价矿井排水塌陷后，对矿床开采和整个矿山建设
的影响。当预计的塌陷范围内有重要建筑物温枝大的居民建筑群时，也应实事求是地评价
塌陷对它们的危害。

】。2.6 流砂层的谢探和试验

流砂是土在水的作用下的一种物理地质现象，又称流土或土的液化。最易形成流砂的
土有砂（尤其细砂）、粉砂、亚砂土及亚粘土等。特定条件下，含卵砾石的砂和淤泥也可
能形成流砂。

流砂给矿山建设和开采带来很大困难，流砂突然大规模的崩溃，往往会给矿山造成严
重的破坏和影响。

在露天矿山的基建和开采中，流砂层的流动会使露天矿边坡坍破坏。流砂层承载力
很低，给大型采掘、运输机械作业带来很大困难。为了使露天矿边坡稳定，需对流砂层进
行疏干，但疏干又引起地面沉降、塌陷和倾斜，造成深井和直通式放水孔井管弯曲以及s
它设施的破坏。

在地下开采的矿山中，流砂会给井筒的施工带来困难。如果矿层直接顶板 为流 砂 层
时，在施工和生产过程中。流砂会突然遗入坑道，甚至淹没整个矿井，常常给矿山撒来灾
难性的后果。当矿体预板以上存在淀砂层，采矿后形成的胃落带或导水囊隙带 与其沟 烦
后，流砂也会溃入坑道，影响生产，甚至造成坑道报废。开采有流砂层的矿层，会使矿石
和废石的含泥率增高，降低矿石质量并给矿山采剥和运输工作带来种种困难，这就会降低
生产效率，编短设备寿命，增加矿石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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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砂区进行工程建设和矿山开采时，一般常采用以下方法克服流砂的危害∶
利用超前工作面的支护来揭进地下工程，同时采取疏干措施，降低地下工程周界上的

地下水位；
采用特殊方法损进地下井巷工程；

采用药干法来治理流砂，是我国矿山目前最常采用的方法，如姑山铁矿、新浦磷矿、舒
兰煤矿等

当矿体上方存在间接顶板流砂层时，采用保护顶板的开采方法；
在疏干明沟靠流砂层一侧设置反滤层，在降水孔中设置合适的过滤器。
对流砂层的勘探和试验要求如下∶
（1）查明流砂层的埋藏条件、分布、厚度及其变化，提供流砂层顶、底板等高线图。
（2）通过试验，提供流砂层的颗粒分析、容重、含水量、塑限、液限、最大分子水容

度、饱和度、不同含水量时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抗压强度、压缩试验等资料。必要时，
还必须提供野外原位载荷和抗剪试验资料。

（3）通过疏干试验，论证流砂层疏干的可能性，疏干后地面沉降的可能性，并预测地
面沉降值。

（4）通过疏干试验，为降水孔选择合适的过滤器提供依据。
（5）当矿体上方间接顶板覆盖流砂层时，评价流砂层对矿床开采的影响。适于露天开

采的矿山，要评价流砂层对露天边坡的影响。

1，2.7  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
地表水与矿区地下水是否有水力联系、联系的密切程度及其对矿坑充水的影响程度，

是矿区水文地质勘探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决定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和矿山防
治水设计难易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勘探阶段查明地表水与地下水的联系状态十分重
要。在过去的矿山建设中，由于设计和设计前对地表水与矿床地下水水力联系的严重性认
识不足而影响矿山建设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水口山铅锌矿、湖北叶花香铜矿和广西泗顶铅
锌矿等许多矿山，都是在矿山基建和生产之后，才发现和认识到附近池表水对矿床开采的
严重危害，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矿山基建或生产安全、正常地进行。

地表水与地下水联系的途径可能有如下几种主要形式；通过一个或几个含水层发生联
系；通过某导水构造如断裂带、接触带发生联系；岩溶矿区，当基岩裸露时，通过裂隙、
将洞、落水洞等发生联系；当岩溶被第四系松散层或其它软弱地层覆盖时，通过矿井排水
产生的塌陷发生联系；在第四系砂 砾 层 发 育时，通过砂砾含水层侧向联系，还有的可能
-3通过顶板岩石崩落以后产生联系等等。地表水与地下水发生联系的渗漏特征则可能存在
渗透和管道联通两种形式。显而易见，只有查清这些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地给以治理。

综合过去的设计经验，当矿区附近存在地表水时，一般应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1）对地表水的规模、动态进行实地调查和测量（地表水体的规模，其内容包括 河

流的汇水面积、流量、河面宽度，水库和湖泊的汇水面积、库容、水域面积；地表水的动
态即上述那些数值在不同年限、不同季节的变化），同时要调查、测量历史上的最高值、
水域范围（正常值、最高值和最低值）要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上给以表示。

（2）当河水流量较大，流量测量误差可能超过两比较断面的渗失量时，应使用两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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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法求得河流的漏失量，以便进行分析对比。

（3>要查明地表水与地下水发生水力联系的途径，包括杏明地二;水具体的渗漏地段以

及由渗凝地段至矿床之间造成两; 联系的渗漏特征。

（4）在勘查地表水与地下水民联系时，不但要查明天然状态（开采前）下的状况，豆
且要论证、预测开采后的状况，这样才能真正达到规范中查明地表水对矿床开采影响的要

隶。
（5）在勘查和论证迪表水与地下水的联系程度及其对开采的影响时，应当有量的 概

念。在岩溶塌陷矿区，要提出具体数值比较困难，但预测一个区间数值还是可能的。这就
必须根据区域和矿区水文地质特征、岩溶发育情况，预测的塌陷规模、程度和规律; 地表
水渗漏地段至矿床之间的距离，海漏途径上地下水的运动特征。矿床埋深度，地表水作

规模及季节变化等因紫，再参考类似矿山的实际经验来类比预测。

（6>在评价地表水与地下水纲水力联系时，不能仅凭一般地质和水文地质的理论分析
和推测。必须对河床地层性质和透水性进行详细了解和研究，并应有充分的工程、试 验

（如抽水试验、连踵试验）以及其它动态测试资料的证实。

。2.8 矿坑涌水量的预测

矿坑涌水量是矿山排水和矿床疏干设计的重要依据。矿坑涌水量敬值，影响矿山基建
工程和投资的规模、矿石生产成本和矿山生产经济效益的高低，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中等以上的矿山，还影响着矿山治水方案的确定。

例如山东某铁矿，主要含水层为中奥陶统马家沟灰岩含水层，含水极丰富。在补充水
文地质勘探前，因投入的水文地质工作量不足，得出了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矿坑涌水
量不大的结论。1967年据此进行设计并开始基建，设计只按一般矿山考虑了排水措施。矿
山基律花费2000万元，建设初具规模时，发生了淹井事故，证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被迫于1971～1975年进行补充勘探。通过大流量、大降深的坑道放水试验，预测矿坑涌水
量高达40×10^m*/d，为此迫使将矿山疏干排水方案改为防渗帷幕方案。

又如广东某销矿主要含水层为中石炭统黄龙灰岩，系矿床直接底板含水层。勘探阶段
抽水试验最大水位降低3。23m（流量691/s），据此预计矿坑最大涌水量2。8×10'm°/d。
矿床疏干设计依据这一资料，施工15口深井即可满足采矿对水位降低的要求。但在水文地
质补充勘探中，13台深井泵联合抽水试验时，总抽水量51500m8/d，中 心水 位 降 低 仅
15.57m，由此预测最大涌水量为132000m*/d，需净增37口深井才能满足水位降 低的要
求。

矿坑涌水量预测的要求如下?
（1）在矿坑涌水量预测之前，必须先查清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特别是矿区的水文地质

边界条件，矿区地下水的补给、迳流、排泄条件，含水层性质、厚度、理藏特征及其具有
代表性的水文地质参数，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状态，地下水的动态变化特征等等）
和矿坑充水因素。然后再结合矿床开采方法，选择合适的计算方法和公式。这是矿坑源水
赋预测可靠性的基本保证。

（2>为达到上述要求，在矿床勘探阶段，就应当福据矿区可能采用的涌水 量计算 方
法，含理布置和调整水文地质勘探工程和试验。以使其满足浦水堆计算的要求。例如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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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分析法、曲线外推法时，要求抽水试验的落程多一些，水位降深大一些;用解析解、数

值解及模拟实验法时，都要求边界条件清楚，观测孔、边界控制孔则应适当多 一些， 等
汤。

（3）矿坑通水電预测的项日、当列区水文地质条州;简单时∶露天开采矿山。尺露计算

某一标高以上一个或几个阶段的矿坑潮水嫩，包括地下水涵水量和降雨径流量∶地下开采
矿山∶除需计算基建开拓各阶段涌水量以外。还露计算竖井、斜井井筒的通水量。当矿区

水文地质条件在中等复杂程度以上，而矿山又需设计疏干防水措施时，不论是露天或地下
开采的矿山，除要求分别计算上述项目外，还需计算各阶段相应的地下水静储繁。

（4）地下开采某一阶段或需天开采某一标高的矿坑涌水量计算，一般都应包括正常涌
水量和最大通水缝。按照设计部门的计算方法，阶段涌水强和露天采矿场沥水量一般均由
地下水涌水量和降雨代巢的水投组成。即阶段涌水量为地下水酒水用与降雨渗 入 臣 之 和

（当矿床开采后，冒落带或导水裂隙带发展到地表时计算，否则其值为零））露天采矿场

通水壁为地下水涌水量与降雨迳流量之和。
（5）当矿区水文地质条件适合两种以上计算方法时，应分别计算，同时要对计算结果

进行分析对比，并提出推荐的计算结果。
（6）涵水量预测方法和公式及参数选择的根据，应在地质勘探报告中叙述消楚，计算

表格和图件应齐全，以便在设计时结合矿床开采的具体情况作计算调整。

1.2.9 大水矿床约水文地质黝探

目前对大水矿床并未给定一个确切的含义。这里指的是矿井涌水量（不包括地下开采

时崩落区降雨渗入坛和露天开采时降雨流量）每日达数万m8、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

山。在我国南方，这类矿山绝大多数为岩溶充水矿床，如石蒸铜矿、凡口铅锌矿、叶花香

铜矿、云浮桥硫铁矿、乐华锰矿等等;在北方，除岩溶充水矿床以外，还包括一部分第四

系孔隙充水矿床，如张马屯、中关、王窑、黑旺、顾家台、司家营南区诸铁矿。

上述大水矿山的水文地质特点，决定了这类矿山水文地质勘探的难度必然超过其它矿

山。要求使用更多的水文地质勘探、试验工程量和测试手段，整理和制作更多的图件和资
料，并据此作更全面、严谨的分析和推断。本节中所谈到的影响矿床开发的主婴水文地质
问题，在送类矿床中都可能遇到。以下只着重说明大水矿床水文地质勘探中对抽水试验的

要求。
挑水试验是查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确定含水层的含水性、预测矿坑涌水量的重要手

段。大水矿床抽水试验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于抽水量、水位降低值是否够大，观
测孔是否够多，抽水时间是否够长。因此大水牙山的抽水试验，一般都要求作群孔，箱水试

验，采用大孔、多孔和抽水能力很强的设备，即大流量、大降深的群孔抽水试验，或采用

坑道放水的形式。

. 1.3 矿区水文地质资料的评价

矿区水文地质资料是矿山设计基础资料。其内容是否齐全、结论是否正确、数据是

.否可靠，决定着矿床硫干和防排水设计的优劣和成败。当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构成影响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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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没的主要因素时，还可能造成对整个列山设计和建设的严重影响。此外，水文地质专业

与地质专业同样、是矿山设计中的先行专业。这个专业在设计中依据的水文通质资料及由
此加工所出成果是否可靠，也影响其它专业如采矿、矿机、土建、总图、技经等许多专业

设计工作的开展。所以在设计之前，对矿区水文地质资料要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
为了作出正确的评价，肯先应仔细阅读、掌握地质报告中有关的地质、水文 地质 资

料，然后要研究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批地质报告的结论和评审意见，并结合矿山和建设的要
求，分析存在问题对矿山设计和建设能影响，段后要作出能否满足设计要求的结论。不能

满足时，还必须提出补充水文地质资料或勘探的要求。
水文地质资料评价的一般内容如下∶
（1）是否达到本章1，2节所述主要水文地质问题的勘操和研究的要求;
（2 ）各种水文地质工程、试验的数量和质量是否达到了相应规程、规范的要求;
《3 >各种水文地质测绘的范围、质置是否满足规定的要求;
（4）各种水文地质图件的制作是否达到了质量和精度的要求;

（5）简易水文地质观测的数置和质愚是否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
（6）矿坑涌水量计算公式选择是否合适，参敬选择是否具有代表性.计算结果是否可

龄、
（7）专门水文地质报告或地质报告中水文地质部分文字、图纸、附表是否齐全，它们

所反供的内容相互是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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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心设计水文地质工作的内容和复杂程度，取决于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水文地质
条件复杂的矿山（包括一部分水文地所条件中等的矿山t）。往需要采取预先疏干、防渗

注浆和较多的面防水措施，其设计工作内容较多、复杂程度较大，在本篇其它各章将分

别予以专门介绍;永文地质条件比较简单的矿山（以下称一般矿山），一般不需采用上述
措施（即使需采用地面防水措施，其工程晟也较少），其设计工作内容较少，复杂程度较

低，本章即介绍这类矿山的设计水文地质工作内容。
热水矿山和I砂矿也可分为比较饰单和比较复杂的两类，前一类矿山设计的水文地质工

作内容亦归入率章、后--类矿山设计的水文地质工作与前述水文地质条件比液复杂的可!

大同小异，可参照其它各专章进行。

2.1 一般矿山和砂矿设计所需水文地质资料

2.1.1 一般矿山设计所需水文地质资料

2.1.1.1 文字资料

（ 1）区域和矿区地质构造及其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
（ 2）区域和矿区含水层的岩性、屋度、产状、分布、埋藏特征、静止水位及渗透性、

含小性，各含水层间的示力联系及功态变化，岩溶及裂隙含水层岩悔、裂隙发育程度和分
布规律;

（3 ）各含水层地下水的理及化学特征
（ 4）区域和矿区隔水层的岩性、厚度、产状、分布，及其隔水性和稳定性;
（5）矿区所处水文地质单元的水文拉质边界条件，地下水的补给、迳流、排泄条性;
（ 6）与矿床开采有关临断裂及构造破碎带的规模、产状、分布、充填和胶结情况，充

水及导水程度以及对矿床开采占影响;

（7）老窿分布的范围、深度及互相连通惰况，老窿积水状态及老窿水补给来源、补给
量及矿床开采的影响;

<8）区域和矿区附近地表水体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各含水层地下水的水力联系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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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床开采的影响;
（ 9>矿坑涌水量预测资料;

（10）露天采矿场边坡稳定性评价资料;

（11）矿体及其顶底板围岩的稳定性评价资料（包括矿石和围 署的物 理 力 学性质

资料）;
（12）区域和矿区一般性的工程地质资料;

（13）矿区主要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问题的结论性意见及对开采的防水、治水、排供结

合、综合利用、防止污染等方面的建议。
2.1.1.2 国件
（1>区城水文地质图（比例尺1∶50000或1∶2500，一般与区 域 地 质 图 相

同）;
（2）矿区水文地 质图（比例尺1!2000～1t5000，一般与矿区地质图相

同）;
（3）矿区水文地质剖面图（比例尺1∶1000～1∶2000，一般与矿区地质剖面图相

同）;
（4）抽水试验综合成果图;
（5>矿区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成果综合对比图;
（6>坑道水文地质图（比例尺1∶200～1∶500，一般与坑道地质图相同），
（7）矿坑涌水量计算图;
（8>地下水等水位线或等水压线图（必要时提供）3
（ 9>岩溶分布图（必要时提供〉;
（10）塌陷预测图（岩容矿区产生塌陷时提供）;
（11）矿区工程地质图〈比例尺一般与矿区水文地质图相同，工程地质条件简单的矿

区可与矿区水文地质图合并，必要时应单独提供>;
（12）矿区工程地质剖面图（比例尺111000～1s2000，一般与矿区永文地质剖面

图相同）。
2.7.1.3 附表
（1>钻孔分层静止水位一览表;
（2）钻孔抽水试验成果统计表;

（3）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成果统计表;
（4》风化带、构造破碎带、含水层厚度综合统计表;
<5）老窿调查资料表;
（6）地下水和地表水动态观测成果表;
（7>钻孔封孔情况一览表;
（8）岩瓷资料统计表;
（9 ）矿坑涌水量讣算成果表，
（10）水质分析综合成果表;
（11）岩、土试验和分析成果表;

（12>矿区物理地质现象调查综合成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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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矿床，当矿体位于侵蚀基准面以上、可以采用平碱自流排水、且水文地质条件极
简单时，上述资料要求可以从简。

2、、2 熬水矿山设计所需水文地质资料

热水矿山系指地热异常和地下热水涌入矿坑而造成热害的矿山。所需资料除本章2.1。1

所列以外、尚需以下资料。

2.1.2.1 文字资料
（1）区域地质构造，矿区地质构造，特别是新构造运动对地热异常及热水形成的影

响。圈定地热异常区，分析地热异常原因及地热和热水构造类型;

（ 2）对地热异常区所有的地质勘探孔、水文地质孔进行测温，测定和计算矿区地下

年恒温带的深度和温度。乎均地温梯度;

（3）测定热异常区矿层及其顶底板岩石的热传导系数、比热、导温系数等热物理参
数;

（4>阐明热水的形成、聚集、运移条件，查明热水的温度、水质及 其随 深 度 的 变

化
（5）热水水质分析除常规项目以外，还应测定是否含有H，SiO，F、Rn、Mo、Ge，W

Br、I、Li、Ba、HBO2、Fe等特殊成分，以及N.、O2、CO2、H2S、CH4等气体成
分;

（ 6 ）对热水的危害程度作出评价，并指出热水进入矿坑的可能途径;

（7）矿区同时有冷水及热水分布时，应阐明冷、热水的水力联系及分布规律，阐明
各自的水文地质特征，提供相应的水文地质参数，并分别预测涌水量，

（ 8 ）当矿区热水含有可供利用的有用组份时，应查明其含量。
2.1，2.2 图件和附表

1.图件
（ 1 ）区域水文地质图（附构造纲要和热异常分区）;

（ 2）矿区水文地质图（附构造迹线和热水异常点分布）;
<3）测温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综合柱状图（图上应标 出 不 同 深 度 的 测 温 数

.:):
（ 4>地温或水温剖面图（剖面数量应能反映矿区地温或水温异常的分布规律）;
（5）不同开采阶段（水平）等温线图;

<6 >热水中二氧化硅、氟、氧离子含量等值线图。

2.附表
（1）热水水质分析成果总表（包括特殊成分及气体成分含量分析成果>厂
（2）钻孔测温成果一览表;

（3 ）地温、水温长期观测成果总表;

（4 ）矿坑冷水及热水涌水量计算 参数及成果表。

2.1.3 砂矿开采设计所辗水文地质资料

砂矿床赋存于第四系松散堆积物中，埋藏浅，水文地质条件及其它开采技术条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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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气象和水文因素的影响。不少砂矿床沿地表水体附近或在地表水体之下呈长带状分布，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有其特殊性。砂矿床开采设计所需水文地质资料除本章2。1.1所列以外，
尚需根据不同矿床类型补充下述资料。

2.1.3.1 冲积砂矿床

1.气象资料
（1>不同季节的主导风向、平均风速及最大风速;
（2）历年气温月平均、年最 高、年 最 低 值，历 年 负温 度出 现的 月份 和天

数;
（3）降霜、降雪、绪冰、雷暴初终日，历年积雪出现的月份和天数，积雪年平均及

最大厚度、全年生雾的月份和天数，最大雾罩时可见距离;
（ 4 >相对湿度的平均、最高、最低值;
（5）年最高、最低、平均降雨量∶历年月平均降雨量，雨季出现的月份和天数，暴

雨出现的月份和强度（小时和日最大降雨量）;
（f >年平均蒸发量值、月取大值。
2.水文资料
（1）流经矿区的所有地表水（主流、支流及常年流水的小溪）均应提供 开采 区 段

上、中，下游的水文观测资料（水位、水 面宽、水深、流 速、流量）。除实 测 成果
之外，还应统计出月和年的最大、最小及平均值。观测时段 不得少于 一个水 文 年。
水文观测断面位置的确定，应考虑矿区地貌、构 造、岩 性变 化及 主 矿体的 分 布 情
岩、

（ 2>历年最高洪水位、常年洪水位、常年枯水位、历年最低枯水位及相应这些水位
的水域分布范围;

（3>采区附近湖泊、水库等的蓄水能力、动态变化。可作为供水水源时的最大、最
小供水量。

3.水文地质资料

（ 1）矿区第四纪地质及地貌图（比例尺与矿区地质图相同）;
（2）矿砂含水层等水位（压）线图〈比例尺与矿区水文地质图相同）;
<3）矿砂第四系含水层底板等高线图（比例尺与矿区水文地质图祖同）。该图在矿

砂舍水层为潜水时提交，若为承压含水层;则应提交矿砂含水层等厚线围;
（4）提供的矿层和围岩含水方的水文地质参数，应能反映其在矿区各矿段、各地貌

单元的变化;
（ 5 ）矿层及其顶底板砂层的水上和水下天然休止角;
（6 ）矿体底板的横向和纵向坡度及其变化;
（7）矿砂层的含泥量、含巨砾规格及各级巨砾率;
（8）当矿砂层中存在质地坚项的胶结层时，应查明其岩性、厚度、分布、埋激特征

及物理力学特性。
2。1.3.2 湾滨砂矿床
（1 >历年台风风向、风级，每年台风出现的月份和次数;
（ 2）海浪一般爬岸标高、最大爬岸标高及大浪淹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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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海水潮汐活动规律∶包括平均海水面标高、每月大潮潮期及每日涨潮和退潮时

间等。潮位资料要求可以石岛锆英石矿为例（见表3-2-1）说明;

裹8·2-1石岛锆英石砂矿潮位资料表

潮位及潮差（m）

年 份平均商 平 均平均低 最大小酮平汁大潮平 小潮平小测平大潮平 最纸低量高离
潮剂纹 均简部 均潮差潮闸位均低漂均低逻潮阁位 调差潮糊位均高湖盛着埚调差凿

1956 2,32 1.19 3.201.73 3,540.881.912.的0.54 2,56 3.70-0.76

156 “义1.12.91 2.64 o.921.712.633.24 3.963.580.60 -0.D5

（4）在垂直海岸的地质和水文地质剖面图上均应标出海水面和最高涨潮线;
（5>靠近海岸的抽水试验，要求水位降低到海平面以下，抽水稳定时间不少于12hy
（6）预测矿床开采后海水混入使近岸含水层遭受污染的可能性。
2.1.3.3 岩酒充填砂矿床

充填在岩溶空间以及矿层底板为岩溶化地层的砂矿均属此类。
（ 1）查明储矿岩溶漏斗、溶洞或砂矿基底岩溶形态，预测矿床开采时矿砂经岩溶通

道流失的可能性;预测因疏排水引起地面塌陷的可能性、塌陷程度和范围;
（2）查明并预测矿床开采前后矿砂含水层及其围岩岩游含水层的水文地质特征及不

同含水层间的水力关系（特别是开采后岩溶含水层对矿砂含水层的地下水补给量 或 吸 收
置）

（3）矿层赋存于暗河沉积物中的砂矿区，应查明喑河行迹、充水情况，暗河水动态
变化，暗河对砂矿开采的影响;

（4）岩溶充填砂矿的区域或矿区水文地质图。其范围应包括砂矿所处岩溶含水层的
完整水文地质单元。水文地质剂面图应能反映砂矿顶部各含水层及对采矿有影响的底板含
水层的水文地质特征。

2.1.3.4 常年冻土区砂矿床

（1）矿区范围内常年冻土垂直构造类型（衔接多年冻土或不衔接多年冻土）;水平
分布特征（包括整体，片状、岛状、星点状等各类冻土的分布面积及在矿区不同地段所占
比例）和埋藏条件;

（ 2）含矿层底板以上不同深度、不同时期的地温变化，历年各月最大冻结深度和最
大融解深度;

（3）阐明冻结层上水、冻结层间水、冻结层下水及融区地下水水文地质特征;
〈4>在矿区水文地质图上应绘出冻土厚度等值线，在水文地质剖面围上应绘出常年

冻土界线;
（ 5）测定常年冻土含水率和经剥离后的含矿层多年冻土的融解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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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般矿山设计的水文地质工作

本节涉及的矿床包括水文地质条件比较筒单（含一部分水文地质条件中等、不需预先
疏干）的固体矿床，也包括采用地下开采、水力开采、机械开采的不需预先疏于的 砂矿
床。使用采掘船开采的砂矿床。其设计的水文地质工作另具特点，在本章2.3节中 介 绍。

2.2。1 对水艾地质、工程地质资料的评价

在开展矿山设计时，应对设计依据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进行

分析与评述，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对开展矿山设计的影响程度以及采敢相

应错施。

2.2.2 矿床开采水文地质条件的研究和论证

< 1 ）研究区域水文地质条件，论证矿区所在水文地质单元和边界条件;

（2）研究矿区主要含水层的产状、厚度、空间展布与矿体的相对位置，含水层的富
水性在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变化，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

（ 3）研究与矿坑充水有关的隔水层的岩性、厚度及其变化规律，隔水层的隔水性能
及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4 ）研究矿区地下水的补给、逆流和排泄条件，

（5）矿区地表水的分布，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及
其对开采的影响;

（ 6）研究构造断裂带、岩体接触带的水文地质特征及其对采矿的影响，
（7）研究矿区附近生产矿山或相似条件矿山水文地质勘探资料，并加以对比 和分

析;
（8）老窿分布范围、深度及互相连通情况，老窿充填情况及充填物的性质，老窿积

水状况、补给来源及其对开采的影响;

〈9）论证岩溶充水矿床地面塌陷产生的可能性、岩溶塌陷分区及其对矿山设计的影
响;

（10>研究矿床开采的工程地质特征，矿层顶底板岩石的稳定性、露天矿边坡岩石的
地质结构面、岩<矿）物理力学性质及地下水对边坡稳定性的影响;

（11>研究矿床开采的充水因素、充水水测及进水方式，作出矿床开果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的结论。

2.2.3 矿坑调水量计算

（1）地下开采的矿山要计算最低开拓水平以上各阶段的地下水正常涌水量与最大涌
水量，计算竖井或斜井井简的涌水量;当矿体开采顶板崩落后能导致降雨渗入矿井时。要
计算崩落区正常降雨量及设计频率的暴雨渗入量。

（ 2》露天开采的矿山要按照排水方案确定的各泵站所在标高及位置，计算各泵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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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正常涌水量及最大涌水盘。计算各泵站承担的汇水区的正常降雨逐流量及设计频率
的短历时及长历时暴雨运流量，并进行储排平衡计算，绘制采场设计频率暴雨运流量与时
间的关系曲线图，从而确定各泵站的排水能力、储水能力以及淹没深度和海没时间。

2.2.4 提出井巷遇进和生产中的防水抢施

（1 >研究井巷掘进和生产中突然涌水的可能性和可能产生突 然 涌 水、涌砂 的 范
围、

（ 2>研究井巷施工和生产中采用超前探水的必要性，必要时应给出适当的超前钻孔
工.程量;，

（3）研究防水闸门设置的必要性，必要时应确定其设置位置及设计水压;
<4）研究进行地表水观测的必要性，必要时应建立地表水观测站并配置必要的观测

仪具。

2.2.5 研党和预测矿区地下水污染环境的可能性

2。2.5，1 泥砂水的研究和预测

对矿井地下水含泥砂的矿山应协助工艺专业分析研究和颈测以下情况，为泥砂水处理
捉供设计依据。

（1）分析研究和预测矿井地下水含泥砂的可能性、含泥砂水的层位及流入矿井泥砂
水的水量;

（2 ）预计矿井地下水中泥砂的粒度级别及相应级别的含量;
（3）预计矿井地下泥砂水量、泥砂含量随季节、开采时间和开采深度等因素的变化。
2。2.5.2 酸性水、高矿化水的研究和预测

对出现酸性水、高矿化水的矿山应协助工艺专业分析研究和预测以下情况，为对其处
理提供设计依据。

（1>开采骤铁矿床、多金属流化矿床及矿体和围岩含镰较高的各种矿床时，预测在
开采过程中产生酸性矿坑水的可能性;

（ 2）借鉴同类型矿山产生酸性水的资料，结合矿区水文地质特点，预测产生酸性水
的水质及水量1

（ 3 ）开采海滨地区的矿床时，预测在开采过程中因海水混入产生高矿化污水的可能
性、高矿化水出现的层位;

<4）预测开采过程中海水的混入率、混入量、混入后的水质及其随开采深度的变化。
2。2.6 岩液塌陷矿山研究和预计塌脑对矿山设计的影响

（ 1 ）预测塌陷的可能分布范围

《2>估计塌陷范围内各种建、构筑物的稳定性、农田受损面积及因此可能带来的经
济损失;

（3 ）预计塌陷产生后地表水对矿床充水的影响;
（ 4 >为各有关工程设计提供矿井排水后，地面可能的塌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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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提出与水文地质专业有关的塌陷处理撒沌。

2，2.7 痛定矿山生产时期水文地质工作内容

矿山生产时期水义地质工作目的与任务是解决矿山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水文地质问
题，经济合理地治理矿井水害，为矿山生产创造安全条件。其工作内容一般如下。

（1》及时进行坑道水文越质编录;

<2））进行地下水、地表水与气象动态长期观测;

（3）及讨进行矿区水文地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综合研究;

（4）了懈矿山开发进程中地下水活动规律。不断进行矿坑充水因素的分析与研究;

（5）开展矿坑突然涌水的预测工作，并参与突水事故的处理;
（6）解决基建遗留的水文地质问题，不断保证矿井施工和生产的安全;
（7）制定矿山防治水规划、方案和防治水工程的技术管理规程;

（ 8 ）开展地下水综合利用及排供结合的研究工作。

2.2.8 确起矿山水文地质人员编闸、设备和仪典配置

水文防条件简单的矿山、在考虑人员编制时，一般只根据矿山水文地质工作量的大
小配给1～3个测工，其水文地质技术工作由地质或采矿专业技术人员兼顾。设备、仪具
一般只配置地下水和地表水动态测试仪具。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的矿山，可根据矿山水文地
质工作的复杂程胶和工作量大小增配水文地质技术人员1～2人。

2.3 砂矿设计水文地质工作

用水枪开采、机械开采和地下开采砂矿的水文地质设计工作内容和方法与其它固体矿
床基本相同，可参阅本篇有关章节。本节只介绍采掘船开采砂矿床的设计水文地 质 工
作.

2.3，1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对船采工艺的影响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是影鸣船采工艺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确定船型的重要依据。
2.3.1.1 不适合船采的水文地质条件
（1）矿砂层不含水且透水性极强∶

（ 2>矿区无可靠的供水水源，不能保证最小斗容采掘船的合适漂浮条件及选矿用水
撒时;

（ 3）含矿沙层底板严重团凸不平，或矿砂层被较多卧牛石分割阻碍采掘船通行时;
（4）矿砂层中巨砾直径特大且含量特多时;
（5）含矿砂层底板坡度过大，地下水沿河谷方向水力坡度大，若采用筑坝开拓，经

技术经济比较成本过高时;

（6）埋藏于峡谷中的砂矿床无法采取防洪措施确保采掘船的安全时。
2.3。1.2 船型选择的水文地质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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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船型时，应对以下水文地质因素进行具体分析。

（1 ）将矿砂含水层厚度同拟选船型的漂浮深度作 比较。
如果含水层厚度满足漂浮深度的要求，矿砂层在地下永位以上的高度小于或等于离的

水上意大挖翔高度、而且地表水的补充量能满尼选矿要求。则可认为所选船型合适。

如果含水层厚度小于拟选船型的漂浮深度。则需计算根据漂浮深度要求提高水位后采
池的外渗量。如果水源供水能满足补充外渗量及选矿用水的需求时，则拟选船型适用，否
则应改选小型船。

（ 2 ）将矿砂含水层的厚度同拟选船型的总挖深作比较。
如含水层厚，且矿砂层亦属含水层，则拟选船型的总挖深必须大于或等于矿砂层厚度。

否则船型选小了。此外，水源供水亦应满足补充外渗量及船上选矿用水的需要。
（ 3）研究采池附近地形、地貌特征，水源地距采距离及引水票沿途渗漏等方面的

供水条件。如不具备向采池引水提高采池水位的条件时，宜选用漂浮深度小于矿砂含水层
厚度的船型。

2.3，1.3 实例
我国已广泛和用采知船开采砂矿，但也有个别矿山在选择船型时，由于对矿床水文地质因素分 析 不

够，因而对采届船的生产带来了不良影响，其实例详见表3-2-2。

采 蛔 船 使 用 情 况 卖 例 表3-2-2

么 船 型 矿床水文地质特正 适 用 惰 况

M"TE300 砂金矿康地处多年席土增区，冻土 MTE300t船的漂淬源度为3。5m，含水层厚度不
和融区均以岛状居多。官水层分布于融东火沟金歌 的满足漂浮深度要求。阿时矿砂层库板空碾且起
区和岛状酶区。含水 层平均 厚度2～ 伏不平。以超挖潜加采池水探难以奏效，船型偏一飞 2，Gnt，大于3m处甚少 大。开船不足一个生产周期郎登船折迁

订艺 矿床脑处多年冻土地区∶含水层分 MTE300! 船漂梁深度为 3.5m，多处地段食
达批平金矿 布予愿区和岛状融区，矿沙含水层平均厚水层厚度能满足漂浮源度要求，同时扩珍层底饭(3001) 3~3.5m，级厚可达5～6m 可超挖，坐然条作不太合适，但还可勉损纸持生产

石失间- 该屏工作壬矿区的Ⅳ号矿体分布范1023* 250{船水下最大挖深9.6m，因矿砂含水层厚，船
胡内，矿砂为含砾石砂屋，夹有粘性土 的斗架短，有5～6m厚的矿层轮不到，说明船型选
忽髋体。矿砂含水层厚达15m左右 狂偏小。原将早莱加长8。4m，使船不能在正常 平(150l)响势

稳状态下作业，且还有帮分矿层挖不强

矿区内分布有多年赤 土，有岛 状融石艺 该船吃水深1.8m，安全高度0.9m，即漂浮深 度
区，但隐区用多。含水层厚度一般为2～ 为2.7m。含永层解度达不到课浮深瘦要 求， 靠影阴河金矿
2，5m，最薄处不足2m 提离采池水深桨维持生产，斗架处于低 角 度作(15091)

业，挖霭吃力，说明船型逸挥懂大

2，3.2 船采砂矿的水文地质计算

2.3，2.1 漂浮深度的确定
1。 一般情况下漂浮深度的确定

采池中必须具有一定的水深，才能保证采掘船的正常采掘作业。当采池水位因生产需
要被指升或降低时，为了保持一定水深，必须供给或排出相应的水量。采池中能保证采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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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正常作业的最小深度称漂浮深度（见图3～2-1 ）。

与
:

图3-2-1 采掘船源浮深皮示意图
Hb-漂浮深寅;H，一采描船平均吃承深度;月，一安金高度

当矿砂层巨砾直径和含量不超过允许范围（不同船型的具体要求见表3~2-3>时，
其假由下式确定，

I。=H+H, (3-2-1)
式中 H。—--漂浮深度，m;

H，-采掘船平均吃水深度，如;
11，-—安全高度，即采据船至采池底间的安全距离，m。

不同船型的吃水深度和安全窝度见表3-2-4。

表子-2-3不同船型允许巨再直径及含量表

空田采周船型号 它己问“卫10aHC10.0HB 3solIs岩田 2001S 4olH
⋯\

计辛悼广此站 350250 350字 30 “艺 400 650o(mm) 。o wot占 。允许臣砾率（?? 5。。
不同船型的吃水深康（H1）和史全高度（H∶）表 赛子-2-4

怒型（ 斗容1 MTE30015050 250“号 800 往

心工自” 1-10 1.30 2.00宁图 “宫2.40 200l塘

门当H:(m> 0.900.90 夕图 1.10 1.601.60

2。 巨砾超过允许范陋时漂浮深度的确定
来船在挖掘接近底板的矿砂层时，往往会遇到巨砾或大块石，对采掘貉安全、正常

生产极为不利。当巨砾或大块石直径，含量超过表3-2-3范圈时，需增加安全高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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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掘船的漂浮深度H。由下式确定;
(3-2-2)H。=H:+〔H。+(Dd-D。)〕

式中 Dd-—超出允许范围的巨砾直径，m;
De--允许巨砾直径，m）

其余符号同前。
3。 安全高度起算位置的确定

河流冲积砂矿底板多起伏不平，其纵向坡度有时高达20～30??当采掘船顺向 开 采

时，船头和船尾的船底距矿砂层底板的距离不等。安全高度的起算位置，在上行开采时，
以船头底板为雅;下行开采时，以船尾底板为准;若局部矿砂层底钣起伏不符合上述 规律
时，则应从船下矿砂层底板最高处对应的船底位置起算。

2.3.2.2 选矿用水量要求
采掘船生产中，船上选矿需水量较大，其用水系由采池中抽取。如采池中无充足的清水

补给，因循环使用的结果，油水将变得混浊。泥质杂物含承增多。因面会降低选矿收

率，也影响机械设备的正常运转。因此，为满足选矿需要，必须向采池不断补充清水。选

矿用水量的确定与船型有关，不同的船型处理矿筋能力不同，最佳用水遗通常按小时处理

矿量的8～10倍计算，也可按采掘船斗容的两倍值确定。这个理想水量只有在大河及湖泊
附近有充足供水条件的矿区才可能得到。我国目前采用船采的砂矿以支谷矿居多，多数存
在供水不足的问题。在开采中如果都按最佳水量要求，往往脱离安际。事实上满水补充量
达到最佳补水量的一半即能维持选矿生产。不同船型选矿用水组要求见表3-2-5。

各型采捆船选矿博水量及清水最低补完量要求表 表3-2-5

习践 响 苏送资料鸣
裴计挖方登船 致 选妙需水量 清水最纸补充RC- 洒水敢小补充照船 喜

I/s)一华飞 （m3/h）(ml/h) 《m'为h> 一半艺” 1/s)

‘号宫 50360～45D45～54 50 5y
720～90100 “字e0～108 150a20 10

156135～180150 54010日0～350 :0 “乌
180～220 20o 720i44～1300 250200 150
235 2501800～2250250 aROso00 z20
270～850 “图2160~2700 3009306 800 250
370~400 2960~8700409 1480400

2.3.2.3 基建开拓的水文地质计算

用采掘船开采砂矿，有基坑、坝式及混合等多种开拓方式，以基坑方式最为常用。基
坑开拓的水文地质计算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1。 建造船体阶段

本阶段要求保持坑内无水，以保证基坑开挖过程中设备在无水的环境中作业。并不使
船台受水浸泡，避免坑底下沉失去平衡，为此应计算基坑正常涌水量和最大涌水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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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酒水属和设计频率暴雨径流量），以作为选择基坑排水设备的依据。计算方法和参

数确定原则基本上与本篇第三章露天采矿场总涌水量计算相同。

在基坑涌水量计算中，为确定其引用半径及引用影响半径值，需计算基坑尺寸，计算

公式见表3-2-6。表内计算式中采掘船长（口）、宽（山）及尾砂槽长度（K）等数
挑可由表3-2-7查得。

2.船上机械设备安装阶段
船体外壳建成后，为避免安装机械设备时船底受压不均而变形，需在安装设备前将基

坑充水，使船浮起。归纳矿区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可能有三种不同情况，各类情况的的
水文地质计算内容见表3-2-8。

开 拓 盖 坑 尺 寸 计 算 公 式 表 囊3-2-6

八 坑 轻经验公式 理 论 公 式 说 明彬领
KP 辽一平底舶长度。m;。1.8.2 t=J.2√<1*K)4+T7

汇！征挚董坏泽当叶
!工一平压船宽皮;阳，总 b=√b=21H{ Li++IL1?+2e
e一平底船与挂坑边帮的安全问驶，一般取S～5m
H—平底船吃水源度，m（柰长3-2-4）;

孩产 h=H+1+1.5k≥0，8H，+厂+Ha H3—安金消度，m（在装3-2-4》;
厂一麟台高度，一般取1～1，2m

备 类 买 拥 船 船 体 规 倍 表 表3-2-7
1 56 50 250100望 50 300 3G0

V 50I冷 Wsn型 Etoo BW 150 MTF:00 FSso二

芥” 2",219.0 27.0 39.042-835,2 “体乙
1n.0氢（m） 15.41. 20.0·1.4- 18.0 i9.5
1.6飞个己” 1.91、i 2.7品。4 3.2宁

堵砂情长改m） 12.012.0 12. 14.02D、0 8.0

2.3.2，4 生产阶段的水文地履计算
1。 采他供排水水文地质计算

在船采砂矿设计中，采池供排水水文地质计算，一般只计算首采地段采池的补、排水
量。但在开采河流冲积砂矿时，在上行开采的情况下，还应在矿区选择砂砾 石含 焓 高、
含泥量低、矿层纵向坡度大的地段计算采池渗漏水量，以保证设计的供水量能满足采掘船
在整个生产期间最大需水量要求。

1）首采地段供排水水文地质计算
（1 ）计算内容和要求

要维持采掘船的正常生产并取得最佳采选效果，就必须保证采池具有合适的 设 计 水
深，同时得到需要的定量清水补充《当采池设计水位高于地下水位时>或排出适当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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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池设计水位低于地下水位时）。
不同情况下采池供排水水文地质计算内容和要求见表3-2-9。表3-2-9中涉及采

掘船的各项挖深参数，不同船型的上述数值见表3-2-10。
（2）渗透系数的确定

除海滨砂矿外，其它各类砂矿的含泥量都比较高，用采掘船开采时，采池 水 通 常 处
于混浊状态，在清水补给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混有泥质杂物的采池水向含水层 渗遗
时，将使含水层孔隙受到不同程度的充墙，渗透性减弱，其减弱的程度与矿砂含泥 量 呈
消长关系。为此，在供水（采池水向含水层渗透）计算时，除海滨砂矿以外，要对 地质
勘探报告提供的渗透系数值加以修正。根据设计和生产矿山积累的经验，建议按 下 列关
系式调整∶

矿沙层含混量~5??，K，K;
矿砂层含泥量为5～15??。K。=1K;

.K。矿砂层含泥量>15??，K。=）似
以上关系式中，K为地质搬探报告提供的渗透系数恼，K。为调整后的数值。
2）采池最大渗漏重的计算

计算方法和参数的确定除渗透系数外，均与首采地段的计算相同。
采捆船上行开采时，尾砂排于船尾（下游），尾砂因已经过选矿的反复冲洗，泥砂等

细粒物含量降低，砾石、碎石等粗粒物含量增高，透水性增强。因此，计算尾砂堆的渗漏
量时，渗透系数不能直接取用地质报告的数值，而应首先根据尾砂堆的粒度成分查本筒第
三章表3~3-3得出经验值，然后通过计算求得加权平均值Ks。

Ks可按采滋三面是尾砂（见图3-2-2）考虑，其值由下式确定，

K。。oKo+(2b+a)K (3-2-3)2(a+6)

式中 Ks——-采池最大渗漏质计算采用的渗透系数值，m/d;
K 。—-据矿砂层含泥量修正后的渗透系数值，m/d;
a.6—--采池的宽和长，m。

2。供水引渠的水文地质计算
当供水使用引渠时计算。
1）供水引渠设计所需资科

（1 ）水源至采池间供水引渠工程布置图和该区段矿区水文地质图;
（ 2）沿供水渠轴线的水文地质剖面图;
（3）供水渠道设计套数（渠道长度、糊剖面规格、渠道坡度、设计水深等）;
（ 4》供水桑道穿越土岩的渗水或注水试验实测的渗透系数。
2 ）供水引渠渗漏计算

供水引巢单位长度的渗凋量计算可参考表3~2-11进行。若引渠水文地质条 件 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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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船开采生产阶段柔池供

3.含水层怀座担矿驴限厚 羟 称2。含水层厚没与矿砂层 厚 度 粗1，矿砂含水层厚度习采刻帮水下

最大挖深相等，且矿砂层的厚度 等，且大于深橱能的总挖深，门∶事，且等于柔拟新的总挖深，即;情况类副
H=d,H>H:H=d=H。年于政小于解的总控潍，即∶

日=Nd，d≤H2

.4

国消 H-
 t)

(1) (2) 一飞”

因d=Hz.采氮船山【然水校下 为使船果出较厚的矿层，需降低

涉当长岂基颗砜

积腿固船闷萸
非业时，矿层下跟将有H、段矿层 果泡中水位。降钛后的水纯应价给在既不函蚤尚也不需低水位
不能开采，为此需降低聚稳中水 出底桩算赵的采知船水下坛大挖整
位，其降低低S=Hx 的降度上。其值出下式嘴定S=H

-H。
下域水 计算水位降低S=H-H心对含计算水位降低S=HA 时音水层矿砂含水层水位符合果治设计池或外
融消酥水位婴求，可不计算水量 微向采池的酒水盘Qr 水层流向来池的涌水量Qz承池较

术文出募计氧内帮 肉下式计算结果润烈是应向采 由下式计算结果判别痉垃向;采池又需按衣3-2-5供给速矿用

清婵升叉
补充水制江是增加非放上。池补究水盐还形增加按散醛∶

尔配Q.，补绘清水的同时，应排出! Q-Q-0:. Q=Q-QL
渔中等法污水 甘净结果为正位，说明应向采 计算结果为正临，说明应向采池补

充水量Q，为负道时，则应塘加播放瓶补充识水报Q;为负疽时，则应

然Q增加搜放站Q

不霍雅入“记高丫 儒势矿压上部厚搜为h的部分用我丫习
拥土视播入采池后刊 开朵，hk值尚4-户∶

采部度∶ 由下式嘉定∶
一养专 y=d-HN-H。惟砂

如不能改改较大合疏船型时才零
用降低采泡水位猎宽

符号i尚、11一首砂含水展限度;H1一-果掘细平均吃水议度，H;一架据船作业的安全商度;Ho一果掘它的涨评深
如—采滤中水位拍 善依∶b—系播舶染不到的上部臣撞入采温回采的矿砂层厚文∶1一酿水含水层水位，2一采泡设 让



1093第二章 一般矿山和砂础投计水文地质工作

表3-2-8据水水文地质计算内容率

5.营防含水愿厚厘小于采狮船额浮4，矿移含水层厚室小于采掘船漂浮 6.矿砂含水层岸度小于采据船湖浮派
课度，矿砂展厚度每于及小于采漏细 度，矿砂层厚度大于采知船的总孢深，深度，矿砂层厚度等于来撰解的总挖

即∶鞘、看的水下最大挖深，即;

H<Hond≤H H<Ho。d>HzJr<H,d=Hz

忘 "Brv
??-e “-i9? 'H-

(5)一牛心 一骨一

为确足解的漂浮深度及总挖深的要 为采山金部矿限。需将施中水位升 为使船求出较厚的矿层，育将池中水
求，需将池中水位升高。政宜的水位升 高，水位升商值为由下式确定∶ 位升高，水位升离值h由下式确定∶
高位力由下式确定∶ ☆*H4-H a*Ha-短

b=Hu-A-Ha

计算水悦升商h=H4-H-Hx时， 计算水位升高h=H-H时，采泡 计算水位开高h=H~H时，，采泡向
采池向含水层的外渗量Q， 含水层的外渗量Q。向含水层的外渗量Qr

应向采油债给的水量Q由下式确定。 应向采池供给的水量由下式确定，应向采池供给的水量由下式确定∶

Q=Q:+Q Q=Q.+Qr Q=Q;+Q,

不省推入 不需推入 需将矿层上部厚度为bx的部分用推土
机推入采池后再开采，h值由下式确定t

hE=4-Hx-H:

?
表内图（4）中Ha断示系采揭船额 陆地各类砂矿采油计算Q时，应对 无合适船型逸释时才采取将采治水位

定的水下最大挖深值; 半咨谨着、地质勘探繁告提供的渗透系数值作管
陆地名类砂矿采池计算Q，时，应对地 荷地各类砂矿采渲计算Q。时，应对地
质勘探报告提供的渗透系数值作修正 重草报紧告提供的步悉系数健作修正

度He一聚褐船水下最大艳课;d一矿诊层原度1H3一桨物船的总挖源，Ht一杀插船水上须大挖高;S一水位民骶
值，水位3一隔水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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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3-2-10各类采细韶挖深资料表

斗容（1 售25016010010010050505o 100
船 型 过宫H8roowsorlH1B50wso0型 号 MTE30Bw15oH100B100 -记疗UIEj0o

4.5 9。67.5 12.08.66.5 3.8 207.46.5l水下最天挖深HAm）

1.51.5 3.51.51.51.5水上最大挖高Hs'如） 1,0 1.51.5 己
当占一 9.07,5总挖深日;（（m） 2215.5“户”务.9占”10.6.0

_4

K 图3-2-2 上行开采时来池渗透系数计算示意图进略方向 k 一！洲善满泻。宁！端徉芥需

K
表3-2-11引 水 孤 渗 调 计 算 公 式 表

有落水圈水的能 确十键类型 无滑水国水的渗漏

材
35下夕
即勾予 等

2 1-n1*2,
2心 2—m=0.59

3一m =1名
(1) (2)消 二 “””1.0Z0 2.04.05.0

”宁十沪江一出。q= K-计算公式 Q=k(Bo+a;Ho)L

q一聚道单位长度渗画量，m3/d-·四;
K·一净透系数，m/d;
A;一集中水菌至隔水雇板距离，进1
k?一水挥（河）水国至隔水底额距离，孤;啉

H（一聚术瞬标亮，加，
H2一水龈（河》水圆标高，研1物
L一巢盘题河的原离、m;

西 B4一娠道上口冤度，m
H~渠道内水搽、a;· 。兼兼卧 和煨道边坡层题m值查表内图（3）录得;
m一更道边坡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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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式条件不符，可另选其它公式计算。
真

3 >渠首供水量的确定

(3-2-4)Q= Qn+Qy+Qc
式中 Q---渠首供水量，m8/h;

Qg—渠道全长渗洞量，m2/h;

Qy—采池向含水层的外渗量，m°/h;
Qc——选矿需补充的清水量，m"/h。

2.3.2.5 计算实例

1。确定船型的水文地质验算实例

某冲积砂金矿床附近河流早季最小流量为5.5l/，河水是矿床开采用永的唯一水源。矿 砂层平 均
厚7.8m，巨砾含量4.5??巨砾最大直径为600mm。孔隙潜水含水层岩性为含砂砾石层，平 均 厚8.5m，
渗避系数K7.8m/d。对该砂金矿床拟用采掘船开采，要求用水文地质计算验证选用何种船型为宜。

本矿采搁船船型确定的主要水文地质因素是，应使选定采揭船生产要求的供水量不大于河流最小 流
量。以下选择1001和501船分别作供水验算。

1）B100型采掘船
己知该型号船下列技术数据、
船体长Ⅱ=27m、宽山I=13.4m，吃水深度H=1.3m、安全高度于，=0.9m、水上最大挖商H。=

1.5m、水下最大挖深H、=7.5m，允许巨砾率5??允许巨砾直径D。=300mm。
（1）据经验公式计算采池长（1）、宽（b）

!口1.5Ⅱ=1.5×27 =40，5（m）
b=2LI=2×13.4=26.8(m)

（2》设计生产采油水深

本矿床含水层厚度大于矿层厚度，矿砂层厚d=7.8m;B100型船水下最大挖深H4=7.5m。为能采
壳采违水下全都矿层，采池设计水深应等于船的水下最大挖深，见图3-2-3。此时采池水面以上的矿
层厚度=d-H4=7.8-7.5=0.3（m）

图3-2-3 采池设计水深示意图
H一含水层厚度;d一矿砂层厚院

Hg一果酮船水下景火挖深（零于邪德设计水深》;
s一水位降街值

日100型船的水上最大挖离H，为1.5m，故设计采池水位以上的矿层能被采壳。
（3）验证采池设计水深能否满足漂浮深度的要求。
矿砂层巨砾率为4.5??低于B100型船的允许值（5??。巨砾最大直径600m噬，已超过 该 型船

允许最大直径（300血m）。漂浮深度H。值计算如下;
H。=H1+〔H:+(Da-D.)〕=1.3+C0.9+(0.6-0.3)〕=2.4m
计算结果表明。采浊设计水深7.5m能满足漂浮深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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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计算含水层向采池的渗流量（QL）

采池引用半径∶ “：-1.1E 25+35.9_-219.5(m)r-nt4
含水层水位降低值，S=H-H4=8.5-7.5=1（m）;

影响半径∶R=2S√HR=2×1√8.5×7.8∶16.3<m）1
引用影响半径∶R。=R+F=18.3+19.5=35.8（m）

信A二5Qz= 1.366K i
(2×8.5-1》1=1.86×7,8 =855.4(m8/d)=7.58(1/s)1g36.8-g19.5

（5）计算应向生产采滋供给的水量（Q）

B100型船选矿用水量由表3-2-5查得Q。为1001/s。应向采池补充的水量为∶
Q=Q:～Q:=100-7.68*92.42<11)

因河水是矿床开采唯一的供水水源，其最小流量仅为45.51/s，故不能选用B100型射。
2）W50Ⅱ型采掘船
已知该型号船下列技术数据∶

船体长Ⅱ≈22.2m、宽I=11.《m，吃水深度H1=1.1m、安全高度H∶=0.9m、水 上最大挖施
H，=1.5m、水下最大挖泽Hg=6.5m、允许巨砾率5??允许巨砾直径D。=250mm。

（1）据经验公式计算果池长（J）和宽（b）

!=1.5几=1.5×22，2=33，3（m）
b=2山】=2×11.4=22.8（m）

（2 ）设计生产采泡水深

W50】型船水下最大挖深H。=6.5m，而矿砂层厚d=7.8m，为能采完底部矿层，生产采池设计
水深应和船的水下最大挖深值相同，即取6.5m，示意图仍见图3-2-3。

这时采油水面以上矿层厚度∶
d-H4=7.8-6.5=1.3m

面W50I型船的水上最大挖高H∶为1.5m，故设计采泡水位以上的矿层亦能 采完。为此，含水层
水位需降低∶

S=H~H。=8.5-8.5=2(m)
（3 >验算采池设计水深能否嵩足漂浮深度的婴求

H。=l1+〔H,+(D4-D.)〕=1.1+〔0,9+(0.6-0.25)]=2.35(m)
矿砂层巨砾含最低于W50Ⅱ型船的允许值，在考虑有大巨砾影响条件下计算得出的上 述 漂浮 深度

值也小于采池设计水深，故能满足踝浮深度的要求。
（4》计算含水层向采池的渗流量（QL）

?-1.1733+2.2=16.4(m );采池引用半经∶了“代
含水层水位降低傲.S=月-H =8.5-86.5=2（m）;
影响半径∶R=2S√HK=2×2√8.5×7.8-32.6（m）;
引用影响半径∶R=32.8+16，4=4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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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Q=1.86aK 1gR。-18r
.2x8.5-2)×2=1.36×7,8 = 886（m2/d）=7，86（1/s ）ig49-g16.4

（5》计算应向生产采准供给的水壁（Q）
W50Ⅱ型船选矿用水量Qc由表3-2-5 淹得为50l/s。应向采池补给的水量为∶

Q=Qc-Qr= 50·7.86=42.14(1/s)
此值小于司水最小流景，故河水水量能满足W50】型船的选矿用水要求。

由上.述验算结果可知，本矿应选用W50Ⅰ型船。
2。砂矿床设计水文地质计算实例
某砂金矿床设计选用采掘船开采，汗拓基坑位置即是首采地段。该位置矿 砂层厚d= 7m、含泥 量

4.5??砂砾石潜水含水层厚H= 5m，渗透系数K=3.66m/d。据气象资料，设计 颜率的日操雨 量
H。=120mm=0.12m。该矿拟逃用1501型船，用下行方式开采。要求进行基建开拓阶段和生产阶段 的
水文地质计算。

1>建造船体阶段的水文地质计算

（1>基坑地下水渗入嵌（Q.）
已知150L型船下 列技术数据;

册体长口=35，2血、宽Ⅱ=15.4m、尾砂溜槽长K=20m、吃水深度H=1.8m、安 全 商度H∶=
0.9m、水上撮大挖高Hx=1.5血、水下最大挖深Ha=9.6m。

据表3-2-6计算开拓基坑长（I）、宽（b）、藻（五）;
1=1.25√/TⅡ+K下+江=1，25√3.2+20>+（15.y2∶71.6（m）;
6=√页+T门+2e=√飞352+了15.4+2×4=46.4<血）∶
h=0.8H +厂+72=0，8×1.8+1.2+0.9=3.54m

开拓步坑面积A∶
A=1·b =71、6×46.4=3323(mt)

含承层的水位降低做S（其伯等于Il，见图（ 3~2-4）;
S=H。=h~<d-H)=3.54-(7 -5》=1.54(m)

图3-2~4 做造船体阶段聂坑示意图
d一矿砂层厚度、月一含水层厚度;h，一基坎深度;

Ha—含水层永位至基坑底的距离

基统引用半径∶r。-1十占=1.161.6土464、点.34（m）;守

影响半径R=2S√HK=2×1.54√×3.56-13<m）
引用影响半径∶R。=R+re=13＋34≈4?（m）
基坑地下水海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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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S)SQz=1.366K-i3R。-igr7"
（2x5 二1.54>x1.54.=453<m2d）=1.386×3.56×- ig47 -Ig3d

（2）暴雨直接降入量（Q。）
Q∶=A·H，=3323×0.12=399（m3/d）

（3）基坑设计排水量（Q）
Q=Q+Q。=453+399=852（m3/d）

Q即为建造船体阶段确定基坑排水设备的依据。
2）船上机械设备安装阶段的水文地质计算

字涵么

图3-2-5 安装设备阶段基坑示象图
一矿砂层厚度;H一含水层库度，hJ一基坑深度;h一基填水位抢升跳度;
H1一吃水探度;H?一安全高度、Hs一测译探度;H。一含水层水位至基统辉的距筒

安装机频设备时，基坑中船的漂浮深度"求（见图3-2一5）。
H。=H1+H2=1.8+0.9=2.7(m)

含水层静止水位至基坑底距离1
H。=h-(d~H)=3.54-(7-5>=1,54(m)

因H。<日1+H。，故基坑中水位应升商，升高值为，
h=H。-H。=2,7-1.54=1.16(m)

基坑水向含水层的外湟量

(2H4-h)h勾门空图名木”讨儿。
上式中各金数值为;
K为含水层渗透系数，3.56t/d

习'为基坑中由含水层底板算起的水位高度，H'=H+五=5+1.16=6.16（m）;
A为基坑中水位升离值，1.16m;
r。为基坑引用半径，84ms

R6为引用影响半径，R。=R+r。=2hH+re;R=2h、门下=2×1.16√6.16×3.5-
10.85(m);=2×1.16√6.i×3.56+34=44.85(m)。

将以上参数值代入得∶

(2 ×6.16-1.16)×1.16=524（m3/d）Q,=1,366×3.56- I4.85-Ig34
Q，即为应向开拓基坑的补充水量。
3 ）船在生产阶段的水文地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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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捆船生产时，采潞设计水深和船的挖深、挖高有关。I501船水上最大挖高H==1.5m，雨潜方位
以上的矿层厚=d-肝=7-5-2（m），如果池设计水位与潜水位一颗，水上将有厚0.5m的矿层挖不
到。因此，采池设计水位应升高0.5m，这时将有水位升高h=0.5m时的池水外渗量，见图2-2-

图3-2-6  生产阶段采池示意图
d一有砂层厚度；H一含水层厚度；h——乘池木位抽升高度；Hz——采绸粉水上最大挖高

船在生产中应向采池补充的水量，由采池外渗量和选矿用水量两部分组成。
（1）采泡水外渗量

Qp=1.366K-(2H/-h)*IERo-15re
渗透系数K，应作修正，因矿层含泥量<5??故取原地质勘探报告提供数值2.58m/d的一半，即

1.78m/dr
H'———基坑中由含水层底板算起的水位高度，H'=H+h=5+0.5=5.5（m）；
####水位升高值，0，5m

ta————基坑引用半径，34mj
R·———引用影响半径，Ra=R+rp=2h√H/K  +rp=2×0.5V5.5×1.78＋34=37.13（m）

将上述参数值代入得∶

Qr=1.868×1.78（2×5.5.5.2.5）×0.5 2319（m3/d）1g37.13-1g34
（2）选矿用水补充量
150L型船选矿用水般低补充量查表3-2-5可得∶Qc=540m3/h=12960m*/d
（3）采描船在首采地段生产时应向采池补充的总水量
Q=Qy+Qc=319+12960=13279（m3/d）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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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坑涌水量是矿床疏干、排水设计的主要依据。矿坑涌水量预测的可靠程度。直接影
响矿床的合理开发和安全生产。因此，预测可靠的矿坑涌水量是矿床开采设计水文地质工
作的中心骤题。

3.1 影响矿坑涌水量计算的主要因素

矿坊涌水量预测的准廉与否，同很多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相关。但归绝起来看，影响
矿坑涌水量预测准确性的最基本因素，一是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一是预测矿坑涌水量的数
学模型。因此，矿床开采设计中矿坑涵水量的计算，必须在充分掌握和深入研究矿区水文
地质条件的基础上，结食矿床开来设计，正确选择水文地质计算参数和与矿区水文地质条
件相适应的计算方法。

为了提高矿坑涌水量预测的可靠性，避免计算结果产生大的差误，在进行矿坑涌水量
计算时，必须充分注意研究影响矿坑浦水量计算的各种因素。

3.1。1 矿床充水主要含水展类型及特征对矿杭漏水量计算的影响

矿区主要含水层的性质、透水性、富水性、埋藏分布和补给条件，是确定矿坑地下水
通水量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类型的含水层，由于其水文地质特征的差异，矿坑涌水量有很
大变化，而反映在矿坑涌水量计算可靠性上也有相当大的差别。

孔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矿床，含水层的富水性主要受岩性控制，一般较均一，往往受
大气降水和地表水的直接补给，矿坑涌水量主要受降水和地表水补给量的直接控制。这种
类型的含水层，一般情况是分布靠近地表，岩性比较均一，边界条件容易查清，而且勘探
工程取得的数据（如抽水试验）代表性较强，概化的水文地质模型和建立的数学模型易接
近客观实际。因此。孔隙充水矿床的矿坑涌水量计算，多数情况下能取得基本 可靠的 成
果。

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矿床，含水层的富水性主要受裂隙发育程度的控制，地下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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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于风化裂隙和构造裂踪或破碎带中。这类含水层，由于富水性很不均一，深部构造裂脖
或破碎带分布条件复杂.数探工程难以准确控制，因此，矿坑涌水量预测结果常常出现较

大误差。但是，裂欧充水矿床，多数矿山的矿坑涌水量不大，在没有大型地质构造与地表

水沟通或其它特殊条件的矿山，其矿坑涌水量（稳定动流量）一般为数百至数千m3/d、
超过万m*/d的比较少见。所以，由误差引起的涌水量变化绝对值不大，从对矿山生产形

响的角度来看，这类矿山矿坑涌水量计算可靠性问题并不显得特别突出。
岩溶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矿床，含水层的富水性主要受岩性、岩溶的发育程度和补给条

件等的控制。此类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者居多，矿坑涌水量较大，抽排水往往会产生地
面塌陷而增加新的补给矿坑水源. 使矿坑涌水量变大。我国大水矿床都属于岩溶 充 水 矿
床。这类矿床由于含水层导水性、富水性极不均一，空间赋存和补给条件复杂。矿坑涌水
革预测结果同实际战况常常有较大出入，严重时可能产生几倍、几十倍甚至有几百倍的偏

差，给矿山建设和生产造成严重后果。
我国岩溶充水矿床，经过近30年来的勘探和矿山生产的实践.已积累了大量经验、对

其不同时代的岩密矿床的水文地质特征和规律，已基本有所揭露和认识。掌握和认识不同
地区、不同时代的岩溶充水矿床的区域水文地质特征和规律，可以避免或减少在岩溶充水
矿床的矿坑溯水量预测中产生大的失误。

（1）干旱区C79岩溶充水矿床的主要含水层，为前古生界的大理岩和古生界 的石灰
岩。由于气候干旱，地表岩层以物理风化为主，地下水补给来源不足、岩溶水 循环条件
差，以致岩溶发育微弱，在可溶岩分布区大多没有典型的岩溶地貌形态，地下仅发育一些
游蚀裂隙，只在局部有大的构造破碎带地段，岩溶比较校发育。

本类地区的岩溶充水矿床的岩溶水，不但补给紧小，静贮量也小。故矿坑涌水量都较
小。在侵蚀基准面以上的矿床常干洞无水，就是在侵蚀基准面以下的矿床，水量 同 样 不
大。因此这类地区岩溶充水矿床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是排水问题，而是供水问题。

（ 2）非干旱的北方地区C79）与矿床有关的岩溶含水层有元古界、震旦 系中、上统、
寒武系中、上统、奥陶系中、下统和石炭系中、上统的碳酸盐岩系含水层、其中奥陶系石
灰岩特别是中奥陶统石灰岩<或大理岩）是对矿床充水影响最大的含水层。

中奥陶统石灰岩分布较广，厚度200～800m不等，为石炭二迭系煤田的基底和许多矽
卡岩型金属矿床的围岩，由于富水性不同可划为多层（段>。在邯那地区灰岩发育最金，
可分为三组八段，其中二、四、五，七段为质纯灰岩，岩溶发育。含水丰富，是矿区主要
含水层。

买陶系灰岩的地下岩溶形态以溶蚀裂隙为主。岩溶发育深度可达500～600m。从季向
上看，中樊陶统灰岩岩溶发育普遍具有明显的分带现象，大致可分为浅部充填带、中部强
岩溶发育带和下部岩溶弱发育带。

北方地区中奥陶统岩溶含水层在不少地方富水性很强（见表3-3~1>，在一些地方
形成大型储水构造，汇水面积很大，地下水具有丰富的补给资源和储存空间，使矿床开发
条件复杂化。

北方上石炭统太原组灰岩和中石炭统本溪组灰岩，是煤田开发主要含水层之一。石炭
系灰岩水都是溶蚀裂隙水，其对矿床充水的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是否得到奥陶系灰岩水的
补给。当二者无联系时，造成矿床充水的主要来源是石炭系灰岩水的静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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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我围北方一些矿区中奥陶统石灰者含水层的盲水性表

中心区逸下水位降源纳水试验时轴水量 单位降深涌水量
矿区名称

(m-/d) 《m'/d·口）m)

37241.4348练峰二里山燃区 j29600

12604峰峰王封煤矿 1.87 75475.4

铜北锚声 中关恢矿 72z8,9～97t.7g,30～a.60图子号
王密线矿 3.器～4.0210np~2400 591.0～5825.0
西解生次矿 3.63822? 2266.4
诞石门铁矿 73500（隐干放水试验） 23.45 3134.

旧求巢宠 叶庄铁矿 0600（煎水试验） 1795.459,04

赵台铁矿 21385 954,722.90
辽宁复州湾粘土矿 417?o0 B.00 6暑CS：
火西韩城煤矿 2~32400 12015~20D0

其它岩溶含水层只对局部地区的矿床开采有影响。震旦系岩溶含水层主婴为白云岩、
自云质灰岩、破碎灰岩等，古岩溶比较发育，主要为溶蚀裂隙、溶洞、溶孔等。以本层为
主要充水来源的矿床，一般排水量为（1～2）×10'm3/d，最大（3～4）×10'm3d。

前震旦系碳酸盐岩多变质为大理岩，岩溶发育很弱，主要为溶蚀裂隙和小榕孔，且在局部
地段发育，富水性弱，矿坑涌水量小。

基于上述情况，当进行我国北方地区岩溶充水矿床的矿坑涌水量计算时，一定要周密

研究、慎重对待，特别是对中奥陶统灰岩含水层，在勘探程度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不应轻
易作出矿坑涌水量小的结论。当然。岩溶含水层的富水性是极不均一的，在同一水文地质
单元里的不同矿床.有的是大水矿床，有的可能是小水矿床。主要应根据矿床的具体水文
地质条件来确定。

<3>我国南方地区【797岩溶充水矿床的主要含水层有泥盆系酸县灰岩、石炭系 黄龙
灰岩、船山灰岩、壶天灰岩、二迭系茅日灰岩、长兴灰岩、三迭系大冶灰岩，而茅口灰

岩厚度大，宫水性强，是该地区矿坑充水的最主要含水层。

本区岩溶含水层岩溶普遍发育，岩溶形态以溶洞为主。第四系覆盖下的岩溶含水层在
矿区抽排水时，常常发生大规模的地面塌陷，从而给矿坑涌水量增加了新的补给水源。

本区石灰岩溶洞多数被充填或半充填，矿区储水构毒一般较小，故矿坑充水水源不十分
丰富，矿坑涌水量一般并不特别大，矿山排水 量超过70000m8/d的较少（见表3-3-
2）。但当抽排水引起地表塌陷以致大气降水或地表水大景灌入时。则矿坑涌水量迅速增
大。

本地区与震旦、寒武、奥陶系岩溶含水层有关的矿床，由于岩瘠发育较差，矿坑涌水
量一般较小。

<（ 4）我国西南地区（79岩溶充水矿床的水文地质特征是;下二迭统阳新灰岩在全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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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我国南方一些岩溶矿区的矿扰酒水量囊

矿填涵水量矿统酒水量 名 称区矿 区 名 称 可
（m37d） (ai7d)"

最大3724名邮北时花香铜矿270Q0～5900广东凡口经锌矿

潮北程潮线矿 最大58955000～7200广东石募铜矿

荡北锅录山照矿割商薄家山煤矿 20592～31200 238]～8935

江国东乡调矿102000翔闹思已媒矿 998～300
47528~107120 江匹巨源淋矿湖南4笠山煤矿 1728～188
1946do湖所煤黄坝煤矿 江阈武山解疗 2641～5131

湖内桥头煤矿 江西青背出煤矿10320～59∶净8 7200～3640
一般2410最大7200第南香花岭多金属矿 安徽摘子山蜗矿 1405～8952

2008湖南水口山解锌矿 安徽药国山铜矿 361～24528

布稳定，岩溶发育，含水丰富，是本区矿床最主要的充水含水层;其次是三迭系嘉陵江灰
岩，中、下三迭统自云岩、灰岩和泥盆系灰岩等含水层。

中新生代本区处于间歇性上升，尤其是新生代以来上升加剧、巨厚的碳酸盐岩层发育
有暗河及裸露型岩溶。一般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即使矿床处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
上也常出现复杂的水文地质问题。

本区与震旦、寒武系碳酸盐岩层有关的矿床，一般因碳酸盐岩含硅、镁质成分较多，
而岩溶发育较差。矿坑以裂隙或溶蚀裂隙充水为主，矿坑涌水量一般不超过40000m3/d。

与奥陶、泥盆、石炭系含水层有关的矿床，由于岩相变化及出露条件的差异，矿床的
水文地质条件变化也较大。

3.1.2 矿坊水的朴绪来源和含水展的边界条件对矿枕源水量计算的影肩

补给来源和含水层的边界条件是正确建立矿区水文地质模型和计算矿坑涌水量数学模
型的基本条件。不论采用解析法、数值法以及模拟实验法，都要求搞清楚矿区主要含水层
的补给来源和边界条件。在补给来源和边界条件不清情况下进行矿坑涵水量计算，是矿坑
涵乙量产生较大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问题对基岩裂隙充水矿床反映最为突出，对特
殊条件下的一些岩溶充水矿床也存在类似问题。

江苏某铁矿，其顶板岩层为安山岩，矿区构造断裂十分发育、裂隙间连通性良好。勘
探阶段进行稳定流群孔抽水试验，主孔与观测孔水位同步下降，且地下水水位不能稳定，
地下水水位恢复缓慢，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到天然水位。经过勘探工程验证，矿 区 含水 性
好、逢水性强的部位，仅限于矿体及附近围岩地段，即该矿区为一周围被隔水层或弱含水
层所包围，反映在水文地质条件方面为动流量补缩不足，以静贮量为主的一个基岩裂隙充
水矿床。该矿山在巷道摘进的基建阶段浦水量较大，最大涌水量为2万多血$/d，进入生
产阶段，静贮量已被大量消耗，矿坑涌水量仪为1000～2000m8/d。很显然，在这种情
况下若不考虑含水层的补给条件，只根据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和含水层厚度，采用一般稳定
流解析法计算公式进行计算矿坑涌水量，必然得出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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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岩裸露型矿床。接受降雨强烈补给，会造成矿坑涌水量急剧增大。北方岩溶充水

矿床如河北某矾土矿，矿体直接底板奥陶系石灰岩大面积出露地表。易按受降水补给而使

该含水层地下水位变化辐度很大。矿山投产后，曾降过一次大雨之后，地下水位上升达百
余米，致使矿坑涌水量远远埋过原设计排水能力，而造成矿井被淹。南方的 广西 某 铅锌
矿。岩溶发育的石灰岩大面积出露，降丽是时坑通水量的控制因素，矿井排水量随隆雨量

的增减而变化，枯雨季节涌水量比丰雨季节最大涌水量相差60倍以上。这种类型矿区，计
算矿坑涌水量时，若不考虑补给来源的因素，必然无法得出能满足矿山生产需要的结果。

对于边界条件不清楚或计算未考虑含水层的边界条件，造成矿坑涌水量产生较大误差

的矿山普遍存在。如湖北某铜铁矿预计的矿坑涌水量是实际排水量的 2 倍多，产生误差的

主要原因就是计算时采用的含水层边界条件与实际情况不符。经疏干排水实践证实，矿区
南部大理岩对矿坑仅39°角进水，而计算时，采用的边界条作概化为单边阻水边界 条件。
因此，预计的矿坑通水髯与实际相差较大。

湖北某铁矿用稳定流解析法预测矿坑涌水量产生较大谈差，其主要原因也是计算时采
用的边界条件与实际情况不符。矿坑东部的含水层四周均为弱透水的岩浆岩所包围，是一
个封闭的地下储水体。但是预测矿坑通水鸳时，采用条形隔水边界，且把东西两端按敞开

考虑。因此，矿坑涌水量预计误差较大。

3.1.3 水文地质参数的代喂性对矿坑酒水量计算的影响

由于水文地质计算参数问题造成矿坑涌水量计算结果不准，是矿坑涌水量预测中普遍
存在的一个问题。矿区水文地质勘探阶段所取得的各项水文投质参数若无代表性，则尖去
了矿坑涌水量预测的基础，再好的计算方法也不会得出符合矿山实际的计算成果来。矿床
开采设计阶段，进行水文地质参数的选择也有个代表性问题，如对非均质的基岩含水层厚
度和含水层渗透系数就有选择问题。若代表性不够。则必然造成矿坑涌水量计算结果出现
很火误差。

系岩含水层〈包括岩溶含水层和裂隙含水层）厚度的确定，是根据发层的透水性和窝

水性的强秀，通过大量的物探、钻探资料和钻孔简易永文地质观测的统计资料以及所进行
分层的专门水文地质试验等资料的基础上综合研究确定的。但在实际工程中。对厚层的可
溶岩和裂院基岩，往往把同一岩性的岩体当成一个统一的含水层，给矿坑涌水量预测带来
不少问题。中于岩性和构造的变化，岩溶和裂隙发育程度的差异，许多厚层的可溶岩和裂
隙岩层，实际上有的部分是含水层（段或带），有的部分则是隔水层（段）。所以对其进
行详细的水文地质分层非常必要，因为把整个巨厚的岩层都按岩性作为一个整体含水层计
算，必然造成脱离实际的后果，而且计算深度越大误差越大。

岩溶和基岩裂隙含水层的渗透性，不论在平面上还是在垂直方向上，其不均一性是普
遍存在的。在勘探阶段选择对含水层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抽水试验，以期取得有代表性的
含水层渗遇系数，而在矿床开采设计中，采用什么样的渗透系数计算矿坑涌水量也应进行
正确的选择。如果选择不当，必然会造成矿坑涌水量计算的较大误差。

山东某铁矿先后进行两次矿坑涌水堑预测。1958～1959年间的勘探阶段、根据羊孔抽
水试验资料求得矿区主要含水层中奥陶统大理岩的渗透系数K=0.215m/d、据此计算了
0、-50、-100和-150m各阶段的矿坑涌水量 分别为417、610、1142和1739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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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3年根据坑道放水试验的三次稳定的降深资料，重新对渗透系数进行了复算，
其结果为∶K∶=16.34m/d，K；*11.67m/d。采用K；值对-2、-25和-65m各水
平进行复算，相应矿坑涌水量为∶52936、61847和68370m*/d。

但在矿山进行第二次坑道放水时，矿区中心地下水位平均降低59m时，矿坑动流量介于
8.7～10.6×10'm3/d之间。由此可见，第一次预测0m水平涌水量至少偏小250倍，第
二次预测的涌水量也偏小了4×10*m3/d。

广东某铜矿采用稳定流解析法公式预计矿坑涌水量比实际排水量偏小一倍。计算结果
偏小的主要原因是计算选用的K值偏小。该矿进行了群孔抽水试验，当通过试验资料进行
K值计算时，发现在平面的不同方向上，远离主孔的K值大，靠近主孔的K值小；而在垂
直方向上则随抽水降深的增大而K值变小。对这种情况，在进行矿坑涌水量计算时，不适
当地选用了主孔附近的K值资料，并以K～S呈双曲线型变化对K值进行了修正。结果造
成矿坑涌水量大大低于实际涌水量的后果。

3.1.4  计算方法的选择对矿坑洞水量计算的影响
矿坑涌水量计算的各种方法，都是建立在不同程度简化了的水文地质模型基础之上，

其数学模型的建立也都有各自的不同条件和要求。因此，各种方法都有其适用条件和应用
范围。若计算方法选择不合适，预测结果同样不可靠。下面仅就几种常用的矿坑涌水量计

.算方法加以简要说明，供选择计算方法时参考。
（ 1 ）各种类型的比拟法，要求比拟的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相似，而对计算矿区边界条

件没什么要求。因而，一般只适用老矿区用上一水平的水量来推求下一水平的水量（注意
下维时下水平的水文地质条件要与上水平水文地质条件相似才能采用此法）。

（2）相关分析法和Q-S曲线外推法，要求抽水试验或坑道放水试验的落程尽量多一
些（一般不少于三次）。以便建立曲线方程或回归方程。另外，要求抽水试验或坑道放水
试验降深尽量大一些，因为曲线外推法要求外推降深不超过抽水试验或放水试验最大降深
的二倍。否则，外推过大，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就难于保证。这种方法对计算矿区的水文地质
边界条件也没有特殊要求。由此可见，相关分析法或出线外推法实际上只适用于下列情
况

抽水降深可以很大、含水层富水性较弱的矿山；
矿区疏干或放水试验阶段，用上一水平实测矿坑涌水量推算下一水平的涌水量。
如条件符合，应用上述两种方法预测的涌水量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这种方法对新设计

矿山来说，勘探阶段抽水试验降深都比较小，而要求外推范围又大时，可靠性就差，所以
大多不宜采用。

（3）稳定流解析法是以达西定律为基础，由裘布依导出的地下水平面径向流的地下
水动力学公式进行计算的方法。这种方法描绘了特定条件下的地下水运动状态——地下水
经过长时间所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因此，它只能计算出不随时间变化的平衡状态下的稳
定动流量。由于地下水的实际运动状态总是在不断变化，因而，稳定流解析法的应用有一
定的局限性，严格来说，它只适用于定水头边界条件下的井流计算。

但是，相对稳定流是地下水运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而且当地下水处于极其缓慢的非
稳定流运动时，在有限时段内，也可以近似地看作相对稳定流。而对于矿坑充水来源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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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贮量为主，动流量补给明显不足的矿床则不宜采用稳定流解析法来计算矿坑涌水量。

另外，解析法是用对自然界水文地质条件进行了极大的简化为基础导出的矿坑涌水量

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因此。对于含水层窝水性极不均一、埋藏、补给和边界条件复杂的矿
山，当理想化的矿区水文地质模型与自然界实际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出入过大时，常常不能

得到预期的计算结果。
（4）非稳定流解析法较稳定流的观点有了新的发展，它引进了 时间 因素。非稳定

流理论认为含水层是可以压缩的弹性体，随羞排水的水位下 降， 含 水层能释放出一部分
贮存的水。因而，不但在潜水含水层中抽水是一个逐渐疏于含水层的过 程， 而 且在承压
含水层中排水也是一个不断消耗贮存水的过程，故随着排水时间的延续，向集 水 构 筑物
汇流的地下水流场中的任意点水头总是在不断变化，地下水始终 处于 非稳定 流 运 动状
态。所以，用非稳定流解析法即使在矿区动流量补给不足、以静贮 量为主 条件下的矿
山，依然可以进行预测在任意点水位降低情况下，指定时间的矿坑涌水量。

但是，非稳定流解析法应用于矿山疏于排水工程的时间不长，用该法预测矿坑涌水量
的还只限于个别矿山，目前仍然缺乏实践经验。而且，非稳定流解析法用于大降深，甚至
疏干整个含水层的情况下有无问题，尚有不同看法。因此，对于一般矿山采用非稳定流解
析法时，最好与其它方法配合使用，以防出现大的差误。

（5）数值解法是目前矿坑涌水量计算最完茗的一种方法。它能反映复杂矿区水文地
质条件下含水层平面上和垂直方向上的非均质性、多个含水层的越流补给问题、"天达"
和河流的渗漏问题，以及复杂边界条件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在数学上虽然属于近
似解，但在矿坑通水量计算中其计算结果却比解析法所得结果更接近实际。不过这种方法
要求有大量的基础资料，除需有矿区主要充水含水层的边界条件外，还要求有一定数量的
观测孔提供整个计算区内较准确的等水位线图，以便提供各结点的水头值。

总之，在矿床开采设计阶段要根据勘探部门提供的资料，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全
面分析研究，在掌握了含水层性质、特征、埋藏分布、补给、迳流、排泄以及边界等水文
地质条件后，结合矿床开采的具体情况，再行确定合理的计算方法，是能够取得较为可靠
计算结果的。

3.2 矿坑涌水量水文地质参数的确定

3.2.1 静止水位的确定

计算矿坑正常涌水量的静止水位，选用计算含水层在矿区开采范围内的所有钻孔静止
水位的平均值;而计算矿坑最大涌水量的静止水位，应取计算含水层在矿区开采范担内地

下水长期动态观测资料中的最高水位。

3.2。2 含水层厚度的确定

3.2.2.1 松散含水愿原度

第四系含水层的含水性比较均匀，其厚度根据地下水位、钻孔所揭露的松散岩层的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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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组成以及岩性结构等，直接按钻孔揭露惰况的编录资料来确定。

3.2.2.2 基岩含水层厚度

含水不均匀的基岩裂隙和岩溶含水层，其厚度的确定，一般是根据钻孔揭露的岩层裂
隙、岩溶发育情况、钻孔筒易水文地质观测和物探资料，以及必要时依据水文地质分层试

验等资料结合成因和分布规律等，经综合分析研究确定。
（1）用简易水文地质观测、电测井及岩心水文地质编录资料，进行综合整理。按勘

探剖面编制简易水文地质、电测并成果综合对比图。图中要包括以下内容∶
各钻孔揭露的地层、岩性及换层深度或标高；
岩心采取率、冲洗液消耗量、岩石质量指标（即SQD指标）及电测并成果曲线；
岩心的线裂隙率、线岩溶率和较大溶涡的起止深度或标高；
钻孔水位观测成果曲线和水位发生突变、涌水、漏水段的起止深度或标高等。
综合研究分析上述成果，编制裂隙或岩容含水层的富水性分带图，在此基础上确定裂隙

或岩溶含水层的强、弱含水带的厚度。

（2）按裂隙或溶洞发育程度确定，一般采用如下指标衡量∶
直线裂隙率小于3??闭合状裂隙带，或虽然裂隙率大于3??裂隙已被其它矿物如

方解石、石英脉等所充填的裂隙带，均可视为相对隔水层。裂隙率大于3??上的张性裂
 隙带，则可视为裂隙含水层。

溶洞发育程度，可采用岩溶率或岩溶能见率两个指标来衡量∶

溶洞总高（m）

岩溶能见率=见溶液钻孔个数（个）×100%
钻孔总数（个）

可用作图法编制矿区范围内岩解率随深度的变化曲线或用反映溶洞发育与各种因素关
系的溶洞投影图。从图上确定出岩溶率高、能见率也高的岩段为强含水带，次高岩段为弱
含水带。

（3）进行过钻孔筒易分段注（压）水试验的矿区，可用下列指标划分含水带∶
单位吸水率q>0.001L/s.m为含水带；q<0.001L/s.m时可认为是相对隔水层。
（4）根据上述资料，结合研究矿区的风化裂隙、构造裂隙或破碎带、岩溶发育的基

本规律，可以划分出比较可靠的含水层厚度。对于各钻孔含水带厚度变化很大，又难于形
成统一含水层的情况，可根据各钻孔强弱含水带所控制的面积，取其面积加权平均值，分
别定出强、弱含水层的厚度。

3.2.3 渗透系数的确定

（1）垂直方向上存在多层彼此有水力联系的透水性不同的含水层时，渗透系数可取
各含水层渗透系数与含水层厚度的加权平均值Kcp。

潜水含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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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K;:l
叶：”只。” (3-3-1)，比。力“

承压含水层∶

二M∶K;讯Kcp = (3-3-2)5Mi个
式中 K ;——含水岩系中各分层的渗透系数，m/d;

H;-—潜水含水层各分层的厚度，m;
M;——承压含水层各分层的厚度，m。

（2）单一含水层渗透性在水平方向上有变化时，可按下述方法确定∶
在裂隙或岩溶矿区渗透性呈不均匀分布时，先进行渗透性分段，求得各地段的渗透系

数，然后再用各地段的面积F;）加权平均计算∶·A了义。常：
(3-3-3)状。‘_

F-
对渗透系数在矿区范围内变化不大时，可以采用各试验点的算术平均值。
对于岩释含水层，当各试验点的渗透系数相差十分悬殊时，建议果用抽水量大、降深

大、影响范围大的抽水孔的试验资料;当抽水量大而降深小时，建议采用各试验点渗透系
数的平均值来计算正常涌水量，以试验点中最大渗透系数计算最大涌水量。

对于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小型地下开采矿山或中小型露天开采矿山，在缺少抽水试验
资料情况下，为了大致估算矿坑涌水量，可采用渗透系数的经验值（见表3-3-3）。

3.2。4 给水度和弹性给水度的确定

3.2.4。1 给水度

给水度是被水饱和了的岩土，在重力作用下自卤排出水的能力。其大小为自由排出重
力水的最大体积与整个岩石体积之比。它在数值上等于饱和水容度与持水度之差。

（ 1）松散含水层的给水度用3-3-4 式确定。
μ=Wn-Wm (3-3-4)

式中 μ———给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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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饱和水容度，%;
Wm——持水度，??

律 选 系 败 经 验 值 袭 表子~3-3
岩 层颗 注 渗进采数卷 尼

噬当由 质量百分比《??粒 (mJd)

导制若计 <、0.0E
亚 精土 0.05～0.1
轻亚粘土 0.1~0.25
负 土 .25~0.5
粉土质砂 0.5～1
粉 残 7o以下0.05～0.1 1～6
细 砂 >700.I~0,25 5～10
中 砂 0.25～0,5 >50 10~25
粗 砂 0.5～1.0 >50 25～50
极组的砂 1~2 50 50～10
砾石夹矿 75~150
带粗砂的猫 100～20&
识砾 石 20050
国累汁罐出 500~100

（2）基岩含水层的给水度，用裂隙率或岩溶率近似表示，见3-3-5式。
ncp= 10-9Mnep√ MnCp (3-3-5)

式中 共cp—一含水层平均裂隙率;
Mnep一——为一平方米断面上裂隙的面积。

（ 3）岩石的经验给水度
常见岩石缩水度的经验值见表3-3-4。

裂隙岩层和岩溶化岩层的裂隙率和岩溶率可近似为给水度，其经验数 值 见 表3-3～
5。

3.2.4.2 弹性给水度（μ）

表示当水头降低或开高一个单位时，含水层从水平面积为一个单位面积，高度等于含

常见窘石（土）给水查经验数值表 表3-3-4
岩石（土）名称 甜 水 度 岩石（土>名称 给 水 度
惕载 0.35~0.S0 强裂隙岩层 0.05～0.002粗 秒 0,30～0.25 弱裂原岩层 0,802~0,002中 礼 0,25～0.20ah 强岩梅化岩藻 a.15～0.05细 砂 8.20～0,15 中等岩溶化曾层 0.06～0.01极 细砂 0.15～0.10 弱岩熔化发层 0.91-0005亚抄 土 0-10~0.07 详醇 0.05~0.005亚粘 土 0-0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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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5坚现岩石裂欧率经验章值表

省石名称 裂隙率〈??裂隙率（??若石名称

细粒 花岗股 0.05～0,7 3,2～15,2沙 岩
碰松的砂岩0.3～0.9粗数花岗景 6.9～26.9

正 长 岩 大 理肾 D.1～D.20.5-⋯4
石 次 岩D.8～0.?辉 长 暑 0.6～16.0
向 亚玄武 岩 14,4～43.90.6~1,3

玄 武 岩 亮 4,1～s.6

水层厚度的柱体中释放出来或接纳的水体积，是无量纲。非均质含水层〈μ*>可以随 地
而异。大部分承压含水层的弹性给水度在10-5～10*3之间。

3.2.5 导水系数和导压系败

<1>导水系数（T）;表示含水层导水能力的大小，在数值上等于渗透系数（K》
与含水层厚度（M）的乘积，即T=KM。

（2）导压系数<a）∶与含水层厚度（M）、渗透系数（K）和弹性 给水度（μ*）
有关，可用3-3-6式求得∶

_KM。户心 (3-3-6)

3.2.6 想补含水屡有关参数的确定

越补含水层是指岩层在垂直方向上有多层含水层时，其中一含水层抽水，其上下相邻
含水层（供给层）通过弱透水层或直接向此含水层进行补给，这种补给称越流补给，该抽
水含水层称越补含水层。

K、K ，表示。（1）越流系数是表示弱透水层在垂直方向上导水性能的参数，以- 言。m1
（ 2）越流参数表示具有越流条件下的越流作用的参数，它与越流 系数平方根成反

比。
K应串“上B=√ 兴 (3-3-7)K:K: 当 言*

T=KM
式中 B—越流参数;

K——越补含水层的渗透系数;
M—-越补含水层的厚度;

K，，K∶——上、下弱透水层的渗透系数;
m1，m2——上、下弱透水层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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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影响半径的确定

确定影响半径的方法很多，在矿坑通水量计算中常用库萨金和吉哈尔特经验公式作近
似计算。当设计的矿山进行了大降深群孔抽水试验或坑道放水试验时，为了推求较为准确
的影响半径，可利用观测孔网资料为基础的图解法进行推求。

3.2.7。7 经验公式法
计算影响半径的主要经验公式见表3-3-6。

寝3--6计算影响半轻的经验公式表

作 素公 式 应用条作 公式中符号说明

R25、√HK R一形响径。m;计算潜水含水层群井。
O—抽水时的涌水量，m3/d。葬坑、芽山惩道的影响半

焊 萨金 H一永压水和糟水含水法的厚度，径，布时也历于承压含水

多令
K一淮透果数，m/drR=10S√"K 滋水及承压水抽水初别 h一抽水时的水桂高度，四附尔特 确定影响半径 S一抽水时的水位降深，πy
a—单他面积内的渗避量，m3/h;

汐之6e开K μ一维水度;摩萨宝 谐 水工旦 !—由开始执水至稳定下降画斗彩成
的时间，hr

经K∶R-80 舒尔 米 碧 水 I一自然条件下的水力城院
飞

中江吹只-7-、 堆 别尔 器 水
下

啊 计算泄水淘和择水第的苏洛夹和卡蟹殊茹”工”它R=3 影响半径

/12t
 R= * 祠泽尼 曙水完整井理

吗R=1 刊 栓 别 尔 承压 水?

,?Re0.1-KHT 剔里托夹斯基 潜 水

可 根据渗透你确总单孔或R=0.3 √电 苏谐夹卡簧与阶基 单并长览拾水膨响半径可
用位

n-H 特罗场斯滥 善祥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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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2 围解法
当设计矿山做了大降深群孔抽水或坑道放水试验时，为了推求较为准确的影响半径，

可利用观测孔实测资料，用图解法确定影响半径。
1。自然数直角座标图解法

在直角座标上，将抽水孔与分布在同一直线上的各观测孔的同一时刻所测得的水位连
结起来，沿曲线趋势延长，与抽水前的静止水位线相交，该交点至抽水孔的距离即为影响
半径（见图3-3-1）。观测孔较多时，用图解法确定的影响半径较为∶确。

2。 半对数座标图解法

在横座标用对数表示观测孔至抽水孔的距离，纵座标用白然数表示抽水主孔及观测孔
水位降深的直角座标系中，将抽水主孔的稳定水位降深及同时刻的观测孔水位降低标绘在
相应位置，连结这两点并延长与横座标的交点即为影响半径<见图3-3-2）。当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观测孔时，以观测孔稳定水位降深绘图更准些。

豆 82 n3

十-①。 0eke 够 20

螺鲜对平 写” o 纲102
窝so- 忽200 80400 60D

观测孔至轴水距离（m）

图3-3-} 自然数直角座标图解 图 3-3-2 半对数座标图解法求影响
法录影响半径示意图 半径示 意图

①—佛止水位;②—动水位;一观测孔水位

3.2。7。3 影响半径经验败值

根据岩层性质、颗粒粒径及单位涌水量与影响半径的关系来确定影响半径，见表3-
3-7与表3-3-8。

松散岩土影响半径（R）经验敷值装 表3-3~7

岩 土 名 称 主要颗粒粒径（nm） 影响半轻（m）

回鸣 25～500,05～0,1
细 砂 0.1～0.25 50~t00
中 砂 0,25～0.5 100～200
望 砂 300～40o0.5~1,0
板 粗 砂 400～5001.0~2.0
养 500～6002.0～3-消

中 砾 60～1503.0~6.
大 砾 1500~300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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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3-8单位温水量与影响半强关系表

单位涵水骶L/S·m） 影响半径（m） 单位涵水量（L/S"立） 影响半径（m）

>2,0 >300～500 25～50V-5～0-33
2.0～1.0 100～30 10~250,33～0,2

50～1001.0～1.5 <10<0.2

3.2.8 引用半径和引用影响半径的确次

3.2.8.1 引用半径的确定

按坑道系统所占范围加以圈定，并使其等于一假想圆面积，此圆的半径即为引用半径
（r。），亦称"大井"半径。不同几何形态坑道系统引用半径的计算公式见表3-3-9。

上述表3-3-9中公式的n、θ值用表3-3-10和表3-3-11确定。

痛定引用半径（ra）的公式表 表3-3-9

矿 坑 平 面 图 0表达式 公式符号说明

矩 当a/b>10时 r0 = ，25a
己己”,④+8b 值森表3-3~30梁 下矿

e
T00-59a业

梁

菱 n值查表3-3-10ro=η一2
影

第
叫圈彤 _g+b6.

不思崩圆影
F一中段说道系统面积√王石”人 e-<2～3时适用o

不规多影
C一多过形周长;m，*-G n一多边形膜角的个数;2
P1PyP⋯Pan一多边形rp=2r√FIPF⋯P 顶及其各边中点至重心
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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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0矩 形矿 坑 的 η 值 表

b 0.50.30.1<0.05 20.600.2.05a
门 1.08 1~171.00 1,181.16“1.121.06

表3一-11费 形 矿 筑 的 η值 表。 72·54*38° 90“噬人

“亡”7.1].00 1+06 .17 1-18”
3.2.8.2 引用影响半径的确定

考虑了矿坑系统引用半径（ro）后的影响半径称为引用影响半径（R。），其确定方法
见表3-3-12。

磅定引用影响半径（R。）的公式表 表3-3-12
Ro表达式适用条件阐固或平面图示 公式符号说阴

Ro一引用影响半经，矿城所在含水层已谨谱”斗也过管认碰
呈均质无界分布， 引Ra=P+ro天然水位远于水平 R一插六时掺响半径，
财 G;

ro一矿城引用半径，细;沟，A、 Foa

含水层各 向均 d一矿坑边界至N流的
Ra= 2d+ro质，位于网旁的近 副着。当

邻民形的矿坑

含水层各肉均 dcp一相邻网制面河矿坑一“” 质，位丁河旁，外 2depL 边界与地表水边Ra=-形较复素的矿坑 线的平均距离，艺L人中
矿坑 ms十占-(3) L一州邻两剂配阔的垂

工矩湾，m！一“”
-=15)

矿坑各方向岩层 P一降洛漏斗周长，m;六？
口汇R。 呈非均质时。降落 Ri一各渗透段内的影响R随斗复杂，应首先 长询。由似目一Ra- -*ro利计算出各不同渗透 n-渗盗段个散，个

段内膨响半径后求 PRa=-它 门十出平均值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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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井巷工程涌水量计算

井巷工程涌水量计算包括竖井、斜井、平卷（或明沟>的涌水量计算。

3.3.1 竖井酒水量计算

3.3.1.1 经验公式法

若在竖井位置及其附近有三个或三个以上降深的稳定流抽水试验资料，可用本方法计
算竖井涌水星。

1.计算步骤

（1）根据抽水试验资料，作涌水量（Q）与降深〈S）的关系曲线.即Q=f（s>曲
钱;

2>根据抽水试验资料，用图解法、差分法或曲度法判断涌水量曲线方程类型，并
找出相应的涌水量方程式;

（3）根据相应的方程式计算与设计竖井水位降深相同时的钻孔涌水量Q∶
（4）根据钻 涌水量Q换算成为竖井涌水量。
2。计算方法
1）绘制Q-f（s>曲线
根据钻孔抽水试验资料，绘制Q=f（s）曲线。
2 >涌水量曲线方程类型的判断
（1）图解法

根据已绘出的Q一/（s）曲线如为非直线型应进行单位水位降 深、双对数或单对数变
换。根据Q=f（s）或经过变换后的直线图形形式即可判定涌水量曲线方程类型。

若Q=f（s），在Q，s直角座标中是直线关系，则雨水量曲线方程为直线型，见表3
-3-13中图（1），即Q=gs;

若S。=f（Q）在S，Q直角座标中是直线关系，则涌水量曲线方程为抛物 线型，见
表3-3-13中图（2）及图（3）;即S=oQ+bQ*，亦即S。=a+bQ;

若1Q=f（IgS>在1gQ，1gS直角座标中是直线关系，则涌水量曲线方程为指数型，

见表3-3-13中图（4）及图（5），即Q=qaV下，亦即 IgQ=1gg。+:LS,
若Q=f（lgS'）在Q，lgS直角座标中是直线关系，则涌水量曲线方程为对数型，见哈∶

表3-3-13中图（6）及图（7>，即Q=a+blgS。
（2）差分法

一般凡展直线方程或直线化的抛物线方程S。=a+bQ、指数方程IgQ=1go+与1gS、
对数方程Q=α+bigS的一阶差分虽为常数，但不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可根据 曲 线拟合
差的大小来判断接近那种酒水冠方程。选取拟合误差最小的曲线相对应的涵水量方程式，
作为竖井涌水量计算的方程式。



表3-3-13Q=r（S）曲绩方程式及其适用条件来 1116

政变后的涌水唐而水量曲线涌水量方程式 改变后的雨水盒曲线 计 算 公 式 符 号 说 明为 程 式 第
三
篇

心 Q-漏水垃，m2/d; H一溶水含水层厚度，m!Q-qs S—水位降抵位。四;0:-S; 矿
山

防
治

水

S，一抽水试验中最火水位。 降低值，血;Q，一相应于水位降低Sn时冰 的抽水孔涵水量，当还：日一一“” g—撤水孔的单位涌水量， m3/d;方程两边除Q Q;=√?=iST-。Q a、b、gO、m一决定予抽水试Sosa+5Q 2b矽 碗的颗验系数;图”

r :g. S1Q}-SxQ{ So一单位水位降落，m;so"oS=Q+bQ fS Q 。。 010{-Q2Q; S，一相应于竖井的设计水 位降低值，m16-S1Q:-S:0! Q，一相应予水促降纸S;时s Q}Q-04Q 的抽水孔画水量，(2) (3 由心年S、S2一抽水试验中，第方程两边取对数 Q= q,m√ 'Si 一、第二次水位lIOQ=lgo+LiaS 降低值，mt感感飞 Q1，Q一相应于水位降低疗 S，S2时的抽水孔lam-1Q,-IsiS 滑水量，m2/dQ=90WS gQ=判Q.

、雪 矽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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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阶差分误差的大小可用曲线拟合误差（c）来表示∶

44-4'仑”“沁十涵 (3-3-8)

式中 4'，12'——一阶差分，足标为差分的顺序号。
以某钻孔三次抽水资料（表3-3-14）为例，将共值代入各种不同涌永量方程式，求

其拟合误差（C），其结果见表3-3-15。

某钻孔三次抽水试验资料疫 表3-3-14

水 位下降次序 第一次 当川序 第 忌次

陪 深（m） 11.96 25、2718.-31t 、
涌 水 量（L/S） 1.55 1.98 2.17

涌水盘方程拟合误差计算结果凝 衰3-3-15
郎卖赞吟迫附‘、 悦哈阶
A3-2.1方 程 类 型

计 红 公 式
叶，

计算数据 一户叭十了飞心

4=:4Sp-4531抛 物 线 型 B.1282Q.-26
6.779S0=a+bQ

“蠕撑 8.558

_4kQ2-4gQLd=一指 故 型 0.1535digS1-digs; -1,825itQ=ieip+Ias 4lgQ--4igO,4;=- 0-153缺分门岛种幻”“”’ 4Q.-4Q对 数 型 1~783AlgS:2igS
Q=a+bigS “望4Q3-4Q:目 2,073ZIgS:-Z1gSt

根据对各种涌水量方程拟合误差计算结果进行相互对比，得出指数型方程拟合误差最
小为-1.825，则选用指数型涌水量方程计算竖井涌水量最合适。但在选用涌水量 曲 线方
程类型时，应考虑涌水量曲线方程类型的相互转化问题。如果井的结构不变时，随着水位
降深增大，涌水量曲线方程一般由指数型转化为抛物线型，最后转化为对数型。因此，推
算降深较小时可选用指数型推算降深很大时，可选用对数型。

（3）曲度法

是用涌水量曲线Q=f（S）的曲度值来确定曲线类型。计算公式如下;

!1S-1IS维=- (3-3-9)igQ2-1gQ:
当n= 1时，为直线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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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n<2时，为指数型;
当n = 2时，为抛畅线型;

当n>2时，为对数型;

当n<1时、为反常型。
此法适用于计算允许推算水位降深范围之内的涌水量曲线方程类型的判别。
3）设计竖井要求水位降深的钻孔涌水量Q;计算
当确定变换后的涌水量直线方程式之后，可按表3-3-13中所列公式计算设计畅井所

要求水位降深时的钻孔涌水量。

4>畅井涌水量的换算

根据上述经验公式推算所得到的钻涌水量Qi。可通过以下方法换算成为竖并的涌水
域匀。

若为无界含水层时∶

2xK MSiQ;* inR;-1ari (3-3-10)

相应的竖井涌水量可以用下式表示∶

Q= 2K,MSi (3-3-11)InR-1ns
8-3-10与3-3-11相比右端分子相等，消去后即得竖井涌水量换算公式如下∶

浴坏代Q=Ql (3-3-12)In?-InF
式中 Q∶——水位降低与竖井要求降低相同时，抽水钻孔涌水量，m*/d，

R——竖井排水时的影响半径，m;

R;——水位降低与竖井要求的水位降低相同时，抽水钻孔的影响半径，m;
r——竖井半径，ms
ri——-抽水钻孔的半径，m。

其它各种有界含水层中的竖井涌水量，可依据竖井所在不同边界条件，选择表3-3-16
中公式，按上述方法进行推导。

3.3.1.2 稳定流解析法
1。 地下水呈层流时的稳定流解析法
地下水呈层流时，不同边界条件的稳定流解析法计算 井 简 涌水量公 式 见表3-3-16。
2。 紊流或混合流态下竖井涌水量的计算
1） 地下水流态的判定方法

（1）根据流态指数m判定地下水流态需有二个观测孔的抽水资料〈见表3-3-19）。
对潜水可用试算图解法求得m值，具体方法如下;

。帮 0"噪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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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6盛流时渔定流解析法井筒涌水横计算公式表

消甲！善料录 压水特 水含水层类?

2xKC(2H- M)M-hZ权K《H-H） 计增公式中符号说明4 nKMSQ:计 笋 公 式 Q-Q=.
了 g: P

困州 非完整井交 整井

Q一竖井涌水量。
m3/d;R:-31n*大， 予？己” —渗透弱败，m/d

H一凿水含水层下度
或承压含水层由

(1) 底板算起的水头
值，网3

S一水位降低假，
当

郸己：R?合门“百！ 行”巴问
：唱 M 一持筒学经，m，“予’ 2'

R一影响半径∶my，少
R;—水滤阻力系数;
b，b1，ba一并儒 差供

水或隔木边界的

门引 距离，m;
M—承压含水层的厚

G 噬它“呼：婷 度，msb- R-=2lnm?R:-2ln- 一步前中水柱商，

当
L一二供水、二鸭水(3)

或一供一隔水边
养之闻的距高，
ml平+2t之山 一*go 。一专一取决于予；“旨啦

目叶 。，
】专 ，一b 照、松叫 产+2 2 bif·2，一 的非完整并系数，

宁 ？by 改表8-3-17
或表3-3-18
或者困3-3-ab,o.84Lsin: 3及图3-3、R:=21- + 4确定，r

。室“式 钉！”？响： i—默射作 至 抽量
3e1

个畸：专端”R。=2ln-[i 26. 水井的距离〈其， 声
5.

歇”中+2立g 重取至1.5M为
止》，m21'哔目

图 _Mr-·E
26+(2+i)b“，一田”

，t量· M高 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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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水 承 压 水 承日一潜水含水层类型 挡

2*KC（2H-M）时-的）4rKMS 计算公式巾符号说明快召HT.

仍”oQ=-o-计 算 公'试 R. R哨”

因 非范癌井完 整井示

1.27Legz号且 出”十Re*2in一
“巴下吕叫 己卟缺了之秒啉2R= 2lm- 《by 26b3

“式：？ _M ->+‘心中。书”宁”

（青·"(6) 令~26,16:
-8（高' 人啥2b:,+Ab

R2t—-R"
多它划品

以+E*(。M·安Rs.R-*2la- 251
吗b1- ·如·兴;时*停合”

”量”

n（如一 M“” B·.什：

8+8当气R.=2ln_ 它”

“了妆：式。、品2b√ 宁。

-⋯号R:2l- Mbar！宁付

皆
B-4-(8) e、品

2bub,=2]n

的.+6g

诚。%“少“仰。沁之”“邮雪

试下啊斗需 s郎？：‘ ⋯· .M
o;*o(9) 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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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变

合水层类型 承压一借水承压水￥泡

2mKU2H-M)M-NO2*K(H'-h' 计算公式中符号说明AnKMS计 算 公 式 Q.Q= ReP RiRc

非完整并究 整 井图 示

#-250℃A为整数）R*Re=2In-- 和 Re=20- 4+10+66 KX***1F nxo*-1r q——井、矿坑至边界
距离，四或 +22-15 M xp——井或矿坑中心O -1Rem2manlo.R xqsin-12+21m-0 到两相交隔水边0 2XTxo
界交点的距离，
皿

(10)

稳定流华充氩并补充水流阻力值税。表（C=0） 表3-3-17
M/r1/M

300.5 100103 2900100050000Z1

0.05 35.50.1350-00423 71.912.62.30 |189125 16994
0.1 42.824.310:12.010.1220.00391 79.669.553.8 90.9
0.3 0210.09080.00297 14.51.79 2B.224.921.817.79.23
0.5 0.00165 0.6560.0494 6.55小212.26 12.411.09.647.86
0.7 0.2370.01670.00054G 2.071.690.879 5.194.586.013-26
0.9 0.02510.00150.0004B 1,120.9830.6640.52B0.3340.128 0.846

魏定波非完整井补充水流阻力值5。表（C千0） 表3-3-18

M/r
I/M C/M 100050010030n

24.5 BI.870.243.510.4中
T1.859.79*86.480.1 17

5.230.2 70.458.632.615.6
66.181-915.10.3  1.91 70-3

01 70.257.531.514.51.30.45
58.131.9 70.315:14.910.6

5.200-7 70.458.532.615.6
59.733.617.06-480.8 71.8
70.233.524.510.40.9 B1.8

9.2 24.9自己14.51.79Q

19.37.133.30.1 22.312.2
11.66.582.720.2 21.918.8

0.3 21.818.711.42-4Q.85 6-2
6.682.720.5 21.918.811.6

3.30.6 22-319-312.27.13
4.79 24.921.814.5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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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r它义1/Ar 10 1000曾 500，白’
9.642.260 11.0G.54.21

1,510.1 卸“343 8,19 9.905 0-25 2.91.20 9,64思.245.12
5.4lO-4 1.51 3.23 8-49 9.9

0.5 2,26 6. 9.6:4.21 “台
选∶我3~3-17新表3-3-18适用于承压非完整井，对于灌水井彭用此二装时，需按下列值代换。

（4。-号，M-H-÷C=C。-号（1o为过湖滋底部至潜水静止水位的距离;Cb为过滤顶部至静止水位的距
谨”。

=200。
弧 1000

.5002D0
-10030

品
民
A

图3-3-3 稳定流不完整井补充水流阻力图（C=0）
业 *0.I
a0c

f"D,3盖 ~0.3607 500

50

L100

.D

“宁比A 0.5n.6
0.30.40.5.b c、

圈3-3-4 稳定流不完整井补充水流阻力图（C≠0）
a—l/M=8.1,b-V/M=6.4 c-1/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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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19判定地下永流态的计算公式及搭标裹

公 出玉兼命 符 号 说 明判定豁标站
m—地下水 流志挡数;m=1#"2" Q:" 为层流 Q1，Q;一第一次和第二次水位降低时主化的涌水

溶 水，
l,L/S,

m=2时<览图3-3-5、g） J'1，y和Z1，Z一第一次和第二次换水时观泻孔为素诘
1和观测孔2的动水位，mr

X;，X;一主孔至观测孔），2 的距离，m=1~2
时为程合m、g7,-Zo)-1(ya=y) 详习兴德lQ:-IgQ:

注。地下水为径间混合灌时，阳筑位为一交们，m=f（×），愈近井中心，m位象大。为了简化计痒，式中的m值
近似的看作为并作用区内各诚态指数的平均位，即下随并距变化的某一固定值。

代入不同的m值（如m-1，1.25、1，5，1，75，2⋯⋯），求出相应的a，b值，然
后取直角座标。横座标为m值，纵座标为a或ü值，分别绘出a=（m）和b=f（m）二条曲
续，其交点即为所求的m值（见图3-3-5及图3-3-6），按哀3-3-19中m指标判定
地下水流态。

些一解

图3-3-5 潜水并降落漏斗图
II一含水层厚度;A1，h2一主孔一、二次抽水时水位3

y1、yx一第一次抽;水观测五1、2水位;
21、r一第二次抽水观测孔1、2水位，
x1、×2—乘阅孔1、2至主孔距离∶

！菲祥半弦

宁空炉
宁
0.5
0.40
6.35]
.30u 价0.25- .0.46:7一。].4

图3"3-$ 确定流态指数m图

（2>根据二次抽水试验资料判定地下水流态∶
若二次抽水试验资料满足或接近下式为层流，否则为家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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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3-3-20地下水流态经险数植判定痰

尔灌炎际流违（cm/s）
摧要材友示裂隙宽度 0.14-09l 0。D1.00.01 名工

裂防坚界宽皮（cm）的岩石名称 (cm )
0,262.68.5骂 0.8 0.08

po.001～0.01页岩及某些火观岩

风化花岗粉 0,1~0,3 中
砂惜及某些喷出岩 0.3~0.5 煤”

0.1~3厚层状砂岩 x 义，，
石 灰 岩 u ，力号争 X

岩部裂腺石奖农 10～20 详义 XX 卡 ，
注;"→》层践求祖范围;"×》套流存在范图。

冷，承压水∶a (3-3-13)
，
(2H-S,SQ巢岑。 (3-3-11)，

H-S2)S?Q: 一
式中 Q1，Q∶水位降低为S;和S2时的流量，m2/d;

S，S.—第一次、第二次抽水水位降，m步
H——潜水含水层厚度，m。

（3）按经验数值判定地下水流态，见表3-3-20。
2） 竖井涌水量计算公式
紊流或混合流态下，竖井涌水量的计算公式见表3-3-21。
3.3.1。3 非毯定流解析法

各种边界条件下非稳定流解析法井简涌水量计算公式见表3-3-22。
3.3，2 斜井涌水量计算

斜井涌水量计算方法目前尚不够成熟。一般情况下，当斜井角度大于45°时按 竖并计
算，小于45"时按平巷计算。但含水层厚度应取其厚度的平均值。巷道长度应取斜井长度
的水平投影值，按下式计算∶

L=L'cosa (3-3-15)式中 L'—斜井长度，m;
a—-斜井角度，度。

3，3.3 平卷（或明沟）通水量计算
（1）平巷（明沟）涌水量稳定流计算公式见表3-3-25。
（2>平巷（明沟）涌水量非稳定流计算公式见表3-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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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吵蒿非稳定流非宪整井冰流阻力系数台。（μ、 襄区-3-23

r/M
o.01专 0.1 “与0.50.2于

.100.702-975.7511.9318.18<10T
0.10“亡”“ 0.72-9?5.71.9318.13

0.75“与 0.105.75 2.9711.53“夕占

；当” 3.87 0.100.75.7511-8716.27 --兰0.25时的智'催暑” ” 11.33 a·cr 宁0.705.2709-86
10- 0.100.702,623935.05.29
！ 9.63 0.280530.570.63 0.08
乙 0.610.14 0.14 0、080-12兵13

r/A： 。 G,03 0-20-1 1.00.5
宁呈 1-236.51 0-060.534.40<10;

1.232.266-51 0.33410-, 0.65
2.25 0.051.235-4919~a 0.334.40 、

=.5时的星值 5265 ““占’ E-053.264-3 0.33戊
342 D.65“号”’ 1-233.85 0.332;2 、

与 “”I.78 宁品宁岁t-06I。44
1 0-21 0.120.200,22 D.18 0.91

r/绿理a
日己” 夕 0-2 0-5
宁品<10 0-64 033 0-08

8.S42,、4210-; 033 0.①8

0.6 0,3310- 2。01 o.08
0.75时的各值 0.641,81 夕剑截 ’ 0:08

“岩 0.64“勺 们.33 0.3
夕产.5910? 宁当 0-i8” - DB-47 D.06 0.0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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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4 Rp""函 数 僖 表 裳3-3-24

b1/b
，白又墨。

宁“夕宁”宁0.2,0.8 0-50.1;0.96

2-51赞 1.531.85 1.37 1.32
1.271-900.2 0.949 4.7370.78

1,23 D。4820.7880.4 0、270-320
6.B 0.178 0.528 0.1380-289 0.09
夕钢 9.3400.482 0.18] 0.0240065
十” 0.2060.z88 0.159 0.933 0.055
1.2 01717?0.160 0.0180.6超2 R.001。l.4 0-086 0,062 0.033 0
1.6 引0.0160-031Q.04 0

司1.8 宁它0.P20 0-008 警
自2.0 9.060.08 o0003。 。0-001205 0.001 。

a1.00r
0.9r

ioe 0.9e-
0.0?-0.

0.8 0365

0.950.4
6.3 0.940.2

0.93.
0.92-
些，古

0.90.0.1o2.0.40.5
图3-3-7 当α为0～1时确定q，的曲线 图3-3-8 当α为0.0～1.0时确定q，的曲线

q
00.050.100.150.20 0.250.30

当β>3时，qr按下式求得∶座端 ,0

qi=fao)
_9'Lgr=“；巴吃十叫,1.00F 式“

十0.6详细曲线0.99 0.5 q'，值可由图3-3-9中g'r=f（a。）曲线查得。0.4f(o)如自0.96 ao按下式求得;.30.97 2。0.2 。”宁绪 6.1 朱了0.95L 心十”0征. 0.150.x00.250.30 ？-gr
图3-3-9 q'，与aa关系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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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25平卷（明沟>涌水最稳定流计算公式

}含水然水
医 评也溢王示 运用条件层 涵水量廿算公式秒

类型式
Q-平巷的循水平巷位于

无界含水层 E,m'fd;
63-码 B一平巷 的长中，隔本鹿Q-RK参见表3一5—I图（1）

漏。当。教水平，两善？
K--渗透系戴，封进水且影

响华径料问 m/d,
力1一宠整型，为

两侧膨响 含水层底猛
识 半径不同， 到誉止水位

哼。， 其它条作同Q-EK- 的离度;非十 上2衣i 心尖。 完箍型为平
老底饭到静

售 止水位的瓷
度，血;平悲位于

力3一平辖中的水参见表3-5-11图（3）
无界含水层吃阮，言！室富”紧职 柱高度，皿;中，隔水底’ R一影响半径，“”’
板颤斜。单

吵位：让之比；于言十远 m;侧进凉 R，，R4一平快在[--
式’屯

i,
补给方向和

善芯比巳 崇谱驴行
的彩响率金见表3-5-11图（4> 少凹！巴 的：王”尚 hh;一平巷在
补给方向和乎卷位于
科患方向的始芒水体附
含水 厘厚近，掌地豪吃沾 度∶m∶参见表3-5-11图（2> 工：义” 水补给。隔

F，一从数定基L 水宏本平
准 通 （t0'算
起的平北水
位高度，ms

H1一从烈定 基水 含水层有
准 面00*算限保、隔水

序品， 起的补设边层水平的双六”义下参见表3一5一11图（53
* 2hogr)飞非 界的水位离赵进水盐遗

度，a;
m1一从裂泡 蓝*

准临 80′算
割 起的扑价边台水层无

界处名本层双厚时，其夕、an盈 贮泳 底板药度，它条涉网上-）BK社'，参见袭3-5-11图（6> 叫R- 现 q-- 己和门引 m∶—贝定基
准面0G'算
魁的平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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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波

含水束水'
示 适用条浒图 巷 宏 额水慢1算公式 符号说明

要理，型式

平法位于 板高度，m;
倾斜含水层l一平苍至补给
要权六 边界的水平:KR(

例+o=芦 距离，皿+响”酱 包人
13一乎也至补维

边興的溪斜_x砂KS尚 利诸。日4型部 x（R一R）'l _cos b一平卷宽度，’ z(R1+R警野验

多塑 L一年患至补维平巷馆子平固围' 边 界 的距隔水边界附
嗪水 离，@l，近含水层底o-KRPra*景，相

a—附水造的候板为永平状言品 角，或度，"
H一含水愿的厚

度，m;
h一半巷展板至平坐位于

党 静水位之距汪界含水层
商，m;岂诞飞了湍 中，隔水层

((2H-M)M-R3 qr一剖雨 汇盘，架 Q=BK 水平，平型 其值攻决F参见表a一5一11图（7） R 配盈岸六 α阳β，a、β
弘 由下式求评

职 Pa*RtC
GA含水层有 P-段深，隔水 求忠a，β层水平。双压 工心工丶了让”；还 俏后、C为

例进水参见表8一5-15（8） Q=BK-中。 卷道宽屋之4 半，q，但由+3hogr 图a-3-7，非尔 3-3-8,3-3-
9查得1

'一平警 属板
到静止水位消 高度，m;平悲位于无 M'一虫平巷能

3水层底 板算起的承
-aw一M，KmM-护师。葛苗。 您含水屋厚这 广Qh ≤26*时 度;一R “吗”9也F;《下2K题 /西 h。一平巷中水简0刊义 至静止水位KBa)，

型 密瑞噪日
M1-平卷中心至OQ用试算公求得。丽歌f一KEh 静止水孜函

度，m）与函要fd-Rn》）改相3-3-26确定
T一悲道底板以

下含水层厚
黑、当



7143第三章 矿坑涌水量计算

渐肖
含水贯承

示 制图 符号说明适用条作霈水坠汗注公式层
类型型式j

平程位行
台水层正板左测流入平卷的水果可b<11>式

联 当 多 明因 集党垫型
顿自26°<α痢定，并取其一半数值，;
<45"时siiliccilum 下下、、件严

右例流般可按下式确定∶

磊磁。KBH纤-n2-_KBh,吝 %Q-
“了认学丫丫密.9 ，：
gQf。（下 -）和f。（- 西败表 表3-3-26响 衣B）

o-18-40.12o.06 o-96 jo.30p-24} 位o.8o亨台0.42。’ 10.12可割一9,S4 j0.38K历 o亏岂一打.84 :0.78_手4KBFo.057p.099;.12S0o.150lo。]730.19 工了哈子0、2050.218,2290.23?jo,244]o.25] ,263]r]0,25?} ,26(1

“产冰骂。 l.02o.38lo.0560.077;0.087Jo.10opo.13lo.12rp.140o.1s1o.163jo.174lo-38so.19sle.206p.21sn.221

平卷（明沟）涮水量非穆定流计算公式 表3-5-27
含求水i

响 井层 计 算 公 式 符号说明适用暴抢令
类型型式!

平卷位乎水（H2-五2） 旷-二侧流入平。同叭 无界官水2√aiR(a) 志的咯笔涌
层，隔水层 水量，m'/d;

R(e)--a'*ta6(a) 一兴响 t一在r时离检退
x处之水位，可裂择臼3-3-10确定。77

当”

保理 a一水配传导系
2K《H-M) 平毒位于 数（或导压q氨荣an∶Ra 隔水我供水 系煮>，π.?

边 界 留近
a式al品 产

时，隔水底呼！熔憎丌咋到当 板水平 数;当隔水边界时用卿号;供水边界用
b一平巷兰隔 水旗出。

煎供水边界R（a1、R（a1）求法与R（a>类似，
之距海，血。其值亦很据围9-3-10难定

B-平卷长皮，* 共
平管位于

，由产巴”书 平行二隔水Q= 边界之间fst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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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0.56m
0.5件
0,52H
D.50导
0.18-
0，4计-
0.4-
D.42
0,40F

叶俱9.38-
宁乾

Go)0、34
).32“久y

0.30!变
它乎0.

0.26!
0.24
中，2以

0.2u
0、1R-
0.160.19
0.J数
0.1
0.v-
8,0G-
0、04-
0.02

0.

。目对力每
2√ar

图3-3-10 面数尺（α）曲线

3.4 地下开矿坑总涌水量计算

涌水量计算内容包括地下水澜水量和崩溶区降水渗入冠。一般矿山只需计算地下水通
水量，当采矿影响形成的导水裂隙带波及地表时，还需计算降雨渗入量。

3，4.】 地下水涌水量计算

矿坑地下水油水量常用计算方法主要有经验公式法、解析解法。对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的矿山，近些年来采用数值法进行矿坑涵水骨计算获得了良好效果。

3.41.1 经验公式法
1.涌水景与水位降深关系曲线法
采用这种方法的基本条件，是预测地区与试验地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基本相似，同时，

要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稳定降深和阶梯流量勃水试验资料。根据实践，应用上部水平排水
或坑道放水试验资料预测深部水平涵水量，能取得很好效果。同时也可用于水文地质条件
相以的邻近矿区的矿坑涌水量计算。

这种方法与竖井浦水量计算经验公式法类似，也需将拍（放）水试验 的 Q=f（s）
图形由曲线关系转换成直线关系，然后推算矿坑总通水量。为了易于确定变换后的直绒关
系，可将轴水试验的Q、S资料按表3-3-28的要求进行浆理。

2，水文地质比拟法

.这种方法是用类似水文地质条符;矿山地下水涌水璧的实际资料，来推求设计矿山的酒
水厥。多用于扩建式改建矿山。对于新建矿山，若阳邻地氏有类似条 件 的 矿出、亦 可
应用。新设计的矿山与所比似的矿山的地质、水文绌质条件相似，是使用本方法预计列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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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干图形转化的抽（放）水试验资料鉴理表 囊3-3-28

t 。s Qq3 lgQSo"i抽《放》水次数 las‘扮

QS: lgO乡 吃？、 qla 它。Q: ” igQ:q时
召 SorS, Q IES, gQ,： q3

通水量的基础。因此，对相似水义地质条件的生产矿山，应作如下主要方面的调查;
矿山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坑道充水岩层的特征，坑道涌水量、水位降深与开采面积

的关系等等。
一般常用的比拟法计算式见表3-3-29。

水文地质比拟法计算公式豪 裹3-3-28

计 算 式 透 用 条 件  说 吗筵 9

a-Q-3FrS 当通水皎与水位缝低攸、开架面积成 Q-设计矿坑某阶【亚水量，mI/d，
正比时 Q1-招似矿坑某影致涌水武，m3/d，

S一设让矿境水位译骶值，m∶

o-of;√哥 当澜水叠与水位降低值的平穷很、开 S—相似矿坑水位降骶值，n;
采面积成正比时 F一设计矿坑菜阶纹 开 架〈或并扣）面

挡。扫”

凸夕人 当滴水量与冰位降低值、开采面积的√H F;一和似矿坑某阶段已开来<或开 拓）平方根度正比时
面积，m'，

！专出飞当。当而水录与水位降鹤值和开采面积的。夕， _S户 K一含水（富求）系距，m/t-d;乎方根成正比时S∶下r
q一已知矿出单位开采（或开挥>面积涌

4-8、各JF 当酒承卧与水位降低们的平方根成正 尔性，m2/mi2·d1
q.一已知矿山华位降深公量，ml/m·d比，而开采返积的增加对其影响较小时

Q=PKt 门于矿石产呈对矿坑涌水显寒它要作
m的矿山

Q=Fr, 用刑于开果面织对矿坑浦水看超主要作
下的岁山

Q-Sa, 用于水位降深对矿坑酒水量起土卖作
中的和山

3.相关分析法
1）相关关系的慨念
相关分街是一种处理变量问的相关关系的数理统计方法。变量之间的关系可分为两种

类型，一是完全确定的关系，即菌数关系;另一种类型是变量之问存在联系，但是又不能
由一个或几个变量的数值精确地求出另一个特定变量的值，这类变量之间的关系称相关关
系。

2）预计矿坑水量的步骤

相关分析法是一种数理统计方法，它根据一系列的实测资料，研究影响矿坑涵水量因
紫之间的规律性的，所以必须要有相当数量的观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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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步骤是在掌握矿坑涌水最主要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相关线型。如系曲级

型，则需根据不同类型曲线用不同变数代换，化为 直 线，（具体作法见表 3-3-30 至

3-3-32），求出回归方程式和相关系数。当确定涌水量对某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后，只
要将预计情况下的影响因素值代入回归方程，便可计算出预计的矿坑澜水量。

心
囊3-3·30同 归 方 程 的 查 练 方 法

线 型 法方程的一般形式 秀 别 方 法量谦薯

直蛾 亚 遇常把熬据点在方格贩上，雄y=a +bx
势为直蛾，则为直线型

拗制线 取两个新变量X和Y、令X=xl，Y
把数据点在半对数纸上，趋势则交成如下直线方程飞自。命行”

为一宜战，则为指数西数献对数Y=a+bX
西数

两边取对载，则y=at*变为， 塑数据点在双对数纸上，始势

糟教南线 y = aebx lgy=Ige÷(bIge)x 为一直线，则为常函数。。或 令X■x Y=Igy A=Igo B=bige 加聚还不能确定曲然属于耶种
“；日彩 则查级如下真载 载西，则要选挥儿种曲役，分别

Y=A~BX 进行相关计算，最后选用其最佳

按端哲等 者令X=1g*Y=y，变成直轮y=a+btg:战 Y=a+bX“ 利一 对于前者，取X=_一和Y= --oP长 3 D心 “争
幅 或 - 即变为对守后者。为X±x和Y=" =a+bx。 y’ 直线方程型

y=a+bX
两边取对数方程型为

论图额钮录 ig.y= ga+blgx气”。业 令X=lgx Y=lgy A=lgo则化为班
概方

Y= A+bX
直酸少=自+bx称为y佛;的国扫这线。经整理后得y管x的区归方程

为∶混 。“！迎飞岂 小“”
同理可得x倚y的间妇方悬为∶

明 x-河一·r2.（y-3） (2)白。
当电x求y用y倚x的回归方程（1）
而由y浆x时用x摘y的回归方程（ 2》

3》相关指数R的确定方法
对于直线相关的两个变数，可用相关系数r衡量其相关的密切程度。
对于曲线相关，情况稍有不同，此时是将原有的变数X，Y进行变数代换，变成X，Y

后再行相关计算的，此时的相关系数r仅仅表示新变数X和Y的线性关系的密 切程 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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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相 关 计 算 表 羲3-3-31

步 K,K、 亏”K,-x (K,-1)(K.-1》"摩 号 (K。-1)XK2-1-
乞
昌
自
弓

2×K.-1)1业2,总 和 2(K--1)" E(K.-13(K:-1)
平 均3 D

注∶y、y⋯⋯y;和x1，x如⋯⋯是代表两种观象〈如涌水量Q与水位降深S续其它）的两组观测值。
要求的是新配曲线与观测数据配合较好，可以用相关指数R2作为衡量配曲 线 效果好坏的
指标。

Z(yi-9)2R"=1- (3-3~16)“八才”、司“”

R"猕为曲线相关的相关系数，它和线性相关系数r不是一回事。R2（或R）愈大（愈
接近1），表明配曲线的效果愈好。

另外还可以用回归线的均方差Sy衡量配曲线的效果，均方误差Sy愈小，配曲线的效
果愈好。均方误差Sy的计算见表3-3-32及表3-3-33。

二 元 訇 相 关 讨 算 表 辈叫“
(K,-1(K。-10当 常 (K,-1k式 卢 六创”K: (Ky-n气 K.-1>即 (K,

K:-1(K。-1 (K,-n”e
e

2*怠和 ““ EuK-8K,1).2CK-nl2(K.-1)2(K,-1)2(K:。1)
z(K,-1)访一”了”忆不。“

平均万 P
注。业、?⋯⋯xa!y、y2⋯⋯y程z8、2⋯⋯2，挞代表各种聪泉（如陶水朵Q、水出降莎S和影响半径R成其他）的彩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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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关分析特征数
相关分析特征数见表3-3-33。

相关分析特征数 表3-3-33
    称 特征数灰达式（模比系数法）名 器 明

要-号，-8y云产 权比系数--指一组数据中每一个教简和均    值
推红 业

均值之比，即

Kaier Kare y KininSx=VIn zukrin。

x，y、z一各组买列观州值Sy= -2(K,-1)2I

均方整 买、少、艺一备组系列平均视润健康W

n一块测次放以上
Sx*orving
STEGNTH

LL-XX" R-]

AIKAN标准差 Iy=3 *--
减，

dx=xctxy og=9Cuy
XXK.IDCux = R-1

ZK--DCM**离势系政 h-1

成I

cu-号， Curer
相关系数r的绝对信永远任司和1之间，20Kx-10(K-1)单相关 POR-OSK-DALK-D 邦关系数愈大，麦示关系愈密切，一般认为

r>0.7时，粗关关系交好。也可以用如下NIKy-10K,-10THE- 方法求得∶VZtK,-1>221K,-1>
当|r|>||Er|时，即认为棉关关系ZK--n(K.·D相关系致 In' 奥好V2187.0220K:-12

复和关 SUK,-100K,-1) 式P∶Erx±0.6745-12m"√XK, BADIZK, -DA VA

my*** 13+ryit2rzyfnta
1-r2xy

3.4.1.2 解析解法（解析法）
解析法是目前矿坑涌水量计算中应用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它是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进

行必要的简化后，用推导出来的地下水动力学公式来进行水文地质计算的方法。
解析法分稳定流解析法和非稳定流解析法。

采用解析法计算矿坑涌水量时，当矿坑的长度与宽度比小于10时，视为辐射流，把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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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边界概化成一个"大井"进行计算，统称"大井"法;当矿坑长度与觅度比大于10，
视为平行流，则概化为"水平嫁道"进行计算，统称"廊道"法。

用"夫井*法计算矿坑涌水量时，其中的参数R、r应以矿坑的引用影响半径R。和引
用 半径r。代誉。

1。稳定流解析法∶
（1）用"大井"法计算地下水为层流时的矿坑涌水量。其计算公式见表3-3-16所

示。
<2）用"大井"法计算地下水为素流或混合流时的矿坑浦水量，其计算公式 见表3-

-21所示。
2.非稳定流解析法

用"大井"法计算矿坑涌水量时，其计算公式见表3-3~22所示。
3.4。1.3 数值解法

一般在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时采用。它能解决含水层的平面和垂向上的各向开性、
多层含水层越流、"天窗"或河论渗漏以及复杂边界条件等情况下的计算问题。

计算方法分正演问题及反演问题。
正演问题——在已知含水层的几何形状、物理特性和流动特性的条件下，求水头分布

的问题。包前常用的方法是有限差分法与有限单元法。
反演问题——根据地下水药态及抽水试验观测资料，反过来认识水文地质条件，确定

水文地质参数的问题，称为逆问题（反演问题）。
它的任务是，研究所选用的方程类型是否适当;确定 方 程 的 系 数;检 验 定 解 条

件
因此解逆问题是把数学模型校准，这步是整个计算成败的关键。
实际上。预测涌水量的计算过程，一般都是先解逆问题，确定所需要的各种水文地质

参数，然后再解正演问题。

应用简况一—我国在矿坑福水量预测中，对复杂矿区也呆用数值解法。应用的实例有
山东大学数学系对顾家台铁矿、召口铁矿、侯庄铁矿瓶水量的预测;北京大学数学系和地
质矿产部水文他质研究所对王窑铁时、司家营铁矿（南区）的予测;长春地质学院和鞍钢
地质勘探公司对复州湾粘土矿的预测;北京工业大学用有限元"BT"法对张马电 铁矿，
伊敏烘矿进行了计算，煤炭部西安煤发研究所对肥城、元宝山等媒矿进行了计算;南京大
学对姑山、马坑等铁矿进行了计算，这些单位相继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关数值解法的
详细内容，见第五章。

3.4.2 采矿朋蒋区降司涤流渗入量估算

地下开采的矿床，由子采用崩落法采矿的结果。使来空区上方岩屈塌落、引起地表发
生能动、开裂和塌陷，从而产生了大气降雨渗入坑下的良好通道，此时，矿井排水量应考
虑大气降雨渗入墅，这种涵水量简称为"崩落区降雨渗入量"。

目前对涵落区降雨渗入量尚无比较完善和成熟的计算方法，因此只能提出如下简略方
法进行估算，仅供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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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7 采矿期落区尝属移动带的划分及其特征
!，岩层移动带的划分
对地下开采的矿床，当矿体采出之后，在地下形成空区，瑕岩失去了支撑之后，岩层

的原始状态发生破坏，使岩层变形、移动和冒落。随着开采面积不断扩大，岩层的移动将

波及地表，使其产生开裂和塌陷，以至成为大气降水渗入坑道的良好通道。根据覆岩破坏

程度的不同，可分冒落带Ⅰ、导水裂隙带Ⅱ以及整体移动带置，见图3-3-11。

唱配力区 压班力区 肌带招码出纠吡。 辽帝烈景区
工章

破坏区
⋯R

图3-8-11 岩层破坏程度分带图
【一■落带，【—一导永裂源常;】一整体移功带;丘一■落带高度;k;一导水我障带高度

2.三带及其水文地质特征

（1）冒露带∶是指采矿工作面放顶后引起矿层顶板的破坏范围。此范围的岩石完全失
去了原有岩层的结构、构造和物理力学性能，使岩石的渗透性能急剧增加，使补给水源溃
入矿坑，所以冒落带高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大气降水渗入坑道。

（2）导水裂脱带;此带处于胃落带和整体移动带之间，本带岩层产生新的破 裂 和 离
层，由于岩石的变形，岩层裂隙发育程度也相应增强，此带如果发展到地表，也成为大气
降水渗入坑道的较好通道。

〈3>整体移动带，此带由于岩层下部支撑力的减少，在自重的作用下，产生了塑性弯
曲或使岩层整体缓慢下沉。此带岩层结构变化不大，一般渗漏能力变化较小。

3.4.2.2 電落带和导水裂隙带最大高度的计算方法
1。一般经验公式∶

潘 于“一一！心“计谨h∶=（k一1）cosa (8-3-17)

式中 n——矿层开采厚度，m;
k——岩石松散系数（见表附1。4 ）;
a--矿层倾角，度;
高——-圆落带高度，m;
h，——导水裂隙带高度。

2，我国煤炭部门总结的经验公式，见表3-3-34。
3.4.2.3 期落区降雨渗入量计算的前提条件及影响计算的主要因素
1。崩落区降雨渗入量计算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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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子-3-34置落带和导水磊隙带最大高度的经验公火

煤层倾舶 顶 被者石轼压 冒落带最大高度 导水裂疏带（包括键强载

强 理 性的蛤素 管 球 带最大高度》("》 《PR) 方 法 (m)(m)
解绿岩、石灰岩、硅400×10 1toA/”。h1=(4～5)a全部障路 +11.2质百英岩、砾誉、砂砾600×105 宁”“””

岩、砂质页岩等

20O× I0s 秒质页 岩，泥 歌砂 100M0~54 h 兰（3—4）M 比、自判唑。岂轴增 5*3。400×105 3-3n +3,8'
风化岩石。页岩、泥

100M<200×10s h;"(1~2)M H,"质砂努、粘土岩、第四 ◆ +5.]5.1n+5.2系第三系松能层等

解辉鳅岩、石灰岩、碰400×105
“飞汇江”，质石英岩、砾岩、砂砾 ⋯十8.4厚600×105 4.1h+133岩。砂重页岩等66～B5

移质页岩、现质砂岩，
页岩、粘土岩、风化岩 “字号寻;-.6*5h: =0.52/<40D×1 =+7,石，第三系和第汉系松
整层

注∶1，此表引自煤凝工业部的定的"矿并水文地质溴程"（试行>。
2.M一黑计采厚，m;π一煤分层层数;m一煤层厚度，田;h一工作国小阶段验高，m，
3.宫落带、导水裂隙带级大产度;对级顾斜和倾斜煤层，系指从煤展顶面算起的法向高皮;对于堂履鲜煤层，系

宿从开采上限算起的垂向高度。

4.岩石坑压蒌民为饺和单轴镀限强度。

一般具备下述条件之一时，设计中可不考虑崩落区降雨渗入量
（1）采用保护矿体顶板的采矿方法

（2）采用破坏矿体顶板的采矿方法，但冒落带及导水裂隙带尚未达到地表，地表只显
示整休缓慢下沉，没有破坏岩体的完整性;

（3）胃落带或导水裂隙带虽已扩展到地表，但矿体上部覆岩（土）为可塑性隔水层（如
粘土、亚粘土，强风化层等>所覆盖，应根据矿山具体情况研究确定。一般在导水裂隙带扩
展到地表，矿体上部可塑性隔水覆盖层厚度大于20m时;智落带扩展到地表，矿体上部隔
水覆岩（土）层厚度大于50m时不考虑降雨渗入量。

除上述情况外，崩落区冒落带及导水裂隙带发育到地表时，设计中均应考虑计入崩落
区降雨渗入量。

2.降雨渗入量计算的主要影响因素
（1）采矿顶板管理方法;
（2 >矿体厚度及矿体倾角;
（3 ）矿体覆盖层的岩性，厚度及物理力学性质;
（4）降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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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4 阐落区降雨迳流渗入蛋的估算

.设计频率器雨迳流沸入量的估算

计算参教的确定
（1）渗水面积（F）∶是指矿体崩落后波及到地资的塌陷范围，在图上直接圈定。

（2））设计频率暴雨运流渗入系数（gmax），按选定设计频率24h 紧雨发生后，在24h
的时向内渗入到矿坑的最大降雨迳流量与崩落区汇集的24 h设计频率暴雨迳流 总 量 的比

货。
对扩建政改楚矿出，条件具备时可经实测取得;对新建矿山可根据相似矿 山 资 料 选

用，当缺乏上述资料时，φmax值可参考表3-3-35、3-3-36、3-3-37选取。

崩落区设计频率腺丽渗入系数（φmar）参考值 表子·3-35

蔚离区地戈、矿体顶板岩（土）
矿体上部霞岩（土）特性 设计频率暴雨渗入系放

屋咳坏观度及特证， [aSLx)

脆性岩石暂落指术扩展到地安，仅导水裂欧带扩 无塑恬隔水土层 0.20～0.15
鹿到地表

塑性石 0,15～0.10
有型性图水土层。 5~(0 0,10~0.05

厚度（m） “飞 ≤.85
矿体顶都覆岩不重复湖滔 天塑性隔水土层 腔性岩污 0.3～0,30

塑性社石 0.30～0.20
塑飞隔求土坦， 5~16 0,20～0.15g 环筑（m） 1i~20 0.15~0.10学

21～30 0.10~0.05维
心铝 ≤0.05扩

矿体项部理告重复爆肩 无塑性丽水土屈 帮快站甜 0.40-0-30矿
塑性岩石到 0.30～0,25

边 有螂性隔水土层， 5～10 0.25~0.20
厚联（m）袭 11~30 0.20~0.15

0.15～9.1921~-3
31~50 0.10~6.!3

在，1.表巾塑丝常石一般擅页岩、泥灰署、洗质励岩、爱灰岩、干枚岩等;脆性发石一般指石灰岩、白云岩，大理岩、
花岗岩、片解岩、闪长岩等∶塑性隔水士层系指第四系粘七、亚黏土邪严敷风化成上吹物的薪骨。

2.对表中设片频率暴附猫入系效淡动值，当深师比大时取小抗;深厚比小，导水裂康威i7落带附波及到地丧时
取大髓。

（3>设计频率暴雨量

地下开采渗入矿坑的降雨径流量，目前普遍利用24h的暴雨量进行计算，故一般矿山
设计暴雨频率建议采用如下标准。

大型矿山改计频率5??中、小型矿山设计频率10～20???陷特别严重雨量大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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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36佛屏碍矿崩落区降雨渗入率（随时间变化馈况表

矽 ，传’ 寻19G2156119601959 19641963 1965

、入辜早均值四 （目/月）项
影响天氮

6/g 8/T27/s 6/8“兰13/9 4/8一
(mm)”降 

76-169-2 乙15.7 119 89.7 100-7
第一天 21846-7 27,026-7243 12.5 27.025.9
第二灭 21.316.318.4 22.8 12.9 12,57.5 16.0
第三天 12.76、51。69.4 12.2 5.5予” 寸

6-0第四天 34 5310.610. 4.52,6 6.I
6.5第五灭 51l.5“宁中 一 5.13-4

‘了！6.6繁六天 3.2- ，- 44气

第七天 4-0 3.2 ，： 3.6，，
1-3常八天 2.0 -；！ 1.7：

喘丫消 76-T75.57s.673.6 B2-2 263 雪51.8累 计

注;1.木表系期除区一次降用后渗入系效陆时间的魅长面变化的敢值，另外，第九、十⋯⋯天仍有渗涵，但为敷很
少，录统计企内。

2。表中—号袭示无记录贾受降丽干扰。

两个矿山四 max设计选取值与实测值对照袭 装3-3-37
矿体顿角 投让选矿区景大降 矿d生产8

矿u名称 地表破坏特企 附影取位矿体上部覆益岩层岩性 取中max网最大雨蒙“” 值一当” 时，实测值

葡昂矿
圆慈沿发 展 到施

1家H科
岩性坚硬的术岗片麻岩等;

表，塌陷威坑，汇处 无松散层覆益6号～yP 0.120 030 0,342的降用全部渗 温到斗
下
假落桁发 展 到地 矿体直接顶板为花岗片麻岩

一的四申婴新葡物矿
表，塌陷成筑，汇第 等，岩性因受风化而呈平坚秘

33~42 0.129的大气障雨全部滤调 状态.基岩上看叠有20m左右削 0.100.10
到井下 第四累桥能层、其中有6～8m

溃泥，隔水性灯

区，可以适当提高设计频率标准。

设计频率暴雨量，一般可由地区水文手册查得，当缺乏该资料时，可参考本章3·5·
2中有关部分计算求得。

（4>设计频率暴雨迳流渗入量计算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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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8)Qp= Hp·F·9ma*
式中 Qp—-设计频率器雨运流渗入量，m'/d;

H一设计频率暴雨 量，nty
F——渗水面积，mn2;

甲maz——设计频率暴雨径流量渗入系数。
2.正常降雨运流渗入量的估算
根据矿山实践经验，采矿崩落区正常降雨迳流渗入量一般较小，对矿山排水设计影响

不大，为简化计算、可按下述方法确定∶

（1）降雨量≥1000mm地区，取设计频率暴雨运流渗入量的10??为正常降雨逐流
渗入量。

（2）降雨量<1000mn地区，取设计频率暴雨迳流渗入量的5～8??为正常降雨
趋流渗入量。

3.5 露天采矿场总涌水量计算

露天采矿场益涌水量是由地下水涌水量和降雨逐流景两部分组成。

3.5.1 地下水满水量的计算

露天采矿场地下浦水量与地下开采矿坑地下水酒水量计算方法基本相同，具体计算时
请参阅本章3、4节地下开采矿坑总涌水量计算部分。

3.5.2 降两径流量计算

露天采矿场降雨径流量，应按正常降雨迳流量和设计频率暴雨迳流量分别计算。
3.5.2.1 计算方法
1。正常降雨径流量（Q）计算公式

Q:= FH (3-3-19)
式中 F-——站担负的最大汇水面积，m'?

H—-正常降雨量，m 
φ--正常地表运流系数，??

2。设计频率暴雨迳流量（Qp）计算公式
Q=FHμ (3~3-20)

式中 Hp-—-计频率暴雨量，m;
gp'—一暴雨地表径流系数。%;

其它符号同前。
3.5.2.2 计算参数的选取
1.汇水面积（F）的圈定

根据排水方式确定的排水泵站担负的量大汇水面积进行圈定。应包括露天境界内和境
界外的地形分水岭践地表截水沟范围以内的汇水面积。

2。地表递流系数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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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径流东数的选取，可根据采矿场岩石性质、裂隙发育程度和降雨强度大小等因素

确定。
对于扩建或改建矿山，在具备实测地表迳流系数的矿山，应尽可能来用实测值。对于

不具备实测条件的新建矿山，当有类似生产矿山资料时，应选用类似生产矿山的实测值。
对缺乏上述资料的矿山，可选用地表趋流系数经验值。

1）生j产矿山实测地表径流系数

国内部分生产露天采矿场地表径流系数实测值，见表3-3-38、表3-3-39、表3-

3-40、表3-3-4。
2））地表径流系 数经验值
当无实测!资料可按表3~3-42选取地表迳流系数经验值。

抚腹西露关常矿1960年地表迁流系数实测值 衰3-3-38

出降用 姬（mm 裂欧发育程度 迳涨系数（印）气
煤 屈 r 0-7等365
油 K 岩 Q-4 育（4天降附磨） 色中 等玄武 岩 0.5s

图庄量天船土矿1964～1965年地来逐流系数炭测值 羲3·3-39
降 丽 量 降雨汇水总业 地 袭 泾 流 系 数实测地表诞流量
(mm) 自心 （m3） 《)
55 4&C0 0.1318940
107 2600 13800 0.53
39 8250 2d80 0.30
1.7 Jd0 0.785110

巴山、东山露天铁矿1980~1982年地表逐流蒸数实测值 表3-3-40
降 雨 量 降隔汇水总量 实测地表迳流量 地表注系敷

岩 性<m')“当当” 《m') 一气

安山咎223 991458 16000 0.18 最灰岩223 55575 7000 0.13 粗 面 岩37E60112.8 B200 0.14 网长厨岩
注，由于爆装人为斯扩火了原岩的裂跳和破碎程度，岩石破碎，滚隙发育，坐个采场约有90?段展松敬、轻软租

坚成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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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41大治东雪天铁矿1974~1978年地囊遥流系戴实测值

译 锐 系 数实测地表运沸量疼评汇水总量寻盈邮
尊性()自义(m) (m')

155407024671.1 矿体上星阿长宁谐
若，F盘大理岩30475102159 0.3103,t

2082570671,5 0.29
“墨。5构583 0.825943

39124 12170 0.3138.4
50684 0,241220051.3
19584 26910121.0 D.45

909854940050.0 0.18
59972 2117560.7 0.85
7785478。息 1970 0.26
6830 14035B8.9 0.21
64s7 0.372375061,9

38365389.8 84919 0.39
注，大冶铁矿聚用并巷排水、地袭泾源遇过集水卷滩入水仓。

地 表 径 流 系 敷 经 验 傲 凄5-342

数 验黄土 地 表  淀 系 数（少）

重粘土、页岩 09
轻粘土、聚灰岩、沙页岩、玄武岩、花岗署 0.8~0.3
豪土、沙岩、石灰岩、黄土、置粘土 0.6-0.8
要粘土、大孔性黄土 0.8一0.7
崇博 0.2~0,5
细砂、中砂 0~0.2
短珍、睡石 0~0.4
坑内撑土烤，以士填为宝着 0。2~0;
坑内排土场，以岩石为主着 0~0.2

注∶1.本表内数他秀用于暴雨轻流盖计算，对正常降用量计算应将疲中数值减去4，1～0.2。
2表土指房粒土，表中未包括的岩土则按类似岩土性质采用。
8，当岩石有少量裂隙时，表中数值减去0.1～0.2，中等裂隙漆去0.2，裂隙发育时减去B。3~0.4。
4、当衰土、粘性土壤中含砂时。按其含量适当将表中地表送流系数疏去0.1～0.2。

3。正常降丽量的选择

一般矿区可按雨手平均降雨量作为正常降前量，而对非雨季节经常出现较大降雨地区
的露天矿，可选用控制雨量进行设计。

1）雨季平均降雨量的推求

收集历年（一般要有l0～135年）雨季各月降雨量及降雨天数，用下式求得。“9H;
H=: (3~3-21)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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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历年雨季日平均降雨量，m;
N——历年降雨系列资料中某一年的雨季天数，d

H;——历年降雨系列资料中某一年的雨季总降雨量，rs
n—降雨系列资料统计年数。

2）控制雨量的推求

在我国一些地区的露天矿，在集前季节经常出现较大降雨时，用雨季平均降雨量来计
算正常排水量很可能偏小，为保证露天矿在非丽季节正常生产，可采用控制雨 量 进 行 设
计。

控制雨量确定方法如下;

收集历年非雨季节的降雨量，并按≥10mm、≥20mm，≥25mm、≥30mm、≥35mm、
≥40mm、≥50mm等分组统计降雨天数，然后把各组降雨量之和被各组的降雨天数除，得
各分组平均降雨量，再拿各组平均降雨量与实际降前量对比，选择每年出现机率为2～3
次的雨量值，作为控制雨量。

例;大孤山铁矿19年内非雨季节控制雨量的计算，见表3-3-43。
选35。2mm为非而季节控制雨量，作为计算正常降雨逵流量的依据。
4。设计频率暴雨量的计算
1）没计频率的选取

露天矿排水设计频率标准，目前尚无统一规定。对一般矿山设计，可根据矿山规模按
设计暴丽常用频率选用（见表3-3-44）。对有特殊条件或要求的露天矿，可根据矿山具

表3-3-48非两季控制商 量统计计算装

署尚八日甘 ≥10 ≥25 ≥50”降隔天数（d ） ” 36
褐予晕佑八日日” 306.8 12686 117,7
平均值（m旺） “恼 窒35,2
出现机率（状/年） 四 乙 （19年2次》

设计暴雨频率常用标准 装3-3~44
矿 山 妮 溴 设计景限紫率（%>

特大型和大坚 '6
阁中 乌
晚小 20

体情况，通过对不闻频率的排水工程基建投资和淹没经济损失等主要因素，进行披术经济
分析，以确定适合该矿山的设计暴雨频率标准。

2）设计频率暴雨量的计算
（1）短历时（≤24h）暴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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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频率24k的暴雨量及暴雨计算所需各种参数，均可由她区《水文手册》直接查得，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只需要进行设计频率的不同历时的暴雨量计算。

当缺乏上述资料时，可收集矿山附近气象台（站）的降雨和暴丽参数资料，按下述方

法进行计算。
频率为P的24h暴雨量H。、p计算公式∶

江上下”沁言 (3-3-22)
式中 Kp—模比系数。根据设计频率、C，与C;关系查表附3，8中皮尔逊Ⅱ型曲 线值表

可得;
豆24—-历年24h最大暴雨量均值，mm;各地最大24h桑雨量比最大日暴雨量H大

10??右，故采用7 24=1。1豆;
须率为P的暴雨雨力Sp采用下式计算∶

Sp=H:,p/t'-n (3-3-23)
式中 n——暴雨递减指数，由地区n值等值线图查得;

其余符号同前。
频率为P的不同历时暴雨量Ht。按下式计算∶

月∶p=Sp -m (3-3-24)
式中

t——暴雨历时，miny
所有符号同前。

偏差系数C。一般根据当地C;与Cu关系确定，无该资料时可按下式计算∶

，良六！”C，-六一1）C (3-3-25)

变差系数Cu，利用地区C2;等值线图查得，当无该资料时，可利用下式计算∶

/区K二工∶C," (3-3-26)N-1
月式中 K——箜率，K=系翔

N——统计年数∶
H—-统计系列资料中某年日最大暴雨量，mm。

为了确定变率K值和计算C。与C。值，需将收集到的矿山附近气象台<站）的历年日
最大暴雨紧，按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成表3-3-45，并将求得的历年变率亦列入表中，然

后进行计算。
（2）长历时（>24h）暴雨置

历时为T、频率为P的暴雨量HTp采用下式计算;
HTp= H2Tm (3-3-27)

式中 T——暴雨历时，设计取与允许淹没天数相同的时间，h;
m1——地区暴雨参数，由地区n1等值线图查得;
其余符号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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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3-3-45历年日悬大暴南统计接料系列表

(K-1):K- (K-1>'理 次 天卑 份 H(mm)

0.81 1.82 0.55130。8724172.61972
2 0.3439宁号1.70 0~4900160.6.1969。 0.03270-321.32 0.1024195 125.1‘ 1.8 0.12970.31124-01962 0.961
5 1954 1.23 0.01210.23 0.052911845
i 1961 0,201.20113.5 0.9400 0.0030

1.18？ 196自 0-18“” 0.6680.0324w 1956 1408 0.0005宁完图0,98102.3
当 1964 一0.050-9598.7 -0.9010-025
10 1965 1.01 6.085U0-0195.4 0-001
11 0.93“宫 -0.07乡学 -0.090s0.904

187112 O图782,4 -0.13 0.0169 ；宁名”
18 0.7873.91957 0.0士良是-022 -0-0106
之 1970 0.7671.8 -0.2d 0.0578 -0.0138
15 70.71967 e.05250.75 一0.25 ~0.0156

25.7195活16 -0,310.69 0,0961 0.0297
1963 -0.32d.6864.5 a.1024 -0.0337’

68.7“窑到8 0.67 -0-3S 0-108 -0.0859
9 0.571965 o.1949-0.4353.7 -0.9795,

0.5147.9岂 80.24011969  01176-0.49
二 1899.7 2.4179 0.6-52

当设计矿山需要对暴丽频率进行选择时，则应按上述方法计算不同频率、不同历时的
暴雨量，以便计算不同频率、不同历时的暴雨迳流量，为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提 供基 础 资
料。

3.5.3 贮排平衡计算

为选择最优排水设备数量和贮水调节容积。以及确定合理的排除积水时间（即允许淹
没时间）和淹没深度，一般均需进行贮排平衡计算求得解决。

3.5.3.1 贮排平衡曲线的雄制与分析

贮排平衡曲线是由按露天采矿场排水方式设置的泵站（包括露天排水方式的坑底移动
或半固定泵站、露天台阶上设置的分段截流泵站和井巷排水方式的井下泵站）计算的设计
颞率不同历时的暴雨迳流量（见表3-3-46）和水泵排水量制出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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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叫！”菜泵站设计频率（P=10??不同所时的暴雨涨流量计算馆聚表
降雨历馆 tcu ，； o 158120 1419t7348129。(h) ◆等
禁闻运滋 6840 54940给号名 707358620s5,gos1o3783551420 543520121986|130245,136885Bz960100360 12823]:量《ma）

以设计频率的暴再逐流量和水泵排水量为纵坐标，以排除积水时间或称允许淹没时间
为横坐标，绘出不同历时的暴雨运流量累计曲线和水泵工作排水量累计曲线。横坐标取点
时12h以内取的密些;商12h～24h可放稀，长历时段，用日（d）为单位取点（图3-3-12>。

从图3-3-12华曲线可以看出，水泵工作排水量累计曲线是一条直线，而暴雨径流量
累计曲线是随时间变化的抛物线型曲线，二者不相吻合，这就是露天矿排水要进行贮排平
衡计算的原因。由图可知，每给定一排除积水时间，即可在两线间的最大垂直距离定出一
个要求的贮水容积，随着排除积水时间的加长，排水能力可减少，但相应的婴求贮水容积
婴增大，而缩短排除积水时间，排水能力则要增加，贮水容积可相应减少。

“号

？子号辽-
耐

大-e*089- 6
G

，L009梦6000

6四o 参
物 书一90~150 I619 80 14 150807050

71b

图3-3-12 露天矿排水贮排平衡曲载图
①一24水系排水赋计曲操;②3天水深排水累计曲钱;
⑧一7天水泵推水属计曲线;④一聚站设计频率P■10??暴雨运流量累计曲线

如何处理好贮排平衡关系，是摘好露天矿排水设计的最重要问题。不过这个问题的影
响因素甚多，尤其是淹没损失等因素难于准确确定，所以现在还没有很好解决。目前，设
计主要根据允许淹没时间和允许淹没深度，经分析研究大致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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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2 允许淹设时间和薏没深度的确定

1。允许淹没时间的确定

露天采矿场不论采用何种排水方式，原则上都应允许坑底贮水，其允许淹没时间应根
据同时开采的阶段数（考虑受淹时影响出矿的程度）、贮矿仓能力以及淹没后造成的损失
等具体情况经研究确定。一般情况下，对采用露天排水方式的矿山，允许淹没时间可取1～
7d;采用并巷持水方式的解天矿，允许淹没时间可取1～5d、对于具体确定淹没时间，
提出以下凡种情况供参考。

（1）采用潜水泵、浮船、台车等排水方法的矿山，从排水角度来看允许淹没时间可
采用较长历时，如采用5～7 d;

<2）矿山在雨季前，可超前掘出按贮排平衡曲线要求的最小贮水容积;或最低工作
水平在雨季允许停产（底沟无大型采、装、运设备作业），或最低工作水平采用机动性强
的装备等情况下，允许沌没时间可取上限（7 d）;

（ 3）采矿工作面少或新水平准备工作比较紧张，雨季前提不出按贮排平衡曲线要求
的量小调节容积的情况下，允许淹没时间应适当缩短，可取2～4d。

（4）当矿山采掘工程紧张，采矿工作台阶少，淹没损失较大，对安全持续生产有特
殊要求的矿山，其允许淹没时间采用短历时的较高标准，即等于或小于1d。

2.采矿场淹没深度的确定
采矿场设计洪水的允许淹没深度可按以下原则确定;
（1）采矿场受淹后，排水作业不能停产;

（2>新水平开沟前，水深不淹本水平挖据机主电机;新水平开沟未完成前，水深不
淹上个平台的挖掘机主电机;

（3）特殊情况下，如设计暴雨迳流量特别大时，对是否允许淹没本水平或上水平挖
癫机主电机，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4）新水平准备时间充裕时，在每年暴雨期停止开沟，开段沟和上个平 台可 以淹
没。



第四章  矿床疏干

.
编写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长沙化学矿山设计研究院
化工矿山设计研究院

缅写人 王安罚 罗良经 易代仁 张义之 程辑和

4.1  矿床疏干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矿床疏干是采用地表降水孔、疏干巷道、放水孔及疏水明沟等各种疏水构筑物，在矿山
基建以前或基建时期，预先降低矿区的地下水位，为采掘工作创造正常和安全条件的一种
技术措施。

可床疏干技术的应用，不仅使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矿坑涌水量大，长期受水客威胁严
重的矿山得以相继开发、安全开采，而且对于水文地质条件中等或比较简单的矿床，当按
照矿井或露天采矿场的建设条件和要求。正确实施矿床疏干技术时，亦可以大大地改善采
掘作业条件、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开采成本、加快采掘工作进度、赢得建设时间、特别
是露天开采边坡的疏干，可改善岩土边坡的物理力学性质、提高稳定的边坡角、减少剥离
工作量。因此，矿床疏干技术不仅是保证矿山安全生产的必要措施，而且日益成为提高矿
山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国内外矿床疏干实践表明，矿床疏干排水技术，目前仍然是世界各国在矿山开发中应
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防治矿床地下水的方法，但对特定条件下的一些矿床也暴露了这种防治
水方法存在的问题；矿床疏干排水改变了矿区附近的天然水文地质条件；长期大量的疏排
地下水，降落漏斗日益扩展，破坏了地下水资源；岩浴充水矿床，因矿山疏干排水引起地
面沉降、开裂和塌陷，造成大片农田和建筑物毁坏等严重后果。因此，矿床疏干技术虽然
是目前国内外矿山采掘工程中普遍应用的同地下水害作斗争的一种有效方法，但也有其限
制条件和适用范围。

4.1.1 矿床疏于的适用条件和主要技术要求

4.1.1.1 矿床疏干的逻用条件
有下列任何一种情况时，应考虑预先疏干∶
（1）矿体或直接顶、底板为涌水量大、水压高的含水层，不进行预先疏干会导致突

然涌水淹没矿井，无法保证采掘工作安全与正常进行时。
（2）矿体虽赋存于隔水或弱透水层中，但矿体间接顶板赋存有含水丰富、水压高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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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I，并且该含水层位于开采崩落区内，可能对开采构成严重威胁时。

（ 3 ）矿体虽赋存于隔水或粥透水层中，但矿体间接底板存在着含水丰富、水压高的

含水层，若不进行预先疏干降压，在采掘过程中有可能引起底鼓淹没矿井、无法保证来掘

工作安全与正常进行时。
（4）由于采掘过程中的涌水，对矿山生产工艺和设备效率有严重影响而必须改善采

矿场的作业条件时。
（5 ）矿体直接顶板含水层虽然含水不丰富，水头也不大，但属于流砂层或者矿休间

接顶板为流砂层并且位于开采崩蒋区内，若不进行预先疏于，在采掘过程中有突然涌水、
涌砂的危险时。

（6）蓄天开采矿床的边坡由于地下水的影响致使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改变、稳定性降
低、边城可;且发生塌落和滑坡时。

4。1。1.2 矿床疏干主要技术要求
矿床疏干在技术上必须满足以下要求;

（1>采用的疏干方法必须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相适应，并能保证有效地降低地下水
位，形成可靠的疏干漏斗。

〈2）采掘范围内形成的地下水降落曲线低于相应时期的采掘工作面标高，或低于允
许的剩余水头。

（3）疏干工程的施工进度，必须满足矿床开拓、开采进度计划的要求。

4。1.2 矿床疏干设计所瓣的水文地质资料及其要求

4.1.2，1 矿床疏干设计所儒的水文地质资料
矿床疏干设计所需的水文地质资料，一般有以下几种∶
（ 1 ）经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批的地质勘探（含水文地质）报告。一般在矿区的水文地

质条件属中等或比较复杂的类型时提供。
（2）经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批的专门水文地质勘探报告。一般在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属复杂Z极复杂类型时提供。

（ 3）经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批的矿区水文地质补充勘探报告。这主要是指在矿区勘探
阶段水文地质勘探和研究程产未能满足规范要求，而进行水文地质补元勘探后提交的报告

（4）疏于试验报告。这是在矿区进行疏干试验之后提交的工业性试验报告，如;放
水试验报告、降水孔群干扰试验报偕或流砂的可疏性试验.报告等。

4.1.2.2 矿床疏干设计对水文地质资料的要求

一般需要采取预先疏干的矿床，由于牵涉到疏干方案的选择、疏于工艺的确定以及疏
干系统和辅助设施的建立等，都要求有充分可靠的水文地质资料作为依据，因此，在所需
资料的深度和广度上，与一般不需要疏干的矿山有所差别。在一般请况下，除第 二章2。1
节所列资料以外，尚应附有以下资料∶

〈1）区域水文地质资料，应包括地下水补给、运流和排泄区在内的完整水文地质单
元资料。同时应附有矿床疏干对区域水文地质条件彩响的预测和评价资料。

（ 2）矿区所在的水文地质单元及边界条件的工程控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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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要含水层的岩性、产状、厚度、空间展布、含水层的厚度、富水性在水平和

垂直方向的变化规律以及各含水层的水力联系资料，分区、分带的确定主要含水层有代表
性的稳定流或非稳定流的水文地质参数资料。

（ 4 ）抛表水体的分布、水文特征、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资料。通过矿床地段

河流以及岩溶矿区位于预测塌陷区内的河流，应有河床的岩性、构造及开采后地表水与地
下水相互转化的预测资料。

（5 >顶板或底板间接进水的矿床，应对隔水层附有如下资 料∶隔 水层的性质、
厚度及其变化，隔水层的隔水性能及构造破坏，隔水层有代表性的物理 力 学 性 质 指 标
等。

（6）以孔隙充水为主的矿床，除附有含水层赋存的一般水文地质特征资料外，尚应
附有松散含水层的颗粒分析资料和必要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资料。

（7）附图
除第二章2。1节所列附图外，还ü视矿床水文地质特点增补下列图件∶
含水层等厚线图;
含水层顶、底板等高线图;

含水层等水位（压）线图;
矿床底板隔水层等厚线图;

第四纪水文地质图;
岩搭发育程度图;
岩溶塌陷预测分布图。

4.1.3 矿床疏干设计的原则和主要内客

4。7.31 疏干设计的顾则

（1）矿床疏于设计要与采矿设计、矿区地面防水及矿井或露天采矿场的排水设计密
切结合，统一安排。

（ 2）矿床疏干设计要金面规划，注意开采初期和后期疏干工程的衔接，位于同一水
文地质单元内的不同矿区，应注意相邻矿区疏干工程间的相互配合。

（3）现干方案应通过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确定，详细对比各方案降低地下水位的
可靠程度，各方案采用的疏于工程的施工难易程度和安全程度，各方案所用疏干设备的运
转可靠程度及设备材料供应的可靠性，各方案基建时间的长短，各方案基建工程量和投资
多寒以及矿山生产期间经营费用的多少等。

（4）矿床疏干设计应考虑疏干水量的排供结合和综合利用问题。
4.1，3.2 矿床疏干设计内容

矿床疏干设计是需要疏干的矿山开采总体设计组成部分之一，编制矿床疏于初步设计
时，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对提供设计依据的原始资料分析和评述
对提供设计依据的地质报告或专门水文地质报告、疏于试验报告等，进行系 统 的 分

析，提出影响疏干设计开展的主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对开展疏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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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程度和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2.矿床统干水文地质条件的研究和论证

（1）详细研究区域水文地质特征，分析矿床疏于对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

（ 2）研究矿区所在水文地质单元及边界条件，研究拟疏干含水层的岩性、产状、厚
度，空间展布、含水层的厚度及富水性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3）详细研究抽（放）水试验资料，确定拟疏干含水层有代表性的 水文 地质 参
数。

（4）研究地表水的分布、地表水与地下水的水力联系，矿床疏干后地表水转化为地
下水的可能性。

（（5>研究矿床疏干引起地面沉降、开裂和塌陷的可能性 及 其 对 矿 山建 设 的 影
响。

（6>两究矿床开采的工程地质条件，确定不利的工程地质因素及其对矿床疏干和开
采带来的影响。

3。矿床统干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

从矿山基建和生产安全及采掘效率的提高等多方面，对矿床疏干的必要性进行技术经
济论证，通过矿床开采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的研究，论证矿床疏干的可能性 和可行
性。

4.确定疏干原则、疏干方法和疏干工艺

根据采矿对疏干的要求，提出两个以上可能的疏干方案，列表说明各方案的优缺点、疏
于基建工程量、设备材料数量、投资及年经营费用等，根据矿山的具体条件，推荐技术可
掌、经济合理的方案。

5.疏干工程布置和疏干工程结构类型的确定
说明推荐方案中，各种疏于工程的布置原则和方法，并详细说明推荐方案中以下各种

疏水构筑物的结构。

深并降水孔;开孔、终孔直径，止水要求，过滤器类型，填砾厚度及砾料规格。沉砂
段长度以及深井基础处理方法;

疏干巷道∶巷道布置形式、长 度、新面 规 格、坡度要求，水沟规格及巷道支护要求
等;

直通式放水孔，开孔、终孔直径，止水方法，过滤器类型，孔口管接装方法及闸阀型
号;

丛状放水孔∶开孔、终孔直径，孔口管尺寸及固定方法，孔深要 求及 孔口管闸阀型
号。

6.矿床疏于的水文地质计算

地下开采矿山计算矿坑系统总涌水量;按各开采阶段计算疏于系统的地下水正常涌水
量及最大酒水量∶当采用破坏顶板的采矿方法，形成开采崩落区并导致雨水渗入时，计筑
正常降雨渗入量及暴雨渗入量;计算各开采阶段的静贮量和疏干时间;校核各开采时期的
地下水降落曲线是否濡足采矿要求。

采用地表降水孔疏干时应计算疏干系统总涌水量;干扰井群的单井涌水量;疏干井问
距及残余水头值，校核各开采时期的地下水降落曲线是否满足采矿要求;静贮量和疏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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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以及过滤器的水文地质计算等。

7。疏干设备选型及选用数量的确定

采用地表降水孔疏干时，选用深井泵或潜水泵的型号。计算泵的工作、 备用及检修台
数，选用钻并设备的型号和数量以及相应附属设备型号、数量等。

8。矿区水文地质观测刚的建立

确定矿区地面水文地质观测网布置的原则、布置形式、观测孔的结构及过浦器的类型，
建立矿坑涵水量观测系统及矿坑水压观测系统，必要时建立地下水水温及水质监 测 系 统

等。
9。矿山基建疏干和生产疏干的水文地质工作设计

按照采矿对疏干的要求，编制基建疏干和生产疏干的进度表，确定门常生产水文地质
工作内容及工作素，配置观测仪器型号、数量，确定人员编制及组成等。

10。编制疏干概算
11.矿坑水综合利用

详细研究矿坑排水的水质及水量是否具备可供利用的条件，协调排供关系，最大限度
地利用矿床玩干的地下水，以求降低排水经营费用。

12.矿山疏干排水与环境保护
研究矿坑水排放对周围环境污染的可能性。提出防止污染的措施。对岩溶充水矿床，

应详细研究因矿山疏于排水出现地面沉降、开裂及塌陷的可能性，并提出防治措施。
13.主要附图
（1）区域水文地质图（1∶5000～1t10000），必要时附，一般按原有图复制。
（ 2）矿区水文地质图（1 ;1000～1 15000），一般按原有图复制。
（3）疏干工程平面布置图（1 ∶1000～1∶5000）。图中标明主要水文地质勘探点

和试验点的位置及编号、含水层界线及富水性分区、露天矿最终开采境界或地下矿开采崩
落界线及钟动界线、疏于工程的位置与编号、表明疏干系统与地面防排水系统的关系、地
面观测系统的拉置及编号等。

（4）阶段疏干工程布置图（1;1000～1 ∶5000）。标明勘探线、矿体、地层及含
水层界线，主要构造线位置，主要井巷工程布置，地下疏干系统的位置及编号，疏干系统
与阶段排水系统的关系并标明排水方向及疏干巷道、嗣室、防水门及水 仓、水泵房的位
置，观测孔的位置及编号，阶段的崩落界线及错动界线等。

（5）降水孔结构图。表明降水孔穿过的地层层位、岩性、深度、含水层的厚度及各
层层底标高，降水孔开孔、终孔直径及换径情况，止水部位，过滤器装设位置及过滤器类
型、滤料的填置深度、厚度及滤料规格，沉砂段长度等。

（6）岩溶矿区地面塌陷预测分区图（有资料依据时附，一般按原有图复制）。

4.2 矿床疏于试验和设计的一般要求

矿床疏于试验一般是在编制矿床疏干初步没计之后，在开展施工图设计之前，结合既
定的疏干方聚进行的一种工业性试验。



第四章 矿床疏，干 1165

在国内外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矿山的开发实践中。许多矿山在基建之前或在基建前期均

进行了疏干试验。国内矿山采用地下疏干方法时，一般要进行坑道放水试验，采用地表城

干方法的矿山，也曾进行了降水孔抽水及干扰井群抽水试验，流砂的可疏性试验研究等。

通过疏于试验，既能验证勘探部门提供的水文地质资料，同时又能解决矿床疏干设计中的

重大技术问题，从而可保证设计拟采用的疏干方法和疏于工艺的有效性和疏于系统工作的
可靠性。

4.2.1 矿床疏干被验的任务

在矿床疏于设计中，当拟采用的疏干方法、疏干工艺和技术手段比软复亲、国内尚缺
乏成熟经验，或者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矿坑涌水量大，相应的投入疏干工程量大，投
资高，而疏干设计中某些重要环节的技术决定尚待进一步验证时，往往需要在施工图设计
开展之前进行疏干试验。对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大水矿床，由于受现有水文地质期探
装备水平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在矿床详勘阶登尚遗留部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问题，也可以
在疏干试验中一并获得解决。

疏干试验一般应解决以下问题;
（1）验证疏干设计中拟采用的疏于方法、疏干工艺及技术手段的有 效性 和 可靠

醇
（2）根据疏干试验降落满斗曲线的形态及获得的水文地质参数， 调整疏 干工 程间

距、工程量和疏干工释的布置;
（3）检验疏干工程结构设计是否可靠、合理，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疏水构筑物的结

构设计提供依据;
（4）检验疏干水文地质计算参数和计算方法的可靠性，核实疏干时间，调整疏千搂

水工程的施工进度;

（5》进一步揭示矿区开采的水文地质条件，对某些岩溶矿区，了解矿坑水的泥砂含
量和进一步暴露地面沉降。开裂和塌陷产生的规律，为塌陷的防治提供依据;

《6）通过疏干试验，积熟各种疏干工程的施工经验，为疏干工程的全面施工创造良
好条件。

4.2.2 疏干试验设计要求

疏于试验设计一般要求如下∶
（1）疏干试验地点的选择，应密切结合基建前期采掘工程的布置和在水文地质条件

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
（ 2）疏于试验应与矿床疏干设计确定的疏干方法、疏干工艺和采用的技术手段相一

致;
（3）疏干试验工程应尽可能为以后的基建和生 产疏 干所利 用，以求减少疏干工程

量，节约投资费用，

（ 4）疏于试验设计应详细拟定各项试验工作的具体试验方法、步骤、技术要求和进
度计划等实施缩则，详细确定各项试验工程的具休位置，技术规格、施工方法与机具、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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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手段与装备，详鳃计算整个试验项目的工程量与工作量以及动力材料消耗，编制详细的

工程施工预算。

4.3 矿床疏干方式与疏干方法

4.3.1 疏干阶段

矿床疏干一般分为∶基建疏于和生产疏于两个阶段。
4.3.1.1 基建疏干

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属复杂和极复杂类型的矿山，在已确定采取疏干措施后，一般邯
要求在矿山基建以前或基建过程中提前进行疏干工作，以便在矿川投产前就全部或局部超
前降低地下水位，为采掘工作创造正常和安全的条件。超前时间一般为6～12个月;具体则
接计算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形成时间来确定。

基建碳于是在矿山基建以前还是在基建时期进行，主要取决于拟疏干含水层的赋存位
置与开拓工程的布置。一般当地下矿井巷开拓工程和露天矿的开沟工程开始施工就必须据
露含水层时，基建疏干工程必须在矿山基建工作开始之前进行，用以确保开招工程的顺利
进行。在基建时期进行的疏干工作，则主要是为了降低采区的地下水位，以确保矿山投产
时开采工作安全题利地进行。

4.3.1.2 生产疏下
生产疏干是矿床疏干的第二阶段，疏干工作在矿山生产时期进行。生产疏干应保证在

第一阶段基建疏于之后，进一步隆低地下水位，以确保回采工作正常和安全地进行。生产疏
干是在基建疏干的基础上进行，为了继续给开采工作创造正常和安全的良好条件，同基建疏
干相比，生产疏于要长时间地进行。生产疏干可以不断地调整基建疏干时的工程布置形式，
改善疏于系统的工作状况，进一步提高疏干效果。

4.3.2 疏 干 方 式

矿床疏干方式一般分为地表疏干、地下疏于和联合疏干三种方式。
（1）地表疏于方式的疏水构筑物及其附属的排水系统，是在地表施工建造的。在一

般情况下，地表疏于方式适宜于在矿山开拓工程施工之前采用。
（2》地下疏干方式的疏水构筑物及其附属的排水系统是在井下施.工建造的。由于这

种疏干方式的疏于排水系统多在矿山井巷开拓工程施工时才开始建造，因此，多用于解决
矿山基建和生产过程中的疏于问题。

（3 ）联合疏干方式的疏干排水系统一部分建在地表，另一部分建在井下，是地表和
地下疏干方式的结合。它多在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采用单一疏干方式不能达到预期疏
干效果时采用。联合疏干方式也可以按地表疏干和地下疏干依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首先
采用地表疏干方式确保并巷工程安全施工，然后建造井下疏干排水系统，实现地表和地下
联合疏干，使地下水位降低到预定的开采水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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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疏 干 方 法

4.3.3.1 常用蘸干方法

在地表、地下和联合疏于各种方式中，采用不同的疏于方法疏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

床，每种不同的茹于方法都有各良的应用范围和使用条件。表3-4-1列出了国内矿山常用

的各种疏于方法。图3-4-1中（1）、（3）、（5）、（6）及（10）～<14）列出了苏联在矿
床疏干中曾使用的各种不同常用疏于方法及这些方法的适用条件。

4.3.3.2 特殊疏干方法

同常用疏干方法相比，轻型井点、喷射井点及电渗等特殊疏干法，在矿床的疏于实践
中应用比较少，而且主要用于疏干透水性小的第四系含水层。把这些人工降低地下水的方法
应用在矿床疏干中，一般是作为辅助疏干方法，临时处理矿区某些局部地段的疏于问题，面
且多在露天矿疏干时采用。

1.轻型井点

理2 物谓千

业某避新|

丝需通海未 9湘-将病
(2)

门沙和粘性;莎 砂和活悸土粘性士博1孜e=0，1~1.0K=1~ K=0.1 大=0.】A K=1～ 2l ～.00l，

豆萌-封酶!

坪祖隧坞景一闪苹量纠 109)
赫， ：与 O

9 16

因3-4-1 苏联地下矿和露天矿的菌干方法及适用条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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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3-4-1 苏联地下矿和露天矿的疏干方法及冠用条件（ 2）
（1）-班水明沟（2）一吸入孔;（3）一充暹式放水孔;（4）一电渗疏于;t5）—打入式放术孔，《6）一降水孔，

（7）—轻型井点1（8）一真空轻型井点;<）一真空吸射紫置∶（103—降所孔3（11）—辐船并t（1）—边坡滤水窗;（1）一

边坡水平旗水孔;（14）一坑巡就水孔

1一降盛曲线，2一边饭反遗层却固∶3一集水劣∶4一排水平卷，5~-聚水管负极;后一金属因恒，7一共筒∶

8-水平放水孔9—历水展∶10一孩压带，l1一打入式放水孔12一矿层;13一停?孔;L一排水讼;15一坑改放水

孔;6一放冰巷道

表3~4~】国 内 矿 山 常 用 的 疏 于 方 法

班 平 方 法确干方式

挂岩部” 地表降水孔疏干，明消疏干、吸水礼疏干，露天边艘水平孔疏干

卷道诚干，丛状款水孔疏干，支通式放水孔疏干，降出孔疏干，打入式放水孔疏于地下就干

障水孔，吸水孔及悲道骤干的联合，就干巷道与水平孔的联合联合境干

轻型井点（亦称针状过滤器）一般用于罐天采矿场入车沟、开段沟或工作平台以及露天
采矿场内部防石场、滑坡地段的浅部松散含水层疏于。一般要求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大于1 ～

2 m/d，当含水层渗透系数增大时，疏干效果更为显著。

轻型井点用于露天矿疏干，具有使用方便，装备简单，疏水装置对地下水拦截率高的

特点。
当矿区第四系土层结构复杂时应掷用。一般来说，对于夹在上下两粘土隔水层之间!!度

不大的含水砂层，或在细砂层中含有50??上的粘土或淤泥，以及当粘土隔水层埋藏深、
厚度大时，其疏干效果都会受到明显影响。

在露天矿疏于实践事，轻型井点的降水深度一般不题过5。5～6.0m，当要求降水深度
较大时，应采用两层或三层布壁方式。井点管间距、井点微目及井点设备的选择等均需通
过水文地质计箅和疏于试验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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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喷射井点
吩射并点是在轻型井点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有喷水井点和喷气井点两种。同轻型井点相

比，其区别在于，喷水井点是由用来注入高压水的高压水泵和喷射装置组成的抽水系统；
喷气井点则是由空气压缩机和喷射装置组成的抽水系统。高压水或压气通过喷射器形成负
压达到不断抽水降低地下水位的目的。在同样条件下，喷射井点比轻型井点可以获得更好
的疏干效果。

喷射井点适用于疏干渗透系数大于0.1m/d的松散含水层，其降水深度可达15m。井
点可作单排或双排布置，如采矿场或拟疏干地段面积较大时，可按环形布置，并点间距一
般为2～3m。

和轻型井点一样，喷射井点设备安装迅速简单，灵活性强，设备占地面积小，但设备
效率低，所以在矿山很少大面积采用，多用在临时性或局部地段的疏干。

3.电渗疏干

电渗疏干是利用粘性土的电渗现象降低地下水位，主要用于渗透系数为0.1～0.0001
m/d的粘上、淤泥及滋泥质粘土层的疏干。电渗疏干利用并点管管材作负极，布置于拟疏
干地段轮落线的外侧，另将金属管或金属棒作为正极，布置于拟疏干地段轮廓线的内侧。
正、负极分别接在直流发电机相应电极上，通电后地下水从拟疏干地段的内侧向外流入井
点管，连续抽水后逐渐降低地下水位达到硫干土层的目的。

电渗疏干由于经营费用高，所以在矿床疏干中很少采用。图3-4-1中（2）、（4）、
（7）、（8）、（9）列出了苏联在矿床疏干中使用的特殊疏干方法及其适用条件。

4.3.4 玻干方法的选择

4.3.4.1  影响疏干方法选择的主要因素
1.矿床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
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是疏干方法选择的基本依据，不同的疏于方法有不同的

适用条件，因此，在选择疏干方法时，必须根据矿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特征结合各种疏
干方法的适用条件作出正确选择。

2.矿床水文地质研究程度
矿床勘探阶段的水文地质研究程度和资料的可靠程度直接 彩响 着 疏干方法的正确选

择，当水文地质研究程度不足，资料不充分时，可导致疏干方案的决策失误，甚至可造成
疏干措施的完全失效。

3.矿山企业建设时间

各种不同疏干方法的施工时间和期限，以及工作量和难易程度都不尽相同，因此，所
选择的疏干方法，其施工进度必须能保证矿山企业按期投产。

4.开采方式和开采方法

露天开采的矿床，一般应对露天采矿场揭露的所有含水层进行疏干。采用破坏顶板的
地下开采方法时，就要求选择适宜的疏干方法，对开采崩落区实施疏干。露天旷采用不同
的采、装、运设备，对岩土要求的航干程度不同，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必须选择适宜的疏
干方法。

5.疏干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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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干技术装备工作可靠程度是疏于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有时一种疏干方法的选择，
在技术经济方面是合理的，但是由子现有技术装备工作的可靠程度低而不能成立。另外，
在选择疏干方法时，应该考虑到莲水装置必须具备不间断地工作的特点。

6.疏干的经济效果

经济效果是疏干方法选择的重要因素，达到同祥技术效果的不同疏干方案，其疏千工
程投资和运营费用是不相同的。

4.3.4.2 疏干方法选择
疏干方法的选择应满足以下要求∶

（1）疏干方法的选择必须与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相适应，并应以充分可靠的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资料作为依据。

（2）保证有效地降低地下水位，形成稳定的降落漏斗、确保采矿作业在安全的条件下
进行。露天矿的疏于，要能提高边坡稳定性，改善作业条件，满足采、装、运对疏干的要
求。

（3）疏干工程的施工进度和疏干期限，必须满足采掘工程总的进度计划要求。
（4）疏干技术装备必须实用可靠，保证疏于排水系统持续稳定地工作。
（5）选择的瘫干方法应具有最优的经济效果。

4.4 地 表 疏 干

在地表疏于方式中，常用的疏干方法有地表降水孔疏干、吸水孔疏于、明沟疏干和露
天矿边坡的水平孔疏干等。

充开果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时，地表降水孔疏干得到了最广泛的应用。该方法可
以应用在矿床疏干的各个阶段;在矿山基建工作开始之前进行疏干工作 以 确 保 开 拓 工
程的顺利进行，在矿山基建时期和生产时期进行疏于工作，以确保开 采 工 作 的 安 全 进
行。

吸水孔可作为一种独立疏干方法，也可以和地表降水孔配合使用，它 能 使 疏 干 层
的地下水直接泄入下伏吸收层中，然后自流或采用地表降水孔或放水孔在吸收 层 中 抽放
水。

明沟是露天矿最古老的疏干方法之一，同时也是露天矿浅部第四系含水层截流和疏干
的最否效方法。

露天矿水平孔硫于方法是近年来国内外发展起来的有效疏干方法，用水平孔疏干露天
矿边坡，具有施工方便、疏干效果和经济效果好的特点，它将是露天矿边坡最有前途的疏
干方法之一。

4.4.1 降 水 孔 疏 于 法

降水孔疏干是沿着矿床分布地段，在地表施工大口径钻孔，孔内装设深井泵或潜水泵
抽水，人工降低地下水位，达到保证采掘作业安全进行的一种疏于方法。由于地表降水孔
疏干法本身具有安全、灵活和建设速度快等特点，在国内外露天矿和地下剪的疏于中已广
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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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外随着大口径音并钻机约发展、高扬程大流量潜水泵的研制成功，不仅

提高了钻井效率，大大增加了疏干深度，而且提高了疏干效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采用潜水泵疏干已经成为露天矿和地下市疏干的发展趋势。
我国采用地表降水孔疏干始于六十年代初期，但长时期由于受译并泵流量和扬程的限

制，使这种疏干方法多用于露天矿疏干。近几年来，随着国产及引进潜水泵的生产，使原
采用深井泵疏干矿山的抽水设备得到不断更新和补充，而高扬程大流量潜水泵的试生产和
生产系列化，将为我国大水矿山的开发奠定良好基础。

4.4.1.1  降水孔罐干的适用条件及其优缺点
1.适用条件

（1）含水层的富水性和渗透性好并有良好的补给条件，采用降水孔疏干效果最好。在
一般情况下，岩溶发育的碳酸盐类岩石，裂隙特别发育的基岩含水层及第四系砂砾卵石含
水层等，部可以采用这种疏干方法。相反，富含粘土颗粒的粉、细砂和粉细砂与粘土交互
成层的弱含水层，采用降水孔直接进行疏干，常常不能取得预期的疏干效果。

一般当潜水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大于2.5～3.0m/d，承压含水层的渗透系数大于0.5～
1.0m/d时，都可以采用降水孔疏干。掘苏联有关文献资料，降水孔疏干对于渗透系数为
5～150m/d的含水层最为有效；而欧美一些国家的露天矿生产实践的经验认为，对于渗
透系数大于3m/d的潜水含水层，渗透系数大于0.3～0.5m/d的承压含水层，利用降水
孔疏干均可取得良好效果。

（2）疏干深度不宜超过深井泵或潜水泵的最大扬程和凿井设备的最大钻进深度。对地
下开采的矿床，如果含水层埋藏深度超过深井泵、滑水泵扬程或凿井设备的最大钻进深度
时、降水孔只能疏干上部含水层，为初期开采创造安全条件。对露天开采的矿床，虽然可
以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在采矿场内设置新的降水孔疏干系统，但应通过详细的技术经济
比较后确定。目前，国外采用降水孔疏干，其降水孔最大深度可达600m。而 国内矿山
的实际降水孔深度多数在100m左右，最深为220.40m。

（3）在拟疏干含水层的富水性和渗透性满足降水孔疏干要求的条件下，下列矿山宜优
先考虑采用降水孔疏干∶

露天开采且开采深度不大的矿山；
在矿山基建之前，要求在疏干的保护之下进行井巷开拓工程时；
含水层厚度大，静压水头高，其它疏干方法不宜采用时；
矿层及其顶、底板均为含水丰富、渗透性强的含水层时。
（4）岩溶充水矿床，疏干排水后地面产生强烈沉降和塌陷而又难以处理时，宜馆

用。

（5）地下水水质能造成井管严重腐蚀或使水泵、过滤器严重结垢、堵塞而又难以处理
时，宜慎用。

2.优点

（1）根据采掘进度计划安排和对水位降低要求，可分期分批施工，当局部地段由于富
水性强。不能满足水位降低要求时，可随时增加降水孔，灵活性强。

（2）同巷道班于相比，施工技术简单、工期短、建设速度快。
（3）同巷道疏于相比，钻探、成井和抽水设备安装等工作均在地面进行，劳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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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安全程度高。
（4）疏干系统可以集中控制或遥控，不但节省人力并可随时掌握设备运转状况，出现

故障及时检修。
（5）有利于矿床地下水的综合利用，可以提供不受采矿作业污染的地下水，作为矿山

各种用水的供水水源。
3.缺点
（1）由于受含水层富水性、渗透性以及水泵和大口径水井钻机技术性能的限制，在使

用范围上仍有较大的局限性。
（2）目前深井泵和潜水泵长期无故障连续运转时间较短，比矿用卧式水泵可靠性差，

维修量大。
（3）在非均质含水层中，为选择深井最佳井位，需配合地面物探施工一定数量的小口

径井位选择孔，增加了钻探工程量和钻探、抽水试验费用。
4.4.7.2  降水孔疏干采统的布置及孔位选择

1.布置方式

降水孔疏干系统常用两种布置方式∶采矿场外周边布置和采矿场内布置方式。这两种
布置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疏于降落曲线是否满足相应时期采掘要求。对于降落曲线同样满足
采揭要求的前提下，首先应选择采矿场外周边布置方式。只有开采范围很大，或者是疏干
岩层透水性差的矿山，采用采矿场外周边布置，不能满足相应时期采掘工作对疏干的要求
时，才采用采矿场内布置方式，即降水孔疏干系统随采掘工作面的推进而移设。

1）采矿场外周边布置方式

采用采矿场外周边布置方式时，降水孔布置在露天开采最终境界或地下开采错动带之
外，一般距露天矿最终境界线或地下矿开采错动界线20～50m。这种布置方式，可以在开拓
工程施工之前进行疏干工作。疏干排水不影响矿山生产。采矿场外周边布置的疏干系统，
其疏干效果一般难于在短期内满足采掘工作对疏干的要求，需要按照计算的降落曲线形成
时间，提前实施疏干排水工作，增加了基建时期的排水费用。

此外，当矿区外围存在比较狭窄的进水通道或集中迳流带时，可将拦截性的降水孔排
布置在矿区外围的主要进水通道上，这样，常可减少疏干工程量，降低疏于费用。

2）采矿场内布置方式

采用采矿场内布置方式时，降水孔布置在露天采矿场内或者布置在地下矿的开采错动
区内，这样降水孔填干系统就要分期建立。第一期疏干工程的布置，以及随采掘工作面的
推进而进行第二期疏于工程位置的选择等，都必须按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和采矿的要求经计
算后确定，同时还要综合考虑矿山的服务年限和降水孔疏干系统的服务年限要求。一般在
满足采掘计划要求的前提下，降水孔排的服务年限不宜少于10年。

露天矿在采矿场内布置降水孔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降水孔布置在采矿场的阶段平台
上，这种布置形式需要在采矿场形成后才能凿井，与采矿场剥离和运输工作有时相互干
扰，影响矿山的正常生产；另一种情况是第一期降水孔疏于系统布置在露天矿推进方向不
受矿山初期生产影响的区段上，这种布置形式可以在采拢工程施工之前进行疏干排水工
作，疏干排水一般不影响矿山生产。国外露天矿在第四系含水层的降水孔疏干实践中，为
了充分发挥第一期降水孔的疏干作用，在采摄工作线推进到降水孔位置时，拆掉降水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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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被剥露出的井管，重新安装潜水泵，继续用于采矿场疏干，以延长降水孔询使用年
限。

采用采矿场内布置降水孔方式，由于降水孔与采揭工作面距离小，疏干效果好，同时
可减少排水量，降低排水经营费用，但凿井工程量和投资可能增加。

2.平面布置形式
疏干系统中降水孔的布置，在平面上有单线和双线的、环形的和不规则离散式等多种

布置形式。
1）单线和双线布置
单线或双线排列的降水孔为最常见的降水孔疏于系统、这种形式布置的降水孔群多用

于
（1）为了戳断有限宽度内的河水扑给地下水，或者要求拦截来自一侧的地下水

时
（2）露天矿开段沟或入车沟的疏干；
（3）降水孔疏干系统布置在采矿场内并随着采掘工程的推进而移设时；
（4）为保护巷道掘进，在巷道延伸方向布置疏干系统，以降低静水压力。
在露天矿开段沟或入车沟的疏于实践中，当沟的一侧为隔水层，或者只要求拦截一侧

来水时，都可采用单线布置。如果在沟的两侧都有涌水，而含水层又具有良好渗透性的情
况下，也可以采用单线布置。当降水孔疏干系统布置在采矿场内并随着采掘工程的推进而
移设时，常需要分期布置降水孔疏于系统，一般各期疏干系统可呈单线布置并互相平行。
双线布置一般是在含水层富水性强，而单线布置不能满足疏干婴求时使用。采用双线布置
时，一般两线互相平行排列。此外还有多线和网状布置形式，这种疏干系统一般是用于疏
于矿井和露天采矿场的弱透水性岩石。

2）环形布置

降水孔疏干系统呈环形布置，多用于∶
（1）竖井掘进的预先人工降低水位，在其周围布置环形降水孔，以确保井筒施工的安

全进行，提高搁进效率；
（2）地下矿井底车场的疏干；
（3）采区的疏干，一般在采区的地下水呈环形补给，在大范围内不存在隔水边界

时。

当含水层富水性和渗透性好，采用单环形布置不能达到预期疏干效果时，可采用本环
或多环布置。

3）离散式布置
不规则离散式疏干系统多用于∶
（1）裂隙和岩溶发育程度和含水性极不均一的矿床；
（2）疏干含水层在空间上的分布比较复杂，其厚度和底板起伏变化大的矿床；
（3）矿区边界条件复杂的矿床。
在布置降水孔时，应充分考虑把降水孔布置在含水层底板低而厚度大的富水池段，以

提高降水孔系统的疏干效果。
3.降水孔深度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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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孔的深度主要取决于含水层的厚度和埋藏深度、采掘作业对水位降低深 度 的要
求。降水孔.深传必须保延疏干隆落涵斗不纵。横剖面的斯下水降落出线低干相应时期内

采掘水平标离或允许的剩余水头标高。如需分期流干露天采矿场付，各期降水孔凝度的疏
定应充分考虑降水孔疏十系统的服务年限。采用降水孔疏干露天边坡时，国外资料认为，

降低水位深度与采矿场边坡高度的理想比例为1。1～1，2倍，才能保正疏干的剩余水头值在

允许的范围内。
!。降水孔间距的确定

孔排和环形布置的降水孔疏干系统中，经济合理的降水孔问距应通过疏干的水文地质
计算确定。所谓经济孔距，即降落曲线满足采掘要求的最大允许孔距。均质含水层的降水
孔间距一般可按等距离布置，但在非均质含水层中。应在施工大烈还降水孔之前先钻进小

口径井位选择孔，根据其揭震含水层的水文地质观测资料和抽水试验资料对预定的孔位进
行必要的调整。调整后的隆水孔实际;市登形式粕孔间距都会发生一些使化，特别是岩溶充
水矿床，经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石茶销矿早期的降水孔设计，均以 100∶n 孔间距，按
单绒沿露天采矿场南东最终境界外侧15m布登。但由于矿区大理岩岩溶发有不均一，在生
产巯干过程中，发现采矿场南、中，北地段富水性差异很大，各降水孔出水量及水位降低
也不一致，最后在采矿场南东侧岩溶发育地段，实际的疏于系统呈半环形，降水孔间距为
8~15~100m不等。

在非均质含水层中布置降水孔时，应在以下迪段适当加密∶
<1）矿区地下水的主要进水区段;
<2）含永层厚度大，埋藏较滚的区段;
（3 ）裂隙或岩溶发育的宿水区段;
<4 ）地下水的强逐流带或集中径流地带;
（5）有地表水体补给的区段;
（6）耍求增加疏于强度的首期采掘工程分布区段。
5.降水孔施工序列

降水孔的施工顺序一般应遵循由稀至密的原则。首物施工的降水孔为第一序列。而加
密和在第一字列孔两端或两侧施工的阵水孔为第二序列。第一序列孔通常在含水层理藏较
没的地段、矿区地下水的主要进水区段及采翻工程首期施工地段施工。在非均质含水层富
水性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可根据第一序列孔揭露含水层的实际水文地质资料，调整第二序
列孔的布置位置，以充分发挥降水孔系统的疏于能力、

6.降水孔孔位选择
1）均质含水层
在均质含水层中，降水孔依照所确定的平面布置形式，按等问距均匀布置。但在!体

选择孔位时，应尽量选择以"下部位;
（1）含水层富水性相对较强的地段;
〈2）含水层厚度大的部位;

（3）地形和隔水层底板低洼的地段。
2 ）非均质含水层

在非均质含水层中降水孔孔位的选泽，应通过先钻进小口径井位选学孔之后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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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使井位选择孔布置在比较可靠的位置，以节省钻探费用，布孔之前应充分研究和利用已
有的水文地质资料和物探资料。井位选择孔的数量取决于含水层的岩溶、裂隙在空间的分
布规律和矿床水文地质故探和研究程度，对于岩溶充水矿庆。每确定一个降水孔的孔位，
可以视岩溶发育程度的不同，布置2～A个井位选择孔。在井位选择孔施工过程中，必须
做好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和抽水试验工作。通过抽水试验确定的单位涌水量焙选择降水
孔孔位的主要依据。根据这些资料可以预测大口径降水孔的单井涌水量能否达到疏干设计
中所要求的疏于能力。石蒸铜矿在选择大口径降水孔孔位时，经小口径井位选择孔抽水试
验验证后证明，当单位涌水量达2L/s·m时，可确定为降水孔孔位，而单位涌水 过达
4.5L/s· 时，可在这一位置附近布置两个降水孔。

4.4.1.3 降水孔结仰设计

1。降水孔结构饭计的主要内容

降水孔结构设计主要包括确定降水孔的开孔及终孔直径、孔深、变径深度、井壁管及
过滤器南直径、过滤器的结构类型、井管材料种类等。

2.降水孔基本结构
1）孔LT1结钩
降水孔孔口周围一般都采用粘土、水泥等不透水材料封闭，其封闭深度一发为3～5

m。如果降水孔位于地表水体附近，孔口的结构设计应充分考虑地表水体嫩 高水 位 的影
响。对疏干后可能引起地面塌陷的矿区，为防止孔口附近下沉，孔口处要采取加固措施，
同时应选用强度较高的井壁管，并把井壁管下至基岩中，以防止向于孔口附近谢陷而影响
瘴水孔的正常工作。

2）降水孔直径
降水孔真径的确定和以下主要因素有关;
水文地质条件，被疏干含水层的性质、充水类型、富水性、渗透性及地下水的水力楼

质等;
降水孔深度、过滤器的类型、长度及装设位置;
选用的水泵规格和并管规格。

在确定降水孔直径时，应以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为依。并综合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
（1>第四系孔背充水含水层中降水孔直径
第四系孔隙充水的松散含水层一般质地疏松，而且多具有相对均质、各向同性的渗浚

特性。根据国内外设置在这类含水层中的大数供水管井和矿山疏干降水孔的实 践 经 验，
钻孔的出水量不但与含水层的富水性关系密切，面且还与钻孔的孔径以及过滤器的结构类
型、设置深度和长度有一定关系。一般来说，钻孔的出水量在一定范围内随钻孔孔径的加
大而增大。二者大致呈正相关关系，而且含水层的试水性越强，渗透性越好，这种相关关
系也越显著。因此、当含水层的富水性较强时，一般多采用较大直径的降水孔，以尽可能
增大其出水量。同时，还由于含水层的质地疏松，设置在这类含水层中的降水孔，尤其是
在中细粒松散含水层中的降水孔，一般均需在孔内设置填砾过滤器，也要求有较大的孔径。
但是、出水景随孔径的加大而增大也有一定的限度，当孔径加大到一定程度时，出水数的
增长趋势将越来越减弱，乃至终止。而且，钻孔孔径也受到钻井机具施工能力的限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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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任意地加大。因此，在选择降水孔的孔径时，首先应根据含水层的富水性和渗悉性，通

过对整个疏干系统进行的疏干水文地质计算，确定每个降水孔最适宜的干扰单孔出水量，
然后再综合其它各方面的因素来选择降水孔的最佳孔径。表3-4-2列出了在冲积含水层
中降水孔的适宜出水量与降水孔直径的一般关系，可供设计参考。

襄3-4-2第四系报散含水层中降水孔直径及出水量表

降水孔直径<mm）适宜的出水纽〈m'/d）降水孔直径《mm> 适宜的出水量（m'/d）

150 400500 500~700n
吕 500 7000～10001000～20

eoo2000~250口250 “占己召才心艺名

75050 z500～3500 2000～360
360 10o3500～5400 38000~50460

（2）基岩含水层中降水孔直径

基岩裂朦和岩溶充水的含水层，一般具有非均质、各向异性的渗透特性，因此降水孔
直径的大小与出水量的关系，受含水层富水性的制约。在富水地区，大口径井孔与小口径
井孔的出水量可以相差2～3倍甚至10倍以上。这是因为在小口径井孔内，水流速高时。

水头损失大，以致在相同出水量时，水位下降大，当采搁工作要求降水孔的降读越大时，

这种情况就更为明显。因此，对岩溶发育、室水性强的地区，宜采用大口 径 降水 孔，反

之，降水孔的直径可适当减小。基岩含水层中常用的降水孔直径和出水量见表3-4-3。

表3-4-3基砦含水层中常用的降水孔直径和出水量表

述 双内 怒消的 流 离
Cm/s) 一”心入目亡一目当”(nm)
1.5 34号500 5000dB2

282400 1.5 2000t426
173,5:5001.5350377

15 115.610D6030325-.
50o 57.81.0252273

1.0 32428020219
“它名1.0154 T 316S

0,85 21-6108o137“”
0.8 80127 9.25318

5090夕雪108 5.809..5

（3）降水孔直径与过滤器直径和滤料肝度的关系

考贴过滋器直径和滤料厚度等因素，降水孔直径按下式计算确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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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D=d+50+2(a+b)
式中  D-一颗水孔直径，mm

d————水泵泵管最大外径。mm；
b——充填料厚度，mm）
a————滤水管壁厚度（包括缠丝、包网厚度），mm。

（4）降水孔直径与降水孔间距

在一般情况下，增加降水孔直径和减少降水孔间距都可能提高矿床的疏干效果，但是
国外文献的研究资料认为∶增加降水孔直径达到的疏干排水效果，不如缩小降水孔的间距
有效。如间距15m、直径76mm的降水孔，其疏干效果几乎同间距30m、直径122mm的降水

孔一样。虽然如此，但从工程实践来看，国外矿山，特别是岩榕充水矿床使用的 降 水 孔
仍有继续∶向大直径方向发展的趋势。采用大直径降水孔，可以减少工作水泵的数量和钻井
工程量。国内外部分矿山采用的降水孔直径见表3-4-4。

国内外部分矿山降水孔直径一览表 裹3-4-4
降水孔直径（mm）矿山名称 粘孔深度（血）

开 孔  孔专
石寨铜等 450~400 300 80~130
茂名油翼岩矿 500~000 220~500 76~101
七一五祥 500 300 130~134
妨血铁矿 1000 800 60~60!

新疆某稀有金属矿 500～850 200~-300 127~220
仰牙科尼拉德铝土矿 3200 2000 240
民主荐国某纲天矿 300~800 200~3D0
苏联阳网络林露天煤矿 590 400
印度杂维胆褐糕露天彩 1371~J625 120～150
希防坎培训激至固煤露天矿 B00~1500 /

罗马尼亚罗维纳里挥煤露天矿 1000 -
联邦签国符尔图纳揭煤露天矿 一般800~800，最大1500~1800 叠大深度500

3 ）井壁管及过滤器

井壁管及过滤器是降水孔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采用降水孔疏干第四系松散含水层时，
一般降水孔都需装设井壁管及过滤器。对其选择主要取决于含水层的性质、颗粒组成及井
深等。在坚硬或半坚硬基片稳定含水层中的降水孔，可不安装并壁管。如上部为松散覆盖
层或其它不稳定岩层，则应自孔口起安装井壁管，直到稳定岩石以下为止。如果下部疏干岩
层不稳定，容易坍塌，则应安装穿孔式过滤器。如果在基岩裂隙或溶洞中含有泥砂等细颗
粒成份，则应设置缠丝或包网过滤器，必要时外面还要填入适宜规格的填码。

4）沉砂管

降水孔底部构成封闭的沉砂管。一般沉砂管和并管采用同一材质互相连接，其直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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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下井管。在基岩含水层中，如果孔底岩石较稳定，也可换径钻进一定深度直接用作沉砂

段而不没置沉砂督。沉砂管或沉砂段的长度是由含水层的岩性与孔深决定的，一般要求。

（1）孔深小于30m，沉砂管（段）长度不小于3m;
（2）孔海30～90m。沉砂管（股）长度不小于5m;
（3）孔深大于90m，沉砂管（段）长度不小于10m。

从含水层性质来看，如果属于粉细砂含水层或岩溶含水层岩溶发育，充填程度高，充
填物为细颗粒泥砂时，沉砂情（段》长度还应适当加大

5）几种常用的降水孔结构形式

（1）第四系松散含水层中，降水孔的结构见图3-4-2。
（2）松散与基岩双层含水层降水孔的结构见图3-4-3。
（3）破碎基岩中降水孔结构形式见图3-4-4。

（4）猫岩溶洞裂隙含泥砂时的降水孔结构形式见图3-4~5 及图3~4-6。

图3-4-2 松散含水层降水孔 图3-4-3 朴敬与基当双层含水层降水
结构示意图 卡转站书录还

1一结上然阅，2一填既; 1一沾土划滑;2一填砾
3一过滤2;s—沉砂苷; 3一水混封附;4—下邵过滤器

5D

28 e
en

325

973

图3~4-4 破碎挂发降 图3-4一5 基岩绵洞裂隙 图3-4~6 基岩溶洞裂败
水孔绰构示意N 含泥砂时的际水礼结构之一 含泥砂时的降水孔靠构之二1一洛润裂隙，2一井省间封阳 1—溶肩内的城形;2一过 1.--止水部汽，2一套混弥∶3一件约∶3一过滤器 滤器，3，4一灰岩内的潜润 管，4一过速部（包网>;6一沉纱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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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4  降水孔并壁管的选择
1.井壁管选择的原则
（1）井壁管要有一定的抗拉、抗弯及抗压强度，以保证在下管过程中和成井后，不致

因井壁管强度不足而造成井壁管破裂。
（2）井壁管的选择应符合经济耐用的原则，井壁管材料的选择要做到因地制宜、就地

取材，并要考虑降水孔的服务年限及地下水对井壁管的麻烛等因素。
（3）井壁管应平直无弯曲，内壁平滑圆整。
2.各种常用井壁管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降水孔常用的井壁管有钢管、钩铁管、水泥管、塑料管及石棉水泥管等。这些井壁管

的特点及适用范围见表3-4-5。
3.各种材质井管的最大允许长度
并壁管一般乡与过滤器连接在一起共同组成井管，由于过滤器的强度要远远低于相同

材质的井壁管，因而对不同材质井管的使用长度应有一定限制。表3-4-6列出了常用的
各种材质并管的最大允许长度供参考。

4.常用井壁管的规格
1）钢制井壁管

备种常用并壁管的特点及适用范围 袭3-4-5

质量要求种类 优    点 缺    点 适用范围

（1）秀南率公益每米不超过1mm （1）抗拉、抗寒 （1）城本商， 五月开深井。水中
强度大， （2）奋场性能差

新国井塑套
含氮高子1000mg/以

（2）外径公宏，无缝帘臂不大于 上和含义化氢的碳极
】~1.5师，按建钢管不大于土2% （2）下管工艺比 水中，不宜使用。理

较简单 发小的我水和含二贤
（3）发生问题时 化统的本中也不腐蚀

容易处理 ff
（1）采用HT15～32号烤铁铸 （1）强度教大。 （1）抗拉强度较小； 近用于中心井，在

瓷砖或，拉断应力在1500×103Pa 成本较错型低； （2）实验大 合有较高的氯离子和
以上 （2）防腐蚀能力 （3）提水管端工程 联段的水中，抗腐蚀
（2）作子我面如有皱纹，其语 比钢竹金 能力比你管照烤 带

度不得大量3mm； （4）下位不如何性为
（3）优冬淡面钩嘴，其深度不铁 便

得大于4mm；#
（4）管子装固的重度，其保度3 不得大宁Amm

* （5）销予一端级数上知有气
孔，最大不得大于15mm，保障不
得大于5mm，

（6）馈子内径偏差不起过士3
mm，壁厚铆笼不超过2，5mm，长2

虚偏差不超过±2.0mm，弯曲及偏
差不超过Bmm



IT8U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续接

优 点种类 缺 点 适用范区质量要求

11>强啶较低;八”“净计菲。（】）井壁管弯曲公势每米为2 适用于浅并或中深

胥棉水棍蚪嘘俩
（2）制登方梗;mm 井，在含有疏化氢的<2）下管工艺复杂
（3）信蒙好的抗《2>内外径公差为主3mm; 水中，可使用石棉水

腐饮性能（8）厚度公差为±2mm; 泥井壁管
<4>井继管内外墅不得有 残

缺，断裂、孔窝及大块脱皮，脱皮
最大块不得翅过300mm'，沟语不
超过3Jm

（1）原熟来源容硝量要求可多照石棉术泥少壁管 （1）塑度低， 近用于浅井成中深

氰保式井壁肯 （2）下普工艺复杂易，可就她取材; 共，在含有一克数量
（2）成本低、鸽 的二氧化联和含量超

造方便 过250～400 mg/l的
硝酸根以及理度大的
水中不宜采用

我氰乙增塑料并壁管的袭度委 孟用于中探并，适热安定性低，画座岗过（ 1）在强酸、碱

学 用于各种水质性水中，比畅臂寿南 60℃时强度大为降低

脉实去谢和
抗拟强度，450×10>PA 长;
批压强度;600×103Pa （2）逾量为拥管
抗理缴度∶800×10'Pa 的1/5，运输，安装瓣

橱;
（3）造价便宜

备种材质并鳖的最大允许长度袭 襄3-4-6

铸误井壁管制制井阻管和过滤器 奇谨兹器叶祥井壁壁和过滤器种类
当闪谱菲隐丝或包阿过滤沿 壁管和过滤得坝部过淀器 制管骨架过毒器

500最大允许长度（m> 2D0 200~250200~250 106~150

（1）钢制井璧管技术规格见图3-4-7及表3-4-7。

一L6

ta

h

图3-4-7 钢制井壁管
—并竖馆;b一管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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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7钢制并壁管技术规格表（单位;mm）

号当井 性管
公称规格 雳* 管 孔酵 质见盛谱内径 长度长 每米质量丝担长人b 证.邹 E(kg) 术鸿宁(kg)比己少

168 7,5E3150 66-5 170! 131.63D8～659ol 。194186

己、自21920o 2t3 23641.673 22 203产己？否  10.8。27紧250 58,8 27521679.5 2873o06～6Da0 16 12,9
325 1030、530 出“ 34086江占中己？空三三 15337229 7,3
335 3E5 993孔“ 39 2293000～69ubj 18379 18.7
态400 n14Gf 6 431j1t2.6js900-6Dao 428 “239 22.一

（2）热轧无缝钢管规格质量见表3-4一8。

热轧无篇钢管规格质量表 表3-4-8

参、 (mm)芽的 、
？ 目 10的 了 12

小目目心 理 质论 (k/m)量
146 30-4124.00 27.23 3.54 36.6z 35.66152 25.03 28,41 31.74 85、02 38.25 41.43169 29.7928,2.1 33.,29 36.75 40.15 43-5027.79168 3157 35.29 38.97 4,59 46.17180 9.87 33.93 37.95 41,.92 45,85 48.72184 32-28 36.7a 41.06 45.38 49.64 53.86
203 38,4738,83 47.5943。65 52-08 56.5236.60219 46.6l4],63平 51,54 56.43 61.26ct-09245 52.3846.76 37,85 63.48 68.955192273 52.28 84.86。严图 71-07 7,2z98 57·U 64,37 71.27 78、13 84.用3a25 62,54 70.14 77,88 85-18 92.63351 67.87 84.1075,91 92.?"3 100,3237 f 81.63 2D.51 89.29 108.62402 87.2! 96，自7 106.0e 15.41428 C2.5992.55 122,52!12,58453 87.87 108.50 119.08 130.61465 112.2wn01.10 123.15 134,65480 104.52 1590 127. 13日.49500 120.83108-96 182,65 145.4密司 115,62 128.23 140.78 154-29560 120.07 138.10 146.21 159.20580 122.28 135,e3 14.92 :63.18图 131,17 145.50 159.78 175.0630 137,81 152.89 167.1 1B3.88
（3）焊接钢管规格质量见表3-4-9。
（4）直缝卷焊铜管规格质量见表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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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9焊 接 铜 管 规 格 质 量 袭

冷晴记苹 质 量外 径在驶 厚近设内径

(mm)小当目”(ma) (kg/m)(mm)

13 15 1.2521.252.75
20 “广部26.752.75场

呼 3.S25 3.50 2.42
3.253 42、2632 3.13
3.503易 48,0040 3.84
3.5050 6.0050 4.购8

3.7563 6.6475.50?o
雪75 4-00 88.50 整叫

93.2 101,204.0999 9.50
“岩” 114.004.00100 10.85
)31 “亡了宫4.50125 15。04“150 4.50 165.00 17.81

z00 6.0D207 219,00 31.52
250 寸吕259 273.00 45-32
36o 8:00 325.00309 62,54

直懂牲焊钥管规格质量袅 表3~4-10
公称直径 管遂分径 滴的窝” 每米哲道质量 每范管道采数
(mm) 《mm) (kg/m)(mm> (m/t>

6 22.64 44,20159150 ， 38.1026.24w 31.52 31.74
？ 36.80 27.33空名 219 。 41.83 24.02
自 21.4646.6维

t 45.87 21.80
昌250 273 52.28 19、1
中 59,50 17,07， S4.89 13.2
利 16,0062,5300 325 n 70.14 14-26

77.110 12.86‘
了 63-87 15.88350 37T
售 72.75 13.75
、自 82.45 12,12。40a 426 92,50 10.80

102.52 9.7s10” 76,80 12.84
四450 464 90-00 H.10

101.00 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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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作直轻 管道壁从 每鸣管道米数每米管道质超管道外径

《kg/m>一自国”(mm) (m/t)(mm

？ 1.1090,11500 529 ao 9.72102.80
I15.37 8,86田

10 r,81127、95E00 529
7.121404s，人。 &-1522,6an 7,2513781680600

10 152.8 B.5
11 5,95167.88。 5.56179,E9
10 199.7. 5,00800 820 1 d.55219.60
12 239.10 4.18

10 250.00 4,Q0
10o 1924 275.50 3.54心

12 少侈00.00
1e 9.35298,39

工12201200 327,50 3.66
357,4712 2,80

（5）螺旋电焊钢管规格质量见表3-4-1l。
2 ）铸铁井壁管

螺 旋 电 焊 钢管 规 格 质 量 袭 囊3-4-11
工厂试验际力<Pa）产品规格 理论质量

长狭 拥
<mm) (kg/m)

单 面 焊 双 L 焊
中219 ×7 98×10;36.50 124×10

41-09φ245×? 87×10f 110×10S
中73×7 45,92 -- 77×105 99×105
中335×7 5-90 B5×10 81×10*
的351× 59.39 6D×10s 75×19>
当”切 63.87 53×Ⅲ 乙义占’

串426×T 72,3s 49×!G 识x∶05

Bt,31申478×7 货号、 55×10
φ529×7 9011 39×'v 富丫占”
中630×7 10i. ：33×10i 1>i0

122,7中63力×图 一 38×10> 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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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铁井壁管规格见图3-4-8及表3-'-12。

0

图3-4-8   铸铁井壁管
o——H壁臂，b-ram，c--保丝撞

携铁并塑管管管和保丝箍规格表（∶17） 表3-4-12
味 营 代K文升 筏丝公称

内经济径壁厚管长线排列线排除工有光临床经营店采用品质量保证机构造型。11百分证增加长度（黑）质量
规带 专 元且务径 5外经 京大

大

ontL'fL,itkg)(wg)D D:D:D.DD. BII.'(kg)D;DI 'OLI0 L

9 17el 20113 :1782041333 1356041 196154000:17855 152 172 10150  30   2.7
EI Galast231 259 1460 253 15   30   3.4259 13  37231203225 F1100 231 55002

253 275 11 |5000 231| 60 | 307 20 |74 28)31215.5 150 85 19250 281 312 13 6235     4.5
235 372/78,5 175 75  29300   305  329  E2 M16001 335  70   361   26    96 335 372 15 72 19 6
3904 429 19.5 210 90 112 418 25350    356  380  12 |4000  890  82 | ·50 10390 420 17 8142

476 25 138 :442 481|19.5 2.0.105 442 97406 432 13 4000400 481442  U99 55 17分
546 58518.5 250 120 69500    508 536  14 |3000  516|10  586  25|185  211 21 | SPS | SFS  19501

3 ）石棉水泥井壁管
石棉水泥井壁管规格见图3-4-9及表3-1-13、

#NAME?
4）混凝土井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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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13石棉水泥井壁管技术规格表（mm）

管 长1外各D∶内径D1 厚度6公称统格

20 4O016235203
203253230 40b020
35130330s 23 4090
40g356 25350 400

400 406 40D27460
混凝土井壁管技术规格见图3-4-10及表3~4-14。

。
夕

图3-4~10 混凝土井幢营
a一井麦管，b--接箍

混凝土并壁管及擦粳技术规格表〈mm> 费3-4-74

章。井、南公称规洛 幽
长 度外 径厚，话窝 加船加筋 外_轻长，度内_轻 加筋加须L令寸”D, 置餐 宁根定6 D. 兼帮Lo 宜径

6200150 25150 量 四230200g～3o00 占290 200260“号200 。 色图写2000~300B30 350 s~4203边250250 自 40o出匀宁；守匀召 20340 。 号359 夕3O0300 200~3000 3903D 召10 200
白350385o 四420 5102001～306035 450 在250 令470400 480 ， 乌:200～3000 1635 500 “宫560 神

5）聚氯乙烯塑料井壁管
聚氯乙烯塑料井壁管的技术规格见图3~4-11及表3-4-15。

-1..

bG
困3-4-1l 塑料井壁管及接头

0一塑料井壁管;b—接头
塑料并壁管规格（mm） 表3-4~15

怜 规 格祥幅 接 头 每根管质钮公称规格
径 偏 管径 经凸头∶外径凸美厚度凸头内径长外 、零 a头长"D," N司 夕 穿孔数"D: 煤拉规粘D; (Lg)。、O%“z00 198 216 。密400 20240 8×25 3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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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5 降水孔过滤器设计

1。过滤器类型的选择

过滤器是降水孔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过滤器类型的选用是否适宜，过滤器设计是否
合理，将直接关系到疏干效果以及降水孔和水泵的使用寿命-

1 ）过滤器的类型及技术要求

降水孔过滤器的常用类型及技术要求见表3-4-16。
2）各种类型过滤器的优缺点
各种类型过滤器的优缺点见表3-4-17。

过滤都类塑及技水要求一度表 表-4~18

型樊很 用 要 求
被 材料 按结构形式按孔隙形式

1.防止井禀好塌，越长 （1》需有较大的孔脉率，减少地下 画孔、条孔、 钢筋背银，钢、桉跌、
使用寿命; 半逼孔<穿孔水福入井内的阻力; 混颜土、石棉 轴丝、包闭，

2，防止岩石顺粒等滴入 （2）具足等播度，保正过滤器顺和 式）过恤器水泥、水泥睡 笼状、篮状、
升阿; 下入朔孔内; 石、矿造据凝 填砾过滤器等

3，州加汇水面积保证足 （3）具一定抗质蚀能力; 上、塑料过滤
够缅水最 （4）保证一定的工作年限。造价经 器等

辅吟端

表子-4-17各种常用过滤翻的优缺点比较表

过步浴类型 优点 缺 点
（】>强度大，而量好; （1）造价贵;
<2）过泄盟的孔散度较大 【2）质量较大钢制过滤器
<3）深井使用效率最好;
（4）可用于很深的降水孔

（1）强度及质量较好∶ （1）质量大;
（2>孔隙度较大; <2）管壁欠光滑俯铁过滤器
〈<3）价格约为铜管的二分之一，
<4）可用于230m深的降水孔

（1）具有一定的服度; 孔醇度较小
（2）价格忌济;石棉水泥过溥器
（3）质量较轻∶
（4）管踏光滑，抗腐蚀性强

〈1）成本恬，割作满单; （1）强度低;
（2）原斜来源容扔，可就地取材 （2>部进性套!混溉土过障器

<9）孔监度小∶
（4）耐侵蚀性差

《1 ?质做轻; 热安定性整，温展圾
（2》耐腐蚀∶塑料过油器 过60℃强度降低，60℃
（3）成本账。 时开始软化
（4）鹏作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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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过滤器类型的选用原则

过滤器类型的选用主要取决于含水层的性质，表3～4-18列出了各种不同含水层适用
的过滤器类型。

壤3-4-18各种不同含水层适角的过滤酱粪型表

含 水 层 适用过搅器卖灵

孵石、哪石层 缓丝过滤器、填再过滤器
躯砂、砾石层 篡丝、包网过滋罚、填砾过糖费
粗称层 复些、包网过滤篇，填琢过体器

冲积层 中砂层 填砾过滤器。
氧砂层 坝砾过详很
粉砂层 填麻过滤团，双层筑砾过滤当
粉沙含泥层 填琢过迹器，双压域贬过滤器

不安装过滤器，缩润裂隙发育但不破碎
孤岩层 比软破碎但不含沉砂 条孔或园孔的过滤罚

粮洞内含脱砂 坝酥过拉器

2。过滤器长度的确定
过滤器长度主项根据含水层厚度、降水孔的出水量及过滤器外径等因蠢确定，一般可

按以下几种情况进行估算∶

泳！吵（1）当降水孔过滤器设置在均质潜水含水层中时，其长度通常取含水层厚度的·
并建议将过滤器设置在含水层下部。

（2）当含水层厚度不大时，其中设置过滤器长度约取含水层厚度的70??上;当含水
层厚度小于10m时，过滤长度应与含水层厚度相等。

（3）当含水层厚度很大时，过滤器长度不宜小于含水层厚度之半，我按下式估算∶

容L= (3-4-2)吵’
式中 L-—过滤器长度，m）

Q-降水孔单孔出水量，m2/hy
D-—过滤器外径（不填砾时按过滤器缠丝或包网外径计算，填砾时按填砾层外径

计算），mm;
a——决定于含水层嘱粒组成的经验系数，按表3-4-19确定。

（4）在岩溶、裂隙不均一含水层中，过滤器长度及安装位置，应根据降水孔揭露岩溶，
裂隙情况决定。

3.过滤器直径确定

选择过滤器直径时，除应满足降水孔抽水设备安装尺寸的要求外，尚应按下式进行出
水量验算。

9D>; (3-4-3)a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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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3-4-19经 验 系 数 α 值 凝

c 值含水层岩性 渗遗系数 （m/d）

”！”细 砂 匀
5砂 5～15中

50粗 15~30侈

为3-70石氧

v=653K
式中 D——过滤器外径，m

Q——井的出水班，m2/d;
L——过滤器工作部分长度，血;
3。———含水层的允许渗透速度，m /d;
K——含水层的渗透系数，m/d。
过滤器内径，应根据井内水流上升允许速度，按装3-4-20复核。

表35-4-20并内水流上升允许速度表

300125 200“空“言 4DO350250TS管内径（mm） ““占一1-0夕”“ 1.80.90.5允许速度（m/s> 1.50.8

过滤器最小内径一般应满足以下要求;
（1>金属过滤器，允许最小内径应比水泵外壳最大外径大50mm，井深大于90m时，

其值为i00mm。
（2 ）混凝土过滤器，允许最小内径比水泵最大外径大50～100mm。

4。过滤器孔隙率确定

在保证过滤器有足够强度前提下，穿孔管尽可能采用大的孔隙率，以降低地下水流向

降水孔的阻力。
1 ）过滤器孔隙率经验值
（1）钢制过滤骤大于30%;

（2 ）钢筋骨架过滤器大于50%3

（3）铸铁过滤器要求大于23%

（4 ）石棉水泥过滤器—般在15～16??右;

（5>钢筋混凝土过滤器15～20??
常用钢制圆孔过滤器孔隙率见表3-4-21。
2）过滤器孔隙率计算

（1）钢制圆孔过滤器孔隙率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下飞 (3-4-4)

式中 p--一过滤器孔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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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滤孔直径，nm;
D——过滤器外径，mm;

n——1m长过滤器上滤水孔数薏，个。

表3-4-21常用铜制酒孔过滤强孔隙率

孔 E插消固学径心横距孔心级距 触孔为摆当串过淀器规格
d么分

一售自心 一瀛”小目日” 一当判叫八自目” “””
乌工 I.9344150 45亡47.9&d，是
2D16 29是2S.8-
161u 14 “涵：49.144.20o 45、之 z0 233 28.81o

图。 17250 45。 30-921
51,0。。曾号 30.5“4520

350 49,34· 31.e214524
40.544400 31、24528 20

予、425 6、8名36 骂55.520

（2）骨架继丝后过滤器孔隙率按下式计算∶

d)p=(1-8 )(1-g) (3-4-5)m2言”、

（3）骨架包网后过滤器孔隙率按下式计算

心(I-P=(1-) (3-4-6)当川

式中 p--过碑器骨架孔隙率J
d1—-望筋宽度，mm
m1——垫筋闯的中心距离，mms
d——缠丝直径，mm;
m∶-篡丝间的中心距离，m m;
n—包网孔隙率。

3）滤水孔尺寸的确定
（1）当过滤器直接与含水层接触时，孔眼尺寸可按表3-4-22选择。
（2）当穿孔管外缠丝或包网时，圆孔直径一般为15～21mm，孔眼间距按1～2倍孔

眼直径确定;条孔宽度一般为10～15mm或更大些。
5。几种过滤器的技术要求
1 ）缠丝过滤器

（1）编丝过滤器垫筋尺寸可按表3-4~23参考使用。
（2）过滤器缠丝间距按表3-4-24确定。
2）包网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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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22湾 水 孔 直 径 的 确 定 袭

孔滕直径<血m）
过建得类变 说 明

含水层颗粮不均匀含水层鞭粒约匀
(2.5～3.0)d:, (3.0~4,0)dr所孔过渡器 细砂取最小值。粗砂取股

大值∶ de+为含水层颗教组来孔过滤器 (1.23～1,5》·da <1.5~2,0)-dr
成的加权平均值

(1.5~2.0)-ds包网过鸿器 (2.0~2.5)d;p

编丝过混额益筋尺寸参考数值表 表子-4~23

外 经公称规骆 坐郡直径《mm）
坐筋程败（迅m (mm) 水 泥管 室八檬算“离

150 、。168 10×10 8～!0200 219 色10×1D 10～l250 2t3 uo10×10 12～1
色300 326 10×10 14-20350 。377T 10×10 18~24400 自426 10×10 18～27

过 滤 酱 箍 丝 间 距 袭 辊3-4-24

含水层岩性 缠丝间距<me） 含水层岩性 塑丝问距〈mm

日廓 石 中 砂 2～3
厚 驾 砂5 1～1,5壳节’

5 粉 矿 0.75必
替沙 3~4 粉砂含泥 0.5~0.75

包刚过滤器多用于中、细砂含水层中，当无条件采用填砾过滤器时 就 采用 包网过滤
器。包网过滤器可以安装在任何深度的降水孔巾，安装比较容易，施工进度较快，成本也
较低。但包网过徳器有效孔髋率小，进水阻力增大，影响降水孔的出水量等识点。另外在
腐蚀性强的水中，滤网寿命短，疏于含铁质较高或碳酸盐水时，过滤器容易堵塞，使出水

2.量减少3,剑。
降水孔过滤器的包网类型及优缺点比较见表 3-4-25。
包网过滤器网目类型与适应地层见表3-4-26。
3>填砾过滤器

在降水孔过滤器外面围填砾料即填砾过滤器。可增大过滤器附近滤水层的颗粒尺寸与
渗透性，同时可以增加过滤器的继丝间隙，因而可以降低地下水流入过滤器的阻力，增大
降水孔出水量，防止涌砂，延长降水孔工作期限。

（1）填砾过滤器的适用地层及优点
填砾过滤器特别适于中、细、粉砂层中的降水孔。其优点是∶
在粉细砂含水层中的降水孔L，可以明显地提高疏水量（据苏联别洛捷尔铁矿疏干布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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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3-4-25筛水孔过檬器包网类型及优缺点比较表

优 点包陶类" 缺 点 固内矿山使用惰况

（1）耐窝蚀;黄谓平织网及 （）价格品贵; 在钟山铁矿和姑山铁矿使用效果良好
方织网 （2）经久耐用; （2 >方织网容易被砂

（3）平织网量扁 条 粒堵塞
状。不易盖的粒
堵寒

皱锌低碳钢及 使用时间数。尤其在水在服务年限不长的降水 尚未应用于降水孔斑午
孔内使用，比较经济黑 低聚骨栓网 质不良的矿区

镀饰铁丝网 价 格低蝶。就地取材 防属蚀性差 在茂名油页岩享使用效果良好，馈锌铁
丝网可有十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一““当雁烤汁尼龙丝网 （1）熟姿定性差; 在石感铜矿、姑山扶矿和可可托海得有
心心固团善。 （2>容易拉伸 金属矿使用效果良好，尼龙丝网一般可有
（ 3）价格低糜 十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包网过绿器网目类型与造应地层表 表3-4-26
最合适网限孔径（纳m ）网日类型 应用地层 孝群颗粒均一 顾粒不均一

de一含水层平均粒径;方 网 (2.5～3、0)d.,砾、卵石尽 <3.0~4.8)·dso
dso一相当于过痛量50%

的粒经;砾、卵石层 (1.25～1,b)de斜 织 网 (1.5~2.0)'d; 粒径均一、dA<2:da平 织 网
<1.5～2,0)de粗、中、细砂层 (2.0~2.5),dso（扁条状网） 验经不均一·d51业>2

克含水砂层的资料，采用金属缠丝包网过 滤 器。不能阻止进砂，其涌水量只有40～50
m*/h，改用填砾过滤器后，涌水量可增至100~200m3/h）;

减少降水孔的出水含砂厘。

在水质不良易结垢的矿区，能减慢过滤器结垢的速度，延长降水孔工作期限。
（2）砾料的质量、规格和厚度

砾料的形状应以均质圆形为宜，砾料成分最好采用石英砂岩砾石，填砾前需经筛选、
冲洗。

砾料规档与松散含水层的颗粒级配有关，砾料直径一般可按表3-4-27选择。
砾料围填高度一般需超过所疏干含水层的顶板，在降水孔疏干单一含水层时，填料应

高出含水层顶板8～10m。

降水孔填砾规格、填砾厚度及过滤器缠丝间距的确定参见表3-4-28。
（3）填砾结构

填研砾过滤器的结构通常可分为单层填砾和双层填砾两种，一般采用单层填砾者居多。
与单层填砾相比，双层填砾过滤器防腐蚀及防堵塞性能好，出水量大，但成本高。

双层填砾过滤器系由滤水管和两层填砾组成，最适用于中、细砂含水层 的 降 水 孔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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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料格的择 表3-4-27

有水层分类 填晖规格    注备

(8～10)-dsp-*0均质砂层 dsp-60天猫分时留在筛上
的顺粒竟量为50～60??的均匀的卵石、砾石宫砂 (8~10)·dro-9 卿孔直径（黑Ⅲ）

不均匀的卵石、砾石含砂 [6~3)-dro.70

填砾频格及填码厚度（单位∶mm） 表3-4-28
含水层的标准粒径 填孤规格合水层分类 填深厚度（以筛分后的重置计算） 均 半均匀白

卵石 墩粒>3 占80~100% 75~100 20~30 15~35
账石 颗粒>2 占80~~90% 75~100 15~20 IO~25

顺教>1.25 占80~90% 75~100 8～12 6～t5t<>M 占80~90% 75~100 7～10 5～10
颗粒>0.75粗砂 占60～70% 100 5～6 4~8颗粒>0.60 占60~T0% 100 4~5 3～6
颗粒>0.50 占80～70% 100 8~4 2.5～5

中心 颗粒>0.4 占50~60% 100 2.5~3 2～4
巅校>0.3 占50~60% 100 2～2、5 1~3
颗粒>0.25 占50~60% 100 1.5~2 1～3

细砂 颗粒>D.2 占50~50% 100~200 1~1.5 1~2
剿教>0.15 占50~60% 108~200 0.75-1.5 0.75~2

净味 颗粒>0-1 占40~50% 1 ?~200 0.5~1.0 0.5～1.5

干。双层填砾是在下滤水管前，首先在地面将滤水管外包一层砾石（内层），下入孔内
后，在内层之外再填一层滤料（外层），双层填砾过滤器的结构见图3-4-12。

图3-4-12  双层填砾过滤器
1-内层均形∶2-外层填砾；3一找中器

采用双层填砾时，内外层泄料粒径的选择见表3-4-29。
4）贴砾过滤器

贴砾过滤器系将砾料用酚醛树脂等粘合剂贴在滤水管外面形成的过滤器。砾 料 有 砾
石、粒状河砂、喇粒球及玻璃球等。贴砾厚度一般为15～20mm。目前，贴 砾过滤器在联
邦德国、日本及南斯拉夫等国应用比较广泛，国内已经开始试用。



1193第四幸 旷床疏干

裹3-4一29内外层毒料射径的选择妻

外层湖科粒径内层德料粮径过淘器英型 内外层滤转粒径系数（d内/d外>

属扎过滤盖 0.8～1.2件湾水孔直径∶ 3～6适应含水层赢粒暨求
条孔过滤器 1 ～1.2倍条孔宽度

6.降水孔直径、过滤器类型及规格的综合选择
表3-4-30列出了第四系松散含水层和基岩含水层降水孔直径、过滤器类型及规格的

配套参考资料。
7-各种常用过滤器的规格
1>钢制过滤器
（1）圆孔过滤器

备种含水层中降水孔适宣口轻及过粪器类型选用表 表3-4~30

粉砂层出层名称 姻砂层 中砂层 粗砂、砾石层 基岩层卵石、需石腰

颗教软均匀， 颗粒不均匀，顺粒较均匀， 翔洞我购发剔粒较均匆， 颗粒不均匀，
dso 6.1mm, d3D=0.5~lds0=0,25-0.dmm, 育的石灰岩，溶ds0=1.25～d50一0.15-0.2

着层结构成分一般含部分帖 S0mm，渗透系涉进系撒80～50m/阳m，油透系败 1.25啦m，渗悉 洞内为澜水，无
土，渗透系戴IC~20m/d 系数100~200 填充物数200～100

m/d约5m/d m/d
井壁管和过诚井壁暂和过 井壁管和过遗器 井盟管和过 并壁密和过 上部螯大开

滤器15）～200 滤器30D～20200～300mm，上翟20Dmm，上帮 口50Dm油，依滤器400～1000
为了装泵有对为mm，上部共并的口径 部为了蒙泵，有时 次饰小（径为加m，上部为了mm，上部为了

督为了能系， 309m a 为350~400mm 装蛋。有时为装泵，有时为 426、377、326
有时 为250～ 450～5Qvrm 1200mm 273。219m四300mm 等口径，

梨触靠窑之图
20～420~40范围 20～6020~40 20～50(m)

潜汁
严 40～50 40~50 50~6040～50 50～60
慢度（m）

过滤器的双层填画过湿器 填砾过遗器填砾过滤器 缠丝过浇器坡丝过滤器 专亚半式乌
泻兼华密兼种 类 填环过滤逐 填商 过滤器 填跳过漆器

弊的单位F
54~100降出H业歌 100～200 309～500200~330 500～2000 1000~ 1 oG0

(m-/d-m )

圆孔式缠丝过滤器规格见图3-4-13及表3-4-31。
（2>条孔过滤器

条孔式过滤器规格见图3-4-14及表3-4-32。
条孔式缠丝过滤器垫筋缠丝技术规格亦可参见表3-4-31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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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fE

图3-4-13 钢制国孔缠丝过滤器

表3-4-31铜润圆孔过滤善技术规搭表（mm）

崔摹死头长度 每周外径内径公称 隙率每米孔心孔心孔栓福延 母米垫筋垫新|档缠尺寸
羊吊 淡量纵雨旺 H:才宁D:规控 |%>母改腔轻!行数孔敏B 一工吧”根数（宽×厚A。

自?,6153 45“号210]68 391 !6×622-27-921150, 32.5]1 心弓 45 。工w203 巴“占z219 22、249-1120D j200; a1.7 91414 20×7.5。官256 45 67r273 50-4159210 1722.221 30.9259 17 20×7.5 合习 侈z会 图325305 e51.0150260 22.2 30.5300 20 z0×7、5 高夕 2自377355 厂幻 45150280 22.249-3350 “占 31.624 20×7.5· 4527 。拿426  49.522260404400 1 128122722.2150 s1,2|20×7.5

，
中

图3-4-14 钢猢条孔过滤器

钢 制 条 孔 过 源 器 规 格 表了-4-32

名 称 新 注尺寸（mm》

d-0.均匀颗配< -<2 细砂取较小雀(1?5~1.5)d40~领孔宽度d

患均匀繁柱（ 8"> (1.5～2.0>d>2 粗砂取较天低

条孔长度<1） 1*d（或30～106）

≥ed条孔间距（6）

条孔羟向净距（c ） 10~20

〈3）钢筋骨架缠丝过滤器

钢筋骨架缠丝过滤器的技术规格见图3-4-15及表3-4-33.
2>铸饮过镱器

圆孔式和缠丝过滤器规格见图3-4-16及表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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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5  钢筋骨架缠丝过滤器
钢筋骨架值丝过滤塑技术规格表（mm） 裹3-4-33

公* 贾苹外径内径 死头长度丝扣长每英中营长  期筋骨钢筋骨外挡盖铺丝凝米内环 内环钢筋与 +TI 尺度 尺度
质量正版 直径）18长牌H. 宜径D: H:D:氛格 扣载GZ℃ 号歇（kg）架栈数N Q0?

150 b000168 66.5 1642107.5 182100名 1618 1014181240
219203200 山21073500090 152 18182981006 43.61418

Z55250 273 79.5 G2105000 100150 29530 189 54.915 办 Le325300 10305 153260865000 山289100 251518 61.9123550SS 11221 885000 15%260 13100 692 281618 72.4O00P 11435404 86 1532605000 100 289 1832 78.5121618
450 12450426 1534000 260 18120 300 3616 87ie95 1212529009 505 富4000 153260 390120 1618 1840 1963582650 12558 4000 153200 9120 21300 16 12 109.3Be V632608500 4000I2 26086 120153 300 1621号 18  12  110.818

0B5h

图3-4-16  钙铁渲丝过滤器

铸铁过薄覆技术规格（mm） 裹3-4-34
全称内径外径按摩 死头长度 孔径 孔心 邮周孔心 垫筋 挡箍尺度垫筋尺度每米 五家串馆丝 每米

纵距 状范 质量H H规格D∶ 0: 孔微B 行歇A 根数（定×厚） 号数（宽×厚）20
(%) (kg)

150 152 2I0 172. 10 22.560.0 7.5×5Q 15×644 26.614 5240 1 O
JI iszz leoz po2 们艺 21100 22.564.2 Ⅱ 10×664 20×911 H 7224.0210250253275 15011 21 22.5 1461.7 10×644 20×914 24.912 90ZBD3293D0 305 15012 比 22.5 20×94464.6 10×616 16 12 11223.8356$50 15026038012 62.3 22.5永 20×919 10×644 13113 24.53013400 406 432 W260 150 84.6 山442122.5 21 5×0210×6 13113.8500 508 536 14 150310 21 22.564.5 10×64426 26 20×9 23.912 210

3）石棉水泥缠丝过滤器
石棉水泥缠丝过滤器规格见图3-4-17及表3-4-35。
4）混凝土缠丝过滤器
混凝土壤丝过滤器技术规格见图3-4-18及表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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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有棉水泥缴丝过滤器

赛3-4-35石棉水泥镶丝过浮圈技术短格（四）
 每米 |热筋尺度 垫筋 | 扫第尺度增丝 孔隙率 武周儿心教育私心 雅光头然厚外径内径公称

坝陷长度
D 号数（??（宝x厚） 卯数行数|（宽x厚）孔锥DD.黑格 A5H心

10×630.373.8235203200 143310 15.4SC×92116 200, 10
力 儿巾20253250 I0×B70-8200293 16.13330.3 20×92]

20×910×630.373.520023351305300 153810 15.51221
10×6800g75.0406356 12 15.220×933172125350 200 小

公 10×630.3 76.0200460400 15.012I9331927 6×02406

图3-4-18  混凝土组丝过滤器

混凝土墙线过滤器技术规格（mm） 贵3-4-36
策孔；第孔规格  策  孔外径内径 红旗加颜 加筋整筋死头长度厚度公弥 热场

挡锻规格 距离中心厄长发
V CxD规格 D1D1 直径根欺行欲规格根教1 LzAd

100200t50 30x50DI XSI10x 102000~300013 200中150 520 9A
30×5015×152000~30+0 100200915030260 19×10200200 白 SAA60

150260250 30×6015×1510×102000~3000 1230 100200 即 44P/S
15×15300 BO360 30×50 00L10200142002000~3000500 10×1014 1

16420350 30×5015×1510×102000~3000 20035 1001220016 49
470400 20030×5018 10×10 15×152000~3000 162D035600 +10018

5）塑料过滤器
穿孔式和缠丝过滤器的规格见图3-4-19及表3-4-37。

SHINA F

-200-* 3450 201

图3-4-19塑料编丝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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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87塑 料 过 滤 器 规 指（mm>

外径 内谷 业产吵胃帽 塑 料予呼廷县中调壁厚公称 譬常撞雾 型料
垫前权要 当鑫尺度帮背 喘。 齿距年4D:D规格 跨哮撑丝净距

的 国。29.7 10 2~3·102:2161982300 49. 20×7.5

国内降水孔疏于的矿山采用的过滤器类型及规格见表3-4-53。
4.4.1.6 井管、过滤器的腐蚀、诸塞、结垢及其防治
1.并管腐蚀
井管的腐蚀种类及腐蚀的特点见表3-4-38。

并 管 腐 位 的 种 樊 及 鸭 点 囊3-4-38

并营腐蚀种类 腐 蚀 待 点 对升售的思响

（1）在酸性，中性及弱破性水中湾解氧含是高， （1>链水中的铁形城氧气化衡沉淀
加速井管腐饺;溶解氧腐蚀 在牌焖与过滤器骨架之向;

（2）领含量增加，腐馈速度加快∶ （2>钙锁也会同时沉淀在裨牌陪过
（3）含氧水流速度加快，井管黑蚀相离 滋番的空源内

（1）概暖剂并管如在某特殊环境中产生化学腐 （1）弁管额坏大多是由电化学作用
烛，则在邻近井密处能用电性釜异较大的其它树料 的结果
制戚的井管时，将使腐蚀作用加快; <2>在βH值大于7，矿化度大于

电化学周蚀 （2>承浸应力部分比不承受应力那分 容费庸 1000ppm的地下水中、惰蚀物质将沉虎
蚀∶ 堵塞过遵器

<3）遥度每升高40"F，腐蚀邃度增加一倍;
（4>坚便材料比软质材科戚性快

（1）pH>7，铁含量大于..2mg/l，产生铁 铁城商和新隐盐还原菌常 使井肾窝烛
细菌，pH>g时不存布铁细超; 成浓疮状结垢微生物浴动腐蚀 （2>出子金愿井管的电化学啊也，使水中铁高
子浓度增加。处铁绍菌创查了生活和债塑条符

（1）井管及过滤器经凝干水位大幅度下降，使 腐蚀生绣
空气氧化腐蚀 之暴哺于空气中，遵氧北窝馏，

（2>井管、泵管怨接后厘氧化腐惊∶

（1）pH值小于7的酸性地下水对井零易演蚀∶ （1）房蚀生锈，降低并赞使用年限，
（2）赋水地区。当水中银高子成流殿楼离乎官 （2》堵率过滤器，使降水孔出水监

致过商份，加速电化学腐蚀; 降低
（8>水中含HaS或SO∶时，加速业喘井管窝惊r不良水质的腐蚀 （4）氟离于含量高时，有强然腐续作用∶
<5）硬度小于8德卧度的软水，对金属井管有

腐触n
（6）地下水温度、地下水流速等影响井管庸蚀

这度

2.过滤器的墙塞及结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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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堵塞和结垢的原因及对过滤器的影响见表3~4~39。

表3-4-39过滤器墙富和培垢的原因表

堵塞 和均编的孤循 塔鉴和结垢的形成

<1）过滤器质做生成胶结物在营鹭上结垢，致使滤水骨孔眼精塞;
腐协胶结物的瑞塞结垢 （2）螺丝过法器因氧化房蚀，遵丝焙垢启壁粗，丝距缩小，堵毒过滤器

（1）寓矿化水及含纸戏硫化氢很高的地下水。晶使过瓣得外面产生一展很厚
的胶结制，使过滤器堵塞;

〈2）地下水含有大量钙离子和鱼破粮根离子，在滤水望孔服处产生联融钙沉备解物沉淀的堵高结垢
旋，堵毒过滤器;

（3>地下水中含铁，在铁细菌作用下，形成PexO∶沉淀，塔塞过滤器

1>方形例继网易被适宜直经的砂粒坡塞阿孔y
（ 2）间亲报小的园形核丝，使砂粒牢困地堵塞在间隙上;
（3》遵丝不牢的较细金属丝或尼龙悠，经含水层挤压后，使塘丝压佳过滤器建篮器结构不会建

的圆孔
4）条形不缚丝过滤器，如条孔内外贸度相等，则砂粒卡生条孔内，故应能

兼孔内宽外窄

在含裂酸盐化合物和多量氧化亚铁的地下水中，砾料内窝集配质、铁质及劳质
等物质，人工填涨层常 形成填料祖水中祝啶盐类胶结在一起的砾石状蚁钴物，埔管外砾料胶帕

惠过这想孔混，使填断胶培

3.井管及过滤器腐蚀和堵塞的防治
（1）高矿化度强侵蚀地区（我国沿海一带的威水区），当水中氯离于含量超过1000mg

I时，过滤器缠丝须来用12号以上的钢丝或不锈钢 丝」氯离子含量在300～1000mg/1或其
它化学成份含量较高，过滤器易堵塞地区，应采用8~10号镀锌铅丝，或用非金属材料如尼
龙丝效果更好。

过滤器缠丝的防腐措施见表3-4 -40。

（2）采用钢（铸铁）井管，应涂防水漆保护层、塑料保护层或沥青漆保护层（如L。p-1
型沥膏耐酸漆、沥青清漆、水罗宋等），也可镀以锌或镉的保护层，其涂层厚约0.5mm，
以防电化学作用。

（3）降水孔布置在粉、细砂层或中砂层时，应尽盛加大过慷器孔眼孔隙率，加大缠丝
缝隙并采用填砾过滤器及加厚填酥厚度，最好采用双层填砾过滤器。

（4）在降永孔停用时，每隔20～30天向井内投入1万～1/10万的六偏磷酸钠，使
金属管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可阻止腐蚀并减缓过滤器堵塞速度。另外，也可加氯，氯气
进入水中使其解离，生成的生态须和氮离子，一方面可起杀菌作用，而且能把水中不稳定
的重碳酸铁转化为氯化铁以抑制噬铁细曹生长。

<5）在含有较多侵蚀性CO，的地下水中，不宜采用混凝土或石棉水 泥井壁管及过滤
器。各种侵蚀情况下井管材料的选用见表3-4-41。

（6）使用工业盐酸（浓度20～50作主要溶剂清洗过滤器，促使氨氧 化 铁、碳 酸
铁、碳酸钙等沉淀物溶解，使过滤器恢复正常工作能力。

国内部分矿山降水孔过滤器腐蚀、堵塞和结垢情况及防治方法，见表 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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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40过 算 器 擅 丝 的 防 腐 掩 施

攻 类 亚下地
适用的过跳器算丝 备 芒

子南 化 章 成 分
慢缺性水 1.总盐类含量租过100Cmg/l 暴鸾于空气中的尊1.尼龙似缠丝

吵满炎固译2.氯化物短过54Dmg/ 丝与置于畏蚀性水中
3.不例栩丝 的蕴丝相网8.二氧化碳邮过50mg/l

4.次中含H;S
5.水中食溶解氧
6.p值低于6.5

沉淀硬垢的水 1，总硕度大子3830mg/1 1.尼龙制缨丝
2，总藏度大于300mg/1 2.黄铜制缠丝

3.10号以上的镀锦铁丝3.总雪饮蠡大于2mg/
4·pl侦大于8.0

强侵映牲水 1.总盐类含匮大于2000mg/I 1，黄 穷 丝
2、刻化物含量题过1000mg/ 2.青 桐 淫

3，不锈翻丝
近似海水的地下水 1，特殊染合金制算丝

2.豪乃尔合金制辅丝

各种侵烛情况下井管材料的选用 表3-4-4

井管的安装环境 备 注宜选用的井管材料

1，慢蚀性水和强便蚀性水 1，墨料制井雪
2.沉淀硬垢的水 2，希源料的钟铁管或韶管
3。在动水位变化幅度内 <1）除沥青

《2）涂酷杯脂音漆
（3）徐汽油虾维素
（4）涂过氯乙烯树脂清课加躯搬
v

近蚁毒水的拽下水 1.特殊镍合金
2，蒙乃尔合金

管井上部暴绵于空气中的井管 钢、铁别井管必须带检鼻

1.二氧化破对水泥的仅该伟用水的稳定指数 1-不宜采用水泥制井管 pH一实际氢禹子依度
i■pH-pHS>±0-25时为促煽性水 2.可迭用适用的钢、铁制并管殿型料 p1S一水被映酸孵饱和时
2.水中的HCO~、的雪勤为25~00mg/时， 井管 的氢离子浓度

对水泥有辨湾漫蚀作用
3.水中的SO十大于250mg/l时，对水混有便

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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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矿山降水孔过滤器腐蚀、堵塞和结垢情况表

表3-4-42

矿山名称 散 治 方 法过滤强附让、堵塞，结垢情况

（1）地下水pH值7，4，无$蚀; （1>过滤器上，下适当那位安置挡混

环;〈2》棺很内含混砂，过滤器被泥够墙塞

（2）新井在安装水系前用空压机洗出端教种
孔。院介捞砂;

（3）意井忍一郑特制捞砂工具，使用
离心泵冲孔

（1》地下水pH傻4-45～5.9，一般§左有，大于 （1）主要用空压机洗井，有时也用话
基系洗热;5，小于6者牌多;便做性CO2含量14～25mg/I，地

下水其育倾性∶ （2>老井出水量减少时，用空压机洗
（2）过波部使用在命8～15年，聚长29年，主委脱名油页岩矿 井，大盛也砂时，购检修过搜器或置换过

是瘤丝腐蚀，井内大量出砂; 滋器
（3>夏骨起拔后，暴露在空气中，可见3～5mm

厚的教诱成层到偶

（1）地下水pH值8.5，Fe2*11-57mg/l，出观大 （1）空压机洗井;
量Fe（OH）∶胶体沉淀，燃塞泵管及水泵叶轮; （2 ）井暂和票管涂防腐覆;七一五矿 （2）井管和泵管在动水位以上部分出现斑状锈协 （ 3）系管定期起披清洗
和成层剥蒿

速下水中Fe'*含量为一般地下水均10倍，Fe（OH）2 （1）空压饥和活宴洗井;站山跌矿
沉淀严重堵塞过滤器，钟山矿3*降序孔煲8个月工作， （2）唆沙∶非，目凿正试险漂白怜杀菌，害与尊 出水董减少40% 木封随港空气等力法

4.4.1。7 障水孔抽水设备的选择
l1。水泵排水能力及水泵数量的确定

降水孔的抽水设备可采用深井泵或潜水泵。水泵排水能力按每昼夜连续运转考虑，水
泵排水量应等于欧大于深井系统的单孔预计液水量。降水孔疏于系统水泵的 总合数，应
包括备用及检修台数，水泵工作台数与设计降水孔数相同，其备用及检修台数一般为工作
台数的。 不足1台按1台计算。当水泵工作合数较多，其备用和检修台数可取下限。响力。

当降水孔疏干系统水泵的总台数少于10台时，其备用和检修台数应为工作台数的与1，不足
1台接1台计算。

2。水泵总扬程计算

心H=1(H,-H++ (3-4-7)6,9'
式中 H—一水泵总扬程，m;

H，——水泵地面出水口至降水孔中动水位的深度，mt
h——井内扬水管沿程损失，一般每100m扬程损失7～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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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水泵出口处的单位动能。m（该值从水泵样本查得或通过计算确定，式中流速“的’
4Q'。,,m/3)v= 3600if 

Q'σ——疏干系统中单个降水孔预计涌水量，m3/h;
H∶——水泵出水口所需单位压力，m'当水泵旁有排水沟将水流 引出，H∶=0，若

用排水管与水泵出水山连接，其位按下式计算∶~”十于飞工十巴论。缸”竖十/
Ah——水泵出水口与排水管道出水口之标高差，m;
1-一排水管道中直管长度，m;
d——排水管直径，m;
A—--管壁摩擦阻力系数，查袋3-4-43;

n、n2——排水暂道弯头数量和闸阀数量;

表3-4-43管壁降擦阻力系数入值

>水管直i径 17510g 岂”200150I125d/imm " o
0-418n.045 0.6380 0.03049.03160.43320,05§ 0.0293？

水型载证 3eO250 350375 450含325 500d(mm)~ 0,V275 0-02340-02470.025夕它沿.0224 0,02580.0270

q1、ψ∶——弯管阻力系数和闸阀阻力系数，查表3-4-44。

3。水泵的类型及适用范围
适用于降水孔疏干的抽水设备有深井泵及并型潜水泵两种类型。共型潜水 泵是近 年

来国内外应用于矿床疏干和矿山排水方面的新型排水设备。在矿床疏干方面，井型潜水泵
和深井泵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潜水泵电机直接与水泵联接，可提高水泵和电机的效
率、节约排水电耗;电机直接与水泵联接可加大水泵扬程，减轻降水孔偏斜对水泵安装的
影响;潜水泵结构简单，便于使用和维护;可以省去泵房;运转平稳无噪音等。由于上述
优越性，潜水泵在矿床疏干排水作业中已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国外在矿床疏干和矿山排水方面早已广泛使用潜水泵。目前使用潜水泵排水的国家和
矿山还在日趋增多，使用数量也明显增加。国外矿用潜水泵规格也继续向大流量、高扬程、
高效率方向发展。国内井型潜水泵经过试制、引进和近年米多系列、多种规格的 成 批 生
产，也日趋广泛地在矿床疏干和矿山排水方面推广运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国产深井菜及灌水泵类型及适用范围见表3-4~45。
4。国内生产深井泵、井型漕水泵的规格及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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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各主要生产厂生产深井泵、井型潜水泵的规格及主要技术性能见附录3中有关附

表。
5。国内矿山降水孔抽水设备使用情况

表3-4-44员 部阻 力 票 数囊

局 都阻力类别局部阻力类别 阻力系激 异形管件与零件名称 阻力系数异形饰件与零件茗称

上 砂2.0单流三阈管 营 0.78～1.0

公 头 才3.0台沈三薄管 0.98～122

小
的-

分流三通管 参 0~0,8115 界

0.05～0.1Ⅱ流三道管 0~0,5绪

d 50 75100 150
圈斜下支谁三通管 0-5？ 0-47 0.27 0,18B.0*

1-0 8起 转 四数”湍详们幽喘 1.0

1,3~1?逆 止 阀3.0斜下说角支流三谴管

平导服水 阳0.05～0.1斜直流三通管 S5~10戳’（带格网>

节的 ？锐边进入管 球 形 网0.5 3.9了

派弯 角 网0.25圆滑锐边症入管 2.5

踢几，扩张异径管 0.22～0.91 直 角 因 0.5～1,6

：孔E收缩异径营 伸 组节0.16～0,38 0.21

工点 D.030.25锐边突出进入管 营子的焊缝

九进入水携管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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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45国产漂井泵及潜水泵的主要型号及适用范围

适 用 兆 风水要
生产厂使用条作水聂糊点 备 注号 辙水夏外径 量◆种类 折瘫

(m'/h)《mm > (m )
<1所输送水中中批阳水泵厂性能稳定，操J型 10～5007.92～1200|L7,z～165居 石家庄水窝不含波类，作惯单，使用方
（2）含砂最不大 沈阳水泵厂便，奇不强动力JC型 7 ~～1500100～760 15～226.8* 条件限雷 于0.01??重量比）上海深井机
（3）水质中性

结狗紧震，性JD型 老型号为（pH=6.6~8、5）|上海樱井钏端 10-230 32～114100-300 崖较好，使用方<JDB型》 （4）不宜有过多 SI型故厂包 的留蚀性矿购质
岩谨 结构简单，拆

{aQA,JQB、200～250 65～17014～311-5袭方便，性能稳 86、87、6S
TQC) 定，重量轻 系 列产晶

66 系石家庄水145 10～3 12～218.4善 （I）抽取常温地机组效率 高， 聂厂，天津
下水6各09型 183 树质优良，寿命30～629.1~806 电机厂引进

（2）水质无怪蚀长，噪声小。结6613型 280 西德皱茨公151.8～80～140 石家庄水泵性371,8物和财造工艺先 司技术制造杰 6618型 （3）水申言砂景300 160～20 进，运转可靠37.5～236
天津电机厂的新型系列

小于0.1g/16612型 产品291 85~170 32～208
6715型 150~260 107～398“警

寒 6730型 160～10o41.5～405e60
7706825痕 300～480636～1145

QKSG型 660～g&2 26～574550
合肥电机厂QKSG-D型 53~995275、72560～895

国内矿山降水孔抽水设备使用情况见表3-4-46。
从国内矿山降水孔抽水设备的使用情况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深井泵性能比较稳定，设备运转率比较高。
（2）井型港水泵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按照石某铜矿10合250JQS140×6型井型潜水泵

的使用情况来看，大部分潜水泵连续无故障运转时间已达5000h以上，部分水泵已连续运
转100h。

（3）早期采用深井泵疏干的矿山，正在进行抽水设备的更新，由单一的深井泵过渡到
深井泵及井型潜水泵并用，并且有被井型潜水泵取代的发展趋势。

4.4.1，8 钻进方法及钻并机械设备
。钻进方法的选择
降水孔常用的钻进方法分为冲击钻进及回转钻进 两种方法。
冲击钻进方法的适用地层、钻探操作方法及优续点见表3-4-47。
回转钻进采用的钻头类型及适用条件见表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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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46国内某紫矿山深并够水设蛋使用情况

当田 汽下及术 泵 句计 和 呼
.!名感

型净 恒 宁 数 ;妥装自改 放 盛主导?
8J25×2. 轴煎带报和断轴，水爱运转率89%
8J33×18
“己宫义曰

蒿消” 30ATI1a-E0

根些薯高买条
io

$135×26
0J30 ×x '3
A."I[a-2?

10IQS80×6 搭木粟为早陶产品，电帆质骶下过关，
3;QJ10.5 - 大部分电位烧虾或绝绿电阳下降闹停止运谱 尔 酒 15
20QJ32 表，15台及在一年内全部报度
“字勾号

创季、叶按窄招，断泄事故变多。个朋

1;播 34源 弁 T 2710ID130×12 泵连续运转10华荣见敞障

250JQS40×6 自192年至1986年，兵烧坏电机3台，
9 水 泵 8 一服运转仪好（即形型）

也一页当
“己图徉 射承磨损，烧坏电机-⋯次ev深 井泵 12Z-18件×2

；谱徉咪 250JDL8×8 绝缘电阻小于0.1兆欧。未使用
当芯 250JQ日140×4，5，6，8，11;整 水然备用率160%

常水 茶 12de2303QB80×5,《勒却

SD!2×5 常见故府，翌轴严维唐损断轴，桑空配

特站 落，电机袋坏。10J80×6
深井 泵 ？台卤12ig9× 水案各用率大于100%子云 2T35×18

纸恢 eJ80× t3
矿3 250JQA140×

将太茶 出230jQ80×?

2。钻井机械设备
国内常用的降水孔钻井机械设备有两大类，即冲击式钻机和回转式钻机。回转式钻机

又分正循环与反循环两种。冲击式钻机适用于松散地层，回转式钻机既适用于松散地层，
也运用钻进基岩。目前生产的GJC-40H型钻机具有冲击和回转两用功能，用于降 水 孔施

工尤其方便。
1>常用冲击式钻机的规格及性能

常用冲击式钻机的规格及性能见表3-4-49。

2）常用回转式钻机的规格及性能

常用回转式钻机的规格及性能见表3-4-50。

3）国内部分矿山降水孔疏干使用的钻机类型及钻井效率
国内，分矿山使用的钻机类型及钻井效率见裘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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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47冲击咎进的适用条件及优缺点比较表

点适用速层 挚涂钻长操作了让 六
（I）使用没备简单;使师站头结处 钻进效率低
（2）操作安垒，不易发生事故

第网票轻教原 （3）政于各种松散层的钻透各种第 阳
（1）钻进邀度快，探作容易;素松散层。 （1）钻蓬动力消耗大;业
（2）保班并孔圆整; （2）抛筒活门有时易于极坏，饭具备兰炒冲洗液护业粘土、亚粘 （3）钟具笋单，容弱制造修期; （3）操作安全不如钻头选四系松驶层

土、班石上、 （4）钻进效率较钻头换2～3宿，在钻 进∶ 修、卵石层甲钻进尤其显薯各种粒登的
秒，欺沿行、 （】3钻探效率较肇纯用结共高30～5;柚随与钻头和 两套钻具班续答换。比较费时%,触药户命福 诸合钻进 （2）较单独使用轴儒黏进安全

（1）适于3级<按10燃础皮分>以下使用结头站进
的石架岩。孔深在150血以内;

石灰岩 <2）当缺乏大口径回转式站机或要求
同一降水孔门时疏节松数层与有灰者时
使用

（1）钻进中不使用泥浆，挽井时闻 （1）需大赌无梁钢窗，观木间;状响凯普因道南画偿楚 短，有利于进过田中的水文地 质观 （2）德工时愉用人力和时解较多
菲命李群亨 测。要 （2）终孔口径发求不大的降水孔中使

现

回物钻进采用的钻头类型及适用条件衰 表3-4-48

钻 遗 地 履 采 用 饴 头 类 型 适 用 地 层

贪尾钻头 适于钻进各种土层及砂层

三翼钻头 适于钻进各种业层及砂层

阶梯鱼尾钻头
螺旋阶郁钻头第囚系松散层
六翼数教钻头 扩孔用，适于钻进各种土层及砂层

六翼弱旋粉骨钻头
四奖阶梯而骨钻头
出净岩势兰
磺黛岁荪净

硬质合金储头 适子3～6级岩石钻进

适】6～9级公石钻进钻 粒 佑 头槲笨

牙轮钠头透于3～6级岩石销进牙 轮 钻 头
牙轮球西钻头遥子6～日极滑石裕进



1206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常用冲击式帖机的颜格及性能表 表3-4-49

C2一22型 CZ-39堂CZ-20型笛 机 型 号

VKC-33VRC-22yKC-20型 号路 

基岩风化层、破硝带各种土层、砂层、砾 石、卵石、跟石层适 用 地 层

130开孔直径<mm） 70D器

120最大深度（m） 180250150~200
e四1-5极丹熊力 （t》

T.作状态 7780×2840×1390外形尺寸 8000×1R50x12888 5600×2300×1AD00

尚菲芳锑(mm) 8009×1e5×2800 100×2840:35238500×230×275#

13.15钻机质量（t） 6.856.2?
占电动机功率《W） 20 20

砖做（r/mic） 970 75总气

4.4.1.9 降水孔疏千系统的辅助设施

降水孔疏干系统主要由疏干构筑物—降水孔和其它辅助设施构成。这些辅助设施主要
是降水孔的深井泵泵房、集中控制系统、地面排水系统、地下水位观测系统、流量观测系
统及地面沉降或塌陷的监测系统等。

1.泵房
采用系井泵抽水的降水孔都需设置泵房，以保证水泵和相应的配电、自控设备正常安

全地运行。水泵房的大小依使用的水泵类型、起重设备、配电和自控设备以及疏干场地的
地形条件而定。根据降水孔和泵房的相对位置，泵房的布置有两种形式∶

（1）茶房直接座落在井位上

当矿区地形平坦、起重设备选用汽车吊时，水泵房的建设面积为3.2×3.2m，上方预
留吊装孔，供吊装水泵使用。泵房可采用一般的砖木结构，泵房内可安装全套配电、自控
设备，并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当矿区地形复杂，汽车吊通行困难时，可选用手动吊车或电动桥式吊车，泵房的结构
应考虑能承载水泵和井管的重量，泵房的高度应考虑泵管的长度，一般以提升一节泵管为
履、为考虑操作方便，还应适当地留有余地。这种泵房和前者相比，泵房结构强度高、造
价相应提高。

（2）泵房布置在降水孔旁侧

泵房布置在降水孔--侧，专供安装配电及自控设备，而降水孔孔口及水 泵 另 作防护
罩。吊装水泵和修理井管及过滤器时，另行安装三角架和提升钒或者采用汽车吊吊装。

水泵房内起重设备的选择，根据水泵最重部件或电机重量确定;

（1）起重量在0.54以内时，可设置移动三角架，选用手动吊车;
（2）起重量在0.5～2.0t时，可以选用手动吊车，但在条件允诈时，可以选用汽车吊

或提升粉;
（3）起重量大于2t时，应选用电动桥式吊车或汽车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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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kW电动机或41351000×500×1900009-=-9-9-9-9-9-9-9-20 上海探首机械厂009-SdS 设大30t10% AN柴油扰0S9 009 02

75kW电动机载6135-DELS X 0992 × 0 GEC I 上海探矿机械厂 屏闪喜取呢羚009-0dS 车身意11t(39*) 39***009005
Q∶亚弗信机947 宽

40kW电动机或4135T11700×2450×3670 上海探扩机械厂008-LtdS 单据，3t 的改型产品008-3dsK（第5） CAN 006 Ⅱ

柴仙机

常用图转式钻机规格及性能表 4400×3000×13500 0008 X 0092 x 00 26 郑州探矿机械厂七‘回咖 45kW电动机00? 008099 ?
研Ⅱ
 我 --×
￥

40kWJQ82-4电动机 上海探矿机械厂单绳，3t集00E-IdS 0D8005 5*2碎
￥
品
命

顶两车装，使用6B5Q10850×2470×36004

找6126Q-1型柴油机 天然探矿机械厂HODE-OdS 801号∶ 现已改型为网络∶300回转∶500 Hor-or明 18 **08 考试 9L

工作状态 运输优态鲁  地  层 销银源度（m）开孔监径（mm） 份机质量（1） 4 买

 集升能力巫 V
AH 瞬

外彩尺寸 (mm) 唯 年 备 辨 Q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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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51部分矿山使用的钻机类型及粘井效率

拉依钻机型号 钻 进 效 率矿 山 名 称

yRC-30
By 1000 GJC-40H钻机三班作业，台日效率13m弱胶结砂、账石层茂名浙真岩矿
GIC-40H
红显30
SPJ-30D话 SPJ-300帖机、二班作业，台目效率3m大理者、灰岩⋯
六老客

EV-20-2 砂卵石、粗中炒、 冲积层用SV-20-2冲击站
新颗某稀有金属矿 XU-500 基岩用XU-600钻机危闪岩、伟品岩

5C-1 里砂上、粉姻砂、
结山戟破" VHC-30钻机，三班作业，台月效率I10myNC-30 申细砂、钻土砂砾

SPI-300七一五矿 我质板岩 SPJ-a00储机，三班作业，台日数率3.7m

2。避控、自控装置

降水孔疏干系统常分布在较大范围内，为保证水蒸安全运转和械少值班人员，月前国
内多使用以下两种自控和遥控菠置∶

（1）FYD-2型远动装置

该装置由WYJ直流稳压装置和WSC-1无线数传机两部分组成。发射端设在降水孔泵
房，发射功率1W，接收系统设置在中心控制室，接收端功率5W。一套FYD-2装置可控
制调度50台水泵，在中心控制室可以记录全部水泵电机的电流、电压等数据。如果发生水
泵超负荷运转、即可自行停车，并在中心控制室内予以显示。

（2）深井泵安全控制柜

安全控制柜可以自动控制电机温度、运转电流。当水泵出现故障时，可以自动停车;
当电机温度下降时、又可自动启动。安全控制柜设在泵房中，由值班人员巡回检查，发现
故障信号时。可及时进行检查和维修。

3。迪滔排水系统

降水孔排水至地表后，必须建立一套排水系统。当降水孔疏排的地下水可作为矿山各
种供水水源加以利用时，应将排水系统和矿山供水系统结合起来。降水孔排水至地表后，
可采用管道输水。在不彭响疏干效果的前提下，也可以采用明沟排水。

4.地下水位观测系统
为了观测降水孔疏干系统的疏干效果，应根据矿区的水文地质特点，布置地下水位观

测线和观测点。观测系统的具体布置方法详见本篇第十二章。
5。洗量观测系统

每个降水孔需配备流量观测器具，以标定水聚的排水能力，掌握降水孔出水醋随降深
和疏干时间的变化，为趾一步研究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改善降水孔的工作状况和进一步提
高矿区际水孔疏干系统的疏干效果提供依据。此外、详细测定排水凝，对于防山 疏 干 排
水技术经济微标的标定和计算年排水经营费用来说也是十分必婴的。常用的流厨戏测法有
堰测法、孔板流量 计和缩径管测量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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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面沉降、塌陷监测系统
对孔隙充水和岩溶充水的含水层疏于，必须在地面布置沉降和塌陷监测系统，以监测

在降水孔疏干过程中地面产生沉降和塌陷的分布范围及英发展规律。
4。4。1，10 降水孔施工的主要技术要求

1。降水孔钻进时的水文纯质观测、取样及岩心采取率要求
1）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

降水孔钻进时，应按照钻孔简易水文观测项目的要求，收集有关资料。

2）取样要求
（1）应尽量使取出的岩<土）试样反映原有地 层的岩性、颗粒 组 成 和 结 构 构

造。
2）采取鉴别地层的土样，在非含水层中宜每3～5m取一个，含水层中宜每3 m取

一个，变层时应加取一个。

（3）采取试验土样，在厚度大于4m的含水层中，宜每4～6m取一个，当含水 层厚
度小于4m时，应取一个。

（4）试验土样的取样质髅，应满足以下要求∶
砂样，1kg，圆砾和角砾样，3kg;卵石或碎石样，5kg。
（5）在试验性抽水时，每个含水层应分层取水样进行水质分析，每个含水层取水样2

～3件。
3）岩心采取率
（1）完整岩石∶70??
（2>破碎岩石（构造破碎带、风化带，岩溶发育带岩石）;60??

（3）第四系松散土尽;不小于50??

2。孔斜度

降水孔在钻进过程中，应进行孔斜度的测量和校正，以保证降水孔垂直 度，为井 壁
管、过滤器的安装和抽水设备的运转创造正常工作条件。在降水孔钻进时，对孔斜度的一
般要求如下;

（!）孔深在100m深度内，孔斜度不宜大于1.5°。深度偏差不超过 200mm，直经偏差

不超过20/nm。
（2）孔深为100～600m时，累计孔斜度不大于3°。

（3）孔深大于600m时，累计孔斜度不大于5°。

孔斜威过大， 容易造成深井泵轴、楚承磨损，发生断轴率故。不能保证深井泵长时问
正常运转。采用潜水泵抽水时，孔斜度可适当放宽，但孔斜度过大也会影响井壁管和水泵
的安装。

3。洗井
采用泥浆钻进的降水孔，一般部需要洗井，以清除井内泥浆、破坏井孔内泥浆壁，抽

出含水层中约泥土、细砂及渗入含水层的泥浆，在井的过滤器周围形成良好的天然滤层，
懂以增大井孔周围的渗透性，使井达到正常的出水量。目前常用的洗井方法有活 塞洗井
法、空气压缩机洗井法、水泵和海浆泵洗井法。此外，还可采用二氧化碳洗井法、二氧化
碳配合注酸洗井法及化学药母洗井法等新的洗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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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并壁管和过滤器安装要求
（1）井壁管和过滤器应无残缺、断裂和弯曲现象；

（2）铜制井壁管垂直偏差每米不超过1mm。内外径偏差∶无缝钢管不得超过1～
1.5??焊接钢管不得超过2??

（3）铸铁井壁管垂直度偏差每米不超过1mm，铸煮高度不得超过2mm，内壁必须
光滑，铸铁抗拉强度须大于'500×10*Pa；

（4）过滤器孔隙率偏差不得超过10??
（5）筛管缠丝或包网过滤器上之滤水管必须垫筋，并使缠丝或全属网与井管间的空隙

大于3mm。缠丝间距偏差不得超过20??
（6）过滤器安装位置的上下偏差不得超过0.5m；
（7）井壁管与过滤器不得采用悬挂式的固定方法，管脚必须座落在岩层稳定的换径位

置，或采用水泥固结管脚，固结段长度不得小于3m。
5.降水孔施工验收时提交资料的要求
1）降水孔施工说明书

降水孔施工说明书系综合性施工技术文件。其中包括∶
（1）降水孔地质柱状图。图中应标明岩层的名称、厚度、埋藏深度、井的结构，过滤

器和填砾规格、井位座标及井口绝对标高等；
（2）抽水试验记录表；
（3）水的化学分析资料；
（4）过滤器安装、填砾、封闭时的记录资料等。
2）降水孔使用说明书
其中包括降水孔的出水量，降水孔使用的水泵类型和规格，在降水孔工作中可能发生

的问题及使用维修方面的建议等。
4.4.1.11 增加降水孔出水壹的人工方法
在降水孔长期使用过程中，由于降水孔周围含水层渗透性降低，或由于含水层涌砂和

化学沉淀物堵塞过滤器等因素，使降水孔出水能力降低而影响疏干效果时，可以采取适当措
施，恢复和增加降水孔的出水能力，以满足采掘工作对水位降低的要求。表3-4-52列出
了增加降水孔出水量的人工方法。

4，4，1.12  降水孔疏干矿床实例
国内地表降水孔疏干矿床实例见表3-4-53。

4.4.2  吸水孔疏于法

吸水孔疏干是使用钻孔穿过上部一个或数个需要疏于的含水层，把地下水疏泄到下部
具有较高导水能力的吸收层中，借以降低含水层地下水位的一种疏干方法。具有较高导水
能力的吸收层可以是透水层、含水层或者是采用其它方法进行疏干的含水层所形成的人工
吸收层。吸水孔可以作为独立的疏干方法应用于露天或地下开采矿床的疏干，也可以作为
辅助的疏干手段与降水孔联合使用。对于具有天然吸收层的矿床，这种疏干方法在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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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52增 加 降 水 孔 出 水 量 的 方 法

票灶理 效
透 用 条 件 及

方法
非碳触质老石碳 酿 质岩使 用 特 点 松腹含水层

石含 水 层 含 水 胆
（1）过碰器被氢氧化钙、墨氧化 清除过滤器 能枪加降水孔 一般效果不题*的出水量铁、黑氧化技和氢氟化硅等易被酸 沉积的候、试盐眼处理法

和联骸盐。效洛解的沉淀物所堵塞，
湄四臂〈2）座水孔井管是用抗融村料剖腔 成的威者钢管、例恢管涂有抗酸保

增细降水孔出 有时能地灿出护层，敌 基岩中降水孔注酸 水量水量效果显薷，（3）适用于由尼龙丝、明丝或不 处理后井的 踊水处 理 法 繁烟丝制成的过波器，不宜用于韵理 盘可增加1～15
当威 包触结??的过诚器。一般调 轮丝的处理次敷不能魁过三次，铅丝获 只简处理一次

（1）对井管、过滤器、抽水设备的 谨季美利。 一般棘果不显一般效果不足
咨多磷酸盐必理法 当离蚀作用比盐酸小得多; 粘士，教体物

（2）在常温下与绒摇起化学作用 呼细嘱粒和铁
质沉积物姿盐酸慢，要较长的处理时间

步量炸新爆敬法 →.不用（!）爆破能增大降水孔 进 水 面 一般能增加出 一般能增加出
积 水量 峰阐争 <2）消阶泥策取细颗粒堵签

”载 垫羁华普靶少量炸药爆砖达
外图沉积的出
铁、微及碳酸
饮类

空气压缩机强 消脉过滤器含水层中菜些细颗粒族积在过脑 一般不采用 一般不录用
力 补 挽 法 餐独丝间隙、网孔上，或欲积在降 附近 址 积 的声 水孔绩砾的空隙中，大大诚少丁过涎、砂等话 g 洗 井 法 布县有效果素 有时存效果滤当的鞍进性和出水量
泥张票水压列力言 种 浇 法挑
泥浆莱结合活塞

法 犹 井 法

清除过涉营（1）适乎消除墙惠在过滤签上的 很少采用，有一般效果不显
固体二氧化碱洗并法 着混秒吸映歧在其上的钙化物质∶ 附近的滑配及 时用于蓿隙井盟

（Z）固体二氧化碳院井时置复2 细砂等 的染网沉积
～3次。效架良好

适予滑酸区长菌、森菌6.作用而 清除井内些 清除铁印菌或 清除铁邹 藏戒
氯气处理法 细面度粘质勃在过滤器斛近以及水系吸水管上形 补质物细菌粘质物级醋

;缆路跑的浅红或筑色祝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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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53圈内地袭降水孔疏干矿床实例表

石族出 七一五营"钟山 织矿 新幅某附布金属矿谈名漉贝菪矿矿 1 名 称

露天开?地下开示男汁千升它天丌来男汁试徉开采方式

并采深度（四） G 608v.～60 色？’
炭演板岩 砂额石程、薄岩以览”南 励胶结罗群含水层砂砾具石含水层岩容化火理岩 原红水层断层裂改带

砂群石层20～70
5068厚度（m） 36

端中合水房棘文瓣贩构侄
母岩裂胶含水层10~12
30～80

顶板官水层直接账饭含水层与矿体关系 龟有汽直铵配板 矿层及顶板含农

砂高有层1，4～2.0
单位涵水量（1/s-m） 宁驾2.39 1.3 燕岩姻院食水瓜

0.5～3.6

砂砾石层3.9
渗透系数（如/d） 2。531,78 7.232,46～66.07 越者裂隙合水层

3.87~14.34
·pH=86.5水预特征 Fe*含璧高pH=7. pH=4.5～59 Fe*= 11-57mg/li
系哥有水配襄入莉北来及南四方向补东西方向进水，北南部进水，让部为矿区边异表件 治，南、北高为隔北部河水浓入补给给，西为隔尔边界部一号断层依水 隔水运界 水边界"

玩平系统酒水量（m3/d） 1aDa6～I500082000 62001800～20000 14?b
防止露关采矿 场灾| 发防止坑 内突然 酒拦酸河水补给，保s保酸过域穗定，我保依边坡稳定，改医

矿宋孤干主要日的 海作业条件齿性而水，呆障∶善作业条件 水，保降断星酸碎陈露天矿边歧稳定
;坡稳定 s作!矿层）的稳定性作

开深初期15台源并i3个陆水孔疏乎站! 账水孔4个，透行进行?礼干忧電平矿床疏平试验 泵项干试险 |阶 !139天的疏干试!氏险
单线布性 单线郁饮陶水孔布置形式 单线布置多环布究 离放式布致

35降水孔歌（个） “ 32 当 12

黔水孔的构及利墅
s|开孔孔B（mm）孔罹 450 620 图750～1000

终孔孔经（mm） 260325 驾3O0
孔距 12～50(m) 宫 80～19025～65 15～S

一自”斗刺 80～120 平均10 13053～104 58-15～220.40
沉砂管长度（m） 10?A～30 5~10 9～6

55～92水泵安装深度（m》 30～5050～75.9 101
改用钢管 缠 丝 包类 型 钢管也烟 砂砾百层。螺旋锅管跳管遗丝包网规砾∶阿填跳过滤器 银营尼龙迎陶填

过萄盈
21骨莱孔眼杠径（mm） 220~23 愿过滤器。

证。瘤半灞灯八孩“ 30 25～30 30 30
钢作蹈孔过滤器包网材料 尼龙网16目 足元网 杂调丝戏尼光丝网

填函算径<mm） 3一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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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仲山铁矿矿山名称 t-五福茂名油页音矿石茶铜矿 新疆某稀有金属草

2620水悦锶醚孔数（个） 2012 12
图3-4-24图3-1-22图3-4-20 用3-4~26疏中工程布置平面图 图3-4-28

图3-4-25闽3-1-23图3-5-21段割沉拔 团0·4-27 图3-4-29

 颈干效果好，疏干破干效果较好。难干基本满足采摄作硬干效果好，但孔；疏干效果好，能情
引起地震大西铁服|F区两段含水足给'业蛋求，多巧分段然函大，深井底座以足相应时期的深圳薰干效果及不在的正

水度小，水位下降|泄形成破干与生产相保证长期运转证 作业婴求贾润题
缓慢∶满干比较困互制约局面，水中

Fel+含量痘、高，铁牌
 绢菌蛋及造成并，规
|堵窑陶蚀

0 50100 150 ZiNm
ADF

成 1

和 e
0A

5 00 00

采

A
4

9on2
O

软

0 F

图3-4-20  石茶铜矿地老疏干涉排布置函
1一学体边界∶2一次成边际水边界；3一班干并系及其第号；4一般费升及辅号；5一起装水泵井

水孔

ELO

IO

SH

心酒酒酒
图3-4-21    石装铜矿疏干工程布置剖面示意图

1一楼水台水层。2一孔隙承压含水层；3一隔水层；4一中石炭线矢器、大理沿含水层；5--石英闪长粉岩；
6一带卡岩7-----8--动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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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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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
含那

；
彭F"样家

【画 。码：偏 O]5 霞”6 [E23]o[· O]。

图3"4-22 茂名油页岩矿殖干工.程平面布置图
1一侍拖工降水孔∶2一未安装水覆孔;3一已安装水系孔;电一水位观测孔;5一报度孔，8一翻天矿最藓境界;

7一18s5年果剥工作线;8-唐民点，9一设计第二期降水孔∶10一水糖

6G
1一】20 Q孔
夜干为险

另 1980年底

俨
o

心
“呈
-10of
-20

窝”靥额予-30i
-40L

图3-4-23 茂名液页岩矿19号降水孔降器漏斗曲线图
1一砂强含水层，2一粘土隔水层;3一油页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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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2018

72
空调W20 3补

80
粤

0504

烟酒源营销商场

图3-4-24 钟山铁矿破干工程平面布置图
1一般并；2一阵水孔及编号；8——双侧孔；4——流千卷道）5——采揭工作平台及拆高；8——火成晋；7一铁罗体

G6原雅西线
-12抽2【

Q

TIANTION HILIIII

面三3回I 图4 275 卤6

图3-4-25 钟山铁矿降水孔多环布置制面示意图
1——轻重枯土层（Qt）；2——粉细砂层（Q∶）；2——至粘土层（Q；），4——影杂、卵石层（Q1）；6——粉细砂层降第六

线，8一砂孤卵石胫降落曲线∶7——采撷工作平台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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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消 、100?i
I20 40 。

色

160:·
口伺 乐 库死】∶ 响a·]:

图3-4-26 七⋯五炉硫干工程平面布置图
1一寒武系凝板岩夹泥炙岩;2—扩体投影范胆∶9一已端工降水扎∶4—设计降水孔;5一观测孔、桌;6一含

水层界故;7—疏于试验译密需斗胺线;8一堆层界线

人慢、 准

!号降求孔
175.
145
1

<'9V-s

50

图3-4-27 七万言洗千工程布置剂商示意!
1-目层;2一降尽沁静品位，3一降水孔动尔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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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艺

a∶ as Es∶ ∶ 四; 2 【r

图3-4-28 沥槲菜稀有金幅矿疏干工程平面布置图
一降永孔;2一水位观测孔，3—露沃矿最终境界;4一河水强烈下誉地爱;5一强裂酸透水带;6一含水带界线1

7一断压

凹d 2号蟑井1
11G=

1138 76.00m4m厚学
6.56m/108 审i.8mh1036
，

166.17ma
.6m1?0.2542复

8 Ca[3 E Ps E6E?

图3~《-29 新职菜稀存金属矿碗下程布置剖面示意图
1一砂源含水组∶2一角闪岩襄含水带;3-伟晶岩强含水带;4一砂麻含水组静止水位;5一砂砾合水调旋于动水

位。8一角闪石岩一伟晶岩含水组静止水位;7一们四石岩~位乩岩仓水肌燕干致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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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大的优越性，但由于要求下部有良好的天然吸收层．受水文地质条件的限制，在使
用上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吸水孔在国内外矿山的疏于工程中都有应用。国内钟山铁矿、姑山铁矿把吸水孔疏于
作为一种辅助的疏干方法，配合地表降水孔疏干第四系涨砂层（粉砂与亚粘土）。酱安矿
务局五阳、津村等煤矿。采用吸水孔疏泄矿井水，取得了良好的排水效果和经济效果。

4.4.2.1 吸水孔疏干的适用条件
使用吸水孔疏干法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上部需要萌干的含水层与下部吸收层没有宜接的水力联系，二者之间为可靠的隔
水层分开。

（2）下部吸收层的水位标高低于上部疏于层的水位标离，吸收层与疏于层的水位差值
越大，吸水孔的效率越高。吸收层与疏干层的水位差可以是在天然水文地质条 件 下形成
的，也可以通过在下部含水层中不断疏于排水降低水位来实现，随著疏干排水强度 的 增
加，吸收层与疏干层的水位差值增大，给吸水孔提供了良好良工作条件。

（3>要求下部吸水层的渗透性比上部疏干层的渗透性好，吸收层与疏干层渗透系数差
值越大，下部吸收层的吸水能力越强。

（4）吸收层厚度大。分布广，有良好的贮水空间和排泄条件，也是吸水孔有效工作的
量要条件。

使用吸水孔疏干含水层时，还必须注意;如果吸收层的排水能力不足时，会 产 生 地
下水位抬高，引起吸水强度降低，使吸水孔不能有效地工作;当疏于层地下水水 质 不 良
时，应注意对吸收层的水质污染。

4.4.2.2 吸水孔的结构及布置
1。吸水孔结构
1）吸水孔孔径确定的一般原则

（1）吸水孔孔径可参照降水孔或直通式放水孔的孔径要求确定。吸水孔的孔径大，不
易堵塞，但应注意孔径过大会造成经济上的不合理;

（2）一般疏干层的口径大于吸收层（特别是在吸收层的吸水能力强于疏于层或疏干层
与吸层之闻隔水层很厚的情况下）。据苏联文献资料，在吸收层中的孔径不小于91mm;

<3）取决于孔内是否设置过滤器以及过滤器的类型。
2 ）吸水孔的滤水结构

（1）在疏干含水层部位设置过滤器。这时，钻孔结构以及孔内装备与降水孔或直通式
放水孔类同，其结构型式见图3-4-30。

（2）孔内用砂砾填满，不设置过滤器，又称"砂柱"、"砾石柱"。孔内充满砂砾滤
料，不仅可以防正孔壁坍塌引起堵塞，同时可以滤水。钟山铁矿、姑山铁矿在疏干第四系
松散含水层时，采用了这种滤水结构。"砾石柱"型吸 水 孔的 标准 结 构 见 图3-4-31。

（3）孔内不填砂砾，不设置过滤器。一般适用于岩石稳定性良好的基岩裂隙含水层。
如端安矿务局五阳、漳村等煤矿，就采用这种形式的吸水孔。

2。吸水孔布置的一般原则

（1）当吸水孔作为辅助疏干措施配合降水孔使用时，一-般应按降水孔的形式布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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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孙枫

窝离每 5.0

图例
21 E2[g:E4 s
CS6 区r Ja  H10

图3-4-30 吸水孔结构型式之一 图3-4-31 吸水孔结构型式之二
】—过滤器;2一上部蕴干层的岸落曲饿1 1一精植土2一亚粘土;3一砂;生一伟土;5一石
3一灰岩吸救层的静水位;4一吸收层的动水位 灰碧，8一亦在;7-填堵钻孔的新土;8一水他深度∶

g一钻进死校出的紫子∶10-不投套管的钻孔部分

钟山铁矿，吸水孔布置在环形降水孔排之间。

（2））吸水孔应尽量布置在需要疏干含水层底板的低洼地段，以延长吸水孔 的服 务 期
限，提高疏干效率。

（3）如果上部需疏于层的涌水暨大，则应注意选择吸收层厚大的部位，以增加疏泄能
力。

<4）当疏干层地下水水质不良时，吸水孔的布置应注意对吸收层的污染问题。
4.4.2.3 吸水孔疏于的主要技术要求
1，吸水孔疏干的水文地质计算内容

（1）计算吸收层的吸水能力。按照吸收层的水文地质参数∶厚度、渗透 系 数、水 头
及吸水孔的影响半径。采用地下水动力学公式计算吸入水。

（2）计算疏干层的总涌水量。
（3）计算单个吸水孔的吸水量。

<4）当吸水孔相互干扰时，计算干扰情况下的水量及降落曲线。
（5>计算疏干时间。
2。"砾石柱"型吸水孔施工技术妥求

为使孔内充填砂砾的吸水孔具有良好的疏水效果，在施工中，应首先在孔内萎设钢制
过滤器，利用压风机进行洗孔，抽洗干净后，再将过滤器拔出。与此同时，随着过滤器的



1220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起拔∶自下而上向孔内填入砂及砾石等滤料。

4.4.2，4 吸水孔疏于矿床实例

吸水孔疏干矿床实例见表3-4-54。

表-4-54镉内矿山采用吸水孔疏于实例表

籍 安 平国响零
矿 山名 称 钟山铁矿姑山貌矿

花村煤矿五阳媒矿 石圪节煤矿

开扎数轻（mm） 号 218216168～127
残

终孔直径（mRl） “富 108～89 127~108127～108水
N 度（血 17-59～31.70 57B,27～597.66351.51～841.18 399.09～五16，93花

乙o？ 4孔 取（个）
填满讨与孔内滤水型式 不填砾。不设过滤器

止孤巢斗贴一
中仅及桥v粗、性 丑浸

粉细砂、中氧砂岩 谐 砂

海当” 14～29限 t~13 --...-
渗退系数<m/d） 1D.0810.i8～20,611 子“：了，’，，

计邯载税丛
节碳卵石请 奥肉系石灰岩序 。w ST(m) 平均6～10 600~7D010-2;,88

渗透系数（m/d） 1、)1~2.4332,A6～69。07

含水应自热拧泄讯订刻羊税高汗段收层的指水为式

铭书 单孔硫渥众虽 年日可 达2366~2950m

·4.4.3 明 沟 疏 于 法

明沟干是在地表或露天采矿场台阶上开挖疏水沟，为拦截流入采矿场的地下水而采
取的一种疏干方法。明沟多用于露天矿浅部第四系含水层的疏于、当明沟布置在露天采矿

场威她下开采错动区以外作为一剂独立疏干方法使用时，明沟可以把松散含水层中的地下
水在流入露天矿或地下开呆崩落区之前，拦截并导出矿区，预先降低地下水位，以维护露
天矿边坡的稳定性，并为采掘作业创造正常的工作条件。由明沟汇集的地下水，在大多数
请况下不能自流而需在明沟的低洼处设置悠水池，用水泵集中排出矿区。在露天采矿平台
上布置的明沟，一般常作为辅助疏干子段配合地表导水孔或疏干巷道联合使用，以进一步
降低残余水头，扩大疏干效果。在露天矿开采后期，有时疏水明沟作为辅助疏干手段配合
其它主要疏干方法联合使用多年之后，还可以签代其它主要疏干方法，独立工作。

明沟疏干具有适应性强、基建建度快和投资少等特点，在国外露夫矿的疏干中已得到
了广泛应用，但在国内目前仅有少数磷天煤矿采用了这种获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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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1 明沟疏干的适用祭件
（1）明沟多用于疏干舞天现或地下开采属落区第四系孔隙充水的含水层。当明尚作为

独立琼干手段布置在露天采矿场或崩落区以外预先降低含水层地下水位时，婴求含水层的
厚度不大，透水性良好，含水层的埋藏深度不宜超过15～20m。作为辅助疏于手段的采矿

场内疏水明沟，含水层的厚度和埋藏深度不受限制。据美国的文献资料，对于厚 度为1.8

～3 m，深度为20m，渗透系数为1.8～6m/d的潜水含水层，采矿场外疏水明沟使用效果

良好，露天矿采矿场内疏水明沟主要用于承压含水层的疏干，如疏水明沟能切遗含水层的
整个厚度，亦可获得良好的疏干效果。国内灵泉露天煤矿，采用明沟疏 于厚 度 为9.5～
18.6m、渗透系数为5，65m/d的砂砾、粉细砂夹粘土的潜水含水层，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2）一般要求在疏干的含水层之下，有坚实致密分布稳定的隔水层，且 含水层与隔
水层的接触面比较平缓。据苏联文献资料，鳞天采矿场或采矿崩落区外疏水明沟的应用条
件为含水层埋藏深度不宜大手20m，并要求有下伏稳定隔水层。

采用明沟疏干，结构形式简单，疏干系统建设速度快，经济效果好。但当含水层为流
砂层时，明沟开挖施工困难，宜慎用。

4.4.3.2 明沟布置的一般要求

（1）明沟应布置在露天采矿场或地下开采崩落区之外，并垂直于来水方向，以便最大
限度地拦截和蔬泄地下水。

（2）明沟的两帮特别当含水层埋藏比较浅时最好嵌入下伏隔水岩层中，以提高疏干效
果。

（3）露天采矿场内疏水明沟，可以布置在非工作帮和工作帮平台上。布置在非工作帮
的明沟，可与开段沟的施工结合起来，并在含水层的下伏隔水层处预留平台，以便布置明
沟。布置在工作帮的疏水明沟也可在开段沟的施工中形成，但明沟位置应与采矿场推进线
保持一定距离。一般明沟距剥离线的位置可按1～ 2 年考虑、即随着采矿工作的推进，
每隔1～2年开挖一条疏水明沟。

（4）布置在露天境界附近的场外疏水明沟，其靠近采矿场的一阀为露天边坡的组成部
分，当下伏隔水层强度低、稳定性差，或下部有导致滑坡产生的潜在威胁时，除 应 对 明
沟采取必要的防渗措施外，还必须把蔬水明沟布置在露天采矿场可能产生湘坡的 范 围 之
外。

（5）应尽量选择有利地形，使疏水明沟内汇集的地下水能自流排出矿区，或者选择适
宜地点设置集水池，使水泵的扬水高度最小，以求降低疏干的排水经营费用。

<6）当场外疏水明沟布置地段汇水面积广，矿区附近暴雨强度大，雨季和疑 南 时 期
形成的地表烃流汇入明沟内，可能影响疏水工作的正常进行时，应在明沟之外设 置截 洪
沟。

4.4.3.3 E沟的结构及主要技术要求
1.明沟的结构
明沟的断面通常采用梯形和矩形两种形式，其中梯形断面使用广泛，同矩 形 断 面 相

比，梯形断面的明沟便于施工，维护方便，但土方工程量大。
玩水明沟沿线的不稳定地段，应采取适当的加固措施。当采用不透水材料加固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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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设置滤水装置，以确保疏水明沟的疏于效果。设置在露天采矿场内平合上的明沟疏水系

统、应对出水地段边坡士的渗透性和稳定性进行验算，对可能发生管涌的不稳定地段应铺
设反漳层，以保护出水边坡的稳定性。

2.主要技术要求

（1）明沟的深度，因含水层埋藏深度不同而异，但嵌入隔水层中的深度应尽量满足量
大涌水量时明沟内的水位不超过隔水层顶板。

（2）明沟断面大少。根鹅设计流悬的大小和沟的纵坡。按水力学方法计算。设计流量

除了考虑地下水涌水量外，尚应考虑明沟地表汇水区内的地表迳流量。
（3）明沟的纵向坡配，通常与期沟所在隔水岩层或所在平台的纵坡取得一致，但不得

小于2??否则容易淤积。如果所在隔水层及平台纵坡较大，致使酰水明沟纵坡不得不加
大时，要验算沟内水流速度是否超过岩石的允许流速要求，以确定是否需要砌护和构护类
型。

（4）明沟的边坡，可以根据揭露的岩土种类按表3～4-55选定。

岩、土 明 沟 边 坡 级 度 一 览 表 表3-4-55

名 漆铂 土 边 其 现 度

粉 孙 1:3～13,6
细砂、中砂、粗砂
（1）枪融的 1;2～12.5
（2）E实的 Ir1.5~112

置 砂 土 1:1,5~t3
精土、副粘上、资土 11,25～1145
者引当集计 I·1.25-1:1.
风化划石 140).25～113-8

半风化岩石 1:0.~1:0.25

4.4.3.4 明沟出水边址的反滤层结构

如果出水边坡水的渗流速度大于土层的允许流速时，往往容易导致土层稳定 性 的 破
坏。因此，对明沟的出水边坡，应根据土层府性及地下水的水力坡降，检 验 其 渗流稳定
性。对不稳定地段，应铺设反滤层结构。

反滤层一般应满足以下要求∶
（Ⅰ）反滤层的透水性应大于所保护边坡土层的透水性;
（2）反滤层的滤料，按其颗粒成分来说，可以是非管涌土或管通土。在管涌土中反滤

屋每层内都的最大渗流速度不应大于该种土料的临界流速;
（3）反滤层材料可利用砂、砾石或卵石丽筑。反滤层的砂料最好用天然石英砂或者用

坚硬岩石制备的人工砂。反滤层的层一般多采用双层，在不利的情况下可采用三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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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厚度一般为200～300m m。

（4）反滤层铺设高度应大于地下水可能逸出的高度1m，其铺设宽度应 在地下水逸出
带两端各延长1～2 m。

当采用疏水明沟疏干松散砂层时，由于当地缺少适宜的反滤层滤料，或者采用反滤层
护坡不经济时，也可以采取其它适宜的疏干方法，如在砂层边坡的坡角处，采用特制的钻
机施工水平放水孔并放置聚飘乙烯过滤管，使地下水在逸出之前就渗入疏干装置中，同样
也可以保护出水边玻段的稳定性。

4.4.4 水平孔疏干法

水平孔主要用于露天矿边坡的疏干。水平孔一般以1°～5'的仰角在露天采矿场平谷
底部钻凿，并揭穿需婴疏干的含水层或带，使地下水靠重力自流排出，达到边坡流干减压
的目的。由于这种疏于方法只有在震天矿边坡形成之后才能采用，因此多用于生产疏干阶
段。水平孔可以作为独立的疏干方法用于露天矿边坡的疏于、民时也可以作为辅助的疏干
手致配合地表降水孔使用，用以降低残余水头，保护出水边坡段的稳定性。水平孔疏于适
应性强，投资少，容易施工，安装和维修费低，疏于效果和经济效果显著。近年来，在国
外露天矿疏干排水工程中，利用水平孔疏于露天边坡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例如在 民 主 德
国、联邦德因的一些褐煤矿和苏联的一些铁矿以及欧美国家的一些露天矿中，广泛采用了
水平孔疏干。由于水平孔疏于具有适应性强和经济效果好的显著特点，近年来已经引起图
内一些露天矿的关注，抚顺西露天煤矿采用水平孔疏干岩石边坡取得了初步成果。此外，
在南芬露天铁矿、平庄西露天煤矿等也拟采用水平孔疏干岩石边玻，石策铜矿也准备把水
平孔疏干作为一种辅助疏于措施，进一步降低露天采矿场北部边坡的地下水位。

4.4.4，】 水平孔疏于的适用条件
（1）一般要在露天采矿场边坡形成后，才能采用水平孔疏于。
（2）水平孔可以用于疏干第四系孔隙充水含水层．也可用于疏干裂隙或岩溶充水含水

层。疏干含水层的海透系数一般不受限制，但随着含水层渗透系数的增大，疏干效果愈显
著。

（3）水平孔不仅可以作为独立的疏于方法用于露天矿边坡的疏干，同时也可以作为辅
助的该干方法与其它疏于方法联合使用。

当采用采矿杨内明沟疏干霹天矿松散含水砂层边坡时，为保护出水边坡段的稳定性，可配合使用水平孔疏干。

当含水层富水性强、涌水量大并有良好的补给条件时，为提高疏干效果，进一步降低
残余水头，可作为地表降水孔疏于的辅助措施配合使用。

4.4.4.2 水平孔疏干的特点
水平孔疏干具有以下特点∶

（1）适应性强。这种疏于方法不仅对渗透性能较好的各种充水类型的含水层可以取得
较好的效果，而且对渗透性能较弱的含水层，也可以取得一定的疏干效果。例如罗马尼亚
蒂斯玛纳露天煤矿为疏于边坡含水层，采用水平孔疏干渗透系数K=0.2~0.5m/d的弱含水层，取得了预期的疏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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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灵活性大。在露天采矿场边坡形成后，可以选择最有利的位置，实施边坡含水层

的疏于。放水孔可以布置在非工作帮，也可以布置在工作帮，作为临时性的疏于措施。或

者为消除局部地段地下水对边坡稳定的危害进行局部疏干。在疏干过程中，可随时调整疏
于孔的位置，增加或减少水平孔的数量。

（3）经济效果好。和其它许多疏于方法比较，水平孔的投资费用少，经营 费 用 低，
特别是对于不需要设置过滤器的水平孔，不仅施工方法简单，而且安 装 和 维修 费 用 低
廉。

4.4.4.3 水平孔结构及布置的一般要求
1.水平孔结构
1）水平孔孔径确定的一般原则
（1）在基岩含水层中钻凿水平孔，一般按使用的国产100～300m钻机的钻探 口 径 确

定，在疏干层中的孔径应不小于91mm。
（2）在松散含水层中钻凿水平孔，国外采用专门研制的钻机。为放置过滤器一般钻探

口径比基岩含水层要大，在苏联和罗马尼亚等国，曾采用过108、168、180 及200mm的孔
径。

（3>对基岩含水层，如果必须装设过滤器时，水平孔的孔径应适当增大，如国内抚顺
西露天煤矿水平孔采用91～110mm或91～130mm孔径，孔中装设聚氯乙烯滤水管。

2）水平孔深度的确定
从国内外采用水平孔疏干露天矿边坡的工程实践来看，水平孔长度原则上要通到不称

定边坡潜在滑动面的后部。一般来说，对于孔隙充水的松散含水层，水平孔的深度不超过
50m，而在基岩裂隙含水层中的水平孔深度一般大于100m，其最大添度可达300m。

目前国内采用水平孔疏干露天矿边坡方面所积果的经验还不多，特别是在孔隙充水的
松散含水层中，采用水平孔疏干尚缺乏工程实践经验。根据苏联的研究资料，对布置在露
天矿工作帮的水平孔，其孔深应不小于电铲进路宽度的一倍。而对布置在孝工作帮的水平
孔，其孔深不小于30m。经苏联的资?!分析和计算，总结出水平孔长度、间距 与截水系数
之间具有如下的配合关系;当水平孔间距等于钻孔长度时，截水系数超 过90??? 当水
平孔间距等于钻孔长度一半时，截水系数可达100??另据国外其它资料，还可从水位高度
和边琥高度等因素来确定水平孔的深度;对于水位高于坡底30～60m的各向 渗透同性的边
坡来说，在坡底钻凿水平孔，其孔深等于边坡高度（最高达130m）时，可以进行有效的疏
干;如果地下水位超过坡底60m以上，则应在高于玻底约30m处增打水平孔。

3）水平孔滤水管

采用水平孔疏干孔隙充水的松散含水层时，必须在孔内装设滤水管。对基岩含水层;
应视孔内含水岩石的完整程度确定是否装设滤水管∶当水平孔穿过软岩或坚硬岩石因风化
或构造影响破碎时，为了保证水平孔有效地工作，也必须放置穿孔滤水管。

苏联的一些露天矿，在松散层中设置的水平孔，一般使用由树脂胶结的砾石滤水管、
陶瓷滤水管、石棉水泥滤水管、聚氯乙烯塑料滤水管以及钢制滤水管等。目前使用最广泛的
是聚氯乙烯穿孔滤水管，而钢制滤水管很少采用。在松散含水层中选用强度较低和易碎材
料制成的;水暂、不仅可降低疏于费用，同时，布置在工作帮的水平孔随着采剥工作线的
缩注，报废郎水平孔内所装设的滤水管，还可以随同采装物料一并进行装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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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孔中使用的滤水管，一般是具有一定孔隙度的穿孔管，在个别情况下，滤水管外

面包一层尼龙网，以防止水乎孔坍塌堵塞。
在孔隙充水的松散砂层中，采用水平孔疏干时，滤水管的选择是很重要的。苏联在斯

托依林斯克露天矿含水砂层中进行了水平孔缆于的工艺试验、共施工6个水 平孔，孔深
38～70m，总进尺318m，其滤水管的选择及工作状况见表3-4-56。

水平孔滤水管的技术特征表 表子-4-58

孔号 钻孔谓水最孔课（m） 含水层特征 滤水管的技术特征 备 注（m3/h）
用薄帆板制的穿孔滤水管∶阻砂 没发现带出砂粒。 外径卫=100mm42 22.0内径D∶n= 98mmK=20~30m/d 孔欧瘦。7～8%

用双丙控树脂胶结的砾石滤水管∶编砂
副 Dg= 122mm38 田4.5 上Dox=60mr

K=1~2m/d 孔隙度∶34%

到可 上B8、、 同 上上 同20.5p

条孔金属过滤磊∶ 在20d中从孔中带出了， Du = 108mm 砂粒网 上70 21.6DB时 =99m
孔隙度，?%

阻合过准抽。孔口至20m处为费孔 投发现帮出砂粒
同 上55。 金属过腔器，20～55m处为砾有胶 5.0

结过滤器

与安袋症1号孔中类拟的用粥钢板。 网 上45 3.6 网 上例作的穿孔淀水管

目前，聚氯乙烯穿孔滤水管已被广泛应用，这种滤水管使用方便，造价低廉。我国抚
顺西露天煤矿采用水平孔疏干砂页岩和凝灰岩边坡时，孔内装设了厚壁聚氯乙烯穿孔滤水
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加拿大塞普路斯·阿米尔露天铅锌矿，采用水平孔疏干边坡的不
稳定地段，使用履带式钻机钻进了约1800m 钻孔，孔内装设 φ37.5mm 穿孔 塑 料 滤 水
管。

2。水平孔布置的一般要求
1）布置方式

（1）沿非工作帮呈垂直边帮方向布置，这种布置方式主要是用来疏予露天矿的非工作
帮，属于永久性的疏干措施，水平孔的钻凿和安装滤水管以及生产期间的维护等作业，均
不受采掘作业的影响。

（2）沿工作帮呈垂直边帮方向布置;这种布置方式主要是用来疏干露天矿的工作帮，
属于临时性的疏干措施，位于工作帮上的水平孔服务年限短，随着采剥工作线的推进，水
平孔报废;而需要在新的工作帮上重新布置水平孔疏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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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沿边坡的局部不稳定地段或滑坡地段布置∶这种布置方式是用来处理局部地段因
她下水活动而引起的边坡失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水乎孔深度要穿透不稳定边坡潜在滑
动面。

2）排列形式
（1）平行持列∶即各水平孔垂直边坡按一定间距平行排列。多适用于渗遗性各向同性

的均质含水层的疏干。其孔距应遇过水文址质计算或按经验数值确定。
（2）扇形排列这种形式多适用于渗透性各向异性的非均质含水层的疏干，对岩石边

坡的富水地段，常常可以取得明显的硫于效果。
（3）按上下台阶分层布置，随着露天采矿场阶段的下降，对于厚层含水层，可以分层

进行疏干，一般应按照对区水文地质特征及含水层的藏存特点，每隔 2～3个合阶，布置
一套水平孔疏干系统。

3）水平孔的仰角
为了使疏干含水层中的地下水沿水平孔自流排出，一般要求水平孔的仰角为1°～5°。

但对于渗透性各向异性的基岩含水层，由于富水部位赋存的标高决定应增大仰角时，可适
当增大，但一-般不大于10°。当钻孔深度 比 较大时，再增大仰角，会给水平孔的钻探施工
带来不便。

4，4.4.4 水平孔疏干的主要技术要求
1。水平孔疏干的水文地质计算要求
采用水平孔疏于露天矿边坡时，应进行疏干水文地质计算。水平孔疏干系统可按照水

平集水构筑物的模式进行计算。根据水文地质计算结果来确定疏干系统的总滴水量、单孔
涌水量、水平孔的间距及于扰情况下的单孔涌水量、疏于的降落曲线及疏干时间每。

2.水平孔疏干含水砂层的钻探要求
采用水平孔疏干露天矿含水砂层边坡时，在钻进过程中要严格做 到 不 塌孔，钻探之

后，要能够顺利地安放滤水管。苏联研制的M工B一2型水平钻机可专门用于 钻 凿松散砂
层边坡水平孔。这种钴机钻进深度可达100m，孔径180mm，全部采用液压 操 纵，在含水
砂层中每台班钻探进尺可达30～50m。MTE一2型水平钻机的钻进、安装及 放 水的施工
顺序见图3-4-32。

3.水平孔的维护
为了保证水平孔正常有效地工作，要求对水乎孔疏干系统进行周期性的检查和维护。

为防止水平孔因逐渐堵塞而降低疏水效果，可以采用带有喷射装置的高压软管对水平孔进
行意期冲洗。

4.寒冷地区的防冻要求

对寒冷地区的露天矿，冬季在水平孔出水口处，应铺设保温的填石层以防止冻结。
4.4.4.5 水平孔貌干矿床实例
矿山名称。抚顺西露天煤矿。
克干岩展;下盘凝灰岩和玄武岩，上盘绿色页岩、砂岩及断层破碎带。
工程布置，下盘孔布置;垂距50m，水平间距50m，个别区段加密到25m。上盘孔布置;垂距20a，

水平间距50m。
放水孔结构，孔深200m、250血、300m;孔径91～】10m皿或91～130mm;孔中装 设蒙氯乙烯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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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32 MIS一2型水平钻机的施工程序
g一钻进b一取心螺旋的;c一安装过滤器;d一取出姿们;e一完成贴孔

1一聚暖边坡;2—MTE—2钻抗，3—隔水屋;4一排水沟;5一空心套赛情;
 一空心幅旋怯17一孔底!8一过滤器

管。
放水孔仰角13°～5"。
使用钻机型号∶（1）美国AARDVARK公司雅华型卧式钻机;

（2 ）重庆探矿机械厂XUJ300一2型钻机。

钻机效率、《Ⅰ ）估进效率
雅华型∶平均20～30m/h，设高40~50m/h∶
XU300-2 型∶平均3～5血/h，最荷8～10m/h。

（ 2>搬运移位时间

雅华型∶半天;
XU300-2型∶3～5天。

4.5 地 下 疏 干

地下疏干方式常用的疏于方法有巷道疏干、丛状放水孔疏干、直通式放水孔疏干、降
压孔疏干及打入式放水孔疏于等。

在上述几种疏干方法中，前三种方法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降压孔只适用于疏干矿
床间接底板承压含水层，在煤炭系统使用较多。打入式放水孔则因适用条件过于局限，在
我国金属和非金属矿山使用极少。

地下疏干方式中所使用的各种疏水钻孔（除直通式放水孔外），均需在疏于或放水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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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施工，而且地下水的排出一般均依赖于井下排水系统的建立。所以，其疏干效果只能
在矿山基建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发挥。

地下疏于方式主要适用于地下开采的矿床，对于某些露天开采的矿床也可应用。过去

由于受地面排水设备的扬程、流量和凿井设备等因素的限制，地下疏干方式至目前为止，
一直是我困地下开采矿床疏干中的主要方式。

4.5、1 地下疏干方式的适用条件及其优缺点

4.5.1。1 适用条件
地下疏干方式适用范围比较广泛，一般来说，它不受含水层附性质（松散或基岩含水

层）、渗透性、富水性和埋藏深度等条件的限制，凡是要求疏干重力水的一-切含水层均能
采用。

当矿床的一侧为隔水层或弱含水层，另一侧为含水丰富的岩溶、裂隙含水层，采用地
下开采的矿山，最适宜采用这种疏干方式。在下列条件下，应优先考虑采 用 地 下疏干方
式∶

（1）矿区主要含水层渗透性较差，不适于用降水孔进行疏干的时山;
（2）矿区存在渗透性较好的松散孔隙含水层，且地下水补给来源充沛，为了保证露天

边坡的稳定，要求对其进行较彻底的截液时;
（3 >当矿山可采用平碱自流疏干时;

（4）矿床疏于排水后∶地面塌陷严重，采用地表降水孔疏干，塌陷难以处理，无法保
障深井泵、潜水泵正常运转的矿山。

但是对于主要开拓工程帝置在强含水层中、特别是排水工程必须布置在强含水层中的
矿山，应与地表降水孔联合进行疏干，不宜单独采用地下疏干方式。

4，5.1.2 地下疏干的优缺点

1.优点
（1>适应性强。对不同的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均可应用。而且疏干强度大，疏干效果

显著;
（2）相对于深井泵、潜水泵而言，排水设备运转的可靠性较高;
（3）在有利的地形、地质条件下，地下水可自流排出地表;

（4）可利用井下水仓或其它巷道容纳一定承地下水，暂时停电可起绘冲作用，对疏干
影响不大;

（5）疏于或放水巷道往往能与开拓和采准巷道相结合，有利子节省疏于工程投资。
2.缺点
<1）所有的疏干工程都在井下施工，特别是布置在含水层中的疏干卷道施工困难，而

且，即使是布置在巴水层中的放水巷道，流工时也受到地下水一定程度的潜在威胁。基他
初期矿井及其它井巷工程的施工，也受到这种威胁，因此施工的劳动和安全条件较差，

（2》有时需要施工很长的专用疏干巷道，施工期限较长、难度较大、基建投资较多，
而且灵活性差;

（3）矿井水容易受并下作业的污染，排供结合的条件较差。



第四章 矿床疏干 12i9

4.5.2 疏干阶段的确定

4.5.2.1 主要疏干阶段的确定
在地下疏干方式中，往往下述两种作法都能达到预先疏干的目的∶一种是由上而下，

每个阶段都全面布置疏干工程，采取逐阶段疏干的作法;另一种是把主要疏干阶段设在开

拓阶段的下部，待水位降低到一定程度后，再开拓上部其它阶段。这两种疏干都各具不筒
的优缺点。

1。逐阶段疏干的优缺点
1）优点
（1）开拓和疏于程序基本由上而下，巷道和疏干工程施工时水压威胁较小，上部阶段

疏于可为下部阶段施工时降低水压，施工的安全性较高;

（2）可在各阶段同时施工，掘进工作面较多，有利于加快基建进度;
（3）矿山塞建疏千的初期，地下水直接由上部阶段排出地表，排水电费减少。
2）缺点
（1）每个阶段鄱要布置疏干工程并建立排水设施，基建工程量较大，
（2）虽然基建施工时水压较小，但基建开拓的每个阶段都在一定的水压威胁下施工，

因此在整个基建过程中，总的防水工程如超前钻、防水门等工程量较大。
2.主要疏干阶段设于开拓阶段下部的优缺点
1）优点
（1）可使地下水位在开拓的初期就有较大的降低，从而可为上部阶段的施工创造安全

条件，
（2）可节省主要疏干阶段以上的疏于排水和防水工程量、基崖投资减少。
2）峡点
（1）主要疏干阶段设于开拓阶段的下部，因此本阶段巷道和疏干工程在高水压条件下

作业。施工的安全性较差;

（2>在没有隔水层或弱含水层可供布置开拓工程的情况下，井简下掘后，只能首先在
主要疏干中段进行巷道施工，其它中段的开拓要待水位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进行，因此
在疏干效果产生之前，掘进工作面较少，与前者相比，不利于加快建设速度;

（3 ）基缝初期，地下水由下部阶段排出，涌水量较大、基建时间较长时，基建疏干排
水电费将明显增高。

3。疏于阶段确定时应注意的问题

在矿床疏干设计中，最佳疏干阶段的确定，主要取决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对矿山健
设进度的要求和施工单位的施工经验等因素，应通过详细的技术、经济比较加 以 确 定。
一般情况下，当含水层位于矿床顶板。而含矿层及其底板为隔水或弱含水层时，因开拓巷
道受含水层威胁较小，应当优先考虑采用将主要硫阶段设于开拓阶段下部的作法。目前
我国在矿床疏于中，已取得在高压地下水之下施工巷道和放水孔的成熟经验（例如水口山
铅锌矿丛状放水孔施工时的最大水压力达36x10*Pa）>，水压在一定范围之内并不构成采
用此种作法的障碍。

在决定将主要疏干阶段设于开拓阶段的下部时，还存在如何选择合适标高的问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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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游或裂隙不均质含水层。其标高一般应设于强含水带的底部或弱含水带的顶部。位置太
低，采用丛状放水孔时其遇水率极低，难以达到预期疏干效果。

4.5.2.2 超阶段疏于与网阶段破干

所谓“短阶段”，其含意是指疏于工程布置的标高低于被保护的采 铜 阶段，“同阶
段”则是指两者位于同一阶段。

矿床预先疏干，要求在被保护的采掘范围内，不仅排除地下突然酒水的威胁，而且最
好把地下水位降至采摄标高以下，以改善采掘作业条件，因此在矿床疏干中，原则上都要
求超阶段疏干。多数金属、非金属矿山在采矿设计中，为了满足矿山投产初期对三级矿量
的要求，设计的基建开拓一般都有数个阶段，而且大多数矿山在开拓的最低阶段不布置采
准工程，因而都能在基建的巷道工程的基础上，满足超阶段疏干布置的需要。但是在个
别情况下，如设计的开拓阶段数量只有1～2个的矿山，就可能存在同阶段疏干与超阶段
疏干的选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超阶段蔬干，就必须在原采矿设计开拓阶段的基础
上，往下再多开一个阶段，以专门布置疏干排水工程，从而将引起基遵投资的加大。在这
科情况下，通常应优先考虑同阶段疏干的可能性。只有在同阶段疏干无法满足采抓要求的
情况下.才决定采用超阶段疏干。

下述情况采用同阶段疏干是可能的∶
（1）含水层透水性极强，同阶段疏干后，形成的疏干降落曲线平缓，保护区范围内的

残余水头极小，对采掘不构成威胁，而且矿坑涌水对采掘作业没有严重影响。
（2）同阶段疏干后，被保护范围残余水头高度以下的岩层渗透性较弱，不会出现突水

威胁，且矿坑涌水对采掘作业无严重影响。
（3）采用多层次疏干工程布置的形式或减小疏于工程间距等其它疏干措施后，能使疏

干效果达到采掘要求。
（4）对于间接底板含水层，当矿体以下隔水层具有一定厚度，可抵抗一定的水压时，

亦有可能采用同阶段疏干。

4.5.3  卷 道  疏  干  法

巷道疏干是利用巷道直接揭露含水层，以达到降低水位、保证采掘要求的疏干方法。
在我国金属、化工矿山很少单独采用这种疏干方法，而经常与地下疏于方式中其它疏干方
式配合使用。

4.5.3.7  疏干糕道的类型及其适用条件
疏干卷道的类型及其适用条件如下∶
（1）疏干巷道完全布置在含水层中。这类疏干卷道适用于岩溶和裂隙含水层的疏干，

在我国金属、化工矿山一般只使用于含水性较弱、涌水量不大的含水层或岩溶含水层的弱
含水带。在强岩牌含水层中，考虑到施工的难度大、安全性差、只在下列特殊条件下才考
总采用∶

矿区不具备合适的水文地质条件，矿床顶、底板无隔水层或弱含水层可供利用时，
矿体顶、底板隔水层或弱含水层工程地质条件很差时；
可采用平确自流疏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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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琐于巷道施工于强含水层时，一般不用眄施工其它疏水孔。但布置于弱含水层或
岩溶含水层弱含水带时，为了强化其疏于效果，有时还需施i工丛状放水孔或直通式放水
孔。

（2）疏干卷道布置在含水层与隔水层环面上。此类型疏干卷道亦称嵌入式疏干巷道。
见图3-1-33，一般只适用于底板近于水平的松散孔隙含水层。

此类疏干巷道施工难度很大、造价很高，只有在矿区存在渗透性较强的砂砾含水层，
其补给来源充沛，对露天矿边坡稳定性影响较大的情况下，要求对其进行较彻底的疏干裁
流时，才可能采用。

4.5.3.2 疏干卷道的布置原则

疏干巷道的布置，应在满足采掘对疏干降落曲线要求的前提下，根据矿区地质、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条件，被疏干保护地段的范围等因素综合考虑。一般情况下应遵循以下言
则

（1）疏于巷道的走向，一般应垂直矿坑地下水的进水方向，或垂直跑下水主要迳流带
的方向。

（2）应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使含水层全部或某一标高以上的地下水能自流排出
地表。

（3）疏干巷道的布置应当与开拓、采准巷道紧密地结合，在满足矿床疏干的要求前提
下，尽可能利用采矿巷道。例如地下开采的矿山，有时可利用各阶段的脉外运输巷道和采
准巷道作为疏干或放水巷道；对于采用地下疏干方式的露天矿，其专用的疏干巷道除要满
足矿床疏干排水的要求外，还应考虑露天生产后期转为地下开采时，蔬干巷道能为地下采
矿工程所利用。

（4）疏干巷道应尽可能延长其服务年限。地下开采的矿床，应尽量利用有利的地质、
水文地质条件，使巷道能在较长的时期内，甚至能在整个矿山生产期间截住某一层位的地
下水而不使其逐阶段下降。这样的截水巷道应布置在采矿错动带以外；露天开采时，主要
起我流作用的疏于巷道（如嵌入式疏干巷道），一般应布置在露天最终境界以外，愈靠近
露天境界，疏于效果愈好，但必须注意避免因疏干巷道涌水、涌泥而对露天边坡和地面设
道带来的不良影响。

（5）布置嵌入式疏于巷道时，在垂直巷道走向的剖面上，应将巷道布置在松散含水层
较低的部位上，如图3-4-34。当松散含水层沿巷道走向有较大起伏时，可考虑开凿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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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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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33  嵌入式疏干卷过示意图 图3-4-34  嵌入式疏干巷追横剖面示意图1--合水区∶2--齿入式确干卷道∶3一阵幕曲线∶· 1一影新含水层2一嵌入式斑干谷4一果矿场；5一矿体 道3一阵幕图线4一含水层底板起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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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嵌入式疏于巷道，但为了集中排水，应将分段卷道贯通起来.见图3-4-35。
4.5.3.3 浅部数减带德

浅部截流是在某种特定的地质、水文地质经件下使用的一种特殊疏干形式。利用这种

特定条件，有时再辅以注浆堵水措施，它能使上部含水层或强含水带中的地下水，在矿床
开采的整个期限内，都由上部中段排出，而不随开采阶段的延深而下降。

1.浅部截流的优越性

（1）由于地下水由上部阶段排出，它能减少排水扬程，节约排水电费，降低矿山生产
成本。矿井浅部涌水量越大，其经济效益愈显著。

（2）可减少戳流阶段以下各阶段大量的疏干排水工程及排水设备费用，因而能减少矿
山基建投资，加快基建速度。

（3）能一次性地消除上部含水层对采矿的威胁。如图3-4-36所示 某 矿 的水文 地
质剖面，矿床赋存于次要含水层中，矿床上方覆盖着主要含水层，两含水层间分布着稳定
的隔水层。该矿将截流巷道布置在主要含水层底部，一次性地消除了该含水层对采矿的戚
胁。若不采用截流，而使用对两个含水层统一疏干的方法，则在每个阶段都需要两含水层
的地下水位逐阶段地降低，这在技术上虽也能满足采矿对疏于的要求，但却导致了对上部
主要含水层地下水的多次处理，尤其是当主要含水层为流砂层时，更会大大增加疏干的复

杂性。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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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3-4-35 成入式疏于卷道纵剂面示意图 图 3-4-36 适于祀部战流的某沪洲面示意圈
1一砂病水层。2一嵌入式疏干巷道;3一施工 ①一主要含水层;②-次要官水科，③一隔水层

别乔∶一含水层底板起优线 1一矿体;2一截流启的动水位;3一藏源悲道;
4一采矿情斗界发

〈4）对上部易疏干、下部难疏干的含水层，可保证对整个含水层的顾利疏干。我国南
方厚大岩溶含水层，多具上部岩溶裂隙发育、含水性强，下部岩溶裂隙不发育、含水性埚
的特点。对这英含水层，若采用逐阶段疏于方式，当开采阶段延深至强含水带以下时，就
很难将强含水带的地下水顺利地下放，--旦采矿崩雀触及强含水带导水部位时，则可能发
生突水事故。在这种矿山，若具备截流条件，就能做到既可逐利疏于强念水带，又可防止
地下水突然涌入下部阶段。

（5）当地下水含泥砂时，可简化矿井排水的泥砂处理工序。地下水含泥砂会使矿床疏
干状水大大复杂化，泥砂可能使放水孔堵塞。给含水层疏干带来图难;泥砂会淤滨巷道，
给矿井增加紫重的清理工作;泥砂还可能随水流进入水仓，淤癌吸水井、醇锁水泵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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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排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等等。若采用浅部截流，呵可在截流巷道所在阶段作一 次 性 处
理。而逐阶段疏干，则在每个阶段都要遇到上述泥砂处理的困难。

（6）截流巷道一般都布置于矿体分布范围以外，可为矿山长期服务，并可避免地下水
受采矿作业的污染，便于地下水的排、供结合。

2.浅部截流适用的地质、水文地质条件

对于岩溶含水层的浅部截流，其使用条件很严格的，矿山设计中在考虑这一 问 题

时，必须十分谨慎。否则，不但起不到预期的截流效果，反而可能因截流失效而使大量地

下水突然下泄到截流阶段以下，给整个矿井排水布局带来十分被动的局面，甚至造成淹井

停产事故。特别是对于那些截流标高以下各阶段的水仓、水泵房、变电所、排水设备和管

路等，按截流后的流量设计的矿山，所带来的影响将更为严重。
适于浅部截流的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如下;
（1）上、下两含水层被稳定的隔水层隔开，两者间没有水力联系（图3-4-36），或上

部含水层之下为隔水层（图3-4-37和图3-4-38）。如抚顺西露天煤矿、平庄西露天煤

矿"和毕新海州露天媒矿采用的嵌入式疏干巷道，都具备这种条件。

:Z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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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37 适于裁流的水文地质 图3~4-38 适于裁流的水文地质
剖面示意图之· 剖面示家图之二

①'—主要合水层;份一次要含水层∶③一附水层

」一矿体;2—截议后的动水位;3一微资卷遗; ①一主要含水层∶②一隔水屋
4-矿铅动界故;5~-主要含水员强、调分界 1一矿休;2一截流后的动水位;3一徽流卷罐;

4一采矿情动界线f∶6一从状放水汇

（2）同一含水层由于构造变动或火成岩侵入活动的结果，健含水层在某一标高之下，
在矿床上下或内外之间不发生水力联系（图3-4-39）。如凡口铅锌矿-40m阶段南截流
巷即属于此种截流形式。

（3）对含水性上强下弱的同一岩溶含水层，在弱含水层中布置截流巷道时，一定要具
有可靠的基础资料并经慎重研究确定。因为考虑到岩藩含水层含水性虽然上强下弱，相差
忌殊，但强、剩含水带之间并不存在隔水层，它们仍然是一个统一的含水体。下部弱含水
带中某些局部导水岩溶裂隙，仍有可能将上部强含水带的动水流量导引下来，使 截 流 失
效。

如凡口铅锌矿 0m阶段北部截流巷，就是这种截流形式成功的实例（目前尚未发生问
题>，但泗顶铅锌矿和香花岭锡矿两矿截流平碱以下，目前都已发现存在导水岩溶 和 囊
隙。其中泗顶矿还在截流平碱标高以下发生过突水淹井事故，迫使该 矿 采 用补充墙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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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以充填、固结这些导水岩溶和裂隙（图3-4-40）。

O 句 oa （一）
一×

() 哼3-

77 n?

②

图3-4-89 适于截流的水文地质 图3-4~40 某矿截流销水文地质
剂面示缴图剖面示意图之三

q一主要含水层;②一隔水层
G一主要 含水层∶你一隔永层1一矿体;2一截流后的动水位;3一徐消恐道，

1一才体∶ 2一报汽后的动水位，3一藏流卷道、4一乘矿情动界线;5—丛状放水孔
·一果矿错动界蛾;5一主要含水层的强、

孤分界侵∶6一注浆筑石

3。截流工程布置应注意的几个间题

（1）地下开采的矿山，截流工程应布置在采矿错动带以外;露天开采时，一般应布置
在最终境界以外。否则截流工程将遭到破坏，进而使截流失效。

（2）截流巷道的走向应垂直于矿坑地下水进水方向或地下水主要逆流带方向，以提高

工程的截流效果。
（3）截流巷道一般多布置在含水层中，如图3-4-36、图3-4-38。但在具备合适条

件时，应优先考虑布置在工程地质条件较好的隔水或弱含水层中，如图3-4~37所示。待

截流巷道施工后，再施工放水孔，这样可增加截流巷道施工的安全性，加快施工速度。
（4）在含水性上强下弱的岩赘含水层中，截流巷应布置在强含水带底都或略低于底部

的位置，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其截流效果。可采用自流平硐截流的矿山，因受地形条件讨限

制，在确定平硐出口标高时，则只能尽量利用这一条件。

（5>截流巷道一般长度较大，服务年限长，在整个服务期间内，要经常进人观测地下
水动态，同时要不断维持巷道良好的巯干状态，故对巷道宜作永久性支护。截流巷道建成
后，虽然水沟作用并不很大，但为了在巷道施工过程中遇到较大水量时仍能顺利地开掘到
设计最终位置，设计足够的水沟断面仍是必要的。

（6）在裸儒型岩溶矿区，特别是附近存在地表水又具塌陷威胁的岩滚矿区，暴雨通过
地表岩溶或塌陷通入坑内，对截流平硐的涌水骨影响报大。平碱断面应考虑按一定频率暴

雨产生的最大流量设计，以免影响采矿的正常进行。
《7）截流排道布置于当密等含水性不均一的含水层中时，为确保施工安全，需要进行

超前探水，并应在巷道穿越含水层之前，于适当位置安设防水闸门。
4.5.3.4 疏于卷道的断面和坡度的确定

1.疏干巷道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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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于巷道的断面尺寸没有特殊婴求，—般以能保证正常施工所要求的最小经济断面为

准。对于受降雨强烈补给的裸露型岩溶矿区，设计的自流疏于平硐断面尺寸，应能满足一

定降雨频率条件下最大涌水量输水的要求。
2。疏干巷道坡度和水沟

专用疏干巷道的坡度和∶水沟，可按下述情况分别对待∶
（1）嵌入式疏干巷道的坡度，原则上应与隔水层坡度-致。
（2）露天开采时的专用疏干巷道和地下开采时较长的专用疏于卷道，其坡度可根据韶

水量大小、水中泥砂颗粒大小和含量等因素确定。一般坡度为3～5??当涌水量或泥砂
量很大时，可大于5 ‰，但应以不妨碍巷道的正常施工为原则。

（3）从硫干的角度出发。专用的疏干卷道不要求开挖水沟。但是。施工时通水量很大

的疏干巷道，必须根据涌水量的大小设计有足够断面的水沟，否则无法保证疏干巷道的正
常施工。我国煤矿嵌入式疏干巷道的断面常设计成马蹄形，一方面可加强支护强度，另一
方面可利用巷道底板四面作水沟使用。

（4）地下开采时，对有大量地下水流经的其它巷道，可按采矿要求的坡度设计。经常
承担行人，运输任务的巷道，特别是主要运输巷道以及其它可能因积水，淤泥影响施工和
生产的巷道，应根据涌水量大小，设计足够大的永沟断面。施工时应特别注意保持巷道底
板坡度及各段水沟断面大小的一致。在经济合理的情况下，为避免疏干巷道流出的地下水
造成其它巷道积水而影响施工和生产，对于涌水量很大、服务年限长的专用疏干巷道，最
好不通过主要的阶段运输巷道，而使其直接与水仓贯通。

4.5.3.5 疏于巷道的支护和滤水要求
开凿在松散砂砾含水层中的嵌入式疏干巷道，为了保证巷道稳定，一般要求混凝土全

断面薇体支护。个别条件下，也可采用混凝土支架密集支护。采用混凝土支护的 疏 干.著
道，可参见图3-4-41。

附4.4号撑水井?V5
40着3号掺水并 水位

eI"含水层底板 巷道庭板
I一1部面 Ⅱ-Ⅱ'剖面

背板 是工纠严”净的THV

购暖（木板）

滤水奥00zT
十仔物十门

300 t000
500

图3-4-41 单新海州露天煤矿嵌入式疏干巷道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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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疏干巷道在浇注混凝土时，应在巷道两侧预留滤水装置（滤水窗）。卑新海州薅
天煤矿嵌入式疏干巷道滤水窗布置形式见图3-4-41。平庄西震天煤矿和海州西露天煤矿

嵌入式疏干巷道的具体情况见表3-4-57。

猿3-4-57嵌入式疏干卷逼布置形式实例表

炎学类卷道额面 鸿水装置卷近与隔 卷道长 巷道坡
灭境界距矿山多称

形状问 度（??配阁八日” 间附（m）滤形式j尺寸（nm）查一目“”离（m）

学庄河醉天 售马要!境界外50 速水因140o “了腮最土3~10 1命×I00类钩

逢州四瞬天燃 4108魔 外150～350 的P 混漫土1滤水面 O.51200x i件ni

完全开凿于含水层中的疏干巷道的支护、除应考虑巷道稳定的一般因意之外，施工中
还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1）一般情况下，此类巷道掘进时，其顶板或底板水压都较高，当巷道揭露的岩层破
碎、软弱、结构面发育，在水压作用下有片帮、冒落、族鼓可能的地段，必须采用短掘、
短砌和混凝土、钢筋混凝土快速支护的方法，以免水压突破巷道酿成水害事故。

（2）在有泥砂涌出潜在危害的矿也，当卷道直接揭露惰洞和足以引起突泥的较宽裂隙
后，也应立即采取上述稳妥的支护情施，以免巷道继续据进时，巷道后方突然大量涌泥而
封闭掌子面工作人员的退路。

（3）对于长期为矿床疏于服务的疏干巷道，宜采取永久性支护，保持巷道良好的疏干
状态，以满足卷道维护*观测地下水动态出入人员的要求。

（4 ）在用混凝土浇灌或砌护巷道时，对于巷道揭露的涌水点，应埋设孔口管闸阀或来
用锚杆混整土墩（墙）措施来固定孔口管闸阀，以便在适当时期有控制地打开闸阀放水疏
干。

4.5.4 丛状施水孔疏干法

丛状放水孔是地下疏干方式中应用最广泛的班干方法，特别在我国金属和化工矿山，
使用最为普追。它是在放水醒室或直接在巷道中施工的一种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呈一定角度

的放水孔。一般在一个碾室或一个放水"点"施工数个钻孔、呈丛状（或腿形）分布。放
水碱室一般都布暨在隔水层或弱含水层中的放水移道或猎用的开拓、采准巷道中。

4.5.4。1 丛状故水孔的适用条件

这种疏于方法在矿床一侧为隔水层或弱含水层，另一倒为强含水层（特别是矿床顶板
含水层）时最为适用。由子坍孔和泥砂涌出问题准以解决，因此不适 用 于 松散孔隙含水
层。丛状放水孔普遍用于逃下开采矿山的疏干，同时也用于露天开采矿山的疏干。这种放
水孔及其附属的放水磷室、放水巷道等工程一般部在隔水层或弱含水层中施工，因此其施
工的劳动和安全条件比疏干巷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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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2 丛状放水孔的结构

1。丛状放水孔结构类型

1）不带孔口管装置的放水孔结构

放水孔口不安设孔口管装置。在放水确室
~隔水层-或巷道掘进工作面，用同一种口径一直钻进可

涌水点为止。 图3-4~42 固定式孔口管结构示意图
1—用阈;2一送力表∶3一孔口管;2）带有孔口管装置的放水孔结构
4一放水孔硝室工作商;5一活动筋条;

放水孔口安设孔口管，孔口管有两种形式。 6一陋管;?一水泥结石
（1）固定式孔口管
固定式孔口管的绪构见围3-4-42。首先以较大口经在不含水岩石钻进一定深度后，

在孔内下入焊有活动筋条（筋条为φ8～10mm的钢筋，将一端焊死在孔 口管 周 壁 上，
周边数根）的孔口管，装上水闸阀，并在孔内注入水泥浆，再以较小口径继续在原孔内钻
进，至涌水为止。孔口管上装有压力表，以测量水压。

固定式孔口管能长期使用，但安设后不能拆除和重复使用，而且在钻孔涌水的条件下
无法安装。

（2）活动式孔口管

y育

-760-
-1000-。

kLLi

专些

-208-l -1500~2000
-180(-2900-
6

23～4-43 活动式孔口管销构
o一压入或沾动孔口管 b一松豪式活动福口管

1一解网，2一孔口管;3一管耳，4一结孔r5一压剧，5一据纱盘畏∶1一活勤错杆套;
s一卤杆模心;9一馏杆殿;10一内管，11一外管耳。32一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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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式孔口管有压入式和松套式两种，其结构见图3-4-430及3-4-43b。
这种孔口管的优点是省去了注浆过程，安装迅速，对钻进结束时仍不涌水的报废孔，

孔口装置可以卸下重复使用，而且可以在钻孔涌水的条件下进行安装。其缺点是长期使用
时，止水胶圈会变质老化，套管亦会锈蚀穿漏。只能用于使用期限较短的放水孔或粗前放

水孔。
在钻孔涌水的情况下，活动式孔口管安装步骤如下。
（1）把闸阀、P.口管和止水胶圈事先装好;

（2>上好孔口锚杆;
（3）用一根钻杆从孔口管穿过，并将一端插入孔内;
（4）抬起钻杆，通过钻杆扶正，把孔口管插入孔内《此时闸阀应全部打开）;
（5）上好错杆，紧固煤丝，压缩止水胶圈，取出钻杆即安装完毕。
3）带有孔口管装置的放水孔结构的优缺点

带有孔口管装置的放水孔结构的优点，

（1）在坑下正式排水系统建立前，可提前施工散水孔;

（2）在矿并排水系统发生故障，或矿井涌水量突然增大、超出排水设备能力等紧急情
况下，可皙时关闭放水闸阀以控制水量;

（3）当放水孔涌汜砂严重、影响井下作业时，可以关闭;
（4）孔口管上安设压力表，有利于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关闭放水闸阀才能测压）;
（5）渐水量较大的放水巷道，可边施工放水孔（涌水后暂时关闭），边掘进巷道，能

减轻涌水对巷道施工的影响。
带有孔口管装置的放水孔结构的缺点∶
（1）消耗钢材、水泥、放水孔成木较高;
（2）施工技术较复杂，孔口管固定要延误钻进时间。
因此，在确定放水孔结构时，若无.上.述特殊要求，应尽量采用不带孔口 管 装 置的结

构.
2.丛状放水孔的口径和长度

丛状放水孔的口径，开孔一般为10~150mm，终孔一般为76～130mm。当水压大于
40×10°Pa时，口径宜减小，建议采用开孔76m四、终孔42或56mm。

放水孔的长度∶在实际工程中一般为30～50~80m，施工时要 求 揭解 含 水 层至 涌
水为止。在上述长度内若未遇涌水点，可适当延长孔深，或改变钻孔位置和角 度 重 钻 新
孔。

4.5.4.3 丛状放水孔的放水硐室

为避免放水孔的施工与巷道掘进相互于扰，放水孔宜在放水硐空中施工，硐室应设在
巷道的一侧。利用采淮和开拓巷道布置的硐室，可位于巷道的终端或两测。

放水研室距含水层的安全距离，视隔水层的稳固性、水压大小和含水层界线控制的准
确程度来确定。隔水层稳定、岩层坚固、界线较准确时，可据压力大小，采 用15~30m为
安全距离。

放水硐室的尺寸，主要依据采用钻进设备的施工要求确定。其尺寸可参考表3-4-58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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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58放水研蓝→·般规格表
激水制空规格响孔放水孔蓬工垂

孔深（m） 如佣钻机型号
直方向角厦 长·宽·（m工程景<∶>（开瓷/绘尼）{mt）

10～60 18,753×2.6×2,,5yQ-100130/30言善 130/75 KD—-100.,X:-10060～s0 91.255×2.5×2.5
30/780~120 红旗150、KA-2M-39（读装） 455×3×3o°～30" 120～150 年513075 KA-M-300（改堂） 5×3×3

常 角 KD-100、XJ-100139/7560~8 5×2.8×2.5 35
？！完？ 130/7580~150 KA-2M-30（改集） 5×3×3 45

放水硐室揭露的岩石破碎、松散不稳定，特别是硼室前方或顶部隔水岩石较薄，附近
有溶洞和大型裂隙的情况下，应立即采取泥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妥善支护（支护时在待施工
的放水孔位置预留孔眼），以免在水压作用下冲溃岩壁。

4.5.4.4 丛状放水孔的布置

布置放水硐室时，应当尽量利用各阶段的开拓和采准巷道，只有在利用这些巷道之后
仍不能满足统干要求时，才布置专用的放水或疏于惹道，如图3-4-44。

丁心。
A一A

n乎，

身6 吟？ 平
卢中

图3-4"44 改干、工程布置示产图
a一中没军面示含! b一剂面示意图

1—含水层∶2—隔水层;3—矿体，4一穿依;6—运销卷道，6一敢冰套道;7一敢水酮型;
8一丛状旗米孔; 9～骚井

一个放水硐室中一般施工3～5个放水孔，呈丛状或扇状布置。设计放水孔方位角、
仰角、倾角及长度时，要根据水文她质条件，并充分利用已有的水文地质剖面及其它钻孔
资料，尽可能将放水孔打在剖面上已标明的岩溶、裂隙、漏水点或涌水点及其附 近位 置
上，以便放水孔获得较好的疏干效果。

4.5.4.5 丛状放水孔的施工机械

根据丛状放水孔的口径和长度要求，一般选用100m型坑内钻机施工。在矿床 疏干实
践中，我国很多矿山曾将旧式的KA一2 M一300型钻机加以改装，用于施工放水孔，取得
了很好的钻进效果。在石灰岩等中等硬度岩石钻进放水孔，一般回转钻机均能满足施工要
求，但在坚硬的火成岩及其它硬岩层中钻进效率很低，如凡口铅锌矿在下石炭统石英质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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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中钻进时，台班进尺仅0.3m左右。此时量好使用YQ—-100型潜孔冲击钻机（但钻进 深
度只能达到50～60m），或者象水口山铅锌矿等其它矿山那样，将钻孔仰角改为俯角，俯
角10°～45°的斜孔可用带有反螺旋槽的钢粒钻头钻进，或者采用新型的金刚石钻机。

我国部分矿山丛状放水孔的施工情况见表3-4-59。

泰3-4-59部分矿山赵状放水孔施工情况表

站孔口轻6砜度孔 钻孔桑向钻孔德工最火贴孔长度矿山名称 钻机型号 台班进尺（m）
小日日心激（十） 角度（"）(m) 本E（Pa）

仰角，一般50～a0 一般8，同转黏机最】KA-2M-30os改装）、肝孔130~156凡 日 “ 最长10 k12～15>·10一般小 高30，肿击佑机最
樊孔 75～110铅棒 矿 YQ-100、红额150等于10°平均长54 鹿24，（石灰岩>

最长150O开孔150 馆组。
KA-2M-309<改鉴）3~4 36×10水口山龄锌矿 二般

平均95嵌孔75～91 1o°～3'
30～40~70 询葛蛤毒律马算型 >75 “义艺”摄长约903~7 KA~3M-300（改羹） -般10。最高25.5

王～25°平均长约60

开孔150 箍售 vQ-180、BX-x00吁花费葫矿 4~ 18×10°18～66 5～B（石灰岩）终孔01～10 KA-2M-300（党装）20*～22*
开孔130湘苯汇矿 吝当40~109 KA-2M-30（改截）[3～4)×105
淳当召 "左右红 腹井

黄台换矿 开孔12?杏 平均70 KD-100泰团矿井 肆当予
开孔130湍谱详？ KA-2M-300攻姜）3~5 20×10邮孔75叶庄可共 及500m钻机（改裳）

4.5.4.6 丛状放水孔施工安全注意事项
放水孔施工时，除必须遵守一般钻振安全规程外，还必须注意下列安全事项;
（1）放水孔施工时严禁使用手把式给进改备;
（2>钻机安装要稳固，机合地梁安装除需顶帮之外，其前车还需加立顶柱，以防钻机

翻转
（3）使用顶柱支承的钻探设备施工时，要尽量使用较小口径钻进。预计水压大于20×

10"Pa时，须在支柱顶底板掏窝或安装角桩、锚杆加固;
（4）钻进接近涌水点时，要尽量乐用肋骨钻头;
（5）钻进施工时，钻探后方严禁站人或安排其它作业y
（6）钻孔涌水取出钻只时。要严格控制退杆速度，严禁松卡放杆;
（7）要根据水压和钻孔口径大小，考虑是否使用孔口安全卡和防喷接头，在水压大于

40×10°Pa时，孔口管外·应安装分流管及消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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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直通或放水孔疏干法

直通式放水孔是由地表施工、在垂直方向上穿过含水层，直接与井下放水巷道或放水
硐室相贯暹，将疏干层的地下水经放水孔泄入井下，再由井下排水系统排出地表的一种疏
干方法

4，5.5。1 直通式放水孔的适用条件

直通式放水孔既适用于岩溶、裂隙基岩含水层的疏干、又适用于松散孔隙含水层的疏

干。但在含水层的下部一般应有稳固的隔水层或弱含水层，这样才能在这种隔水层或弱含
水层中，开削与直通式放水孔相贯通的放水巷道成放水漏室。

与地表降水孔相比，直通式放水孔的优点在于它不受含水层渗透性、富水性的限制，
对单个井孔而言，它不会因涌水量太小无法保证深井泵或潜水泵的连续运转，因而不影响
对含水层正常、顺利的疏干，也不会因涌水量太大而妨碍该处水位的有效降低。

与丛状放水孔相比，直通式放水孔的优缺点如下;

1.优点
（1）直通式放水孔能克服丛状放水孔对松散孔隙含水层疏于的困难

（2）岩捷和裂隙含水层，其含水性往往由上面下逐渐臧弱，当疏干阶段标高较低，且
位于强含水带的底部或弱含水带中时，丛状放水孔涌水的有效概率将明显下降。而直通式
故水孔由于是从上至下穿过含水层一直与井下放水确室贯通，因此，就单个工程而言，其
疏干效果优于丛状放水孔;

（3>直通式放水孔中可以设置过滤器，从而能防止或降低涌水中的犯砂含量。
（4）直通式放水孔在地表施工，安全性和劳动条件好。
2. 缺点
（1）施工技术比丛状放水孔复杂，钻孔工程量相对较大，钻探成本也较高;
〈2）当含水层埋藏深度较大，井下放水掺道位置较低时。宣通式放水孔与巷道贯通比

较困难，因此受疏干添度的限制;

（3）直通式放水孔施工的灵活性较差，在每个放水硐室中只能施工一个水孔，丛状
放水孔可以在一个放水硐室中施工多个放水孔，捆露含水层的空间较大，施工的灵活性较
好;

（4）直通式放水孔只适用于对顶板含水层的疏干，而且当含水层与隔水层界 线 较 陡
时，其使用就会受到限制，而丛状放水孔则不受此条件限制。

在一个矿区，直通式放水孔可单独使用，也可与丛状放水孔或降水孔（初期 为 降 水
孔，后期改为直通式放水孔）联合使用。

4.5.5.2直通式放水孔的结构
1.直通式放水孔的结构类型
1）不带孔口管装置的放水孔结构

在放水孔的末端不安设孔口管和闸阀。当含水层底板隔水或弱含水岩石坚硬稳固，不
致因放水长期冲蚀而影响井下放水硐室或放水巷道的稳定性而又不需控制放水孔的流量时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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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带有孔口管装置的放水孔结构
在孔末端装有孔口管和闸阀或在孔中装设止水球阀（地表操作）。当含水层底板隔水层

或弱含水层不稳固，可能因放水长加冲蚀而影响并下放水
硐的稳固性，或者有必要控制放水孔流量时采用。

为了安装孔口管和闸阀，放水孔穿过含水层后应当换
径，以便在这个位置上安设止水承痤装置。它一方面可阻
止高压地下水丛套管与孔壁之间冲刷破坏硐室顶板岩石，
另一方面可使过滤器和同径套管稳固地座落在换径处。

为保护放水孔不因杂物掉入影响其正常工作，在地表
孔口应设孔盖。 图3-4-45  有孔口管装

置的直通式放水孔结构直通式放水孔结构可参见图3-4-45。
1一孔盖2--孔端舱3一光填修当先期采用降水孔疏干，后期利用降水孔改为直通式 4-————————牛皮桃圈（止水

放水孔疏干时，在降水孔结构设计中，应使降水孔结构适 承座>；6—孔口管；7一族头
日一放水网网；0一放水彩空应于今后改为直通式放水孔的要求。

2.直通式放水孔的过滤器
当直通式放水孔穿过松散孔隙含水层时，必须下入缠丝或包网过滤器，必要时采用填

砾过滤器，过滤器选择和设计的原则与地表降水孔基本相同。

当直通式放水孔穿过基岩含水层时，若孔内岩层不稳固，应下入并壁套管和穿孔式过
滤器护壁（动水位以上用并壁管，动水位以下用过滤器）；若孔内 岩 层 很 稳 固、无 坍
孔之虑时，可不用护壁；若孔内可能酒泥砂时，则应在孔内下入继丝、包网或填 砾 过 滤
器。

3.直通式放水孔的止水要求

凡情孔口管装置的直通式放水孔以及不带孔口管装置、但穿过松散含水层的直通式放
水孔.均必须在含水层底部位置止水。

止水一般是在直通式放水孔与巷道贾通后才进行的，因此不能采用水泥止水，考虑到
其服务年限较长，采用胶圈和牛皮止水较为合适。如凡口铅锌矿采用牛皮止水，使用近20
年，效果一直很好。

4.直通式放水孔的孔径和长度
1）直通式放水孔的孔径

在松散孔隙含水层中的直通式放水孔，由于需要下入填砾过滤器，因此其口径要求较
大，具体尺寸主要决定于涌水量大小和填砾厚度（填砾厚度要求同地表降水孔）。在基岩
含水层中，直通式放水孔一般只下穿孔式过滤器，因此口径较小，当涌水量较大、没有取
得施工成熟经验以前，口径不宜设计过大，以免造成事故。

2）直通式放水孔的长度

由于受施工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宜太长。我国矿山实际采用的长度为50～150m。
4.5.5.3 直通式放水孔的放水硐室
为了不妨碍巷道的揭进、运输和行人，直通式放水孔最好与设在些道旁侧的放水硐室

相贯通。硐室的规格主要决定于直通式放水孔的深度和钻探技术水平。一般情况下，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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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为100～200m时，硐室横断颠为边长4m的正方形即可满足要求;当深度小于100m或

大于200m时，可适当减小或加大尺寸。为了提高直通式钻孔与嘱室贯通的可靠 性，宜 先

开凿放水硐室，测得硐室中心实际座标后，再施工直通式放水孔。

当孔深很大时，常常采用先施工直通式放水孔的方法，然后再用巷道找放水孔位置与
其相遮。

直通式放水孔所在放水硐室的支护要求，与丛状放水孔的放水硐室相同。
4，5.5.4 直通式放水孔的布置

直通式放水孔的布置包括放水孔的孔位布置以及与其相贯通的放水巷道系统的布置。
当矿床疏于采用单一的直通式放水孔时，其布置形式的选取、钻孔间距的确定等，原则上
与地表降水孔相同。为了开掘与其相贯通的放水巷道和碱室，还必须同时遵循疏干巷道的
布置原则，当直通式放水孔在矿床疏于中只起丛状放水孔的配合作用时，其布置则不受上
述原则的限制。

4，5.6 降压 孔疏 干 法

降压孔是在放水确室或放水巷道中施工，垂直向下的降低底板水压的疏干钻孔。
4.5.6.1 降压孔的适用条件

当矿区地层水平或缓倾斜，在矿体下方存在间接底板承压含水层，其承压水 头 值 较
大，对采、掘具有威胁时，宜用降压孔对其降压和疏干。这种疏干方法在煤炭等沉积矿床
中使用较多，金属、化工.矿山因水文地质条件的限制很少采用。

4.5.6，2 降压孔的结构和布置
1。降压孔的结构
降压孔的结构一般与丛状放水孔基本相同。其差别是孔口一般均须装设孔口管闸阀，

以控制降低后的水头，使其保持在设计所预定的高度，免降压过多增大矿井涌水量。为
了防止高压水喷射硐室或巷道顶板，还必须在闸阀外接装三通管。

不安设抽水设备的降压孔，钻进深度一一般可至涌水点为止。
有时为了减少降压孔施工的数量，增大降压孔的间距，也可在降压孔中待水位降低到

一定程度后安设深井泵或器水泵，此时，其结构要求与地表降水孔相同。
2，降压孔的布置
当间接底板承压含水层水压较高，矿体底板隔水层厚度较薄，不降低水压就可能发生

突然涌水或底鼓，无法保障采摘安全时，应布置降压孔。当矿床底板隔水层厚度较大，足
以抵抗间接底板承压含水层的水压。仅在隔水层厚度较薄或隔水层被构造破坏而不能保障
安全生产的局部地段需布置降压孔。

降压孔的布置形式基本上与降水孔相同，由于其布置在巷道中，因此在布置 降 压孔
时，应与开拓和采准巷道紧密结合，只有在充分利用这些巷道后仍不能满足降压要求时，
才布置专用的卷道。

降压孔的问距主要通过水文地质计算确定。
水压降低值或安全水头值，决定于隔水岩石性质及其强度、隔木层厚度、隔水层的稳

定程度及其是否被构造破坏和采掘空间的跨度等因素，目前尚无完善可靠的方法确定。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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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时可参考类似矿山的疏干经验，结合设计矿山具体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来确定。

还可通过岩石力学计算，加以校核。具体计算方法详见本篇第九章。
为了粗略估算露天采矿场底板能承受多大的安全水头值，可采用如下的近似方法∶当

露天坑底揭露的隔水层顶板面积较大时，考虑到隔水岩石的内摩擦力和粘聚力相对于其质
量而言，可忽略不计，在没有导水构造破坏的情况下，安全水头值过p（从隔水层底板算
起）应小于隔水层厚度i的2倍。见图3～4-46。

4.5，7 打入式放水孔疏干法

打入式放水孔亦称打入式过滤器，是使用直径不大、顶端为尖形的钢制穿孔过滤器，
在巷道中顶入（或先钻眼再压入）含水层，使地下水位降低的一种小型疏水孔。
4.5.7。1 打入式放水孔的适用条件

（1）适用于疏干松散孔隙含水层，不受含水层渗透性的严格控制。
（2）含水层距巷道的距离不宜超过5～8m。当含水层埋藏较深、厚度较薄、含水性

较差，使用直通式放水孔不经济的情况下采用打入式放水孔最为合适，如图3-4-47中的
BC段。

（3>当要求对含水层进行比较彻底的草干时，可采用打入式放水孔与直通式放水孔相
配合的形式，以降低直通式放水孔间的残余水头，如图3-4-47中的AB段。

一1
吹

a
图3-4~47 打入式放水孔配合直遇式放图3-4-48 露天开采时估算安全水头

水孔使用示意图值灯p的图示

1-直遇式敢水孔!2一打入式放水孔;3一直通1一矿体1 2一隔水澄;3一矿体廊板承压售水屋;

式效水孔共网工作后的降幕曲线∶4一打入式放4一承压含水层静止水位! 5—降低后的水位

水孔共同工作后的降落角纳;5一敏水巷道

4.5.7.2 打入式做水孔的结构

打入式放水孔一般由带孔毁（进水部分）和不带孔段（不进水部分》组成，其直径一
般为25～50mm，每节长度1m，节与节之间用管箍联结（也可用螺纹联结），其打入含
水层的情况见图3-4-48。

打入式放水孔带孔段上的圆孔直径依据砂砾含水层粒度大小在2.5～12mm之 间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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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有时圆孔以长条孔代替。圆孔和长条孔尺寸可参考表3-4-60选取。

3~

图3-4~48 打入预板的打入式放永孔
1—舞水管∶2一卡子;3-粪水沟;4一真空浪置

癌 孔 殷 穿 孔 尺寸 豪 表34一60
含术层粒度属价 建议采用的■孔或条孔尺寸（ Ia的 ）

含水层名际
截锚汁宁小甘日” 圈孔直径含量（?? 康乳尺寸

大于0.25 0～10
40～900.25～0.05辐 粒 砂 2.6～3,0 2×30

小于0.05 D～50
大平1.0 0～10

B5~95中 我 砂 i.0~0,25 3.0～4-0 3× 80
小于0.25 叫
火于2.5 ’2.5-1,0粗粒纱和卵石 6.060～90 8×x80
小于1.0 6.5

者南甜 12.0 2×80

打入式放水孔工作部分（或进水部分）长度一般不超过需疏干岩层厚度的0.3倍，随
着岩层厚度的减小，此比例值应增大。当疏干岩层厚度只有1.0～1.5m时，工作部分长度
与厚度相等。

打入式放水孔一般只用来疏干静水压力为（ 2～3）×10'Pa的含水层。孔间距一般
为10～30m，水压较大时，可缩减为2～5m。

4.5.8 地下疏干矿床实例

国内地下疏干矿床实例见表3-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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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寻矿下◆
砚干的主要合水层特征

督件
转涌胃矿山预计光 ：。吟

换明服额定3 谑铊菌水置“万t/》 拷带发育情试领长型督型断 红长要迫 树解如长吸食求居判哺 秆延钇关映束的帮对位墨
针 威实际瓶响：位

。山名善
≤、 咯 干的主对 鬼 量水代蓼， 栓 一旦和 要目的身 小串4 (a/);;L/s·m! o四 占 10？南1 3 g四 ” ，令

纬 复132 K:8.6中、上原板氢 夏 石灰岩 80 助止突监矿区瞻河、岩牌 280m自流
石炭妃古第气 涌水，改翼刊徉漏管道发前，岩箱呈” 帮状分布，与构遗 俸采揭作一般较大杂

│淀量34580. 业条件线方向一致。矿区
内岩溶督 道 总长 ！黄巢单
1640m。岩 溶 率 77760～
在320～290m标高 25920，最

小流 置为4.3I??在290～
233亿70m标高为0.82??

在270～250m标高
为0.18??250m标
高以下无验海发育

地凡 口 复顶板10o 白云岩。中、上 149登含 水带 1969年6弘含水带平均岩溶 防止突然
自云质石炭纪插菲 Kcp13.7，厕I革4，5??局部高 酒水，改月矿井最

章’灰岩” 大橱永量含水滞Kcp!达19.08??弱含 善费作
0.39 l8400,1985水带平均省溶 率 业条件

0.39% 年全矿平
均漏水量
32483

郑薄银 剑响 硅质页下筹武 lar～8o 中16 q10.19 防止突然-30m中丶管
挡背红旗 K·0.18 涌水耀砂，段1980，营

护 下 高硅页上震旦 等 -110m中改善采循

路纪 段2454 作业条忡p20～51

地 下二逃顶根s 新桥德 ”K10.75～260厚层灰 设计顾计 防止突岩溶发育在150m

纪、上世矿4四 2.98岩、氯 然通水总酒水重标高以上，始孔见

杂石茨纪带状次翼） 岁 润事47??发糖事 17500~
岩、大 2.75% 16800。班
理岩 仍在塞建

中，实际潘
水量1860o0

丘祁廉天”下部抽下
结晶灰颗板30 金岭铁 中奥陶 岩层; 复上层含水层 矿坑总涌岩溶不发育，以躯 保证露天任第秽 妃 K:12,87,@强。丫谊凹 隙为主，只见小型 水量3600边 装 稳

蛋暖岩 洛调9.019含水 定，防止
下层含水层厚度 井下突龄

不滕 K:3.20,ql 澡水S.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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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61表例床 实

卜匆、 .消 门的 硫 程T ，采用的其
放 孔放水碍氢准干咳放水巷道 /*

存省它主赏治一长度入制 教薯嵩 总工程叫荪 孔口管求工径长度 间距串（长/
修幽-宽·高） 型 果兴蒿酮达注器<皿）型 (m) 《mm) m)参(m)

13 2s2P21201911514 21R，合’
264热状 修理河道、彻底耀决110闽距不自流痰乎平 1.地面艰茫、2687

局部改河德脊定。共曹睛日代醇 河水倒藏间了北矿及
”乱13个瞬水层中 1313m、 题严重湘矿疏千

塞 平摩以上修防洪沟 2.地下很发
标高矿体斗握策谓750m、就

地下报凝开采的疏工后，可泉

土瑞约300 彻底解决造干间题。
图的疏平向m、防水 便内矿硫

干平庭以同门数个 题
下矿棒开

采的硫干
阅题未完
全解决

6×3.5×3.2 一颉响让在
开孔13o5c~100括篇鲜 丛状 丛状放河 流 改 道大多设 霍干阳斗戴德确干巷 1.地爆陷

体孔式2。1km。E共60个礼噬业 ~150，终激本 当口酶施工乎含永 问够严重;岳专牢汁200个，洪 沟 1.8
”乱药经 孔75～25敢本 设孔口摆中，蒙水 l 长km，流疏 2.地下水含水位降低

J08A8干老能工用一端幽”鲁123∶ 110 配砂监大管，孔 120m,巷道施工于 厅题式烟前钻探水

采150浮掉 保证丁矿开孔27隔术成弱食 激水孔】防水 附风筛管
共6个，门十尔座，水屋中 终孔110水到 滑开采安项砾过稳 长井下妆强立

滤活 '347m式沉淀池等骨

义货仍义宁司
设孔口开 丑142～328放水捣施工 吡干效果 磋 质若 作丛状

管放水乎隔水是 好，保障1300 脆，若芯呈

孔 终孔75 了开落安流砂状、碎粒

氢 状、巡下水放
出时常沥泥砂

滑斗中心对地表水设孔口进并孔244，直避放水巷施工 1，地面坡险
隙够源予进行处理终孔9r于隔水层 水位已降暂，穿式放

水孔 孔式过 至-120m 2、今后可槐
池器 标高 增设一组隆

水孔

畔均 敢水终孔75(s～6)1190 水位阵低不设孔丛状40～50, 1。上下两咚敢水巷道监
水具经一的以上放水 孔宾口管工子底板隔 共G8个×(3～4) “自一；地下水悦，

孔{×<2.6~ 329垄酬 100m标水网长岩中 但碱干后两
层水出现术3) 高），保个。 位痉，其值

总长 证了闻天为30m;
194s2 和地下开2.疏干工程

果的安余懂为1078年
4月统计的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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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镧常。
现干的主要含水层特狂开类 矿业预计 矿床跳

（万t/a） 革籼稀求益？如长美险题三 挡静发背铺忍一红长项项知载 神言水犀中著集贵充苜由名棘 如长转函媒的相对位置
主 3否产 唆实际酒

若解七长鸡 赎 于的主刻 峰 着
右片 使崇 葵目的一于产一它一 (m/ /s*m)，己，'g

9。”如”、 10 “ 冷·o)
复串 K;3,88～下二达 矿坑急瓷藩发育。大部分强含火理洋、行着涛26.4水口由 防止突然

纪 水段 |石灰岩顶数去 谓水座男溶无充填。岩廉35.32 滑水，改角特矿
下 水思， g～16 一般为率13??30%q+0.06~ 善采橱作母

下高为 2.5u 2000, 业条件
感板含 洪水贴
水基 墙陷区

善崩
婚，最
大涌水
股 为
74400

约20地 顶做 K·平均2.89石灰岩、叶花费 上二迭(16.5 地质报告钻孔见测率54?? 协止突然
纪 售预例水量大遵岩 g'平均4.53;羞钩 岩籍率1。73% 需水。改

杂下 为788E1 善采陶塑
五中段（-业条件210m标高;
实际涌水
最 3464
（此时地
下水助永
位标商满
在-47m）

70~250西石门 理中奥陶，石灰岩顶板 K∶平均29.6|220地 8介血中段以小型岩裔、裂露 防止突然
曲铁砂 为主 栏产堂工诵水。改” 警采损作髓 水 量身20D0, 业条件

实际通水
量25090-

售石灰岩石 顶在 下石炭 43限妾院 钻孔见削率88??强合水带（-43 ！岩吐 防止笑然令。
快矿 标高以上）K 画水，保段。设华平均教解率1??

下 杂17.44~23.55, 正溶蹈水配-20m班洞简一般

声如匀台，g15.1～5.9 5m，最大者74血 中没开拓

最大87000;不碑 和采窝沟弱雪水带（-43
安金实际酒水加际高以下>

录10000～K0.224eq' 12000，最a.11 大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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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工班采 用 的 e分 采龙的其 底

求碳干点教水巷谋 就水司笔 华放 千它主要抬 松

??（目）
站规格<长 英 道工 家问距长度 孔控 五口雪或类 铃

第|×宽·高） 哑高 果一自” 水指施过论器(m) ((mm>。“目” m)

13151413 “T8 2120 23 24乌 码’

66~153放水悲端工 丛状1793 散水食孔口<6～国） 50~80， 河源局部开孔150。 碳谦4 1.因地表水
于庭板隔木 敬水 曾（水 改道、整孔共×2.7x 共18个 终孔75 中心水位通过塌陷区
 中 孔 筑覆稽共2.8叫室 压最大 降低300s4个，~91 饼灌严或，

548m，播总长值36× m，但蠕 后改为跳净洪沟30005439 维燕怕水疗10'Pa) 陷区地丧
引。副压

寨;水倒服问1305m。
题未解决2.县状放水井下宠防

孔为粥角，水门《座
10°～30

收水卷施工 250

“！窃开孔156丛按5～6,6) 设孔口共4个 *堵逼陷煎水 ，破干工程矿山只采
旅放水盈响叫承用寻 孔共×难×2 出部分矿 量为这木试

叫网长猪中 21个， 否，因湾验郑间的绕
总长 床岛陷。 学弹沁。

良颢 2，矿山已停河 水 例

制漂，通水
烟太大淹
并团境

共12个放水卷施工 芽、 设孔口 马河防步共27 保证了采 一工翼斗比建于辉板闪长 ”管室 敢永 罪安金，处理（投个旅 累放水 试
判岩隔水屋中 本孔资2060万 都雾下律矿山于

1986年教： 事，2含水元）
层水位在廉产

缩状本下变
化解定传大，
其疽为90m;
3。★水性在
矿区内强，
字笛

单徉赫儡门一 丛状 j50～to 终孔75 设孔口 保证了- 1.主要晚平于衡泼闪长 放水 管，孔 20m中段中段设于-70孔瘘隔水层中 内装型 采播安全血中段r
各穿孔 2.地凝烟陷
式过滤 秒串肖
器∶孔
眼直径
6~8m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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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干的主要含水层费征

床 嵌 识 常严
矿山颐计 矿康璃6e

罩位循来置‘谨滥谋数忆“如兴速质敏目 挡辖竞育常伐
月C/

如习甲旅 装能如长型如长很腿 主紧首水肚账的梢对位墓如关亚开知 削 栏 减实际疆：
或 平的主

水费 ◆g式 科啉 入自比 要目的n/adEkm/ /a·m)“ 乙 。四 。。 11no 12” ’
地 5~9新油偶 ”30 中、细、第四纪食水展 K·1.306～ 3000 防止采矿

粉砂、位子矿 盏兼弧崔12.58，平备
杂体上方 粘结砂、，：’ 均思.8 本。源声

砂质暂 |q:1 4~
o.957e

地 上现盆白云着，当曾花岭 复 水文地质区城明河发育，全 防止突然
白云质望矿 句 龄探报告矿区岩落率2.5?? 硒水。改1 灰岩 界书预测。 普采调条上岩整常（650～

件53T四标高）钻孔见 434m阶
洞率55???部岩瘫 段最大流
带（537～431m标 量，380000.

正常 魂量高）钻扎见洞率37

2076???溶 下 限 带
（431~353m标高>
钻孔见洞率7，4邪

飘对矿井合针制
恩口煤 下二选触 辐离 计菲厚层石 复K,4.18 防止突然1井-150~150m标高以上岩

灰容纪.矿 m阶段∶ 调木溶率35??岩患多苜 杂单泰83400，为全充 烘～半充
填，浴涌发育最低 雨帝9s684.
标高为-500m 】井~87m

阶段∶早
季19104。

丽率47832，
蠢天井-
150m阶度。
举零8352，

需季18000。
测项虎并
-27m 阶
段∶眼季
352，用
季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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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 容来用的球 采用的其? 碱

本放水铜实禀干现放水售道 孔放 千 审业e（e）
它主要治类 l总工程 靥类 截向能 │孔口管或孔登长度规盗<长

散 瞬塑型 过冲器一日甘” 片善留 灌小当” <血m>宽"离） m>小目”

16 11 J4 24皆28212029.18矿’

约50 地大部分放冰密施工

蓝淘芄斌求乱 130～30～40 设孔口15～17 韩薯博调
放水孔工管。孔于隘水座中， 之上有一殷
作后两个其平面投影 内设填 淤泥版帖土，
月，流秽呈环状（就 砾过滤 呈覆塑状态1理的瘦余水巷分布于 器，穿孔， 帐端移尚心水头仅为不同标高> 管直径 下，有一层2.2m，在

78m, 弹石和钙质无施炭水
参于的情壤砥厚 堵核夏粘土，

况下，采度37～ 在地下水作
空区上方167mm 用下，也具
的流秒服海砂性质失去了藕
干前的流
特状查

自派魂干平 南解”四防水闸墙 1、矿井沥水
窗三条，施 底 滤硫干乎 量雨季地知
工乎含水层 贵以上矿 颐大，矿并
中。 体开采安 突水时泥诊
东暗河截源 确出严重829 约平康
中顺河裁毒 307利
侧番道搐尝 320
平继
鹿干巷道位四对矿 笔圈围 鲜斜莉胃 1.煤层与底
于含水层中井含计 安全生产填、河流 板含水层之
（疏千卷道1000 清基防渗 间粘土消厚
系开拓巷道） 度仅0.04～

甘目。
2，柯床爆陷
渗新产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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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干的主要含水层鹅征开 矿床疏掌山 预计旷些一
端率位冒水量“室通系敷入一氏为1/。 和莱幼江￥3含水启庠蓝”他长要送签矿仙材稀 果

普萨合水靥当素有头尽味的榀对使窒帷长返可各 牡代 或实际调戴 干的丰
下、孕

方 意米绝、

式整 料包 受目的(ms/d>0/d》(m引”。
dIs·m)， 129司司2!- t “序一 i10畸

浊觉矿井台衬钢 智？宫上二送真板雌 K0.59～破碎硅菲薯库 肪止突燃网对矿井岩溶率。 复起 混诺 当脊3,63保矿 总商水量+100～+50m标高

下 g10、41~ 樟’为179136。22.6?50~0
3.83 其中，五m标高7.6?～

j面冲并-10050m标高4.4??-
n 阶 吸50~-1D0m标高2.4∶

%; 79104n竹
山塘井m
阶跌64224

上二法底板 K0.735石灰岩 S00
纪 qr0.232

复薄法贯汪煤 石矢谷顶、晓板 五对矿并上石炭速 防止突瓣g?1~27 岩海率】～2.3??
起 石灰那杂在 福水总涌水量个别她段5～11.3%办

杂下 含水屋 岩13 日最小值
因。 ： S7600
营饵 日景大值试 132480。

画1～15, 其中青山
一般 泉二号丹;3~4 四尊宁

1290
日最大蜜
5e04



1253第四幸 矿床疏干

藩岩
理采 用的庭 工干 酬采用的其

丶岁。水软现干咸激水卷道 放水阐实 予它主要治 往

半数（E）
备声类 总工程孔径问距 邙曰尊患规幅（长女度樊

黄贵

塑 塑 果过滤题(m> 水翁 能入目”十宽·高） 一言当” 入当小自“

宝，端13 21181624 23222019:!
睫干卷道布 集本限证场陷回筑，至1977 1.煤理与寝

烟陪区河每共计置于底板含 矿山生产 扳含水闲之
安金水尿（蔬平 流改道 44000 网隔水层厚

km，劳巷置票开拓 不足】m
巷道） 下建应水 2.煤层联饭

闭L、水网 含水层的水
墩、超特 位随底板含
报水 水层的穗于

面降低。
3.矿山蒸建
初期巷道滴
水以堵为主，
采房持水偿
力加大疑，以
碱为主∶
4.矿山常发
生涵混事故

丛状跳下悲遗布 .在犷区外卜 保延了安

详休置乎含水胺 全生产国河施上游
孔4在中《碱干卷 建水犀7座，
官水建系开拓卷 以消准流入
古常鲜。 矿区河槐的

后 洪烯波量;
2.在太原群

石灰若懈头

尊苹 外修建防洪
不佳 }教d3km;
时采 3。矿区内抵

着” 积水区开
谱端巽鲜。
间外导流;

名，井下封同
鸟采矿羲刊

无叁的爽水
点。
5。在青山来
三号井采用
源略部梯璐
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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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圣级数整东 联
疏干的主姿含水层特征研（万V/a） 物将郸矿山预计

矿出为棘 章悉哀趋孔叫 距位衢水盘“如关型委数田融包关腿麻勒门消位里 章水雌张电 黔挫松长邀期舞产慧 碧解含水屈 挡蒋猪育肯总
或 实际产 委 干的主识 酒 水量每

式， 肖“一日义叫，(m)i(m/d)
(·s/m>

乙 6,青 ？r 疗 9。， 11占 12

门对苜并含代叫
[K10 复塔 1对矿井6~8中、上季汁蓓”焦织煤 石灰岩 助止突然

石炭纪底板含水 （"八 而水生椭水量坚整
都

i 鸟党”“ 601320,
其中滴马
麻祥孩
!水题最大。

"二棠" 占曾石农岩中、上 12～15 K·~20
还板。 ("=石发纪 欧段 为
"三煤" 实"） 3920
顶板含水
闻

俱策” Kn～3040o出消帖下、中
底板含水奥陶纪
岭

联 砂涨含 申平止醒 善召材覆粒在sc0j K·52,12～一般 1.嵌入式搬注哈尔
亏水层。矿体上障天媒 198.2《 硫干卷道脑于词水买 场方 最大中夹砂 雅过诊酥q1,185～ 于1986年

质私尘20 15.149 以工。当含水层对
露天边坡时水量为
的修透，15288,198、

年5月水 保证边坡
的稳定量880～

7920y
2.聚场464
水平，
地下水视
水量开许
2847∶实
际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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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采 用 的 隙 干 工 程 采用的
放水洞室疏于或放水物道 孔放水 其它主

长蓖 备 注碱干数果规癌<长夹 总工理要 出长度 孔口g闻距 要治水保x宽×高 量吸 型小当” 捐施）j过渍器（m如）（面> (m)入当” (m)

1513 14 品与1?16 221 2423色’
蹦干巷遗布 18O80 1.管建防 "八东"距有效地消
置于含水层 水病门、 "大煤*20～除了火部
中<碱干悲 超前探水、分地段"八0m，*二寥"，
道系开拓卷 留设隔水 矩"二媒"约窝"水对
群” 爆柱）2.并 "大煤" 20m，*典灰"。

黄，井底车 拒"三煤"开采的虚
编位置选择 10～20m在含水性弱
的德段，3.

利用底板隔灰n水对
水反侧来同

度能抵抗 二煤
份.6×i0PA

三煤"水压的铁能

开采的威搞少其水、
压降性镇r，助尚未消除4。在撤马庄

矿第国蒸砂
际含水层补
药郎将当兽叶
【段，采用防1
渗酸高，刘
绪对"八灰引
音水屈的补
给

嵌入式斑乎 140o

婕水曹八方形？阐能
]1co×1o 有效地济1.嵌入式疏卷道

除了河水平卷滋位乎
道过砂器需天北帮外
含水层对 50m，距哈尔
需天边帮脑干河50～
的补路。 100m处，标
嵌入式疏高515m，坡!~2m'

礼蝽保党度3～10%
中年蔼干用混凝土支
后，靠采诗。
场一侧的 2.设计在散
滤水育不入式卷置中
再桶水 施工打入式

过脑器，但
未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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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联 合 疏 于

当一个矿山同时或在不同阶段采用地表和地下两种疏于方式时，称为联合疏干。它兼

有两种疏干方式的优点，能保证在不利的水文地质条件下经济而有效地疏干含水层。一般
是在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比较复杂，使用单一疏于方式不能满足采掘对疏于的技

术要求或不经济时，才采用联合疏干方式。联合疏干方式可以是对同一含水层间时果用两

种疏于方式的联合，也可以是对不同的含水层分别采用不同的疏干方式。
一般在以下情况下，应考虑采用联合疏于方式∶

（1）矿区存在多个互相无水力联系的含水层，这些含水层都妨碍采掘作业安全正常地
进行。

<2>矿床含水层的含水性上强下弱，又无隔水或弱含水层可供开拓利用，采用单一地
下疏于方式，不能保证矿井开拓安全、顺利地进行;采用单一地表疏于方式，又不能保证
下部含水层有效地疏干。

我国在矿床疏干中，至目前为止采用联合疏干方式还不多，但苏联采用较普追。联合
疏干一般是在基建阶段用地表疏干，在生产阶段用地下班干。第一阶段，首先在地表用降
水孔预先降低地下水位，把大部分静储量排除，以保证矿井安全开拓，同时建立井下疏干
和排水系统;第二阶段，则用地下疏干设施接替降永孔的疏干工作，并进一步消除含水层
的剩余水头，原有的降水孔则被用作直通式放水孔。除此以外，尚有另一种联合方式，即
初期采用地下疏干，后期再增加地表疏干措施。例如北乌拉尔铝土矿，原先使用疏干巷道
和丛状放水孔疏干，为了减轻矿并排水的压力，降低矿井排水成本（外围抽水扬程一般要
比矿井深部固宠排水站排水扬程低），从1962年开始至1974年，在矿体境界外圈共增设了
四组地表降水孔群，形成了地表与地下疏干同时进行的联合疏干方式。、

联合疏于方式的实例见表3-4-62。

联 合 疏 千 实 例 表 表3-462

开来方式
碱干的主要含水层 说干系统鳙千工程联合方式生产规装

名 备矿 让j需 水 量渗避系虹地表疏含水层名称（万t/ao 厚度《血） 地下疏于方式 (m3/d)平方式(m/a>

上部露 第巴系砂晰 硫牛的主要司的嵌入式疏干巷道 386~5~7 50～200含水层天。下托顺断需天 150o长1200n300 是保障边坡稳定
部地下 A层煤含水 3700～疏干巷道长8SCm，啦 上问敢水孔89个 1391

靛灰岩含水 凝灰岩中慕干楼水平敢水|0~1200.05～ 4300～彤及解色页 灌长1500m，上讯篮工于 22000.5
岩 内孔配合骤干露灭剪各

泻业

，网渗数1
】高理20~
50a，孔
距50m



1257第四章 矿床疏干

续表

升界灯式
腹干工橙联合方式既干的主要含水层 建干系统生产规供 总调水 量 注名矿 地表琪渗透系数|（万t/a> 地下骗干方式厚度<m）含水层名称 &ms/d)干方式(m/d),

深井降水一般第三系剩胶 1050～投计在儒天东熵 设计为额合碗干设计 8OO0 t6000孔41个2.525~75星湍 堵砂砾含水武名金增震 方式，但只施工境界外，布置班干

层实际500 了降水孔巷道长1072m，

天矿 用打入式放水孔

和直通式放水孔

疏水

818～20第四系砂砾 设计用明
含水层 为蔬干。

总长3500
E

第四系讼冻 探并降水业据天开挖至含水 来采用明酪天 含水层100 孔58个6～2118～20结山铁矿 层顶板后，在非工
沟观干作帮基岩■开挖明90000

沟。铺改反滤层。

朗钩总长2700m，

邮型龄翩壮薄精薯

0.07平均15 界越外约10m，于亚粘土粉细 用吸水孔
砂互层<温 碱干〈孔砂砾含水层下的基
砂层。位于 |33m），岩中开挖环 行 巷
砂琢含水层 使吸水孔五∶再以直遗式放
之上） 的地下水水孔与其贯进，以

流至砂联代普深井降水孔和
吸水孔的瞻干含水层

煤系石灰卷 水孔4?j疏千巷道长度 降水孔斑F后开
苏联雅克夫 4.250地下 450 含水层、结 个<丑深 i果40004300m ，直湖式 拓井下工婴，再

”长伟调 546m ) 放水孔113个，丛 用地下疏工程
列夫铁矿 状敢水孔总长度 接谷地表降水孔

18440rs 诚干。深井则用
作直通式放水孔

降水孔·班千卷道10400白鉴系赛诺 露天矿先用剥离
当 15苏联斯托依!露天，2400 业一阿尔必 96000120个（孔.m，直通式放水 是在开形降求孔

砂层。结品 |孔10个，丛状煎深 100| 和吸泥脆工作的

林教矿 矿接 血），在购!水孔2QUm 强护下进行的，- 天边帮来 与此同时，开翼
用水平试 环形的谨平巷
永孔建于 道，降水孔与其

贝通，成为玫悉
式放水孔，以接
警降水孔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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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升莱对式 成于系统跳干的 主 婴 含水 层 缆干工我联合方式生产规撰 种 生酒 水 量名毡’
地发庭渗进系数万t/a） 厚度（m） 地下建子方式含水层名称 （m3/a）干方式论”

一般r孝留系，泥 琥千卷道并配合降水孔共顾斜含
苏联北鸟拉 90个地下 水层，盆系石灰岩 丛就煎水孔，品lr000~1～50

聚 度含水层 j16800a状放永孔总长
7426m>10co尔蜀土矿 洪水期

216000～
264000



第五章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

编写麟位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化学矿山规划设计院

湖北省冶金设计院

■镝 写 人 宋来肋 孙增辉 王知节

林 参 陈白桥

5.1 概 述

5。1，1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的目的与任务

5.1.1.1 目的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的目的是∶为合理的布置疏干工程、确定和优化疏干方案提供

依据，以期在矿山基建和生产要求的疏干时间内，用最少的疏于工程量和抽（放>水量，

达到采矿要求的水位降深，取得最好的经济效益。
5.1.1.2 任务

（1）通过计算确定疏于系统合理的工程布置形式，使用最少的工程量、最少的抽《放>

水量，形成保证采掘工作安全、正常作业的降落漏斗疏干区;

（2）通过计算优化疏干工程间距，最有效地发挥各疏干工程的疏水效率;

（3>为保证采掘工作的需要水位降低（考康允许残余水头）。计算疏于工程必要的水

位降深;
（4）根据矿山基建和生产进度计划要求的疏干期限，按所选用的疏干方案计算疏干系

统的总涌水量，并预计疏干时间;

（5）根据疏干方案选用适当的计算方法和相应的公式计算单个疏干工程疏水量;

（6）按确定的疏干工程布置形式和水位降低要求计算并绘制满足采矿要求的疏干区地
下水位降落曲线或水位等值线图。

5.1.2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的步藏及内容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一般情况下可参照如下步骤和内容进行;
（1）详细阅读和研究矿区水文地质勘探报告和其他有关矿区水文地质勒探、试验及研

究报告等文献资料，深入掌提矿区含水层特征、矿坑充水因素、水文地质边界等防床水文
地质条件，为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方法的选择和基本计算条件的确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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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矿山开果设计的开拓系统、采矿方法及砂山建设和生产进度对矿床疏干的要

求，综合论证并选择矿床疏干方法∶

（3）根据矿床疏干方式及方法，布置疏干工程;根据矿床水文地质特征及疏干工程布

置状况，选择疏干水文地质计算方法及相应的计算公式;

（4）根据选定的计算公式或已经确立的数学模型，整理并选择有关的鑫数。如地下水

的初始水位、含水层厚度、疏干要求地下水位降深值、含水层的给水度（或弹性给水度），、

导压系数（或水位传导系数）以及越流补给参数等;

（5）根据疏干工程的不同布置形式、不同间距和疏干时间及水位降深的婴求，计算施

孔（或单工程）的疏水量及疏干系统的总疏水量。然后调整布置形式、工程间距、疏干水
量等参数重新计算，经优选后确定矿床疏干方案的工程布置、工程量、疏干水量、疏于时
间和疏干水位降深等;

（8）按确定的疏干时间绘制出疏干区的地下水位降落曲线。

5.1.3 矿床疏干水文她质计算方法简介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随着地下水动力学理论和计算技术的
发展，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方法及技术也不断提高，从稳定流发展到非稳定流、从解析
法（理根模型条件下导出的公式计算法）发展到数值法，从人工手算发展到用电子计算机
计算及绘图。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总的来看分为理论分析计算法和模拟实验法两大类。
理论分析计算法也称地下水动力学法，它又分为解析法和数值法两种。
5，1.3.1 解析解法（解析法）
目前在矿床疏于水文地质计算中，解析 法 仍 然是使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它是根据

地下水运动的基本原理，对自然界的水文地质条件进行必要的简化（成为理想化的模型）
后，用所推导出来的公式进行计算。理想化模型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地下水运动符合达尔西定律∶

（2）地下水运动是二维流，忽略速度的垂直分量;
（3>含水层水平埋藏、等厚、均质各向同性;
（4）初始水面保持水平;

（5）井的抽水量保持恒定不变，或某一阶段抽水量恒定3
（6）含水层的侧向无限延伸，或为直线、平行、矩形、圆形以及交角等供（隔）水边

界。
解析法可以用于以下情况的疏干计算∶

（1）当疏干矿区水文地质条件与理想模型（即在公式推导时，对天然条件简化后所得
的模型）的条件比较接近时，在合理简化的基础上可直接用解析法来求水文地质参数，并
预测在蔬干条件下的地下水动态;

（2）对疏干区水文地质条件的了解比较粗糙时，解析法可以提供一个简单的 估 算 方
法，其计算结果可以用来指导下一步韵探或试验工作;

（3）用解析法求出的水文地质参数，可以作 为用数值解法进行 精 确计算的初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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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以和数值解法配合来解决疏干井蹈近区域的求解问题和疏干区存在无限边界含

水层时的求解问题。
因此，从实用角度来霜，即使在数值法相当发展以后，解析法作为-种简单、易行的

手段，仍不失其实用价值。
5.1.3.2 败值解法
数值解法从数学上来说是一种近似解法，但对解决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区疏干水文

地质计算时，往往比解析法得到更满凿的结果，是当前最有效的力法。数值法能模拟电矿

区的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流动状态，诸如含水层非均质、各向异性、存在 垂直补
给、边界条件不规则，含水层顶板或底板高低不平、有多个抽（放）水孔和多含水层问题
等等复杂情况，都能在计算中反映出来。这些是解析法难以办到的，因此，矿床疏干水文
地质计算数值解法，将比用简化矿区水文地质模型而导出的解析公式所得的计算结果更接

近实际。
矿床苑干水文地质计算中应用数值解法，有以下主要优点;

（1）对边界条件有较强的适应性，无论是隔水的、透水的或者两者混合的各种类型边
界均能适用。含水层的顶、底板和边界可以具有任何复杂的几何形状。

（2>含水层可以是单层的，也可以是多层的，并可根据其导水性能的不均一性部分成
不同的区段进行计算。

（3）地下水的类型可以是承压的，也可以是无压的，或时并存;地下水的补给可以
是单一的侧向补给，也可以是垂向的"天窗"或越流补给，或二者兼有。

（4）能够充分利用矿区观测资料和抽水试验资料来反求各种水文地质参数，并可用任
一时段的观测资料来进行反求参数的计算。

〈5）可以对任何给定的疏干流量推求癫干时间，也可以对任何给定的疏干水平推求稳
定的疏干漏斗和疏干流量。

（6）通过数值模拟，能较容易地反映矿区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和边界条件，逼真地刻
划出地下水渗流运动的天然流场和疏干流场的流网形态，并可以提供任何时刻的水头分布
状态。

数值解法有微分法和积分法之分，微分法又可分为有限单元法和有限差分法两类;积
分法也称边界积分法，或边界元法。有限单元法和有限差分法在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中
已被广泛应用，而边界元法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方法，国内还刚刚开始应用，是一种
很有发展前途的方法。

这些年来，用数值解法进行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在我国发展很快。如顾家台铁矿采
用有限差分法）召口铁矿、侯庄铁矿、业庄铁矿、白象山铁矿、姑山铁矿、王窑铁矿、复
州湾粘土矿、肥城煤矿、元宝山煤矿、马坑铁矿、司家营铁矿南区等采用有限单元法;张
马中铁矿、伊敏河煤矿、利国恢矿、荆各庄煤矿、西石门铁矿等采用"BT"法 进行的矿
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均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5...3。3 相似模拟法

相似模拟法分为实体模拟和异类模拟两类。
1。实体模拟

实体模拟是一种比较古老的模拟方法。它是采用砂、玻璃球或混凝土等作为含水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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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渗流措，来模拟渗流场的试验方法。该法因耗资大、试验周期长，而且不能模拟复杂的
渗流场∶所以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中很少采用。

2.异类模拟
异类模拟分为水力模拟和水电模拟两类。
1）水力模拟
水力模拟包括裂缝擅和水力积分仪两种，这些方法在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中也很少

应用
2）水电模拟
水电模拟可分为水电比拟和电网络模拟两种。
（1）水电比拟法

利用电解液、电解质导电纸作为连续介质，按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制成模型，模拟渗透
场，它是空间连续，时间离散系统。按矿床疏干设计需要布设疏干工程，用水电比拟仪测
量疏干区各点电位差，推求葫干设计所需要参数。矿床疏干研究中以往应用较多，而近期
应用减少。

（2）电网络模拟法

是利用电阻、电容组成非连续介质网络。分为空间离散、时间连续的称为R-C型；空
间与时间均离散的称为R-R型。电网络模拟在苏联的一些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区仍在使
用。我国在菜芜业庄铁矿作了矿坑涌水量的电网络模拟，司家营铁矿南区也应用了电网络
模拟法，取得了较好的结果。

3.联合模拟
国外石油部门用模拟机与电子计算机混合使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种方法对矿

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也可应用，有待进一步实践与提高。
目前，由于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和发展，几乎所有需模拟的内容都可以用电

子计算机来进行。因此，相似模拟法有被电子计算机模拟所取代的趋势。由此看来，研究
电子计算机在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中的应用，是今后矿床水文地质工作者的重要任
务。

5.2  稳定流解析法

5.2.1  番直疏干工程水文地质计算稳定流解析法
5.2.1.1  干扰孔群水文地质计算
干扰孔群水文地质计算比较复杂，目前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里只介绍矿

山疏干水文地质计算经常遇到的几种干扰孔群计算公式。
1.单直线孔排的水文地质计算
1）计算公式推导的前提

（1）孔排上相邻疏水孔间距20、各疏水孔的水位降低s及于扰渔水量Q*，均相等；
（2）孔排线上有无限多个疏水孔同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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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公式
单直线孔排的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见表3~5-1。
2.双直线疏水孔排的水文地质计算
1 ）计算公式推导的前提

（1）双直线疏水孔排平行且垂直于两阻水边界，两直线孔排上疏水孔敷相等且一一对
应。疏水孔排两端疏水孔距阻水边界的距离均为a;

〈2）每个疏水孔排上的疏水孔数等于两阳水边界间地下水运流宽度（B）除以疏水孔间
距〈2a）。各直线疏永孔排的影响半径（R）大于两疏水孔排之间的距离（A）;

（3）其它推导前提同单直线疏水孔排水文地质计算公式的推导前提。
2）计算公式
见表3-5-2。
3。单环形疏水孔群的水文地质计算
1）计算公式推导的前提
（1）每个疏水孔的水位降低值s和浦水量Q'。相等;

（2）每个疏水孔单独工作时的影响半径R相等，而且其值超过环形孔群的引用 半 径r。
的4至5倍，即R≥4～5ra。

2）计算公式
布设在无界含水层中的单环形疏水孔群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见表3-5-3;布设在有界

含水层中的单环形疏水孔群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见表3-5-5。
4。半环形疏水孔群的水文地质计算
1）计算公式推导的前提

（1）在阻水边界附近布置n个疏水孔在半圆弧上，靠近边界的疏水孔至边界 的距离为
相邻两个疏水孔间距之半（即其距离为a）;

（2）由阻水边界组成的交角（其交角α≤120°，且能整除360°）含水层中，蓝水 孔布
设在以边界交点为圆心，以ro为半径的面弧上。靠近边界的疏水孔至边界的距离为相邻疏
水孔间距之半（即其距离为a）;

（3）其它同单环疏水孔群水文地质计算公式的推导前提。
2）计算公式
见表3-5-6。
5，任意布置疏水孔群的水文地质计算
1）计算公式推导的前提
同单环形疏水孔群水文地质计算公式的推导前提。
2）计算公式
见表3-一5-7。
5.2。1，2 番直疏水孔水联值的计算
采用垂直疏水孔<深井降水孔、直通式放水孔等）进行疏干时，在潜水含水层中，

特别是在水位降低较大的情况下，将产生水跃现象，此时疏水孔中的水位低 于 孔 壁的水
位，见图3-5-5。在承压含水层中，当疏水孔中的水位降低到含水层顶 板以下时，也
产生上述现象。在疏干设计中绘制降藩曲线时，应当考虑水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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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宣 线 疏 水 孔 排 的 水

吟疏水孔
的 匝 图 示皮用条 件及乎面困示

类 型 于找 单 孔 耀水 败

1，直线疏水孔排布置在无界含水层 0'。。_K?H-s)s -<1)中 叫’卑悯”斗。 O1,
党 tl-加r 2H-

号m（GF. y>

够 体保传谱保

无Q
mKta-s)s它？，2厅 (4)当 问 <4)问’”占《1）疏水孔平面布置困 20斗”

；岂”Q'm K12A、父’in- 哚 皆肖×
axKT, (7)瓦+g。fn矿 “予 N=In是一段 (8)争’整 宁叶吕吨入守(5) ” (9)（2）0-y方向穿过魄水 乱 入 出用3-5-4查得、此，

孔制配图 中
“均D取-号?

人岸休号。 “夕完 Q'o=. c  k，管xr
当
孔*

(6)

。弓谛 (I7)

罪 之卧融 <18)

职 刻团Ca4-/（易））出 ?。当22.

参’ -1,38 “
(?) （后）微油图3-5-4童得，孔（3）o—x方陶穿过魂水孔

墅思配 此时策.宁门司



1265第五拿 矿床疏于水文地盾计算

嵩；”；文 地 质 计 算 公 式 痰

详 式公

穿过赢水孔，垂直孔排方问上障稽页线方程 两 疏 水 孔 间 中 点o的 水 头 值

： 20立” H. 几产句20 问”它
-<H3-H)(3)ei /o、 xR当伟 -(H2-h)(2>计 D -1力包芯 As：芦 ，‘la一ch- -1p- 工首“ ar20In-, e” 丶

位” - H-chay 与娟啉气，常 。’E 下；is (H2-h3)(5) -(H-h)e (6)_Ar命
己； nRefi 器I0-学斗 b/ela- 、，10

H、=为*T 业”量十<10) (12)
b= ta-号∶

够单”占 [-()〕代号 g-1 ，白购’宁上吗 la-S20ia-
()* 20单？一才2Rr

自邻’81b% ，卡青’ 20

(13)台

的号-1 矿怡20 立H,A_ ：谜才‘”H，=在* 2◆ ：
I6)伸阀(H-A)(15) ”“”ey

尽x 20la-g 20中”

电陵””‘”虚用亲件∶c≥ H。=始蜗咬”20气 2nl (21)
H2=b* Q'aec胆式（7）计算Q'wee (Ln.'皆调

号'a用式（19）计算

卟‘二t ，：,
(20)” 响’

Q'wc用式（17）甘算
E'o用式（19）针算



第三篇 旷山防治水1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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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破水孔
剖 面 图 示应用条件及平面圈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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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t2hes-s)s。量下 ‘El 偏“Ln- L书”
马 拜 消哚 (52)N+室

/2 ：宁上婚“式，言盛 职 户3?n/al

己了钟 (59yoL盖
了壮守飞“吗孔 -1.88 (54

六将画了了当
此时取z音·双



1269第五幸 矿床蔬干水文地质计算

端将
算 式公

穿过璃水孔。垂直扎摔方向上降幕曲线方程 两 疏 水 孔 间 中 点 a的 水 头 敬

曲下式迈侧计算1*卡，HA-号二后3}（H2-1）+ H。=?+_H'ng 《044+A）(47) (48》“部叫 KT1（1+万∶

Q1x Q'tec用式（43）计算×-2oKT?
T用式（36）计篱

定用式（44）计算
A用式（38）讲算区x=α8'
A位也可出图3-5-】查得c;用式《40）让算

g'阳式（45））计算
Q.用式（35）计算
T。用式（4）计算

H。近似由下式计算

蠕
xpJ{名

江人 (-)一矿21|1 -e

工：工一占户部丫飞一色
p'=1联-a）腊- 对OLL (60bX

a21+a2
1-R(x-30) 享飞占”日， “哔：树 “山1*“In1 值由圆3-5-3查得1-e g吡”

Q'o用式（49）计算 A=0-7lg一 A值也可按图3-5-1蜜得当下

江：于十 H3用式（51）计算、但或中。富”
x（里-Z0）

陀飞马了， -命心 咬”，O 的”1 -e
“十占

北’“” O?。Lt rYg2）*好 (56)利、 KG 2

r号，T图？融鹊 H2年2矿问 ①
辅”

刀料？！台当六、a 值由函3~5-3 去得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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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韶序中
剂 面 图 示或用朱作及平面图示

类 型 干扰 单农 涌水 量

2nKMsQ'o*光 L,La。“ (58)×。中区T
休劣

贽号

乱 (20)
祥

（16）0一x方问穿过疏水孔制盈图

2KM,Q'necj (1>；。?

飞了己护：儿‘空心幸 (62)oL

【a--r（盐）】-识 “？啦
（17）0-y方向穿过硫水孔创面图 图

到 <21) -1.38 (63)

（）的由田3-8-4变得，孔

*此时或固

安承
QsKt（?H-M8他部即 .《65)“阳心”白la- +孔亲 台” 0L

Q'wec e
aHa-M>M/-((22) 亡九 -()]

非党雏明 制中”；“宁？菜T aL

·出培 (86)
少。 H⋯H心H达度，即 3

N用式（53;并算
Sau用式（54们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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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募 式公

两 疏 水 孔 园 中 点 a的 水类 值穿过瘫水孔、虽直孔排方向上降蓓曲线方程

产八一了言部-xg二可z一 (60)叫它H。*区 （号-）。2mKM,
xH-H）+H-张（-）的） β-1

Q′。用式（58）计算 。人空十净2
！弹入料，占”“的im1-e 值由图3-5-3 查得

公1、a，A值同式（51）中数信

n-（'-意r）9】 (81) H。用式（60）计算，但式中;

在补输区方向∶ 丶；“贮。2心1 予！由目 运石 岗e “上““ “叭： 1B∶"一o 、o1+宁 “M在排泄区方岗， 怜？光° 误
“啦
1。“目“ 吗、1+- 0战” = 1.47lg- n(l+d)sinnA-=0.731gg 2M-，A值也可由蟹3-5-1变将-

σ值也可由图3-5-2蜜得，oe 1.47- 5，q饱也可由图3-5-2查得1+d)sin≤(2题

无压区; H。的计算式近似式（61）
H，的计算式，近组式（50），假式中Q'6用式（66）

计算

H的讨算式近似于无医非宠鳖孔H的计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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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1中公式符号说明∶
Q'n——完繁单个疏水孔雨量。ms/d;

K-—-渗遭系致，m/d）

H——崖水含水屋为硫水孔处含水层犀度;承伍含水层为疏水孔处由含水层底板算起韵水头值，m;
3--—意水孔的水位降骶值。m
σ—商冰孔闻距之半，四;
r一—疏水孔半径，四3

L;——颜水扎排预补给区的距离，m，
L，~——壤水孔按到天然都泄区的距商;m」
上-补维区到天然排澄区的距商，m
H，——魏定障落曲级形成后，穿过疏水孔、垂直孔排方向上任黛点四（r0>处由含水层鹿板算起的水 位高度（横

水含水层》或水头值（承压含水层）m;
r(3-z0) 一（*一≥0）

旦” 绝对值的对歉，其值可由图3-5-3蜜得;1 -e 0 1 D

必0—蔬水孔排到y辅的距离，米。孔排在补箭区一方时，取正值，在天然推遣区一方时，取负值。见表 内困<15>
图中 y孰到补给区与关然排橙区的距离相等）;
z—一任意点四（x，0）到豪标狐点的距高，m其正负值取法同x8∶在公或《49）一《66）中用;
H∶、H7-—分别为灌水含水层补给区。天然排他区的合水层厚度;歌压含水层为上述剪区由含水层底板算起的本头

螯。图

H。一—期定摩高自解形成后，两蕊水孔中点a处电衡水层膨板算起的水位高度（播水含水层）或水头 催（求压含水
很？吕中

Quec——非完整单个疏水孔涌水量，中'/d;
h1、h∶、内z——分别为增水含水层补给区、天烤排泄区以及流水孔处过沸器进水部分长度中点 线以上 含水层厚成，

n)

T—-过旋豁进水部分长窦中点暖以下含水层厚度，m;
—-过滤裂进水部分长度。m1
A，—一稳定降落曲线形成后，点四（x∶0）由过滤器盛水部分长度中点缓算起的水应高理，四;
M—-服压含水层厚度。m;
d一--水孔直轻。m）
h一—碗水孔中由含水层板算起的水位高度。m6
.M*——过滤器进水部分长度中点魏以上承压含水层厚度，血;
H'1，H'2.H'，——分别为承压含水层补纷区、天然排虚区及疏水孔处过遮据进水部分长度中点线到静 上水位的高
得。日
2—--任意点m别孔持的距离，m!
在公式（34）~（48）中用;
订;——出笼度为2a的补给区流来的地下水流量，m-/d

”‘呼业chRaR_ eq产六严’-的双幽线余弦函数，ch二 =cosh-寓R

6 2?
P-—-影响半径。m）
H，——功定际薄曲线形成后，穿过疏水孔、垂直孔排方向上任意点m（a，y）处由含水屡底板算超的水位离虚（潜

水含水屋）成水头散（承压含水层），m;
3y-—沿y轴有向。点m（d，y）离孔排的距淘，m;
h——隐定际落幽线形发后，点m（a，y）处由过遗器进水部分长度中点酸算起的水位高度，m;
k。-—稳定降落幽战形威后，雨疏水孔中点a处由过滤器进水部分长腔中点既算起的水位高度，m;
b——私定降将曲线形成后，承压区转无压区的分养点到乱搏的距离，四）
H——过滤器进水蒂分长度中点线到静止水饱的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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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号见本表所用图示。

k
2.0
1.6“
：另r(a) dA= 一目

拉丶。 0.80
0.40.d

sL200 10400 800 U.3 U，4行0,2600

图3-5-1 确定A值的辅助向绒图 图3-5-2 确定σ值的辅助曲线图

(r x)
序

；越一！‘。

40.60.8
馆*

八”哈”n( 图3-5-4计算函效/〈双）图3-5-3 求1al1~e- 值得硫燃岗线图 的辖助浙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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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直 城 疏 水 孔排 的 水

彩汽当 器 画 田 示应用务件及平面图示

盘水类 型 涌

双蓝塑魂水孔排垂直于两平
阻水边界的食水层中

刺完
BK(2H-s)幻目 <1)R+迎u拳 XT费

当a
(2)

响竞
BKMsQ=- (3)是I欲R+

络 域’

(3)

孔同
(3)

每究
坚 BK((9H-MM-N1揩命 Q=- (5)2R+20Ino”<4) 者例R

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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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子-5-2文 地 质 计 算 公 式 表

累 公 管
号 说 明公 式 中 符

旁过疏水孔、善直孔排方向上降盏曲贱方程式

Q~一条直规疏水孔诈的总涌水量（举侧进

水>，m'/dr

B一地下冰运流宽度（即网平行困水边界之响明H--位 (2X+- (2)
随的肥离），五1

A一直规确水孔搏之间的距高，m;

H一距宜线现水孔群距离为x处的平 均水

位。m;

其地符号同表3-5-1

？唯己地江它叫 一。”BK

承压区∶H，用式〔4>计算，式中Q用式（5）计算。

无压区。

H，-M4-云示（八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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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界含水层中的崩环形链

竿疏水孔
剖 面 图 示应用条件及平面图示

干 抗 单 孔 渭 水 量夷 型|

1;单环形疏水孔群布置在无界含
；约.mK(2!Q'e-. (1)水层中

“旨！ 、f
岗 “量己”；

整
限当一 (3)

2πKT-8)s,目近入旧中Q'hecn 氏4）一 -宁FRF0醇
N={a- (5)饭 nro'G1/2 

量节守’它
整 1/2_矿 (8>.一1.38

针飞位曲图3-6-<森得，此时矿
（1）单环形蔬水孔群平面布置图

(4) 川”电27章

Q'ankM, (18》么

促 百斗？”
承压欧 叫孔联

rP2
无生区

(5)

2aKMsQ'we = “引7+g。
之占孵

份 饮 额 际
(10)

下唯六己。。？啦M<2）米压转灭压孔群投影平西图

驯 -1.3 (17)(6)
沁）位由图3-5-4森得。

7 -8'此时取一硝

、医喇晶
先

o'*KC2H-MM-的了<2B)
言！P的 “当马”1

战 孔
一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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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3-5-3水孔群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袭

公算 式

阵 嘉 曲 级 为 粗 式 四 环 中 石 本 头

门，H。=-√ 、记心、田人 -Inra)ln(1ni 一细”(2)[InR*-Jn(x1x2*⋯⋯z,> πK
Q'a=用式（1）汁算 Q'o用式（1）计算

H.=A*T H。=而o+T(7) <19)

nOO(IaR-1cro)Q。、认予”人 言，(8) 于十一 “己【IaRn-ln（x×社x⋯⋯）泊丙 R
Q'。用式<8）针算(9)Q'e-K(2h:a)

[RJn-rRro*一）

O'。H,·H- /8<1nR-larn)[1aR"-!a(××1x⋯⋯x)〕 (18) Ho-H-aQ'o (14>2?xK 2xKM
Q'。用式（12）计算 Q'。用式<12）计算

Q neG*~!M应用条件，×≥甘名
Ha=点+ （中tzo】18）、⋯X两X23?⋯ 2其K公

O're.H，=表* 严*"'o】×3"⋯客u
邯融百！王1X2× (18) Q'wee用武（15）计算苄秒 B7o"款省访一

g'o用式（17）计算Q'nec用式（15）计算

ξ'o用式（17）计算

录压区∶（R≥x≥b）见图（7）

"告）竖小·2 (20)H=H一92ClnR'-tn（x1x2x⋯⋯*xa） (21)
无历区，b≥

Q'o用式（20）计算H.=和，9【la（x×*'x×X'）-larnro打432）
Q'o用式（20）计算
b散的下式求得1

,R整”！断”iab'~Iarmre"1t (23)2H吃“喘巴可： rnr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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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磷水孔
驱用条件及平国图示 剖 面 图 示

嵩当 干 扰 单乳 稀 水 量

(aH'-M'M-(2)]πK
承 开（公E

R*“气饭 rmre超
章

2nKT。*党 (25)划十”涨
编 N组式<5）算

贵
常 o用式（6）计算函

入

表3-5·3中公式符号说明∶

H，——稳定降喜曲级形威后，任意点回处由含水层底板算起的水位离使（潜水含水层）或水头值（承乐含水层），m F
H一—激本秀木层为含水层厚度承医含水层为肉含水混底板算起的水头债，m，

Hg——稳定降落曲级形皮后，邢形中心点由含水层能板算起的水位窝度<灌水含水层>或水头（承压含水层），m、
n---竞水孔数，个;
RP—--影嘲半径，m
1、x》、×J、⋯⋯，x，——任意点m到各疏水孔的距离，在公式《21》中则为承压区莱点到鼎水孔的距离，m
x'4，x'2，x' ⋯⋯x'，——无压区期点到各玻水孔的距离，m;
b-—硅水孔列承压转无压区的分界缓的景近距离，m;
rb——孔群圆环的半轻。m;其值根括翼水孔群乎圆布宣形态，按表3-5-4中公式扑算;
其它符号见表3-5-1符号说明及本袭中的留示。

孔饼园 环 率

疏 水 孔 群 布 置 恐 态 公 式计 算 4

·1C1)

E) ro- a√n7五⋯⋯

小仕心
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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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确
算 式公

*降 落 曲 绕 方 程 式 园 环 中 心 水 头

无压区∶<6≥x'≥r） H6用式（10）、112）计算。但式中

H'、2+T Q'e用式（28）计算(26)

·√（）"票六工工净工半代当下子化。了；中乙！义

-(6)]飞它；这人“式Q'。= (28>1--中，可工"rkrg

b值由式（23）近似确定

经 计 算 公 式 袭 囊3-5-4

耐 号 说明

ro——孔群圆环的半轻，m;

L——图形布置扎群的陶长，m

r4、r2、7⋯⋯rh——多边形的各边中点及务裹点到多边形重心的距高，血

2——标志点数;

P-长方形的周边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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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界含水蘑中的单环形疏

计随水
孔应用条斧及平面困示  对 图 示

面 申术类型

1，单环形疏水孔群布置在一侧为供

水边界的含水层中
究

"个实井双个虚并
nK(2H-S)S无鳖 幻目； <1)

今

1a.L. 0当”’十：，心厂！ ro： Rr中乌孔配当，

(2)"L"

nK2H-S8 ？？Q=- 力色“” tor ： ”“空？命、 *用(la-Tro
孔

<3)

KMS仍， <r)心叶’ 维：l 。-'nf当h
<4)

LiL

2nKMS-H- Q=.出 “气评 品P(、 一’ (o
下！： ，“。：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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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水孔群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表

响 峭真
计算 公 式中 符 号说 明

平国上任意点m势的求解方程

Q—疏水实孔群总涌水量，四3/d1

守调”。蛤 (2) L—蔬水孔醇中心至供水边界的距离，企∶

《，x2，⋯×—任意点m至各实碱水孔的距高，

包” (12,+t)予；雪！ 。(28
工'，x'∶，⋯x'。一任意点m，至各虚流水孔的(3)

告》 距离，m
Sn一不完整孔阻力系败，由图3-2-3 和

3-3-《查得，图中承压不完

鳖孔话a为 M剖“

（备.厚）代飞“日半中wi-g-Q 窗 (5)压 无压不完整孔图n为， 诗耐供种货，

甲1一边界上的势，
⋯⋯景【品（t器品·） 聚压孔为四a=K财Hr

无旺孔为pi具KH*

告】 中一任意点m的势，(6) 承压孔Q= KMH。
无压孔为-=KH"。

甲u～疏水扎孔璧上的静，
弹闻当谱。
KM险1e于按（2）或（3）计算，其中Q按（7）计算

无压孔为四e=号K
S一现水孔水位降低，m;
H，一穗定降筋曲线形虚后，任意点m处，由含

水层账板算起的水位离度（港水》或水头
值《承压水）;m;

h一疏水孔中由含水屋底饭舞思的水位高
度，I

接<5）或（6）式计算，其中Q拨{8>或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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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脊 计
孔应用条件及平随韶示 割 面 图 示

申水当类型

)M-2H- “。”Q-.aKC2H-
“叶，Ip ，k√，r0 女

刺传

！种仕，
好!

小却”
式零

h*nKi2后红“！
态产，

象“叶 门人鸟fin_，
冥T寸中 当

！怜：

“岩？”7)

2单环形属水孔群布置在两个平行
0

供水边界之间的营水层中

入秒

-8)5_(2H7K
(11)Q-- p问vq 白物 利无 伪 Xr

×
代）e

d

公”
nK(H-S)8Q-,

一乍” *un)5.B 之邮In-冷ro

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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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算 ？’

计 算 公式中 籽号说 明
平甾 上任 掌点 m势的 求解 为霍

搜（2）或（3>式计算，其中Q按〔9）式计算

教（5）服〈8）式计算。其中Q按（10）式计算

L一残平行供水边界之同的距窝，m，KGy+L)‘博！它不只◆1-P? (412)，“ L1一疏永孔群中心至x轴的距离，m;中”h.于子，- cs y-16
日“叶：

B- 可由下丧查得∶各世；呈已心巳 唱9 多？”2n ，
时要·吆 ”！吕比

L/4 0-20.1 宁 0.5o-4
）卡】 (13》（告8）十莨 B 6.7570,9360.98: t-858 o.637

涵一下业 0.%0.7 0-9
四 o.50s夕签 0224一宁皆

；飞宾详心比ch-详学
凸， 唑甲一甲 = (15) ginin、 ： H。一y输上任意点m的水位，“到一 mjEcu- 灶化；心”博- 60OB 其他符号同脑？

已导沁！-:yk2。！’ ：曾响
“哔’ 处心十中”-cos 

）号（品·0） (16)·（铝a）



第三届  矿山防治水1284

疯水 X
老  面  图   示应用条件及平面图示 孔

通 盒并类型

3.单环形真水孔群布置在由脏
水审供水边界正交的含水

腥中

=K(2H-S)SX (17)

时尚2b

In HyM-27* S15-15-1 1birp

(12)

1①世井群 -61-1实井群

*K(2H-S)S

好+6月2b2
h(molm)1A

byo
2017年

201
②鹿井 ③虚并群

(13) (20)(11)

2xKMS (23)
.叶+bl2b:

In qb170 中

(14)

2xKMS
51+512b

1.(1)-0.1 +10 + 50)2017 b170SHAN N
--bt--

(15)
(24)



菜五章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1285

钱表
公算 刻’

计 算 公 式 中符 号 说 明
平面上饪意点m势的求解方视

b1一漾水孔群中心西阻水边界的距高，血y

b;一—水孔群中心塑供水边异的距离，丝;“式了载义式下芯飞了白心了？贮化” x1×，⋯。一任盒点m至实建水孔解各 扎的入售义心了岁“了”“
距离，/(18)《x;天量一x0）（x*"xm）奥蜗 Te,- x'x'，⋯'，一任建点m至③崖磁水孔群各

心认才式义”飞了 孔的距离。m
x'，对x'⋯x''，一任意点m至②直涨水孔群、名号之 , 各孔的距离，mp言钟。+1n。_ (107：b17 第
1x'⋯x'、一任意点m至⑧康蕴水

孔群各孔的距离。m，

Q一实硫水充群总通水量，m3/

泛宁长文之二述亡广长“ 等w1-g- 其它答号同前，2 ×*."a)(xz*

号t） (21) “
。工池“言当又线式！歇了？必利 ?'x'业局>（xf"*"x量'）《x"?、”2b
H(""·)]]！ (2)b;72。

按（18））威（19）式计算，其中Q按（23）式计算

接（21）成（22）式计算。其中Q按《24）试计算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1286

皖木 十
应用条件及平面图示 剖  面  图  示孔

酒 水 调类型

xKt(2H-M)M-N2)福

好+6126.
50- -10-0bifo Ar

(25)-ba-

(15)

Q=

xKC(2H-M)M-M

201 66+bl
HA10-01F0

分

(25)

(IT)

A.单环形疏水孔群布置在由网个供1

水边界正交的含水基中

元

①虚炸鲜 实并那

aK(2H-S)S
1

同本表图（12）24 26162红 09
20y 好+61

10 中国

②宜并瞬 1

(27)

畅销井 AS

(18)

QQ

同本表图（13） K(2H-S)S
Eb.bs LIIn- +En/bi+bl KT。"q

(30)



1287第五章 矿床疏千水文地质计算

续表
五算 公

计雾 公 式中 符 号 说
平 画 上 任 愈 叔 m 势的 求 解 方 程

按（18）或（19）式计算，其中Q胺<25）式计算

抬（21或（22）式计算，其中Q按（26）式计算

b1一班水孔弊中不至供水边界的距高，m;
其它符号网上，o隔 式义长义送下工式飞了-g-c ]<28)利 (x*⋯x)x{'x"⋯"》

红诉’ （**a"xa）（x"z{'益′）日“汹， ，
六：单又长二认下了式（x年，.

烨皆 '品】 (29)+la-r 完善叫

《x{*⋯x)《x*x×'空4-gs tm-疗 (x*⋯xa)(x1×⋯x)” (a1)

os （塑1x⋯*（×1'x'⋯x>言 “矿，“。式了益工代工亡丁式
2b,b啊la一- (32)+？记合叫



1288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学 冲
孔应用集件及平面圆示 剖 罪 图 示

量水当类型

2xKMS卡 2bbr ，十矿计
民、阮占”眄本表因（4> 吆re答

配
(3》

2RKMS
常哨2醇/o、

品+Er）“当！
同本表图（15） 配：叫"

(34)

一等
同本表圆（16）

xK（Ω2H-M）M *7Q-
甘品.2b1b;in- Onr87+52ro

条工

(35)

仍臀本表图（17>
nKC经H-M）M-6）
2b好 ol+try)1n- e记占叫 6‘警窄。

到
(36)



1289第五章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

线表
算 式

计 算 公 式中 符号 说男
平 面 上 任 掌 点 吧 势 的  鲜 方 程

按（28）（29）或计算，其中Q按（33）式计算

智（31）最（32）式计算，其中Q按（34）计算

按（2a）威（29）式计第，其中Q换（35）试计算

搬（31>或（32）式计算。其中Q按（36）式计算



1290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半圆（或弧）形疏水孔

时理水
孔 剖 面 熙 示盛用集件及平面图示

多水酒樊型

1，半环形碑水孔群布置在直线阻水

边界常近的含水层中 w_
[7

-S2swK（2H一o-- (1)沟。 gzla-vo la~3会 差
m个虚

原?gaA
界

入唱”
望中一戊

部介或井
于

(1)

:K(2H-S)S|a=4

品+如）一呼： 2la一 In- 一人分” [3)

鲁KMS (7)/os 2ln- “了例一自p
丰节召

八

Fe响

。参 L KMsP- 石儿
郸子系皆 心，“孔：

()
(5



1297第五章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

装子-5-8、游水文地顾计算公式囊

算 式公
计 算 公 式中 符号 说明

平丽 上任 章 点m 弊 的 求 解 方程

Q—n个实孔的总润水觉，m2/d;

*，x2。⋯*rn一任意点（m》分别至n个实孔 及,9,已’言马飞己式了亨 虚孔的距离，m9
(2) 甲一边界上的势，无医孔为学k=号KH，

承压孔为四A= KMH，
甲一任意点m的费，无医孔为中-号KH}

-【告lx-n.品】 承压孔为四a=KMH，
(3) 四w一疏水孔孔壁上的势，无压孔为

具K屁。承所孔为甲、=KMhep与
EH-界不完整孔限力菜歌。由困-3-3和

3-3-4查得
其它符号间奠

言己’了己。言！郸
(5)

中弓子了子；于己：宁哔包”了”弯心。净

(6)

被（2）卖（8）式计算，其中Q擦（7）武计算

按（5）或（6）式计算，其中Q按〈8）式计算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1292

健水 计
有由用条件及平面图示 剖 国 图 示

量水类型 与

g-xK（（2H-MM-足，(9>
十21o- 、工-i0-p
当富7予：

（四>猛
明

转"

K(QH-MM-b,Q=界 （u品"rn)210-，节？
型fo民 . (16) "

2.半环形醚水孔群布量在供水和阻
水边界之同的禽水层中

：锌

P
KoH-S8万”’ 《11)L1o-心叫 62aL ×无|磨 少，T。 肖

2
16 革？

一物”
叶

(3)

xK(H-S)SQ- *En
径

1、2L Yois曾当叶 (Ia-，
<2

<10>



第五章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 729

续表
算 公 式

卦算 公 式 中 符 号说 明
平 晒 上 任 章 点 m势的 求 样 方程

按（2）或<3）式计算，其中Q脓（9>式让算

接<s>或（6）式计算∶其中Q按（10）式计算

L～平行候、限水边界之间的距离，皿声
.y-L) Eos9 ch-

气；了” 其它符号网前出”卓 (12)郸叶 L亭 式y斗代 - cus 2L

o店 ck- cos.r(y.L) 已谱2Z- *2tml
号 y-)②怎L- cos 响？a

'品】 <1a)

-L)-c0siLeh理4⋯- 如n】化、 停 (15)论了京 查

七 -EO$ ？？
型立包-co59r育 ”“汇悦。纤

陀引 oy-或（

鸣：

a（a告 (1s)



1294 第三篇 旷山防治水

计离兴
孔 剖 面 因 示应用条件及平国氮示

水当 专类型∶

2xKMS因。 (17>01.27L*、一2l]nl诈 鼠“我r n

<119
乎

2rKMsQe ,EX日 “叶v l21m工“学 Je 售(×。
修

“等”
(12)

3.华环形疏市孔副布置征供水和腹

水边鼎正空的含水屋中

n个实井
K(H-S)S2微个虚井 石： (1)2L阿表3-5-5图（2门 2lo2 d亲 常 “岁！√

机。 首”p

替 乱
☆个银井

占“”

续评 同表3-5-5图（3）

πK(2H-S)Se=呼 ”受2L“心 ，。(n2-串”ta 萄

e <22)



1295第五章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

续表
界 式约’

计 算 公 式 中 符号说明
平 面 上 任 章点 M 势的 求 解 方程

按〈12）诚（13）式计算，其中Q换<1）式计算

按（15）或（18>式计算，其中Q按〈E）式计算

L一半■形隙水孔群中心至供水边界的题蒿，

自”。工栏巳代“户Ow-9-= (2)
，
尊

X1*⋯x7一任意咸m至2n个漩水孔的距离，球类了俱中
当”

*'s*';以x*'a。一任掌点m至2n个 穗水 虚（注门‘袢：？P-四P 郡 满、

水>孔的距离，四;
其它符号同前

占它 (21》

品【 部跟‘飞e-⋯ 〔品2 (23)不×3⋯

de-w- 端 2,合in， 十的苜m 、
品（量* (24)



1296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计磁水
剖 货 图 示孔应用条件及平面图示 命欢器类型!

才
3nKMS (25)jo、同表3·5·5图（） 2ln-; ’山2 认与问。 Y 3T

zxKMS同裘3-5-5图（5>
仰,2/
+5n)elo-命。

to 当76、
(20)

0-x((H-M1M-B2<2)胶 问衰3-5-5图（6） ,2L__Jn-“出当叭 ，包
付 轧”谨

梯

无
石目，H 同表3-5-5图（7>

=+tan)In-;21n-ro
R (28)

4.票形疏永孔群布置在两个围永边

界斜交的食水层中
无

m个实井

xK(aH-8S同本表愿《2） (29)R3la- 叭台钩刊*.“” T
=12*

能”。
人为n+2

2得+美
口个虚井（叶个虚井(34》



”苍冷第五章 矿康按聿礼婚地属诗集

续表

"算 式公 “少":
计 算 公 潮型帆部号 微噻江菌坐对

平 蝌上任 意良 m势 的 求 娜 程 “浮噪令
按（20）藏（21）式汁算，其中Q按（25）式计算

；： !季∶

2:2-!':A: 疗。冲少沪 一“蜡料望m):·名！ 内 n::年2, ：
按（23）赋（24）式请算，其中Q按<26）武计算

I<E8) .
入叶”归询脊雪化摘（20）蓝（21弦腔其虫Q腔（2r）试计算

/u 强。，净
”帮‘下

n2:

少
一硒心望编钟当按（）或（22装说碱 近其电Q按{28式计算[

下宁、-D北E13*

挚、影”

（气-M（M-122延， <0）原表率回Kv2

簿己
O:。。 之善认sa (3t》百为”罗k-甲e

②,厂传 产比“了号己“当”， >| (31》；鸭，，
n9 瓣补霹八晶 影 锅
-afe3等* -r,

sey



1298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针瘫水
孔应用繁并及平面图示 剂 窗 图 示 水画 ★类型

手

xK(2H.S2s.否ste-同*表图（3> R 言 *tn过”当，{Ro

(32)

2KMS网*表旺（4） Q 《85p制 ④中尽31一 -*Ta x7粒

RKMS肉率表图（5） Q= 耳 *En)3ta- ("。
富iTo

(36)

xK②H-MM-b)网本衰服<B） <ay/o。- R3Ja- 吕ln-_二】 O， RTro
5. 才

同本表图（7》 Q-- C(2H ，鼻

量）3l-
R

(30)>



I299第五章 矿床硫干水文地质计算

按表
祥 式公

计算 公 试 中 符号 说 明
平 面 上任 意 点 m 势 的 求 舞 方 租

售！ 百艺量飞飞了中己十一空也杂 (33)

下  In(K33、)-1aro*2

H(**t)t] (34)

按（30）威（32∶式计算，其中Q脓（35）式计算 注

被（38）或（34）式计算，其申Q按（36）式计算

推（30）咸（31）或计第，其中Q找（37）式社算

接（羽3）威（34）式计算，其中Q按《加）式计算



“益第三篇;罗山防治囊低∶二."
飞

宇。 础
响 岁乡却石尚吟轼六 。：！-发率 泽 m 燕 音 立工

欠评了了立已号王；区号梯！
’：： 环立土e"z 节台；着

$ 丽好
些触寸

t常1对可 E完vxt
中嵩一寸乌当z）司l+' 中青化 辐能、管

障
X*1￥ (,色：

新餐（L >￥面?
飞：刀

业虫（B）冲
作

-rH Y=Z“己 ~-H。 了碘名螯财邹倦础D虱美其 翼出%钨

塘经算根留有*领超1*塑高毕喜母 身
某节7（>盒e8）进最出k\0中

钩’骨，

空当多;H+、 -（卡拳一保
叶障

赊让狗 S(5- 幺儡卦”扒式“认“中日
专
师e）琳以气矽看料下尊情灰（E2

*Z人实1 -tx0[-n’””图省六沁
-、s&

立ea】季低

8叶
杜

其长知（S】蛇0中其 ，其督知（）象（2E）温

旗曹孔歌 额民 警 报 销乱民 e
拳

西雕 亲充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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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守 《CI

侃 ；，，

“自谱。：各：新同x⋯⋯《飞七i⋯⋯i
物

'（群减鸟丑理*）
遇碎马甾产千冯占些云∶云-E b:

g
量为了：了“供壮样 的献 名汽吟淳家’宁。-ctxt辛飞

幽。 整 金公斑营式 细尔 卟”盟”、0.*

其长《中n）降留 长*?陀要'申 “
擎非 显八叫（当·封每| 当*多x谋）

字号少徉丶高宁岂计式 。存峰留2 “兽过之 痼旗业少一 ：’：‘
化

6平肉即斯谢型源）用经码华明源场
一响、 “少“ 端砼“冒矿？：

斗” 己‘心。 室o“” 六之。六：二咚 乙？够丫廊“算 献：物

游票银料华下架脑的容
一慢全弯：
辨毒(P) :3

平4管*是出塞∶13物引平导目
华电

-3

华及4矿4评享开-'
矿姓=

“ “矿

M脏平
：”自己一点化 !丁。

围 营停？ "害日4m"戴银0

准阳邪'够基-S-E国甲丽（势
*共 “营：一党：：：：标：一刻”“”当“

产善：海"呼马油蛋名
在"

子 叶彩

丹）-示吡贵
每.'o 哈∶

警式一 和屋 传海.出*

糕叫；谁
假.

董 平翩 ”分墓埚葛 管”
巷削载前部脚爹驰：寸’一rd 叫密良绿配一

裁 长些类 蒜号得 心捧增中 呼

)
物

！陛

斑峪 单艹八断
放 业〉购8之 。令

球土一心
彻产 y氧一消 货”圣(+怀名

”池一一些部 森修县产肽轼

物 研’
岩”

据

（申）×山K
出

凸
学盐

；’氩目一 ”“制缺叫重
，疗：4

海氰舟材平苹卡2-g
s N 6un <.

常飞各拟寻￥
？

；‘”一糕完兽孔一 供 识 额 R标 狼 镧 际 ".R 即 资

中 的梯糕献 联 送 宾 限素温 跟
”心。一学



“述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4V4

图3-5~5 垂直疏水孔水跃值示意图

水张恼的计算公式见表3-5-8。

表子-58水跃值计算 公 式表

应 算计件 式公潍 。分
nS“产门己序完鳖深井弈水孔 入””KF

，黛目非完整谋井降水孔 (2)1*A.(1-，监叶”
它

完数直道武放水孔成打入式过滋器，当孔中 飞影“产门己
2T

(3)ndK水饱降到含水层底板即h∶=【时

表3·5-8中公式符号说明
dh、-完整疏水孔的水联值，I!
——取决于过滤器类型的经验系数。包网和填所过能翻飞如20;其它类型过论器E=7;
安??疏水孔群单孔涌水殿，m2/dv
S---水位隆低值。m
K——渗透系数，m/d）

F——-过湾鉴进水部分的面积，F-πdl，m*
d-——过滤器直径，m
-一过滤器选水部分长度，m;
4hH——零完整璀水孔的水跃值。m;

C！州善。产”he+△压n

c——破水孔底到隔水层的距离，N1
hr——非完嘎酬水孔中的水柱值，m
a——硫水孔相互干抗时，对水联袋的彭响系败;

孔得是斥形布置时，a值削下式求得∶

宁体0=:
n- ”“差”下三

孔罪呈宜蛾布要时，c值用下式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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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矿,0 白名
省肖”

R——单个疏水孔工作时的勤响半径，m
~—旋水孔半径。血4

Ro——麻水孔群的影响半径∶ms
n——环形布置的疏水孔个数，个;
ra——旋水孔爵组成的环华径，m）
d——瑰水孔间距之半，m。

5.2.1.3 静贮量和蔬干时间的计算
1.静贮量计算
1 ）给水度μ的确定方法
在凡口矿疏干实践中提出了用坑道放水试验资料来计算给水度。其假设条件是∶
（1>放水过程中，在形成稳定状态以前，某一时刻的放水总量Qz等于同一时 刻的相

应水位降低的动流量Qp与静贮量Q.之和，

（2>在开始放水的瞬时S≈0，Qp≈0，此时放水总量几乎全部 消耗 静贮量，即
Qz≈QJ，在水位达到稳定后刚相反，Qz≈QD!

（3）在放水开始到形成某一稳定漏斗时间内，水位在不断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动流
量也在不断增大，不同时刻的动流量可根据试验中三次水位降深资料作出 的QD=f（s）曲
线求得。

具体做法如下;
（1）作放水总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Qz=f（f），
（2）作水位降低（漏斗中心）随时间的变化曲线s=fi）;

（3））根据三次水位降深资料作出Q=f（s）曲线;
（4）根据QD=f（s）和s=/（t>曲线可作Qp=f（r）曲线; 目体

（5）Qz=f（4）与QD= f（±），两曲线间所差的水量即为形
成此稳定漏斗中的静贮量Qs，见图3～5-6; 图当乙

图3-5-6 根据放水试验计算
静贮量示意图

68）计算出稳定漏斗 体积V，则μ=Q，
此种方法的应用条件;

（1）适用于谱水含水层或承压含水层在降落滑斗中出现的无压区，
（2）放水量和降深较大，且历时较长的试验
（3）应有一定数量的观测孔和完整的观测资料，这样才能计算出较准确的漏斗体积。
2 ）疏干漏斗体积V的计算

疏于降落漏斗体积形态与含水层性质、含水层的边界条件和疏干工程布置形式等因素
有关。疏干设计中，应考虑影响漏斗体积形态的诸因素。确定疏干漏斗体积的几何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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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般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以下介绍的是均质潜水含水层在平面社"无界"分布条件下，

抽水孔或矿坑疏于漏斗体积V的计算公式如下（见图3-5-7.>，
V=a（H?二月）（R2-rt） 人∶，等∶5.二）4;H(iR-inr) :;:··:，生

“字兴“华当：了
式中 H——潜水含水层厚度，m; 陀销伐房疗恨皆子

h——抽水孔中由含水层底板算起的水 位高度或 ：字、！士
“了”“予’：；“矿坑某阶段到含永层底板的距离，m; “坚

二”“：日∶，" 心R——抽水孔的影响半径，矿坑则应取引用影响
半径R，m;

r——抽水孔半径，矿坑则应取引用半径r，m; 图3-5-7 降落涮斗休积计算示意图

于各和户叠 时蹈骏药号筝气3查得。;.2.——--小于1的系数，其值大小取决于

值表
举毂蔬繁等软繁靶

世年！粘拓十”宁下下均

京 和·-8∶0.2 。传0.4i5 ，
b8ol立不第 o,80.5 0.别

0,8 台中“石：0.1 0.gh·厂物邻一了宁
0,01 乳叫 八、98检安 0.37.},

0.970,01 0,95 0.98,
中y; ：“之v. d.g90.0b01 6;9801F. 29

2.疏于时间的计算
为了保证采掘工程对疏于降低水位要求的预期实现;璇于时间是重婴的影响因素。疏

干时间是指在矿床疏于中，峋下冰初始水奋降至某一稳定的疏干设计水位斯需要的排水时

问。
1）经验公式法
疏干过程中，从排水开始到地下水形成稳定状态以前，流入排永设施中的尔量，包括

动流量和静贮景两部分。排水能力中，只有排除动流量以外的富裕能力来消糕静贮量。难

疏干进程中，动流量是随誉水位逐渐降低而不断增大。排水开始时，动流量可视为零，在

降落漏斗形成稳定状态时，静贮量已全部消耗。，此时流入排水设施的全部水量均为根应于

该降深的动流量。这样，在由开始排水到形成稳定漏斗的全过程中，使可以将不断变化着
的动流量近似地等于该降深动流量之半（即平均动流量），而消摧静贮量的基裕能坊则为

卫“：”“排水能力与平均动流量透差;疏平街间的经验公式见表3一5+功。
2 ）理论公式法 。
理论公式法疏平时鞫L的计算公式魔表345-10

·5.2.2 .水平疏干工程水文地质计算稳定流解析法 ,::

水平疏干工程包括明集、蹄滚、巷道、水平最永孔等 当水平疏干工程构成麻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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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干解决方案实验试验室内容 表3-5-10H-in in
计算方法 一公式  符号  设  明--5算-公开

15

01 ....一班干降解除牛中的修儿承"m2Tt=- Qn—酶不进本迫4本集妻型"--d0专业运动 200 QA-一一疏干这里中流入市干区的助流量m//山
μ；?—带水洽业度或承国下弹佳给水度。名，
RA--引引影响半夜m

承 I O-NKRE PORE COMAN K---你送系数∶m/mm豫1 YKM休 S----破干设计水位降解放下，水
H——潜水含水层厚度（或承压水从隔永底板 算超元 ---

的水美）。m公 卿武 一真干时狗，女0,88uR3 1
1=-Ki2H-S)

欢 H

 1 ,*
可拟作“大井”进行计算。

5.2.2.1  不同布置形式水平疏水卷道（明沟）疏千水文地质计算
单线列、双线列等布置形式的水平疏水巷道疏干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见表3-5-11及表

3-5-12。
5.2.2.2 水平放水孔疏干水文地质计算
1.平行并垂直于采场边帮的水平疏水孔
1）水平疏水孔涌水量计算
（1）地下永呈平面平行流时
疏水系统中每一个疏水孔的涵水量按下式计算∶

P (3-5-2)Q:=1.1671V
20

(11-01)R'=R-(

式中  T————含水层的导水系数；m2/d；
H————含水层厚度，m；
1——————疏水孔的长度，m；
R————疏水孔系统的影响半径，m   。
20————疏水孔间距，m。

(3-5-3)pi=40,82√ HM
H————含水层厚度（H值的单位按cm计）。

（2）地下水呈辐射流时
___疏水系统中每一个疏水孔的涌水量按下式让算∶ -.-5.. ，八.v



1306 第三篇 旷山防治水

明沟、馨道的酒水量和降薯曲规计算公式表
澳3-5-11

计评迷 式应用条伴 公算滥权 诉制

届‘；
区 ,A-4Q=BK- (1)’品每

学蕉墙缓子一、布 、巴啉式；芯 (2)予
举识 随 ，，，

腔长明 ，元’孔

溢制铭矾刺帮钟
Q=BK (s)长 2L

早
群落曲 比叶式；画于， (4>吆

中
（耐- 3（H-Ha）（ 解为k+h>函 果o-2x{ m生-m、幂 27. ”’ 业义比；”

水 子下进号 一四”电 2-h2)点待
用于正、反坡当 飞 进 品十严毛！远芯

改 兹 租
良 hx= 一

候
(m>-mB)C(h-k+hab (6y斜 Kh:-hTa:算 钱 适用于正、反坡

光， 8门 、元，式长口|。吴 飞占子” <7)4 晶轻3K隔

韩高电喇
试吧十”化’ <8)压

焦服 用青得-的","V <9)唐’比!深;

区影

是长田 ？滥平进 (10)*青

降喜挡“无 《11》于”台”“旨飞要 长限 aKM,豚 “？弯 InR-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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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业翼? i 式公算应用条件 图 示 郎职

葡水查 。化置！飞“式！西Q= BK` (I2)R
谱 光压区（x≤a）

。它比；艺这；涵””
世 侬 里 室

录 晒 (13)高-h:整 R
限。

vr

承瓜区，（≤x'≤R）
（经2H M）M·应的压 H、·H- RW一当 -R-*) (14)

本 R（M*-情）
白目

（2H-副）M一好禁 A

架※安 ((2H'-A";M′-h成 Q-EK *2h。qr (15)次LT/y∶7ITA157or o无非
无压区;（x≤o）汞、热 物曰

江。口于十求 16)次 中 、勺 C2H-M'M′-k/等
叫”电 (I7)

路f ？
水压区∶（a≤x'≤R“ ；老’己 租消 辽””十” (18)

（2H"-M"员是f'-6）型
缆 ””’” <19)(R-*').RM' -

灯一长；己
0=

“让！送长！记
裳3-5-11中公式符号说明∶ f，—一距明沟或巷道为x'处由明讷或超重底板算起的水

Q一明沟或巷道的涵水量。m3/d 位商度，m;
B一勇沟政卷道的长度，m HH，—距明构或掺道为×或y'处的含水层腐板算
K一渗透联敦。m/d; 返的水位高度，m，
h一完整型为含水层能板到静止水位的高度;非完整 a1一系数，010

型为明润或巷道底板到静止水位的高度。m
h2—明沟诚卷道中的水柱高度，m; h'，—由圆形水平集水构筑物中心到静止水位高 度，
R-影响半径，加1 mz
hx一距明沟或巷道为x米处的由含水层底板算起的 水 r--水平黛水构筑物圆形断面的半径。m;

位高度，欢 q;一从一刻流向圆形水平聚水构策物的单宽 露 量，
L一明沟政巷道至网流水边绒的距高，m; m寻/d

H—从恨定垄液面00'算料的补给边界的水位离度， H一承压含水层由含水层鹰饭算起的水头位，m;
图” M一录医含水层厚度，m）

H∶一从数定悲准面00'算起的明沟成巷道中 水位高 H'—曲明洲或崧道底板到龄止水位高度。m;
M'一由明沟或巷这底报算起的承压含水层厚度，π。瓣当、

m1一从假定基准面0D'算起的补给边养处含水层底 板 q，一引用流量，其位取决于a和β。a、β由下式求得∶
高度∶ my β=-尽靶“，为m∶一从假定基准面00'算起的明沟或巷道鹰板 忘度， Rte
甘” 求泡a、β值后，qr值由图 3-3-7、3-3-8、

【一明构或卷道至补给边界的水平距离，m; 3-3-9查得;
Is—明料或楼道至补给边界的纵斜陷离，四） c一明构或巷道置崖之半，m;
h一明沟或巷道中水面到静止水位的高泼。田; T一明构或卷道斋板以下含水尽厚度，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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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锚平待巷道（明沟的调水

习素银?
硫水沟 弧 ’偏过‘端：守’徉溢“判 2道券型

心凸
(1)Q1

2r

”徉。 ,
Q2 小心”2Ri象 “”.

型

(1>

“” aK（H人t
丧售 <B)咨萨 式”“

单。
六21

吨飞：*K(H2q-- (6)应二牺于 .
MTirer，厚

上轴

必 π(×0-301)
已”” M！。冷πK'卖 1:

（号型））（H1-M2）+旦a)6. ’谢
d早

“一
（-塑）， KM

尖。  -∶其6s）
防 站”工“叫 -16|1-金？ 汇函

+（-空）<H-H1>+H;溢
1tQ, R,RF（-号） 一号

筛映立方程式求得Q和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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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5-12量和降瘤曲线计算公式表

“””
轿降 斑大曲 级 方 程 说只型亭首钟 七

啊贷品物

Qr，Qr——当地下水从一个方询孤入时，即脉贮（}）垂立晚水整道补缩区方停y!
量物空后，第了和第】疏水沟道的涌体占夕，

H，-H;-5（1-景）β， t3) 冰握，m2d;

RR?'—第】和第【疏水沟道的聪人能水影响半（2）婚直赢水巷道天然推泄攻异海
(e> 宁径，m

H.=F;-S（1-离 )0,8:
、H∶——补给区、探泄区水头，四
S——魂水卷说处的水夹下降值。m作--（3飞十→黄作βr;βr均听于1

x——计算降凳地织点刻oy勒的距离，用;红糊1平稀差街 ∶径水合提正炎些古头距
见表3-5-1团（15>裳行无T符矩号附油革;并单，L鹰

Q?，Q'—第!和第1列水平睫水药菌的等淋径QR1G理u- -2|1,-、_)A可K
一它 度上的测水量，m3/d;从·s“抑叫。 8 4

源木头位Ha1，H8-——第1列$第1列疏水讷道'》。,
鲜呼物

（号-i 《由食水层庇 板 算 起>、拍；制如
L、a[=，下t M———承氏含水屋厚度，血

H'——当第I列硫水沟建工作时。第I弗遮本沟遗测一““ 比序心一 处的水头。四1g ？？K材 H"—当第1列速水沟道工作时，第1列疏永沟道
<.1)

梯逼消拌。苜”‘！301>
章确定Inj1-e 式’ rt7cz——第1列和第2列谦水沟道宽度之半。(e) 二”乙

段出》
显-X02）

子量学守 次Xo集中心专理插质本》别第I 和第E(ep 1t/lt-。- ？
-有水b鱼的前，1低中心线营地下

图3·8-3查得 ?全区和武需操唾区之间的中高，飞T~zi:n, 丑叫。5 ，单L

农-中心线范y到致求H，成的距离，。‘己长； 1。——从天然排滑区到求H点的距高。m·小 “
H):re1
上h'

“广？厂
肉

(EH-"H>Xr.
夕？夕，“ pl131R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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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水沟
挚及 图 示 响应 用 4 *董类型

KH?Q__ （意）’
。苹院压 (9)根

疏水沟道在无界含水层中，降莓看年两朝对素
称，单构道的涌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买
K好-H）红 (12)RB"-BP：，啊：

27(B+2R"27当
发"=in3 nR(B+R)工

T(B+2RTc

它三：隧

。！人 (15)
中819

恺斗岗 。““：“。 (16)

啦一正一Y-
医 “ ,kH-T0矿

品。“ ：了位丫?P"(3)
燕

KP-S-r 玲 ”料”绪初”le- ’产人“：壁
K(H"-Ho)? ？属驱ln-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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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辩

计 算公 式 鄙 落 曲 线 方 忍 符 号 悦 明

下学马 H，——距中心或oy为x处的地下水降深售（从育水（补偷区方陶） <10}
层底板算态>，通

H0——两硅水沟道间的地下水位降骶能，m

少驴平《天然掉澄区方向） (11>

？呐二虾郑早“ 岂

/w*(x-

“沿缺引‘啉导； ’
法异·k告强j·n (13)

H2-8;【最 R
认哨

部B+R式 t14>K 2K宁



1I【第三篇.今山防治中1、

“净
-1+16FQ p15产修中世

(3-5-4)
’？了？”工.干  ∶ 福。

式市 R。—露天来矿场的引用平径，m;
÷·》4平G串鳖统中的疏水孔数!个; +HA 。i、 0'

r。——疏水孔的半程料3m;

其笔种情号同赏戴∶G∶易÷伊红3 ）。
夕×诏个“匀己：飞一 妇。环2）采场边坡上两个疏水孔之间区段的地下水量的计算

（1）当为平面平行流时按下式计算;

一寻
0.3727Q= (3-6-5)；。,3170·

溴 “飞”子‘20 却和。
浴”

（2）当为辐射流时按下式计算∶ ”？” 4.xH*语∶，适∶A-”2.347R-一 。当 一儿二Q: 初 《，只-5-6(er7比 中 辽六“” +T'xs
、2:(R-R。 . l-4】0≈o，H3）采场边帮上地下水降落曲线计算 ”

距离采场边帮为x处，沿疏水孔间分水线的地下 水水流深度，蔽下式计算;，
9+1立上(n 一记：北掌”0.008H 等，

·（含-"5-7'），食Q,hx=’得？
Kx20

2.放射状布置的水平疏水孔

1）承压水
（1）放射状水平疏水孔对应采场边精呈水平布置时（见图3-5-8），其涌水量按下

式计算; 平
些，

1A侧业 管咯客l1LclcBtaVF,

S103:fsuO5 ： 2r7
自 2.

蚀司”

水平放水孔计算图示图3-5-8 
b 刚而图。截圈驱

Q-K13H, (3-5-8)
沙十代

其涌水量按2）放射状水平确水孔对应采杨边都呈垂直布置时L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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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计算∶
. KI4HQ= ! (3-5-9)四“

式（3-5-8）和（3-5-9）中∶

4H-SH，-HD1，+月-H，L

.2叫）.8L? “‘”72+； 豆R-=- -In.宝战” “一 让光aret-2(1-eos:十山记： 1-eL、
丫八部台哔；s型）--人代；R-(- s

中“量’白式：
上 际型 严六 e号）-)in(7tg" ：！。 sin零人 fo各。位M ‘," （1=2M时>2nul

？一长“哭 上乙沁”！(1n,2xTX 2.01-c0sM
式中 a——放水孔至隔水顶板距离，m;

L—-两供水边界间的距商，m;
其他符号同前。
2）无压水
（3~5-8>式和（3-5-9）式也可以用在无压条件下水平疏水孔的近似计算。但

这时M应按下式计算∶

吃它啉怀 (3-5-10)2
3.坚井井壁上的放水孔

竖井井壁上的水平放水孔常垦放射状布置，一般不超过4个孔，因为，再增加放水孔
数并不能明显提高疏干效果。

当在疏于承压水呈稳定流状态时，对称布置的n个（1<n<4）水平疏水孔 群的总
涌水量按下式计算∶

2.TS。Q=- AR. (3-5-11)它 + 响？听白，
/"- 2ET:

式中 S。——疏水孔中的水位降低，m;
M-—含水层厚度，m;
1——水平疏水钻孔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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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疏水钻孔半径，my
R————放射状疏水孔群的影响半径，my
A————取决于疏水孔数n的大小，入值由表3-5-13确定。

A  健  寝 表3-5-12

*2R √ ----
j."V1.8G3+ 1-

5.3 非稳定流解析法

5.3.1 单一含水层充水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
5.3.1.1 单直线疏水孔排
1.计算公式推导的前提
（1）孔排上两孔之间的距离20，水位降低值S及涌水量Q，'均相等，且保持不变；  
（2）孔排上工作孔数是有限的
（3）抽水时间t应大于0.5p2/a值【p'=x2+（2L+y）2）；
（4）直线疏水孔排如在有界含水层中，孔掺至隔（供）水边界的距离L应大于或等于

直线孔排长度之半B，即L≥B。
2.计算公式
1）疏水孔排在无界含水层中
直线疏水孔排在无界含水中非稳定流疏干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见表3-5-14。
2）疏水孔排在有界含水层中

（1）直线疏水孔排布置在一侧为隔水边界的含水层中计算公式见表3～5-15；
（2）直线疏水孔排布置在两侧为定水头供水边界的含水层中计算公式见表3-5+16；
（3）直线疏水孔排布置在两侧为定流量供水边界的含水层中计算公式见表3-5-17；
（4）直线疏水孔排布置在一侧为定水头，另一侧为定流量的供水边界的含水层中计算

公式见表3-5-18。
5.3.1.2 环形及面状疏水孔群
1.计算公式推导的前提

（1）环形疏水孔群各个疏水孔的水位降低S和涌水量Q，'相等，而且涌水量保持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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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5 RJE=0函数图

图3-5-10 Ral交=0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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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KR
ung

无压孔，a=0-412°2
N-ZAK

128-802-13-12承压孔转无压孔 a=0.44°e

N-GK 
Q——单个完整孔雨水量m/d

Ro—————x=5=0时，外部水流阻力算量；拔锅iag=0时，5=0*
由图3-5-11查得；
REF---外部永流匪力系数，由下式确定
RES=100-ZDRI+(1-X)RI)

12
只想据 lm-铝，百，用便据i的h西》方可由接用
Re——完整孔时，内部水流阻力系数。由下式输定

Re=ab(In(FF)
P；—非完鉴孔时，内部水流佩力系数，由下式确定；
R's-anClao-+tw(y)

0-66-00-10
Q′————单个芳基千次孔循水量。四'/d；

v————孔贡，个L

   —————春完整储孔阻力系数，采压孔时，电路模式等。元（四）由图3-6-12进得；无压孔时，后）

  由图2-5-12查得。〔此时以（中，）代替（半）》）〕； 尿压转无压时， Br值阅承压孔量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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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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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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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1{ 确定外部水流阻力系数
R（α，7）值曲线图

3

呼
窝

育言
窝 200

、100
乡 =20

100P s0身
升 0.10.20.30.40.50.60 益I推

图3-5-12 确定非完整钻孔阻力系数

3也矿空； ）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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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面状疏水孔群各个疏水孔的水位降低S和涌水量Q。'相等，而且痛水量保持不变。
面状井范围内的疏水孔数较多，且均匀分布。

2.计算公式

（1）环形疏水孔群布置在无界含水层中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见表3-6-191
（2）面状疏水孔群布置在无界含水层中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见表3-5-20。
5.3.1.3 任意布置的疏水孔群
1.计算公式推导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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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户气

“宁亨它业一

=介

=0.、
T= U、8

1ne

图3-5~19 R，函数伍图

为Rahn

A（玉制）

其

了=0.51

[n

图3-5-20 RnJ函数图

推导前提基本与环形疏水孔群水文地质计算公式的推导前提相同。

2.计算公式
（1）任意布置疏水孔群在封闭含水层中，水文地质计算公式见表3-5-21;
<2）任意布置疏水孔群在有固定侧向补给量的含水层中，永文地质计算公式见表3-

5-23。
5.3.1.4 各类疏水孔群位于有界含水履中映耐法非穗定流计算公式

见表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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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 表3～5-22Y'值
H命”制” 言命，。 审. ：4P“ 。了 r I-I、 r

2.07。0.1 0.05 2.080.102,080.082.08
1.950.3 1.96 1.90.210.2 1.980.280.24

0.40.50.L 1.76 0.42 0.3 1.791.78 1.810.46
0.7 0.8 1.660.81,50.611.53 1590.66
0.9 宁” 0.811.28 1.320.831.29 0.55 1.35

1.96 0.24020-1 0.211.95 0.381.97 1,98。0.多 0.301.79 0.230.151.78 1.81 1.85
0.50.3 0.2 2.360.281.52 J.6I1.58 少的”0.34
0.7 1.250- D.531.31宁。。 0.611.37 1,45

0.6 .120.60-9 0.98 0.790.721.05 1.2

0.1 O421.78 0.430.4 0.461.791.78 1.81
1.520.20.3 0.811.560.28 1.61.36 “了净

、 。0,5 1.31I.249,5 0.500.380.28 1.3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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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B40.810.530.6路0. F.780.6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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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210.451.250.车 0.53 145心，6】1.37

0,7 0-5 “”1.050、370.9S0.2 宁 1.28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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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45 9.820.20-9 0.790.B0.610.-41 0.97

0.工 1.320.83宁召0.811.280,9 0.85 1.35
0.90.80-3 0.721.05 1.120.8倍 1.210.79
0.60.是0.-50.9 0.65宁图0.53 0.780.34 E-08

0.7 0.640.610.450.4?0D.2 0.970.820.79e 0.4 0.690.70.180.9 0.66 0.8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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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多展含水展充水矿床非稳定流解析解法

5，3.2.1 一般问题
在有多个含水层对矿坑充水有影响的矿区，经常会遇到有越流补给含水层的问题。所

谓"越流补给"就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含水层构感的 了，

含水层组（见图3-5-21），当疏于第二含水层时，其上
覆和下伏含水层，通过顶底板弱透水层产生的垂直补给， 上虚
这种补给关系称为越流补结。

由于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及边界条件的不同，疏干工程

布置形式也有很大变化。在这样复杂条件下进行有越流补 开架经A人

给的孔群于扰水文地质计算，必须将计算条件进行简化， 多14

r、"."·.如将疏干区孔群沿直线成排布置时，常以平均长度上的排 形即’

水量代替各个单孔的集中排水量。即把本来分散的各个单 277,27077Dp?

孔排水简化为单位长度上的均匀排水进行计算。又如，在 图3-5-21 多层含水层
充水矿床越流补给示意图疏干区内均匀布孔时，以疏干区范围内单位面积的排水量
H一上含水层永头，Ha-采 矿

代替各个单孔的集中排水量，即把本来是分散的各个单孔 排水层水头H一下含水 层 水

排水化为单位面积上的均匀排水，如疏于排水区面积为 头，K，M一采扩捧水尽渗遗 系
敷 及厚度;K1K∶一上、下聘A，各孔排永量之和为EQ，其排水强度为∶ 透水层 渗 透第数;M，M2一

s29 上，下姆理次屋厚度
(3-5-~12)

式中2-—排水强度，m/d;
2Q—各疏水孔流量的总和，mn3/d;
A-一疏水工程分布的面积，m2。

矿床疏干工程布置一般是集中设置在采矿场周围，鉴于这种情况，排水区可以概化为
条形、圆形或长方形等规则形状（见图3-5-22）。每一个疏干排水区内，孔 的 分布 基
本均匀，密度基本一致，排水状况基本相同。如果排水地段的形状很不规整或孔的分布及搂
水强度不同，无法以单一排水区概化时，则可以把疏干地段划分成几个强度不相同的长方
形（或圆形）排水区。住意一点地下水位的计算均是这些不同强度和形状的排水（在概化
的排水区外尚有单孔时，还应考虑进去）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述概化为条形、圆形和长方形的排水区，可视为面状井，其计算方法介绍如下。
5.3，2.2 多层含水层中面状井疏干水文地质计算
1。无界含水层
1）流向长方形面状井的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

在无界含水层中，由三个含水层构成的含水层组有越流补给时，流向长方形面状井的
迪下水非稳定流可获得如下定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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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25式    装公计 推停
映射孔至任意点m对于任意点m（z，y）

符 号 说 明
的距离P（m）外部水流阳力系数Rm值

R.一外部水流阻力系
Ra=Rm+Ei(-Ga--) (2) 微∶

(4) Rw——非完整孔内部水
流园力系散；pry22+(2b+y)2R.=R.-EI L--GE--DE-··

∶00??一年完善(3)1

礼Ⅱ力不
笑

R=R=A--E I t-Al - E (--PA2-) RM.一各种综合孔群(8)
组在天界含水层pi-Vx2+(2b+y)'-EI-BITION (5) 中街内部水流园
力采聚!
（1）直线孔群Rx--Port--Pai-y-Ex(--Pol-) (9) Rmp同宣线孔

PEF√AEI-BION 15+:(x+142) 排R#
（2）环形孔群主(8)
Rm*同环形孔一 群长

ReaRm-E,(--Bar-)-Eic--201--28-- （3）西状井群-(2bx+x)2+(2brty)2dat

Rmw同言状孔-5.1-00-20-20 群Rms.8 -08-一
(7) (10)

口。一单孔出水量，
Rrpi--Vxi+(2bi+y)2 mVdR一R*E小-础→F一，Aut Q——孔群总出水量，

-E4-器-E-（品）E人-钻 m2/4Ant -)
(H)40t 注∶图形中虚线表示线

p1-V xt+(2h:"y)2 状、环状。面状孔(II)
群组分布图

(15)

Ra-Ro-Fil--Ba--y+ti(--ea⋯
PIFV*****y2-EN--GL->+EN-BE->EA->-EA-IN-EAN一

(16)
02)

PIFVxi+(2b-y)

->-E:'-101- (17)Rn=Rw-Eic----ou? M-4at---
-E.(-Pla-)-Ei-Pla--)-Bi1-18 O 成 psvxl+[2(2b:+b2)+y)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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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业×”己六叫陀体 ]+f(x,y,t)-W(x,y,t)邵 、2女 “飞”’ （-四<x<，-四<y<即，t>0）（3-5-13）； 二”。 (-0<x<0,-c0<y<)
(t>0)认”卡”区目。色。

五或。=式中 f（x，t》=山业M 严

（x，y，秒）= aiD。3"a
-(-L<X<1,-B<y<B)

利
其他地区力

现应用汇面的方法，假定在无界含水层中，用具有无限个固定流量按面状均匀分布的
汇点所组成的汇面来代替实际上均匀分布的井群进行工作，而这些汇点的流量总和等于实

际井流量的总和，这样当汇面经过dr时刻工作后，从.含水层中释放出来的水量，通汇面单

位面积上的排水量应为（Qz/E）dt，并且认为整个排水过程中， 单位排水强度e=Q∶/F

是保持不变的，则应用分离变置法，解上述偏微分方程后即得∶

g(1-r)·H82, “心；池。÷x27a。e d r dn48*I-r>鸟 善

艺工白畅
气 (3-5-14)

88 只88 龟
g28:8引

卜

图3一5-22 长方形面状井示意图
日——面状井宽度之半;L——菌状井长度之半，
M（x，y》——任意点M的座标

如图3-5-22的条件，可知面状井的工作范围由-L到L;-B到B，故得 

Q62=常量。M吃流量函数《，n，r）=e}单位排水强度e = 4LB人“叫” V
把上述数值代入<3-5-14）式中，即得有越流补给时流向长方形面状井的地下水非

稳定流计算公式∶

CRA- (3-5-15)u=:4πK

式中永流阻力系数R 4-1的确定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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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越流时

Bea-Difte Beix0-01

RA--defag-n·

AJLA。一战略-
(3-5-16)

（2）无越流时
Q-22

-4820-7)RA-I=aleJGoul Care 7"√" 80R

(3-5-17)为便于计算现设，

2-55 matt mer mer merver alever
B-L a*L-B'a'B z-An 5-A S = 2-1-
7=2

把上述比例系数代入（3-5-16）式和（3-5-17）式中，可得改变后的水流阻力系
数RA-1的计算公式为∶

有越流时的水流阻力系数为∶

Ra-1(ao Baokio)-HJ/L.-18-10 J L-GREPE-
UP

“。”“我们”“你们dg-1 (3-5-18)

无越流（a∶=0）时的水流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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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更-万）” ；”-do了一 ×J密乳“省。
--

范量“司R41（0，8，aa，不.岁>=- 色 e4J 告’。 -1，
(3-5-19)

以上各式中符号说明如下;

Q.——疏水工程总出水量，m*/d
K——渗透系数，m/d;

M——承压含水层厚度，m，
a——压力传导系数，m'3/d;

μ——-给水度;
μ*——弹性给水度;
t——非稳定流排水时间，d

??y——计算点M的座标值，m;
B——-面状井宽度之半，m;
L——面状井长度之半，my

B。2——越流阻力系数，m2;
u——水头函数。
关于越流阻力系数B。2的求法如下;
（1）当上覆含水层有越流时∶

字；卜怪芯个 (3~5-20)芯

'2.）当下伏含水层有越流时;

它；心快阵 (3-5-21)K:
（3）当上、下含水层都有越流时;

KMM,B*。=— MK: (3-5-22)K:+送
式中 M，，M;—-上、下弱透水层厚度;m;

K;，K，——上、下弱透水层的渗透系数，m/d。
关于水头函数的求法如下;

（1）承压水时

u=MS (3-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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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压水时

“”啦号（5et-a*） (3-5-24)

此式只在无越流时计算用。
（3 ）承压转无压时

(3-5-25)n=0〔(2H。-M)M-h2]

S——经过排水时间t后，Mtx，y>点的水位降深，m式中斗

H，h。—一排水前，M（x，y）点的原始水头和含水层厚度，m;
h——经过排水时间t后，M（x，y）点的含水层厚度，m。

2）流向圆形面状井的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
设有一个半径为R。的圆形面状井，在无界含水层中工作（见图3-5-23），面状井

有n个均匀分布的完整井组成，其他越流条件与长方形井群相同。

(zy)M

密
Pa-：

图3-5-23 圆形面状并群示意图
Ro国形Ⅲ状井半径，r—Ⅲ状井中心至任意点M的冠离

及（x，y>一任意点M<x，y））的座标

根据上述条件。其定解问题为∶

悬志eu。 础？H-a"( 叫十叶 )+f(r,1-w(r,t)的’
(0≤r<eo,t>0) (3-5-26)
ut=0(0≤r<)

(t>0)ulr= 0

当字诞声心
卜”。x（r，）一方 檬"方于"

Q: (0<r<R).7:售、
(r>R8)。

应用分离变量法，解上述偏微分方程后，即得有越流补维时流向圆形面状井地下水美
稳定流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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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zRA- (3-5-27)u=当沁
（1）有越流时的水流阻力系数

‘史尊 q4P4-2下Fsind2dr“。如子台了己飞“ 飞 do4au，. ee命专

(3-5-28)
（2）无越流时的水流阻力系数

乙等e <72472-2 7平psinφ
R4x10，7，a）=j'品au 1 “。”一沁 (3w审点 红飞动

(3-5-29)

,9aa'"8, “沁
式中 R。——圆形面状井半径，m;

r-—计算点M到圆形面状井中心的距离，m
R4-2—圆形面状井水流阻力系数;

其它符号同前。
2.有界含水层
1）直线边界含水层
在直线边界附近的面状井水文地质计算，可采用渗流理论中的映射法和叠加原理来解

决<见图3-5-24）。其直线边界可分如下两类;

（1）直线隔水边界附近的面状井（见图3-5~25）

18

’龄0.
k

图3-5-25 直线隔水边界附近的面状井计算示意图图3-5-24 直线边界映射示意图
1一实面状;【一虚面状井;x1，-x1，×? 2L一面状井长度;2 B—面状井宽度1

x1一一墙至服水边界的距寓;x2一另一-×z一实虚井对出端至oy轴的距高）4 B

~B一实慢井两边至o实输沟距高 端至隔水边养的距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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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线供水边界附近的面状井（见图3-5-26）

直线边界附近无越流补给时，流向长方形面状井的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公式为1，

Q-ERA (3-5 -30)式自叫4Rk
式中 RB——直线隔水或供水边界附近面状井水流阻力系数;

其它符号同前。
有越淀补给时，水流阻力系数;

“抑它。占三平d × JA挡可公台己论出占与”。门“ 参 多年a8*4年，J 力算。色’

人廊门 （+司）2+1

)E‘“台“司’ A似w d?e
，邮

(3-5~31)
1式中 ，=.亡

x1，x4 —长方形面状井两端至隔水边界的距离，rl
其它符号同前。

计算水流阻力系数RB，如为隔水边界时，第二层被积函数括号内取加号;如为供水
边界时。则取减号

2>湘互垂直边界含水层（或称直角边界附近>

扩区位于河流转弯处或不透水断层相互交错地带可以构成直角边界含水层。在直角边
界附近的面状井干扰孔群计算采用面状井映射法与叠加原理进行（ 见图3~5-27）。对这

.M（二1）
\选 复

部 T响’
秒；叶 f-距-3 3

lo
上热

平，响 I-如

圈3-8-26 直线供水边界附近的面状井 图3·5-27 直角边界附近的固状并狭射计算示意图
x1x∶——商状井同编至供水边界的距高 J一实国状井，】，I，防一鼎题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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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边界条件下多层含水层有越灌补给时的水文地质计算，同样应用映射法和叠加原理。只
是不仅相对y轴映射，而且要相对x轴驶射，这样要求对点M（x.y）产生的势就是一个实
际面状井和三个虚构面状井对它的势的叠加。

这种含水层根据边界补给情况大致可分为如下三大类∶
（1）相互垂直隔水边界含水层（图3-5-28）
（2）供水与隔水相互垂直边界含水层（图3-5-29）
（3）相互垂直供水边界含水层（图3-5-30）

IIIL PC
101e电1广具L果

图  - 5 -28  相互垂直 图8-5-30 相互垂直供图3-5-29 供水与隔水棍
隔水边界含水层中面状井 互垂直边界含水层中面状井 水边界官水层中面状井计

计算示意闻 计算示意图 算示意图

相互垂直边界有越流时，流向面状井的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公式为∶

QRc (3-5-32)1=4aK

 式中  Re————垂直边界附近的水流阻力系数；
其它符号同前。

Rc（an），区，21，aBin）=10I IN COUxmp田

乐11 少士215-012-1-G+71 ydl  (e- (5-7)2    (e- te-（5+可）=48*a*Bw 4a.2Biv 402BU ）d可 |五 5.

(3-5-33)

式中5-当
y∶y∶————长方形面状井至边界的距离，m；
其它符号同前。

上述求水流阻力系数Rc的式中，当第二层被积函数括弧内取减号，而第三层被积 垂
数括弧内取加号时，则为供水阻水边界的水流阻力系数；在第二、三层被积函数括弧内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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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号时，则为两边供水边界，都取加号则为两边隔水边界的水流阻力系数。

在平面上经过映射后，可以把相互垂直边界所形成的含水层变成无界平 面 含水 层，
在平面上以三个对称的且强度相等的虚构的面状井代巷边界的作用，保持原来的水流条件

不改变。此时四个象限中面状井对M（x，y）点产生势叠加的一般表达式为∶

(3-5-34)对目堂‘日一十伪”卡彩冯

由于每个面状井的总流量是相等的，故上式可以变为无限平面上水流阻力系数叠加计
算的一般表达式为;

3-5~35)Rc=R]+Rt+R■+ Ry
式中 R!，RI，Rr，Ry—一是无限平面上第t，1，T，r象限中各个面状井对M（x，y）点

产生的水流阻力系数。它们可根据无界含水层的阻力系数
计算公式求得。

计算R1，RI，RⅡ，RW时，注意以下几点∶
（1）要根据公式3-5-18的α。，β，αB，z，9等五个变量计算（可查表，见参考文献

【83】），不得用本节中的七个变量;

（2）计算座标中心选在各个象限面状井的中心<见图3-5~22），然后确定计算点M
（x，y）相对每个面状井座标中心点的元及列值;

（3）应用公式3～5-35时，从第二项起符号取法如下∶
善警

全是阻水边界，全取加号;

供水及阻水边界，取减——减——加; ‘作’
全是供水边界，取减—加——减。 ，秒

叶

3>两边平行边界含水层
分布在地堑盆地或山前洪积扇地区的矿区。

具有两边平行边界的含水层。根据边界补给惰况， 绍8`-5-81 两边平行阻水
大致可分为如下三大类∶ 边界含水层中面状井计算示意图

两边平行阻水边界含水层;
两边平行阻水供水边界含水层，
两边平行供水边界含水层。
流向两边平行边界含水层中面状井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公式为∶

QRDu司 (3-5-36)4aK
式中 Rp—-两边乎行边界水流阻力系数;

其它符号同菌。
水流阻力系数RD根据乎行边界条件不同接以下方法求得。
（1）两边平行阻水边界含水层中有越流补给时（见图3-5-31），水流阻力系数;

Rp（ao，β，元，T，心B，3，5）=}'Bue证。2d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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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品飞飞己“了乙：吵 “械：“义力。 性调叫。Ccos 它区”z,

（9带）×j.l d可开 (3-5-37)“常巴e，

式中 x，x ——面状井两端到一侧边界的距离，m
——-平行边界之间的距离，m）

器于“日啦业”哔“”叶。”“己”叫月2，

‘巳人将、巳：产
（2）两边平行隔水和供水边界含水层中有越流补给时（见图3-5-32），水 流 阻力

源数∶
身

2L

图8-5-32 两边平行阳水供水边界含水层中面状井计算示愈函

。它首A厚。Rn（a、8，，，做a，天，9）=-I B,. doxe。 色？

鱼n-是色n）3,: --(- :27

【2点·m（'（2u-，是、cn(,n、)]dx2T “”
承 ！当”

4a'F，”e-。 (3-5-38)d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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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边平行供水边界含水层中有越流补给时（见图3-5-33），水流阻力系数;∶

M
O

争

图3·5-33 两边平行供水边界含水层中面状井计算示意图

。占己言”涩户下制RD（a，月，1，T，a，x，》）=1 如o
管陪岂 一〈》-5》a工 韵甙’ i)aE Ce皇博(22, d可”

(3~5-39)

-T4·式中

其它符号同前。
4）三面边界含水层
矿区常遇到三面边界含水层，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类。
两侧平行阻水和下端阻水或供水边界含永层（图3-5-34，a）;
两侧平行阻水供水和下端阻水或供水边界含水层（图3-5-34，b）;

两侧平行供水和下端阻水或供水边界含水层（图3-5-34，c）。
三面边界含水层有越流补给时，流向面状井的地下水非稳定流计算公式为∶

邮-2 L
-3.
Tcc

分2

H
占

朗3-5-34，a 两侧平行 图3-5-34，e图3-5~84，b 两侧平行阻
阻水和下端阻水或供水边界含水 两侧平行供水和下端阻水水供水和下端阻水或供水边界含

层中面状井计算示意图 水层中面状井计算示意图 或供水边界含水层中面
状井计算示堂图



1350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QZ系RE (3-5-40)u叶

式中 Rg——三面边界含水层中有越滤补给面状井水流阻力系数;

其它符号同前。
水流阻力系数Rg根据不同的边界条件来确定。
（1）两侧平行阻水和下端阻水或供水边界含水层水流阻力系数;

RE（a，王，9，an，.9》=号
?

。占言义r。悟：
6o自⋯ (mmlaa>m

（⋯点。 “博：部 )aE×cos'cos电

窝

（9+市）4(-7)飞” aro-4a*o (3~5-41)(e ±e）d可9 -
（2）两侧平行阻水供水和下端阻水或供水边界含水层水流阻力系数∶ -

，心 响占己雪飞BGn灯哑。。中孔：叫色。讯目‘ re” 琶’

色-1）ina立 ).(3=2))a×en(,Pm)2Ze 叫’项 部’

（9-前）" 二方）心 1“ 4a4ro4a*8小。 土 ）d可 (3-5-42)步;

（3）两侧平行供水和下端阻水或供水边界含水层水流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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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用，天13，T，a高，3）-号鸭。-tx

个停丫予土 慌 慌：八心钟 飞区入sia sin④ 、
95) 9+方）2P>1*" 密”曾 4ape dm件。 (3-5-43 t5

上述各公式中，第三层被积函数括弧内当下端为阻水边界时，取加号;当下端为供水
边界时，取减号。

3。水沉阻力系数的求解方法
1）人工查表计算法

由上述可知各种边界条件下有越流补给时，流向面状井的水流阻力系数计算工作均很
复荣，设计工作中可由参考文献〔83〕中的附表查得，可省去繁锁的计算工作。该文献附
表中的水流阻力系数都是由电子计算机计算所得，可以满足设计工作需要。
针旗实测;

在无具均质承压含水层（上层有越流补给）中，有一个完整孔群组成的长方形面状并工作（见图3~
5-2和圈3-5-~22），其长度2L为4000m，宽度2B为2000m，其他资料根据单孔抽水试验所得，KM
1000m2/d;a*=1×10°m2/d;M;=10m;K?=0.01m/d。当面状井排水总量Q2=4000m*/d时，
康疏干排水1=10d、30d。90d时，永位降深S为多少米?

解;当t=10d时。根据已知资料计算可得;

雪门心被下门记e 1×108 mK: 0.01

巳哔1 ×.10×10_目”1×10

β-7-100=0.56200
巳溜 工×10x10= 11×10

计算面状井中心水位则=5= 0。

报器公式3-5-18的RA-1（αg，β，αg，菜，豆）查参考文献〔88】中附表（A）可得;
RA-1(1.0,0.5,1.0,0.0,0,0)=0.7320
把它代入公式3-5-15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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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立' 40000KR4-1· ×0.7320= 2.3312m2.65 ×1000
当t=30d时，计算可得;

1x10"×30。”“ =31×10

工 ×10*×30-1.782。 义”’

因为ag=1.732，R4值不能由附表（A）中直接在得，此时，可根搞鑫寄文献〔83〕附表（A）查
得αg=3及a》=1，3，5时的R4-∶值，始制α2～RA-1关系曲线，然后用插催法在图上确定αb=1.732时
的R4-值。由图解插值得as=I，732时的R4-1= 0，85。

代入公式8-5-15得

40000S=; ×0.85=2.7070m12.56×1000*

当t=90d时，计算可得，

。门“心塔党门。1×1②

1×10×90。3“” 1×100
当ag= 9 时，同样不能从附表（A）中直接查得RA-（值，按上述同样的方法，根 据附 表（A）由

a=3与αa=0，1，3，10查得RA-值，绘制an～R4-;关系曲绕，然后用插值法在曲叟上京得
a0= 9时的RA-1信。窥图解得αp= 8 时，RA-1=0.89，代入公式3-5-15可得，

400S= ×0.89= 2,834dm12.56×1000'

验制αp～RA-及αe～RA-1关系曲线时，可采用直角算术座标，也可采用双对数直角 座 标系。
如果确定的S是抽水井中的水位（不是并壁中观测孔）降深时，还要考虑井壁过滤器所产生的附加阻

力问题。
2）微型电子计算机计算法

各种边界条件的含水层中，流向有越流补给的面状井群地下水非稳定流干扰计算公式
都很复杂，而且用人工查表计算方法不可能包括全部计算所遇到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借助
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计算。在参考文献〔84〕中，编制出以下几种边界条件下求水流阻力系
数的源程序∶

（1）无界含水层;
（2）直线边界含水层;
〈3）直角边界含水层;
（4）平行边界含水层; -（5）三面边界含水层。

求得水流阻力系数后，可代入相应的井群基本公式求得所需要的结果。如配有绘图输
出设备时，可绘出要求时段的地下水水位等值线图，用来评价疏干效果十分直观可靠。

对于上述各种边条件下面状井非稳定流疏于排水时，其疏干区及其周围地下水降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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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绘制步骤如下.
（1）通过面状井作相应的剖面，在剖面上确定观测点的位置，然后给出 各 点的x，y

座标值;
（2）根据各点的x，y座标值以及不同的排水时间、排出水量、面状井大小等值代入前

述相应边界条件的各公式中，计算出各点的水位降深值S;和水头值H;值。
（3）根据剖面上各点的H;值，绘制地下水降落曲线。如果剖面上某些点水头H;值低于

含水层顶板离程，即为无压区;某些点H值高于顶板高程。即为承压区;当然承压转无压

的情况也就很容易地表示出来。

5.4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数值法

5.4.1 窝限 盖 分法

5.4.1.1 有限整分法基础
有限差分法是用差商代替微商以求出地下水非稳定流微分方程近似解的一种 数 值 解

法。
1。用有限差分近似浸示导数

1）一元函数导数的有限差分近似
对于一个连续的单值函数f（x），可以展开为台劳级数。对于x的正方向，其台劳级

教的展开式为∶
dx"“艺沁f(x+ dx)= f(x)+-1xf'(x)+- 飞入了十3!21

名己（a一（>》+.⋯⋯中 (3-5-44)(x-1T

丶艺”陀料代比。。工之 (3-5-45)4*
式中0（Lx）代表级数的剩余项，即

4xa“下艺十！了工下巳”沁艺十 x194)下，“八线心十了了心叫 （n一 1）1

由式3-5-45舍去0（△x）项，便得到f（x）一阶导数的前向差分 近似式（见图
3-5-35):

Lxt-?)=t/(x)= (3-5-46)”’
等式右边的dx为自变景x的有限差分步长。可以明显地看出，当-x→0并取极限，

右边就是函数f（x）的一阶导数。
同理，对x的负方向，其台劳级数展开式为;

fx-dx>=（x3-4对'《x）+告于严（x）- 干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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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
f(2+dry

1(z) B点按度前尚差分近似
日点塘岸中心业分证

B点坡度后向差分近似
f(s-dz)

" 4997 书

2-4x ####4x

图3-5-85  差分示意图
1一日点发度前向差分近似；2一日点状度中心差分证似；3——B点被度后向差分量松

10mmmang.taobao.com (3-5-47)
舍去剩余项，就得（x）的一阶导数后向差分近似式（见图3-5-35）；

I'(x)=Kx)-f(x-4x) (3-5-48)4x

式3～5-44减式3-5-47并除以2△x，得

Kxtoxy fre-Azy an tan+/Sir prom/(x)+⋯⋯+二楼24x
Jx2n-2f0m-17(x)+⋯⋯ (3-5-49)+(2n-1)1

舍去剩余项，得j（x）的一阶导数中心差分近似式（见图3-5-35）∶
j(x+sx)-f(x-4x)f'(x)= (3-5-50)24×

可以看出，台劳缓数由于舍去剩余项所产生的误差（通称截断误差）对于前向或后向
差分为包含4x和它的更高次项的函数，而对于中心差分则是（Ωx）2和更高次项的函
数。后一种差分具有截断误差较小的优点。

将式3-5-44与式3-5-47相加，得∶ /

fKx+ax)+f(x-ax)=2f(x)+2Gai-ap(x)+2(g2MF(n)+201

2(gx)2n-2+⋯+-Kan-201/120100-20(x)+⋯⋯ (3-5-51)
移项并舍去剃余项得（x）的二阶导数差分近似式，

理w-通-2系是+（-42 (3-5-52)32)

其截断误差为0〔（4x）），是含（4x）2及其更高次项的函数。用类似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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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求得更高阶导数的差分近似式。
2）多元函数偏导数的差分近似

致.2/*对于多元函数f（x，y，⋯⋯）的偏导数 ⋯，其差分近似式也和求偏

导数的过程一样，即对某一变量取差分近似时，将其它变量作为常量对待。和一元函数一
样，多元函数偏导数的有限整分近似，也有前向差分、后向差分和中心差分三种形式。以二
元函数H=f（x，y）为例，其对x的一阶偏导数的前向差分近似式为∶

陪。 (x+ dx,)-f(z,y) （3-5-部3）=(方. dx
后向差分近似式为∶

融它飞总 (3-5-54)Ox d x
中心差分近触式为∶

O_连+dx∶2-fx-4x，y） (3-5-5).Ox 21x
对x的二阶偏导数的差分近似式为;

0*H。 fx+4x,3)-2fx,p)+fx-4x,2)Ox 一礼”

(3-5-66)

函数H对y的一阶偏导数和二阶偏导数及更高阶偏导数的差分近似式，亦可按同祥 方
法求得。

3）时间导数的差分近似式

在画数的自变量中，在包含有时间变量的情况下，如H=f（x，t），其对时间!偏导
数的差分近似式、应为时段始末函数差值与时段df的比值。它同样有前向、后向及中心几
种差分形式，即

 {++-1)- (3-5-57)“” 4
褪：它 (3-5-58)af Z
0H。/（x，止 1）-f（s，t-a (3-5-59)心” 22 t

2.差分网格的划分

有限差分法就是将空间和时间人为地加以分割（数学上称为离散），因此在建立差分
方程之前，首先需要将疏于影响的地下水运动区域用网格分成小区，并将时间进行分段。
考疏于区被分成n个小区，对某一时段就可以建立起n个差分方程式。

差分网格有矩形网格和不规期网格两种。矩形差分网格是用相互垂直的线段对疏干区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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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剖分。韵分线之间的距离称为格距（亦称空间步长）;有时由于不同的计 算 精度要
求，对疏干区不同部位采用不同的差分格距。计算精度要求高的，差分格距就小，反之则
大。差分网格剖分完毕后，为了便于计算，每个小区应进行编号。下面以疏干常遇到的平
面二维流问题为例，说明编号的方法。

类似直角座标系一样，把疏于区分成x和y方间（见图3~5-36）。根 据拟 定 的格

距尺寸（在x方向的步长定为dx，y方向步长定为△y>划分网格，每一网格所包围的小

区面积为x△y。小区的中心点称为"结点"。每个结点的编号以其在x，y方向的 网格

序数来表示，如（i，j），i为x方向该结点的编号数，自区域的左边向右编排∶j为少方向
该结点的编号数。自区域的下方向上编排。图3-5-37是结点（i，j）与其相邻结点 的
典型布置图。

(i,+10
《.j

同 ，峰耍
它-1i(,D0tlj (i-1,) -xi*1,j》应i-) ‘，春

L 宁“制

图3~5-36 有限差分网格划分及 图3-5-87 结点（i，j）及相邻结
结点摘号示意图 点分布示意图

如果以H，T，μ分别表示水头，导水系数和给水度，它们在某一结点（i，j）上的
相应数值就应为H4，Tiiμij。H;;是差分网格小区的平均水头，T;;是该小区的平
均导水系数，少i;是该小区的平均给水度。对于地下水流的非稳定过程，水头是随时间变
化的，因此水头的表示式中还应加上代表不同时段的符号。设时段的大小以△t表示（△t
称为时阅步长），则（i，j）结点第n个时段的水头值应表示为H目;或Hi，i;w

在藏干区的边界为直线的情况下，差分网格可以平行或垂直于边界线划分。对于给定
水头的边界（它相当于已知函数的值），为了提高计算精

拉界 度，应尽量使网格结点与边界重合。对于给定流量的边界
（它相当于已知函数的导数），网格结点可以与边界重p·.
合，也可以使网格小区的边界线与边界重合。如果边界
是弯曲的，在边界处的结点必须根据边界与差分网格相-A,电式

交的情况重新推导差分公式、图3-5~38为边界附近的
一部分有限差分网格示意图。

图3-5~88 边界附近的一部分 如图所示，在R点处，边界不与网格点P相交，因而
差分网格示意图 在交点R处，我们可以对P把函数F展开成台劳级数，即

aEP .3Cx)'2*F 鸟灯，FR=F p+A ax _4ta3)°十十！ 21-日210x 飞 心 。” ，目：：：

OF上. a4EP这仅飞FP+λax- P+o[a*)]十“” x (.3-5-601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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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在M点处，也可展开为

F w-Fle-ax PEe A Got Pare PERP t of(ax)/ (3-5-61)-- M

.在式3-5-60与式3-5-61中消去555.2.1.1.1.
票l去区anF-G是F☆F奶+do】1

(3-5-62)
利用式3-5-53，式3-5-54和式3-5—5—55，可以求出函数在P点的二阶导数表

达式，即

200+6-12-10-10-10-10-10-10-10-10 (3-5-63)一 一
用同辨的方法和步骤，以入∶代替入t，点Q代替点R，且点E代替点M，就能得到2.2.1，
和25-1.的美国公式. 实际边界

在一般情况下，为了节省计算工作量，可
对区域的边界进行概化，近似地以阶梯形的边 ——第化后边界
界代替真实的边界，如图3-5-39所示。

当疏干区由多个水文地质单元（或不同的
含水层）组成时，为了便于计算，应使分界线
沿结点中间（即差分网格小区的边线）通过。

图3-5-39 边界概化示意图
5.4、1.2 差分方程的建立 1一实际边界2一般化后边界
解地下水渗流运动偏微分方程的有限差分法，依差分方程格式的不同，可分为显式差

分、隐式差分、交替方向隐式差分和强隐式差分等几种不同的差分格式。
1.显式差分格式
承压含水层二维流地下水运动的偏微分方程为∶

手机-a（Ⅱ）-B（黑（Ⅱ） (3-5-64)
利用前述差分近似式，以差商代替微商，则可得式3-5-64的显式差分方程为∶
F. Hiveu-Elein. Hivin-2Huin+Hi-vinstdt (4x)

Hoian-2Hioba+Hui-w
(Ay)

即 Hirjmi=Hivin+ution/Hing/Ling 2HuttHintHi-ubty +(ax)

Hollun-2Hizivertheinal (3-5-85)(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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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定了初始条件以后，由3-5-65式可解下一时间水平的H值（即求出一个未知
数）。故显式方法计算简单直观。同时也可减少重复计算部分。但是，由于显式方法要求

下列稳定性条件必须满足;

2ya1≤2C13): (3-5-66)

当Zx=-y时，则有∶

忠 (3-5-67)4乍
为满足上述婴求，时间步长就必须严格加以控制，特别是在 T较大而μ*较小的情况

下，常需选用较小的△t值，从而将导致因增加计算时段而使计算工作量在一定 情况下会
变得很大。而且，还可以证明，只有当〔TL1t/μ*（dx）2〕≤1/2时，显式差 分方程才是
穆定的，否则，就是不稳定的，并且不论!和△x取得如何小，差分方程的解都不能收敏
于微分方程式3-5一64的解。

2.隐式差分格式
1）等格距隐式差分方程

地下水渗流运动的非稳定流方程如下∶

豐2. 0 ，gI')(r (3-5-88)”宁 ！的6y“一 s、 “、 ’
以差商代入兼稳定流的偏微分方程3-5-68中，就得到以下的五点差分格式。

宁亡陀北挤下之工配北挤论上
+7x-v【{5Ftin】+7..【（气品5Fua】y) y):

=,Liu-Hiun ," (3-5-89)比”’
隐式方法就是把3-5-69式左端的水头全部采用时段终了时刻t+△t（即n+1时

刻）的未知值，这样即得式差分方程式为∶ 一
T-x，【H工21，Hu-】ax)a

“二饪仁占心之善人书”
+7⋯[EFoam)]：上

(ay)

“了产”心它亡记论台亡占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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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n-is-0;.j (3-5-70)息
为求得n+1时刻的水头，必须对区域内所有结点列出相 应的方程式3-5-70，再

利用边界条件联系起来构成一联立方程组，然后求解。一般来说，当结点的 数 目 不太多

时，可用直接解法求出此方程组的解。若结点数目较多时，则雷用叠代法求解。
2）不等格距差分方程

在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矿坑充水来自均质各向异性的含水层时，且空间 变量x
和y采用不等距网格时，也可以建立如下的差分近似式∶

2Tx3(i12)《H1-1,-Hi,)ZX（2.Xi 十小X;.）

心心认亡户“；江了*
AXj(di+4Xi·!

2TyyU4n1-1LL,，Zy}23)+2y93(H7,-H;,)
心长记了江了飞*,4yj(0yj+ a3j)

吗亡言它它；空己首，飞“ (3-5-71)这
隐式差分格式具有无条件稳定和时间步长的选择不受限制等优点，但由于在每个结点

方程中都含有5个变量，因而需占用计算机的存贮单元较多，运算时闻也较长。
3.交誉方向隐式差分格式

这一方法的婴点是不采用单一的差分格式，而是把整个平面分成两步，采用两个差分
方程来计算。第一个方程只对x方向的水头取隐式。，方向的水头取显式。第二个方程则只
对y方向的水头取隐式，x方向的水头取坚式。从一个时间水平∶到下一个时间水平1+ dt

中间，设想增加一个过渡的时间水平t+号4t。第一步，从?到++号-4t用第一个方程组，

且按x方向为隐式。y方闻为显式进行计算，即在方程3-5-70中左端前两项的x方向中
水头用未知数的，面后两项y方向的水头用已知的。若把未知水头移至左靖，已知水 头移
至右端，即得∶

沿苍了子三下十设
：工二记亡了了比’

人立了了记A)



幕三篇 旷山防治水T360 

Tii!]H,+[2空丫访义了；

(3-5-72)@2ij>n+1a

上式左端只包含三个未知数。为了求得解，只需解若干个低阶的三对 角 线方程组即

可。
第二步，在录得过渡时刻的解之后，再 把1＋号21t时刻的x方向水头取为已知 的，y

方向!+d?时刻的水头取为未知的，方程3-5-69又变为;

竖没：【平七+】Jrn;2·⋯+【T品”十沁

“三苄立二了”泻泳
s-TZat]“过了三二广

入过了下“十心谜了工占上工”

；忆中指十当 (3-5-73)

上式同样可用解低阶次的三对角线方程组的方法求出n+ 1时刻全部结点的水头。
这样纵横交替地采用隐式差分计算，直到全部时阀水平的各结点水头都解 出为止，

故称为交替方向隐式差分。这种方法具有计算工作量较小，精脱较高的优点，因此在解地
下水二维渗流问题中应用较广。

4.边界条件及垂直补给的差分表示方法
1）边界条件的表示

对靠近边界的结点，应按照边界条件的类型加以修正。
设结点（ij>的左侧为给定水头边界，而且水头可能随时间变化（见图3-5-40）。

若用隐式方法求解，把差分方程式左端的H;-1，换成tnt时刻的给定水头，并把这一项
作为常数项移至方程的右端，于是差分方程中的H;-∶，;就不出现了。

依，T需
名飞义 krsi.本i-i2节这需古华

言业 张i，j-1>

毒召淆料龄 喻泡德量边界

图8~5-40 给定水头边界结点示意图 图3-5-41 给定流量边界结点示意图

若结点（i，）的 左侧为给定水量的边界（见图3-5~41），即在边 界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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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10x)=0。
若用差分表示这一偏导数，则有

H∶LHi二12-o4 x
或 H;-1,j=H;,j-g4x

以此式置换差分方程中的H;-1，j，则H;-2，;也就不在方程中出现了。特·别对于不
透水边界，相当于上式中的g=0，于是H;，;就等于Hi，j。

当结点（i;j）的右侧、上侧或下侧靠近边界时，不难照样处理。
2）垂直补给的表示
若在差分网格中存在垂直方向的水量交换，如抽水、注水、天窗渗潇（或其它形式入

渗）、蒸发、越流补给等时，也不难处理，只要在相应的差分方程中增添一项源汇项就可
以了。源汇项的一般表示形式是∶

哚比“它”江了s，9∶2为+Ri/- (3-5-74)dz(i,j)
式中 Q∶，j-—水井的流量，抽水并为正，注水井为负，m2/d;

R，j—-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渗入或蒸发的水量，蒸发为正，渗入为负，m°/d·m2;
Hi，j——补给含水层的水头，m;

K-（i，j）——越流补输时，间隔层的垂直渗透系数，m/d;
c2（itj）—-间隔层的厚度，m。
H;，可用未知的水头H;j+，也可以用已知的水头日;jn，或者二者的平均值用

隐式法求解，邮能保证计算结果的稳定性。

差分方程中增加源汇项，经合并同类项之后，并不改变原方程的形式。'因此，用离散
化方法求解，不管疏于区内有多少个疏干工程，也不管矿坑充水来抓有多复杂，以及补给
量是否随时间变化等等，对计算都不会带来困难。

总而言之，在用有限差分法建立疏干矿区数学模型时，必须根据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及
犹干工程布量特征，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并综合归纳成比较完整的差分方程式如下，

（2件+益）4*4yHr，⋯1+【MK;）i-/y+（MK）;，t】
H，ji-（MK）-/是H-⋯⋯-（MK，v⋯“沁

4y“了”勾了了二；郸”H。(injpmv)dxdy+×Z :
Kz(2 )Jxdy8*(MKD)i,j-ut23<H⋯⋯-2t

-H，jm）+（MK∶）;i-u1、务等（.各（Hr，j-，Hj"）
(3-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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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合）4xdyH⋯+【MK?⋯w*MKs⋯】

泳吐 -H;··-<MK:)i,r-1/s -H;,-1*-(MK。);,7*i/z×沁心
限”之了二之xe等1务H;，1）用1=<Qinrjm1314+

xdxdy+（别-号 xyH∶，⋯u⋯（MK，）i-u;是将
×(Hi-12,jn-12-H;,j·+:/)+

+（MK，）;1/，Z一×（H1，r扫n*u-H∶，jm·i/t）
(3-5-76)

5.4.1.3 荷限差分方襁的解法
在解有限差分方程时，对于比较简单的线性代数方程组，可以用直接解法或叠代解法

来求解;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二维流问题，实践证明采用交替方向隐式方法或强隐式方法
效果较好。下面着重介绍交善方向隐式差分方程和强隐式差分方程的求解方法。

1.交替方向隐式法

交替方向隐式法（简称ADI法），它具有占用内存少，计算速度快等许多优点，在地
下水非稳定流教值解法计算中，是一种较为常用的方法。

1）计算方法
这种方法对于每一个固定的j来说，方程式3-5-72在形式上与一维隐式方法所导出

的方程完全相同。在计算时，首先需要对这一行的每个结点都列出3-5-72式，并利用两
端的边界条件，于是就可列出一组三对角线方程组。图3-5-42表示了第j行的各个结点，
设左端为给定水头的第一类边界，右遍为给定流量的第二类边界，全行 共m个结点。

对于靠近定水头边界的结点（1，j），在列出其相应的差分方程时，应把左端第一项
中的永头H*;-L换成已知水头H。，i，并把它移至方程的右端。为了列出靠近给定流量边
界的结点（燃，;）的差分方程，我们增添了一个映射点〈m+1，j），见图3-5-42。若

2H已知第二类边界条件是 = g，把它用差分表示为∶端

一”：巴(2,)(1,3 六言乙飞

喻定水 一龄定流盘
图3-5-42 边界附近结点示意图

证昌二科心已；2 ×
政 Hm=Hmj+g4* (3-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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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对缩点（m;j）列出相应的方程3-5-72时，可以把它左端的后两项合并成一
项。经这样处理后，对于第j行结点就得出下列三对角线方程组∶

=d (6;H"*,j+e:;H*:,

占产工占之亡之己均心驻：巳之 (3-5-78)
amjH*-1.j+ bmj;F"m,j =dm

心泻宁”范式中 +“
1--[as]。
d;=方程3-5-72右端-〔CZH2?'】H。j

巳”沿
它”之代十

巳’义
dij=方程式3-5-72右端;

;=-2H-]
-【-2兴+2】
dn/=方程式3-5-72右端-T"光∶·?】

有了这个线性方程组，只要套用解三对角线方程组的"追赶法"子程序，便可求得这
一行的过渡解H"*;，j（1≤i≤m）。

对于x方向为显式，y方向为隐式的3-5-78式，其解法与上遗完金类 似，不再 赞
述。

总之，使用交替方向隐式法，从一个时刻到下一时刻的计算要分两步来完成;
第一步，按x方向为隐式，y方向为显式，对结点一行一行地扫描，求得过渡解H*;，i

这个解并无实际的物理意义。

第二步，按y方向为隐式，x方向为显式，对结点一列一列地扫描，求得下一时刻的真
讯输江。“了了：

若疏干矿区含水层边界形态为一矩形，未知水头结点共有。行m列，则第一步要 解n个
m阶的三对角线方程组，第二步要解m个n阶的三对角线方程组。也就是说，每推进一个时
间步长就要解m+π个三对角线方程组。实际计算就是从初始条件出发，不断地重复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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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直至达到所要求的时间水平为止。

2 ）时间步长和格距的确定

交替方向隐式法在理论上已被证明是无条件稳定和无条件收敛的，其截断 误差 为0
〔（df）2+（dx）2＋（dy）2〕。所谓"无条件"，是指在时间步长和格距之间不受某

种比例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时间步长可以任意加大。事实上，若时间步长取得过大，轻
·则使求得的解不光滑，重则会使解产生振动而造成严重的差误。因此，合理地处理时间步
长，是使用交替方向隐式法的关键环节。

Rushton曾引用了如下两个无量纲关系式来说明时间步长与计算精度的关系∶

了驴 (3-5-79)

铝 (3-5-80)

由上式可以看出。时间步长依赖于零数T、μ和格距么x和人y，以及计算区城的形状
和边界性质（6是区域相对两边之间的最小距离）。误差主要出现在开始和停止 抽 水的一
段时间内，而且主要集中在抽水井附近。因此提出具体的处理办法如下∶

《1）首先确定初始时间步长At。先取初始时间步长 裴 足Y，<0.1及y;<0。01的条件
进行试算，连算着于个步长，然后把它增大10倍或减小10倍，比较其对计算结果的影响，

决定应增大或减小。然后继续进行试算，直到获得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的结果为止。
（2）对时间步长自动进行调整。为了不致因时间步长过大造成误差，而又能在一定精

度下选用尽可能大的步长，则需设置一个误差判定准则。最简单的是水头变幅准则（也可
以用水量平衡准则）。设在第n个时间步长算得各个结点水头变化的最大值为δ，则下一
个步长的大小可按下列关系式确定;

ad: 当8<n/2

“了噬： 当n/2≤8≤刀 (3-5-81)
当δ>n

式中 n——先给定的一个时间步长内水头的最大容许变幅，m;
a-增大因子，一般取1<a<2;
β---缩小因子，一般取1/2<β<1。

为了不致在某一步中造成不应有的误差，当5>2n时，最好不承认第n步 计 算，而
让△tm缩小后重算。这种方法就能保证在水头变化较快的时候自动用小的时间步长，而在
水头变化缓慢时又自动加大时间步长。这样就保证不会由于步长的不合理增大而造成过大
的计算误差。

（3）设置一个d!max，当t增大到这个假时，就不再让它继续增加。

格距dx、△y的选取对时间步长也有明显的影响。当dx、dy减小时，会使整 个计
算时间增加很多。但当dx、少y和dt太小时，反而会使误差迅速增加，机器的舍入误差
也随着计算量的增加而增大。这些因素都能直接影响计算的最终结果。所以，格距应按实
际需要选取。如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水头变化较为强烈的地区，可以适当地把结点划
密一些，相反情况则可布置得稀一些。

3）程序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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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DI法程序框图见图3-5-43。

按结点所在分区形威
!.--嵩丫 每个结点的导水系数 1-—21。日∶，）~-Hi，）之了己了

接x方向为隐式。y方肉为是式，孝用子程序ONELINE，一行 ”’一行地求解，将解置于H1（i，;）;

按y方向为购式，x方向为显式，豪用子程序ONELINE，一列 证公己订又了
一类地求解。将解置乎H;<;;i）

1--0,5dt
香填足误些准则否? ”

基
“义再！ -t，w十 dt

供 1--1.25dt如言货言” 完工工己江乙了。己

偏
计算出民测水头与计算水 “净（i，;）及其馄格最否出观无压?头滋的平方和

L量

怖强心之了工”转 出

图3-5-43 ADI法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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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线子程序（ONELINE）框图见图3-5-4
登

新 入 基 本 循 环 （i，j）为内储点否?i=1,2⋯⋯irz
中”’

（i-1。门）为边点否T
是形 成 系 败

元下内点开瑜号码A（），B（iD）部分 网*一i

是FiLeae- （i+11）为边点否?←一1 根据边界点特征形威累数
B《i，D（④的相应懈外

母 -
记下重求一个内 报漏边界点物征形成系数 形成聚嫩Ci）和B（i）部分点号路m. B（i1，D（注的相应部分

滚图销将馨佐十- 基唱弦萍循评
一 （ij+1）为边点否T

e 叠
按内点形成乘数D<i的 按边界点特征形成系败
翥阁吧 Dui）的湘应都分

否 《i，}-1）为边点西?
盛 ·

按边界点侍证形成累欢按内点形成系数D（i）的相应都分 D）的相应部分

雅FLag= 0? 按（i，门整否为天窗、水井，形
成系数B（i），D（（i）的相应部分

出
否·套用舞三对角成方程组的于序。

基本循环完成否?
将舞置子日∶<i，）的湘应单元中

矿
转 出

图3--44 单线子程序（ONELINE）框图

程序幅圆中符号说明如下，
p（i，j）-——特征数桓，
Ho《ij》一-知始水头分布，
H式ij——计算的水头分布;
tma，——总的模叔时闻;
，u——时阅累计;

J10——初始时间步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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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一时间步长;
T》一-内潮导水系数;

Tz—-边界的导水系数;
A，B，C，D-—存放三对角频为意组系数的数组;
I。x—二方商的格戴!
ia4—-y方悔的措数p

Fcog——当FLu* 1时，袭示三对角毁力程组已经形成;当FLa=0时。表示三对角频方程组尚未形成;
——一行中第一个内点的号码∶
网1——~行中数束一个内点的号码。

2.强隐式登代法.
愚隐式叠代法（简称SIP法）是一种解全隐式差分方程的方法。由于达种方法更接近

直接解法，对解决实际的复杂问题更加有效，因此，它优于其它的潘代方法，对解决复杂
的矿区疏干水文地质计算更为方便。

1）强隐式差分格式
一般全隐式塞分方程可改写雇如下形式∶

ai，;Hi-\j+bt，;F+19j+ei，jH∶j-1+di，j丑ij1+eij月;j=fij（3-5-82）
这星，我们省略了水头关于时间的下标+1，并把表示系数的大写字母改为小写。

3-5-82式中与每个系数相关联的结点位置见图3-5-45。共计五个结点，所以叫五点格
式。

对渗流区内的每个绪点都列出3-5-82式，并利用给定的边界条件，亲得一线性方程
组如下∶

〔K〕H= F .:'( 3-6-83)
这里设渗流区为一矩形，划分成N×M个差分格子，结点号码按自雄面右，自下而上

的顺序编排，见图3-5-46。 ？体

干十 艹送式者1Jn

六量
dr

u,itnl M个、
。己 bjew 警，

N应+3+口 2A 2万一气十《、j)高！一岂 (3,2)L2,2)(1,2)。”
(S.1(2.1)1)〔.(4.-1)]

阶———{
图3-5-45 五点格式结点示意图 附8-5-46 渗湍区结点编码示意图

则由五点格式3-5-82式所确定的3-5-83武中的系数矩阵CK】必定具有下列形式∶
矩阵的第一行相当于对结点〈1，1 ）列的方程，因为利用了边界条 件，所 以a1，

和c.;都不出现，其它依此类推。可以看出，矩阵〔K〕的非零元膏全部集中在 五 条 对
角线上。此外，它还是一个对称的矩阵。矩阵〔K〕具有3-5~84式的形式是由 结点号
码的特殊编排方式所决定的。对于这样一个形式简单，高度稀疏的矩阵，在对它进行LU
分解时，我们可期望能分解成下列形式的〔L〕和〔U】的乘积∶

下三角矩阵〔L〕和上三角矩阵〔U〕包含的非零元素的位置好象是 把〔K了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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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d.1石言了言合.

乎“0⋯⋯f*i,1br,
N e

.0-0 ds.1盛。

e

一图上1? 序石售
dw.路-3，。

亡。”
于？了回

命 0⋯-*0。学CN

主对角线分成两半的样子。假若能这样分解，那么从〔K）得 到〔L〕和〔U〕的计算
量一定是很小的，因为〔L〕和〔U】也是高度稀疏的。实际上却不然，对稀疏矩阵〔K〕
进行LU分解的缩果。得到的〔汇】和〔U〕可熊井不稀疏，因此使得LU分解的计算工作
量变得很大。

现在把问题倒过来看，由3-5-85式和3-5-86式所确定的乘积将会具 有 什么样的
形式。按照矩阵乘法的规则，可得∶

3-5-87式的非零元素集中在七条对角线上，比〔K〕多了两条非零对角线。这又一
次说明了3-5-84式给出的〔K】不能分解成由3-5-85式和3-5-86式决定 的〔L〕和
〔U〕的乘积。

仁
密。？声

音墨：：自” 为门宁夕0酝，图 。式（3--8' bz 才

ane 它上 安响式（8-5-B）。 午产才与驴”

言当
《:一

假若每一结点列的塞分方程不用五点格式3-5-82，而是在形式上用下述"七点"格式;
a，;膜i-ui+6;i-⋯rci.jH;，i-+pi、jH∶⋯i-+qi，jH-j1+

dj,jH;,j+1+ej,jHi,j=f;, (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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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在[as "164x

fs段;bh小y，5.t一np迎usYaMa 。宁岛升乎平尺当予名世

CZtVFsiag5ia
28beWMe意电

了乡形乎叶

缕豪秒簿雾参施
喉淤卷毂善逸

t成如0 ftC-

武维"6"部7

与上式的系数相联系的结点表示在图3-5-47中。由此形成的方程组设为;
[k)H=F (3-5-89)

心它”
(i-1,5-1)(irj+1>

六 6,八

日。 ei,
(i,)(F-1,i) 《i+1,)
八 产P·Ci·

+I,j-1)(i,j-1

图3-5-47 相关结点位置示意图
其系数矩阵为∶3-5-90式。
〔K）中非零元素所占据的位查与3-5-87式相同，因此【尺〕就有可能 分解为由

3-5-85式和3-5-86式给出的【L和CU/）的乘积的形式。另外，不雅找到由3-5-88式
给出的"七点"格式与通常的"五点"格式〈3-5-82式）之间的关系。把二者结合起来便
产生一种有效的叠代解法。因为3-5-88式中包含有比通常的隐式格式还要多的 未 知水头，故称之为强隐式叠代解法。

2）系数矩阵的近似因子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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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雪了产b1;'
疗 。宁主己0予js ，

害了。“
乙才卢46 矽，

适孔，

到言己了面
步 ：0w

我13-5-0）

[i)=L)(U)肿 (3-5-91)

比较3-5-87式和3-5-90式，就可直接得到〔K）的元素与【L）、〔U）的元素
之间的下列对应关系∶

C,=R1i,j
Di,j= 2i,;Oi,j-1
ai,=βi,i
ei，j=节ij+ai，inisj-1＋fi，j③i-19i ( 3-5-92)

bi,j=Yi,8;,j
,=β;,ji-1ri
d;,j=Yi,jni·j
另一方面，根据"七点"格式与"五点"格试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找到〔R3与CK}

的关系。事实上，利用台劳级数展开式并略去高阶项，得;

避子避了卜！”Hi，nj-1=日;，j+ (8"5-93)ax
因为∶
问H
器型 d.=H+1i~H;,j飞

4y=Hi,-Hi,j-1y(i,i)

由3-5~93式可得下面的近似关系式;

Hij-1≈Hi，;+Hi·，+Hii-1 (3-5-94)
同理可得;
Hi-2j1=-HijH;-0+Hii (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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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上二式代入3-5-88式中得;
（ain1*g）Hi-1+（6ii+pii>Hi+ii大（eii+pii）Hini-1+

+（diri+Qi。j）Hi，j标1＋<ei-pirj-Qi，）H;，=fi，J
(3-5-96)

这样就把3-5-88式近似地化成了3-5-82式的形式。和3-5-82式比较，得∶
八

。“”四”它
面i*=D∶，j+四pi"j
ei,= Ci,j+wpi·j (3-5-97)
dj,j=di,j+ 0qi,j
ei:j= e;,j-ODi,j-0gi,j

式中命是松弛因子。下面用叠代法来求解，为加快收敛速度，在上式p，;和q;;前添加上
松弛因子o是有益的，0<o<1。独定它的方法将在后面介绍。

以3-5-92式代入3-5-97式可解得∶

向“”彩∶，1 =1+①n;-1·j
Ci,i，了””十十部”

Yij=ei,j-ainjn:1-1-Bi:;6;-17i+ aa;,j3;,i-1
+aoβ,ini-:· (3-5~98)

少”它门飞哈；亡“”
已”丘比门悠义比上长““”
只要我们规定计算悬按自左至右，自下而上的顺序进行，则3-5-98式中的δ;，j-1，

δ;-12ini-1;;和ηi）i-1应作为已知，因为它们已经在左、下格的计算中被求出，或者可
根据边界条件定出。因此，借助于3-5~98式，对每个结点（i，i）都 能 由"五 点"格
式的系数aij;bi，jcij，d;j，ei;算出〔L】和〔U）的非零元素ai，i，B;i，
ytjnij和6;j。矩阵〔L〕和〔U】是〔K〕的因子分解，不悬〔K〕的因子分解，
但〔K〕和〔K〕很近似。至此，我们已经实现了对系数矩阵〔K〕的近似因子分解。

3）强隐式叠代解法
解方程组〔K】H=F等价于解方程组
一“江目门十八一吡“！八沁“““ (3-5-99)

法一方程组左端的系数矩阵〔K〕已有LU分解，且〔L〕和〔U7〕均为稀疏矩 阵，因此
很容易求解。但因方程3-5-99的右端也含有未知的水头H，所以只能用叠代解 法。把
3-5-99式改等为下列形式∶

〔K)H{m*1)=F+(〔K)-〔K〕)H(m) ( 3-5-100)
式中户右上角的指数表示叠代的次数。上式两端同减〔k）H（m）得∶

[ K](H(*+1)-H(m))=n-〔K]H=》
蝌端”沁“邮言”儿况置” (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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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3-5~102)(m-1)=H[m*1)-H(m
(3-5-10?)R<m)=F-[K〕H{m}

叠代的过程是∶
知道了（m'后，可由3-5-103式决定R（m），以此作为3-5-101式的右端项，解这

个方程组求得E（难+1），然后再由3-5-102式定出H<m+1），如此重复叠代直 到收 敏为

止。收缴的准则如下;

m-<色。芪电试
(3-5-104)“一 1·j

其中e是一个事先给定的足够小的正教。

4）前推和回代过程
解方程组3-5-101式可采用通用的消元和同代过程，依次解方程组

[L〕V=R(m) (3-5-105)
和方程组 [U )§(m*1)=V (3-5-106)
其中是中间解。

以图3-5-48为例说明SIP法的实际计算过程。当然，实际含水层区域 并非 都是矩
形区城，但可以用一个矩形区城把它套起来，并用两组平行线划分成矩形（或正方影）网

格。这些网格中可分出内结点、靠近边界的结点和外结点三类。

图中（1，1）和（3，2》为外结点。在实
(2,3)<1,3) (3,a)

际计算中并不需要列出〔K）、〔欠）、
(1,2) (3,2(2,2) 〔L〕和〔U〕等等，只要算出每个结点的a、

β、y、8、η，并逐点进行前推和回代就行了。公“ (2,1)(2,1)
计算时按自左至右，自下面上的顺序进行。

图3-5-48 计算区域结点分布示意图 结点（1，1）为外结点，不必管它。
结点（2，1）的左方和下方为边界，不管边界是什么性质的，都将使得a∶，;和 c2，不

出现，边界的性质被表现在右端项j，的不同上。所以αz，=β2，1=0，相应的前推方
程是∶

亡飞自也迁 (3-5-107)

一己叶PV,--由此可解出 Y.·1
结点（3，1），因为其下方为边界，所以α3;;=0，相应的前推方程是∶

β:,V:,1+ ya,V301=R "叶了一

(3-5-108)

因为V，已经求出，所以由上式可求得;”：八灯”
下？ Ys·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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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要计算结点（1，2），它的左方及下方均为边界，因此和结点（2，1）的情况相
同，可直接由下式

PInIII2-RINA (3-5-109)

FurePin解出 YIn

对结点（2.2），其相应的a2，2、β2，2均不为零，所以前推方程是∶“

amlin+β2nVin+YouVin=Rim (3-5-110)

上式中的V。；和V|，∶均在前面已经求出，所以由此可解得

RIN-aini-BinVinV:n= Y2.2
结点（3，2）是外结点，可跳过不管。剩下的F1，3、Vx，3、Vs，a的计算方法与前述完全
类似，不再重复。

前推过程结束后，每个结点都求出了V；，j，便可转入回代过程。回代自结点（3，3）
开始，我们直接有

*** =V... (3-5-11)

其次是结点（2，3），因为其上方是边界，所以前2**=0，相应的回代方程是；

专项目标∶+02，5号（黑色）=V2） (3-5-112)

因为（9+1）已经求出，由上式便可解得813

手机号=V∶00ml/15-05ml/159992
对于结点（1，3）类似有∶

1799320175850000000017012 (3-5-113)

结点（3，2）为外结点，跳过不管。
结点（2，2）的右方为边界，应有8∶，2=0，它的回代方程是∶

Tore +nis 1952 =Vim (3-5-114)

因为‘’’已经求出，所以

新课堂 W1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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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池吧“飞！寸心遍

其余结点的计算完全类似。至于计算中用到的a，β，y，各，n等，均可由3-5-98式
求出。

5）松弛因子o的确定
（1）Stome提出逐次使用下列数值∶

QL。aL-1, ⋯⋯,a。
其中心L是最大的，由下式确定;

心一宁” 心八号“”=1-mn fyJit1（δzi）工十九 比入“代”一宁”了

叶产’*x{i,j)(8yi 亡量代”八“。。心叫
(3-5~115)

其余的由下式确定∶

eL-=1-（1-ot）亡，L=0，1， .L-1
巴。儿。 (3-5-118)

3-5~115式中∶

O实i“飞”叭琳部猫瞬
4岁8yt =i区藏的长度

（2）Weinstein提出取ot=1-cmin。这里的omin是由如下公式确定的∶

迎2 飞“又个。己”己压 ”？。--(1+tm 甘代”27* fxx（i，j）<二

心：；泳 )- ( 3-5-117 )yy(i,)(Z‘
式中Ⅰ，J分别为x方向科v方向的结点数。

（3）其实一般不需要花很大的气力去找。的接伦值，通常的作法是对整个区 城用3一
5-115式先计算出oL作估计值，经试算硬可确定最大的松弛因子心值。

6）程序框图及符号说明
（1）SIP法程序框图见图3-5-49。
（2）系数<COEF）子程序辉图见图3-5-50。

该子程序的作用是形成结点（i，i）的系数ai小b;jcijd;打、e⋯j以及αii，
声ijYi·jb;，j、Ti，;等等。

程序框图中的符号说明如下∶
Ha（i，j）~结点（i，i）的初始水头，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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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司！勺 对每个结点砥鸭按结点颗在分区
 就组a、b，e、d，e、f、 “嵩丫 子颗序COEF，形成每个结点的
予乎心少当龄封声要水系敷TN<，j） 形成系数
饱零

，、
对jz1，2，⋯M做 聪用接测方法形成强橱水头分布

“重！产目中这丑H;（i，i》对i=1，，N敏

形斌R，|

脑海过租，将舒置于
调整步长Jf更换松驰因子四R;.

用子程序COEF

监新形应系意
粪“门试送了“蓬

出 是财iN，N-1⋯，1做 学 是t≥tor?（i，j）及其邻格出现无压否?

仰 是腻代过程，将解置于
量代收缴否? H。(i,)H(,7)罗千

H∶（。;）-一H，;>+Ri， 转 出

图3-5-49 SIP法程序框图

H，（i，j）——结点（i，j>的计算水头，m，
其它符号见上述正文或ADI法框图的符号说明。

5.4.1.4 原家台铁矿应用有限差分法递行矿束硅干水文地质计算实例
1。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述
康家台铁矿位于素莱盆地东郁;构造单元上胭菜芜单斜弧形断陷盆地。盆地外围为前震旦系交质岩系

组成约中低山所环挑，构成了区域地表水系和地下水的天然分水岭。盆地中部为矿山弧形背斜盈NE-SW
向延伸。长约15km，宽约5km。燕山期闪长脊沿青斜核部呈岩株状侵入并出露于地表。在建形上形成低
烘残丘，料体周围与中奥陶统大理岩相接触，沿背斜两其接触带上形成了十几个大小不等的接触交代型铁
矿床。顾家台铁矿就是位于背斛北西翼陷段的一个规模较大的矿床。
背斜东南翼与八里沟向斜趾述，向斜内沉积了巨厚的你罗系及第三系地层，致使下伏的奥陶系和石费二

激系地层埋深加大，不利于灰岩地下水的补给运滇。盆地的南缘有一条近东西向的压扭性断层，断层北例
地势平担，海表普遍为第兰系粘土质粉砂岩所覆益，断层南制为低山丘陵区，广泛出露有寒武、奥陶系灰
岩地厚，并构成倾向盆地的单斜构造。灰岩岩溶发育，直签接受降水补给，成为盆地内中奥周统灰料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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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入

誉是 肩a-5-78式算@;师被边界性质形成 一工“潜誓澜邱醇叶 用3-6-98式算βii，;的部分

零。是 照3-5-78式算ei.按边果性惠形成 《，j-1>为边界点雪?
用3-5-38式算ai，i1.，的涌分

香*按边界性质形成 用3-5-78武算b;，（i+1，补为边界点哥
fi，;的部分

了宁下客工<ii+1）为边界点否? ?;，i-1

被边界传质形成
用3-5-78式算di，

i，;的瓣分

ei,*(r,+bini*ci ni，i~di，i-四βi，
区飞十亨了 了之

按3-5-g8式形成少，i

8;,;*--8;,/pi。
n,---n,1yi,

下已十”过又工己十它”

I结 出

图3-5~50 系数（COEF）子程序框图

的主要补给区。盆地的北部及东部为两氯弧形大断裂所包围，由于机形断裂的阻水作用和中嫩电统灰爱御

深较大，不科于地下水向盆地遥流补给，故盆地北侧及东侧仅为盆地内灰岩地下水的次要补给区。
矿区内地势平坦。地面桥高约165～80世。矿体埋载子地表以下约100～400m，其底板为燕山期闪长

岩，顶板为中奥高统大理岩，上覆厚100～200m的第三系粘土质粉砂处以及厚10m左右的第四系砂砾石 层。

闪长岩豫地表风化带内含少量孔隙裂隙水外，一般质地坚旋致密，裂膜不发良，为良好的隔水岩层。中奥陶

统大理岩岩溶裂隙发育，透水性强，含水丰寓，为矿区主要含水层。第三系粉砂岩结构紧密，裂陶不发育，遗

水性很弱，亦可视为良好的隔水层。第四系砂砾石层遗水性强，富含孔隙潜水、亦为矿区主要含水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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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情况下，矿体顶板大理岩含水层之上有厚大的第三系隔水层存在，浅部的第四系孔隙潜水不会与深部的大
理岩岩溶裂隙承压水发生直接的扑给关系，但矿区内外第三系地层在局部地段均有所缺失，形成所谓的'天
窗"，致使上下两含水层可通过"天窗"产生一定的水力联系。

矿区西侧边缘和中警有方下河及嘶马河自北而南横赏矿区，向窗汇入矿区南侧的大汶河，并向西流出盘
地。河水与第四系揩水有密切水力联系。在自然状态下，盆地内的地下水均向汶河操泄，但在矿区疏干条件
下，河水可通过第四系含水层经由"天窗"反补给探部的大理岩含水层。

矿区东部及东南部为出露于背斜核部的闪长岩体所环绕，构成了天然的隔水边界。矿区北部及西部为
两条阻水的压扭性断层所切荆，构成了弱澄水边界。矿区西南部中奥陶统灰岩直接与盆地南缘的灰岩补给
区相连，形咸一过水通道，但通道内的灰岩因受内长岩体边缘岩枝的穿插和压扭性断层的切割，使地下水径
流受到一定阻碍，故该通道地段亦可视为一相对的弱透水边界。
综上所述可知，矿区内主要含水层为深部的中奥陶统灰岩岩溶裂隙承压含水层和浅部的第四系砂 砾石

层孔隙潜水含水层。灰岩含水层的主要补给来源有两个，一是矿区南部主要补给区和北部次要扑给区的寒
武、奥陶系次岩地下水通过矿区周图弱透水边界的侧向补给;二是地表水及浅部第四系潜水 通过"天窗"
下滤的垂向补给。矿区内部中臭陶统灰岩岩溶裂隙发育，连通性好，富水性强，但矿区周围被隔水边界和
弱透水这界所环绕，区城侧向补给受到一定限制，未来矿坑充水的水量大小将主要取决于弱送水边界 的过
水能力。第四系孔隙潜水通过"天窗"的垂向补给量湘对有限，而且当矿区藤干水位降 至 第四系含水层底
板以下时，垂向补给将趋于一常量。

矿区地层及构造特征见图3-5-51。
2.疏干计算的任务与依据

顾家台铁矿为一采用整井开拓的中型地下开采矿山。该矿在六十年代就已进行了详细的地质勘振 和专
门水文地质物探，七十年代初进行了矿山设计和基建，在基建期间又进一步微了大孔径深并干扰轴水试验
利矿区堵水水文地质期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地质和水文地质基础资料。设计部门根据已有的勘探资 料确
定矿山采用坑内放水孔超前疏于方案，坑内排水泵站设勤在-150m水平。硫于水文地质计算的主要任务就
是要给出一150m水平以上各开采中段的最佳疏于水量和疏干时间，棋拟班干过程，求得不同玻干时期矿区
内外地下水疏于流杨的变化动态以及在稳定状态下的水头分布和稳定动流量。

3，计算方法和步骤

根猴矿区水文地质条性和疏于计算要求，确定采用交替方向隐式差分格式的有限差分法来求解疏干条
件下地下水运动的定解问题。

2）地下水运动的基本方程和差分格式
确定采用有越流补给的非稳定流基本方程如下。

8(0 00 (T-2喉-)+-' ””下融-0903 31 一“”
式中 H-含水厘的水头，m;

T—-含水层的传导系数，m2/d;
μ—含水层的给水度，无量纲）

o--垂直方向上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进入含水层的水量，m8/d·m2。
以差商代替微商，采用交替方向隐式挫分格式，（1）式可近似地用下列蓬分方程来代管1，

中了产三低“辩沁已仁己”“己工占己文”心消沁亡上占”(dx)8

“二”正宁拼亡上。“占了三上亿匹上证上之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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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

心 O:1
方 H

笋CP

，手、传略A赵庄天廓lzKR3o

sckn4。
看o.S10

K57

2KS 养副
富状 cp谆 如。 cCK11x, 三泉灭留

占Q2 m

占 大，？IK x的 产瓣谱ocA2adoCK2z
O:m

,d24
B“

下出室参们山连菜算酬门山普声可出引量景两问山尊曾量门儿山
尊当鲜 可矿统】观断孔【面牌水主孔 竖井可】。

图3-5-51 顾家台矿区水文地质简图

。忙仁忙上亡上占。 (2)At
式中o为季直方向的抽或注水率，可表示为;

系，〔H，，-Hm2脉l13 小如”四=-gipD）4x.2y

式中 Hr（i，——洞水位（或第四系含水层潜水位）标高，m;
召（ii）——惰子上的抽（注>水摄，m3/d，
K∶1u——-天窗的垂直渗透能力（相当于越流系数），1/d。

（2）、（3>式合并整理后得∶

-T（u-w如）-Hi-⋯n*{r+〔Tvuz∶+Tuumi9】+
-4x4y}H（i，）-7（iva、学日isu外。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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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V）F⋯的*fr-（T⋯/n+r⋯-v器、
-各女4y）H⋯）+T（⋯-1/2）会H（⋯m）
+K:dxdyHr((ii)-Q1i ()

2μdxdy式中 r=2位”

当非稳定流基本方程式（1）的右编项

OH:”证上上心上亡亡司认靶’
即变为稳定流方程式，

中 （器）-(T,效， (5))t-吗Ox 窝
（5）式积分盾得;

‘豆 （r器>4ksro-fnsaeff” ”湍)+0x 0y 0y3x

 -k4Hn(ka.
。不式呈沁入之：岂沁-3( (6)

式中 T=KH=KM
D-—积分区域;
L--—积分曲线长度;
DH——湘邻两格的水头差，m。

2》计算方法
（1》采用交赞方向隐式差分格式解差分方程（2>.

（2）采用第二类边界条性进行反求参数和模拟疏干过程中地下水的运动状态;采用第一樊边界 条
件求租定动流量。所谓第二类边界条件，即已知边界上内外的某种关系，如法向导散创H/2n为巳知，所调
第一类边界条件，即边界上的水头为已知。

（3）采用最优化方法求取未知参数的解。
（4）未知鑫数确定后，预测未来矿坑最大潘水量。
3）计算步骤及框图
计算框图见图 5-3~52，其步票如下;
（1）初定水文地质鑫整（框1）。根据已知的水文地质条件和抽水试验资料，确 定初始水头

H"（12i的分布和边界内外水头差D;粗定内部传导系数KMKM;KMg、KMu，KMg边界传导
系徽KB1、KB2KB3、KB4y天窗垂直渗透系数K1、Kr2、K3、K，4和承压给水度μ"。

（2）模拔地下水的流动（根2）。将初定的水文地质参数代入方程（2），用交善方向隐式差分
方法模拟在护水试验条件下，地下水位随时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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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求参数（框3及框 4）。比较数值镇拟结果与实际观测数据之间的误差是否达到最小，如果
不满足要求，则经计算机 自动修正参敷后，返厨框 2继续进行模拟计算，直至达到预定的要求。

（4>教值模拟疏于过程<框5）。通过最优化方法选定计算参敷后，给出疏干水量，模拟疏 干过
程，求得疏干时间。

（5）推求稳定动源量《框6）。采用第一类边界条件，固定矿区中心抽水井的水头，保持在某一

愉定的硫干水平，继续叠代，直至达到稳定为止，求出稳定状态下的水头分布和稳定动流量。

e： 砷
数倒羡银地下初定水文地殷 败值模烈结果与渊测谊

开 始 水的澜动母放 相比较误差 是否尼够小?

是 西
6 n √

对参数进行对修正好的参
绪 京 求穆定动滤量

巷正数秘江盥干过程

图3-5-52 数值模拟计算框图

4.计算边界和差分网格的确定

根据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将矿区周围边界划分为隔水边界和弱遗水边界两类。隔水边界包括矿区东
部边界和东南边界;弱透水边界根据过水能力的强弱分为四段，第一段边界其代表孔是CK22和A15孔，第
二段边界其代表孔是ZK7和A1孔，这两段边界相当于矿区西南边界;第三段边界其代表孔是ZK575和
ZK574孔，相当于矿区西北边界;第四段边界其代表孔是补1和补2孔，相当于东北边界。

在矿区内，治着上述隔水边界和弱透水边界将全区划分为14×14个矩形计算 网格，格距dx×dy=
800×200m。内结点廿算个敷共79个，其中包括"天窗"4个。弱透水边界根据其过水能力和补给水源
充足与否;划分为4段;分别求取其参数。矿区内部根据中奥陶统灰岩含水层的不均一性划分为5个分区，
亦分别求取其参数。此外，还有承压给水度μ"，未知参数共14个。

全区计算网格魅分图式见图5-3-53。

6.已知参数的选择

如前所述，在进行疏干计算时，首先需要报据边界条件和抽水试验资料，初步选定一组参 数，代入
方程（2）进行数值模拟计算。该矿区除了在勒探时期进行过系统的专门水文地质勘探外，在基建 时 期
于1973年还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摸的大孔径群孔干扰抽水试验，量大抽水量 达21385m8/d，抽水主孔最大
水位降探达22.4m，单位降深涌水量达954.7mSd·m，在距矿区西甫约5km的边界上的结孔水位降深

达12.88m。这次试验对进一步查明矿这边界条件起到丁很大作用。疏干计算时，各项已知参数的初步选定
就是以上述勘探和抽水试验资料为基础的。此外，还利用了位于矿区东北约2km，与矿区处于同一边界
范围内的赵庄矿区的生产排水资料。现将各项参数的选择说明如下。

1）抽水量Q

选用了摘水试验时两个时段的主孔实测抽水量和同一时期赵庄矿区的实际排水量资料。其中，第一时
段为1973年11月8日9时至18日9时，其实测水量的平均值为t主孔7564.8m*/d，赵庄3463，2m*/d
第二时段为1973年12月7目8时至17日8时，其实测水量的平均值为∶主孔23025.6m/d，赵庄 3463.2
m*/d.

2）初始水位H。
第一时段，选用1973年11月B日9时至9日9时的静止水位平均值。第二时段，选用 1973年12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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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8时的瞬时水位。
3）比较点的实测水位

每个时段送用了4个时刻的实测水位作为比较值。比较点的水位选用格点附近观测孔水位经校正后
作为比较点的水位比较值。其中，第一时段有16个观测点，共84个实测水位值。第二时段有17个观测点，
共68个实测水位值。

4）边界内外实测水头差值

在各段局透水边界处，每一段边界内外都各选择丁一对观测孔，每一对孔每隔6h取一水头差值。四
段边界第一时段共取值20个，第二时段共取值36个。

5）天留处的静止水位值
天窗处的河水位或第四系含水层静止水位是根据位于各个天窗处的钻孔或民井实贾水位来选定的。弯

区内外共发现4处天官，它们的静止水位分别为，杜官庄天窗165.595m，牛泉天窗162.432m，越庄天
窗178.069m，主孔天窗173.207m。

6）天窗处的无压给水度
根据各天窗处的钻孔不同深度上的面岩溶率采分别选定。
6.关于内部KM分区和含水层厚度的处理
计算范围内的KM分区是根据对水文检质条件的认识和抽水试验时水位分布状态特征的分析来 划分

的。按导水性的差别将全区划分为5个分区以反映含水层的不均一性。
根据本区岩榕发育程度具有在垂向上翩深度增加而减弱但并不消失，在平面上越靠近接触带或 构造

破碎带岩溶越发育的这一规律，确定将整个灰岩厚度作为含水层厚度，其斑板以闪长岩顶板为准，其顶板
以第三系隔水层底板为准。在平面上划分为5个不同的岩溶发育区，每个分区又在垂向上按每40m烟分
一个锤直发育带，分别求出每一分区和每一分带的岩榕率平均值，作为修正反束出的KM值时的一个 修
正系数。其计算方法如下。

在承压状态下，方程（1）是线性的，其导水系数T不受水头变化的影响，当转为无压状态后，方程
（1）就转变为非线性的，并与水头和岩漓发育程度相关，即   .

当H（in）≥AHG））时，有T（im）=T（imj），说明反求的传导系数不变。
当H（6）≤BH（6，）时，则有7（7，）=0，这时就自动修改成隔水边界。
当AH（mi）Htimi>BH（ni）时，则有

Toui.TOO**ARGO-8H(GOD[HGai]-realy-BHtinjachin (7)

式中  AHG∶13-3————含水层的顶板标高，m；
BH（ini）————含水层的底板标高，m，
rtarl）————由前一步计算预测出下一步计算时的水位变化修正值，ma T
α（i+）——岩溶发育相对系数，可按下式求出，

XUITION
ZF

i (wim)

武中 Nityn）————含水层顶底板间的岩溶率平均值；
2（pi/n’）---含水层底板至计算水平间的岩溶率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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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处理，是把反求的的T（11值看成是一个平均值，当水头H（i，降至含水层顶板以下时，KM
乘积将随着饱和的含水层厚度的减少而减小，且与岩搭发育相对系数成正比。

7.关于天窗的处理

方程（1>中的墨直补给项φ的表达式为∶

二【Hri，-Hiin）+Hiuip-1】自沦北！沁” (8)ex△y

当水头在第四系含水层庇板以上时，方程（8）可表示为下式。
9Lioi) Hr(;,)-AHf(:ai)曲=_9 去 (9)Exay

式中 q（i，i）—--格子的轴（注》水量，m》/d;
Hr（ i。1）-河水位或第四系含水层的誉水位。mJ
Kx/d。——天窗的垂直渗透能力（越流系敷），1/d;

H（7，i1）H i·i，t-L）——前后两时刻的动水位，m;
.AH（1i）—第四系含水层的底概标高或灰岩含水层的顶版标高，m。

在垂直补给情况下，当动水位H（i2j在第四系含水层宾板以上时，补给量随〔Hr{i）-H（if〕
的增加而增大。当且（i?/）降至第四系含水层底板以下时，补给题就转为一常量。

在实际反隶象数过程中，4个天窗的动水位在第二时段时就都已降至第四系食水层底板以下，超过的
数值自1.437至7.785m不等。为了简化计算过程，在实际计算时并未按动水位降至底板垂直补给量就特
为常黄来处理。而是在预测矿坑通水量时将天窗处的第二时段最末时刻的动水位作为天脑处 第 四系含水
层的底板来处理，因面所求得的K，值将偏小，但补给量的总效应是相等的。另外，在反求参数时，由于格
距是800×200m，比天窗的实际面积要大，因此所求得的K，是800×200m覆积内的平均值，它要比实际
的K偏小很多。为求得天窗面积内真正的K，值，还需要按画积比例进行反算。

天窗的垂直补给水量按下式计算;
Q=K,·F·S (10)

式中 F—天窗将子的面积，如2
S—水位降深值，S=Hr-AH，m。

善，关于边界和边界内外水头差的处理
如前所述，边界分为隔水边界和弱透水边界两类，弱透水边界义根概过水能力的强弱划分为4段。在

反求参数和预测矿坑涌水量时均采用了第二类边界条件。
边界内外水头整有如下关系式∶

H。-Hi。=Q(HP-Hi,)b+D

即 DH，=aS出，+D
.(11)

式中 DH∶——边界内外相邻两格水头差，m，

H;。-—-边界内部初始时刻的水位，m;

H—-任一时刻内部的动水位，m;
S?。，——内部格点水位瞬时降深伯，my

D——边界内外相邻格点初始水位差，通;
a，b——系数和指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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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求参数时，边界内外水头羟是根据实测资料计算的。但在第一、二段边界上，由于观测孔CK22

和ZK7 孔距边界较远，故边界上的内外水头差根据边界附近等水位线作了修正。
在预测矿坑涌水量时，边界内外水头差按上述关系式（11）计算。式中的系数a和指数b的嘴定，是

很据抽水试验时非稳定段前10天的实测致据和 3个稳定欧的实测数据用数理统计法求得的。
9.关于给水度μ的处理
承压给水度μ"是作为未知数与T、K，和KB一起通过优选反录的。

天窗处的无压给水度μ在反隶参数时是作为已知值给出的。它是根据各天窗处实际岩溶率和 各天 窗
的面积与非关窗面积的比例。以及天窗处各时段动水位以上和以下岩溶率数值比例关系等诸因素近 似 地
囊定的。

在预测矿坑涌水髓时，政干过程中处于无压状态下的给水度μ是根据钻孔实测器溶率来 确 定 的。垂
向上每隔40m取一平均岩溶率作为该深度的μ值，但考虑到钻孔中所统计的岩溶率包括了一部分已被充填
的岩溶，因此将实测岩溶率再乘以一折减系数0.7，所得额值作为μ值参与计算。

10.关于丰水期矿坑涌水量的计算
根据矿区水文地圆条作，丰水期矿坑淄水量增加的因囊有三方面。一是天窗水头的抬高，引起天窗垂

直补给量的相应增加;二是边界内外水头关系曲线的变化，导致侧向补给量的相应增埔，三是矿区 静止
水位抬高，使疏干降深加大。因此，在计算丰水期矿填涌水量时，对上述问题作了如下处理。

（I）报据长期规测资料对各天窗丰水期水位进行烽正。位于嘴马河河床中的赵庄天窗和位于大汶
河河床中的社宜庄天窗的丰水期永位采用洪峰水位，主孔天窗和牛桌天窗则采用第四系含 水层的最高水
位。

（2）边界内外水头差，根据长斯观测资料，西南边界枯水期内外水头差为5m，丰水期为1m。面
抽水试验期间的内外水头差则为9 m左右，接近丰水期的后期水位。据此将枯水期水头差增加2m作为丰
水期的水头差参与计算。此外，根据内外水头关系式（11）中的指数b来看，在抽术期间。西离边界水头
关系式中的b值均在D.9以上，表明其外侧水源丰富。考虑到丰水期侧向补给量将达到最大值，内外水头关
系卤线将由指敷曲线变为直线关系，使指数b= 1，达到极限值。基于这一假设，将四南边界丰水期内外
水头关系曲线的指费δ值定为1。西北边界则考虑到其补给水源不足，故不再进行修正。

（3）根据长期观测资料，矿区水位年变幅为0.5～1.5m，抽水试验期问的静止水位已接近丰水期末
期水位，故对静止水位不再进行修正。

11.疏于计算纳果

矿区疏干水文地质计算的假设前提是，假定通过抽水试验所了解到的矿区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 条 件
不会发生变化，横贯矿区中部的嘶马河不改道，不截流;各个天窗不进行任何防渗堵漏处理。在这一假设
基础上，又极据生产设计的要求，按如下三个疏干方案进行硫干计算∶第一方案为一次疏干到 -150m水
平，第二方案为前期旋于到-10m水平，后期再疏干到-150m水平，第三方案为前期疏干到+30m水平。
中期孩干到 -50m水平，后期疏干到-150m水平。

在疏干计算中，首先利用量优化方法对计算鑫数进行了反求优选。反求鑫数时，采用了抽水试 验 的
两个非稳定时间段的测测资料作为依据来进行反求优选。第一时 段 自 1973年11月9日至I4日，历时4.5
天，矿区水位降深7m，边界水位降深3.5m1第二时敦自1973年12月?日至15日，历时8.7天，矿区水位
降深19m，边界水位降深9.5m。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第三时间段。反求的参数包括边界传导系数 K
KB2、K、KB4，内部分区传导系数Kv1、KNa、Kwa、Kw4、KN，天 窗 垂直滚透系数Kr1、
Kzz、K2、Kz4，还有承压给水度μ"等共14个参数。优选诘果见表3-5-26。

参敷选定后，根据给定的疏干水量，利用前述计算方法和计算原则，进行疏于过程模拟，分别 求出
不再疏干方案和不同疏干水量条件下，平水期和半水期的疏于时间和稳定动流量，并给出各班半水平的疏
关检定水位等值缇图，计算站果见图3-5-54、3-5-55及表3-5-27。

根据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来来犷坑澜水量主要决定于区域侧向补给和天窗垂向补给。天窗的垂向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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辗3-5-28计 算 参 数 优 选 据 果寝

第二时段 优选站果第一时段优选结琳 效三时段优选果
K对=4.Kg8=3，K2*4，p**1 KN=5，KB=4，Kz=4春，此*=1KN*4,KB=3,K2=6,u"=!
K×1 4.923×10 5.,523×10*4.923×103
咪 2.846×10) 4,969×10*4.30×103
Kw3 2,789×10t 3.29×1023.538x10*
Ky4 35.789 58.923 4.4E×102
K沙 38.462
K2 6.354×10~45.6AZx10-42.023×10-
K2 1.05d×10-4 4.851×10~45.154×10"4
状？ 8.692×10 1.404×10-t 1.285×10-~3Kz 8.692x10-* 1.315×10~31.308×10-3
.K8 16,154 16.20816,154KB 9.281 8.8928.769
Ka 3.923 5.3085.385Kp 21.154
下 4692× 10~5 8。151×J0-s 6.692×10":

在矿坚轴永试验条件下，其水头就已降至第四系含水层底板以下，即垂直补给量已达极限值而转为常量。
因此，在疏千条伴下，矿坑灌水量的大小将随侧向补给量的增减而变化。而侧向补缩量的正确计算又取决于
所确定的边界内外水头关系购线模型是否具有完分的代表性。通过分析认为，采用抽水试验时三个稳定段
的资料而建立的内外水头关系式，基本上能反映侧向的稳定补给惰况，而采用抽水试验时非稳定段的资料
所建立的内外水头关系式，则基本上能够反映疏干过程中侧向的不称定补维情况。因此决定在濒测矿坑滴

水量的计算中 ，根据壁干穗定情况分别采用抽水试验时非稳定段和稳定家资料建立的不同内外水头关系曲
携作为下推预测的依据，即在禁拟疏干过程时，采用了抽水试验量大降深时革稳定段的内外水头关系曲线
作为下推依援，而当水头降至预定的疏于水乎时，再换用三个稳定段的内外水头关系曲线进行程定动流量
的计算。这样的计算结聚，更能反映实际情况，

5.4。2 有限单元法

有限单元法是根据变分原理来求解某些数学、物理问题的一种数值计算方法。近十几年
来，随着计算机在水文地质领域里的推广应用，它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地下水资源的开采评
价和矿区疏干等各种复杂的水文地质计算工作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在求解地下水渗流运动问题中常用的有限单元法主要有∶根据变分原理用变分
法来推导单元结点方程的单元变分法;引入一个权函数来推导结点方程的伽辽金法;还有
直接从水均衡原理出发来求解非稳定流问题的单元均衡法以及"首先应用解析法来确定第
一类边界上各绣点的变水头值，然后应用有限单元法来计算内结点及第二类边界上各结点
的变水头值"的"BT"法等。这些方法虽然在求解问题的途径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最终得
出的结果都法本相同，它们所依据的基本原理和数学基础也基本一致，仅在局部问题的处
理方法上有所差异，因此，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应该指出，在矿区疏于排水条件下，地下水海流运动往往都是某种复杂的三维空间渗
流运动，而当前对地下水三维渗流空间变化的研究以及测试和计算手段饰都还很不完善，
因此在实践中，一般都是把地下水渗流运动简化为二维平面渗流问题来研究。上述几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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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单无法也都是用来计算和处理二维平面渗流运动问题的。此外，还应该说明，在矿区疏
干水文地质计算中，一般遇到的多为非稳定流问题，有限单元法也多用于求解比较复杂的

稳定流问题，而较少用于稳定硫问题。因此，下面也将侧重于介绍有限单元法在求解地

下水非稳定流问题中的应用。

用于求解地下水渗流问题的有限单元法，通常都是以变分原理和剖分插值为基础，根
据泛函求极值与欧拉方程的等价性，把描述地下水渗流运动的偏微分方程的定解问题转化
为求泛函的极值问题，然后通过对定解区域进行区域剖分和分片插值，用线性插值函数来
建立单元结点方程，从而把求泛函的极值问题转化为线性常微分方程组的初值问题，再运
用逐步积分近似法把常激分方程组进一步转化为线性代数方程组，最后再通过直接法或要
代法求解代数方程组的近似数值解。

应用有限单元法求解地下水渗流运动问题的过程。葡单地说，就是首先根据定解区城
的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和勘测资料合理地划分渗流计算区的范围，确定其边界条件和初值
条件，提出符合该地区实际情况的地下水渗流运动的数学模型。然后，把渗流计算区部分
为有限多个单元，并在每个单元上构造插值函数来近似地代替曲面函数，建立单元结点方
程，再利用变分原理或能量极小原理，求得平衡状态肘地下水渗流计算区每个待求结点的

水头近似数值解。最后，根据矿区疏干要求，通过数值模拟来预测疏于过程，求出不同时
期不同疏干水平时的疏干稳定漏斗和稳定动流量。这就是用有限单元法求解的简要过程。
其具体方法与步骤简述于后。

5.4.2，】 地下水非稳定流数学模型的建立

地下水非稳定流的数学模型是由地下水非稳定流的偏微分方程（基本方程）和定解条件
（初始条件及边界条件）构成的，基本方程和定解条件构成了地下水非稳定渗流运动的定解
问题，也就是所谓数学模型。

1。地下水非稳定流的偏微分方程
在地下水运动为平面流，含水层为均质、不等厚，各向异性，含水层上下部有弱透水

层，并有越流补给或大气降雨垂向渗入的假设条件下，地下水非稳定流的偏微分方程一般具
有如下形式∶

1）承压水非稳定流的偏微分方程

,2H)归 比 (T.八岂品 Q,8(x-x;)8( y-yr))+e-:“十’偏Dx\ 0y29‘。-. (3-5~118)

式中 H=H（xy，t，）——计算域Ω内任一时刻的水头标高，m;
T，T∶=KiM，K2M——导水系数，m2/d;

K，K∶=K;（x，y），K;（x，）——渗透系数，血/年;
M÷M（x，y）——汞压含水层厚度m;
μ=μ*（x，y）——储水系数（弹性给水度），无量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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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y）——补给强度，m8/d·m*;
Qr——区域Ω内第r口井的抽水量，m3/d，井的坐标为（xr，yr）;

6（x-x），δ<y-y）——对应于井（xr，yr）处的8函数，1/m2。
2 ）潜水非稳定流的偏微分方程

H],③E. 。怀工口‘心六工位；的 十 为9'+e①x 2y3x

Q，队x-x）ty-y）-器化 (3-5-119)

式中 H（x，y，t）——潜水含水层的水位，m;
B——含水层底板高程，m;
μ——给水度;

其它符号同前。
3）藩水和承压水通用的掌稳定流偏微分方程

）+Q+各a4H-m）处少融 多 9H'K。ax?唑飞”③y3x

浩 (3-5-120)

式中 H=H（x，y，t）——-承压水头或潜水水位，my
M——含水层厚度，m;承压水时M= Zμ-Ze，潜水时M=H- Ze;
Z——含水层顶板标高，m;
Z。-含水层底板标高，m;

K∶，K∶——为沿x及y轴的含水层渗透系数，m/d;
Q-——单位面积单位时间井的抽水量或人工注入量，Q>0表示注入量，Q<0表示

水抽量，m8/d;
H，——越流层的水头，m;
K。——越流层的渗透系数，如/d;
d.—--越流所经过的垂直距离，m;
μ——承压水时的储水系数或懵水时的给水度;
其它符号同前。
2.定解条件

地下水非稳定流的偏微分方程和一般的常微分方程一样具有多解性，而我们所需要的
却是湾足某一具体条件下的偏微分方程的特定解。这就需要根据每个待定区域的具体情况，
对所确定的偏微分方程施加某种约束条件，即定解条件，包括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

1）初始条件

它是指地下水初始状态下的水位（为已知水位），但并不要求它一定是地下水的原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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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它可以是某一给定计算时段开始时的水位，并可用如下形式来表达;

过工己立。门中文？飞 (3-5-121)
2）边界条件
含水层的边异条件。一般可划分为如下三类;

（1）第一类边界条件厂，为已知水位边界，即边界上的水位是已知值（无限平面
上变水头边界，常水头边界为其特例），其表达式为∶

H(x,y4) ,= H:(x,3) (3-5-122)

（2）第二类边界条件厂;t为已知流量边界（有限平面上阻水边界，隔水边界Q'=0
为其特例），即边界上侧向补纷量Q'（的>为已知（边界厂，上单位时间单位长度或面积的流
入或流出水量为已知），其表达式为∶

H,。莨名【r，强。Ccoi,x)+7, 7--O《x,)色
((x,y)∈r,>0 (3-5-123)

当r2为隔水边界时，则上式中Q'= 0。
（3》第三类边界条件厂;+I2∶为第一类和第二类混合边界条件，即在计算城 Ω边

界上。既有第一类边界条件，又有第二类边界条件，其表达式为;

H(x,\r =H(×,3)
(3-5-124:险-KM “令它当:

3.常见的儿个数学模型

在实施任何有限单元法以前，首先必需建立起符合研究对象实际情况的地下水非稳定
流运动的定解问题，而定解问题又是由非稳定流的偏微分方程和定解条件所组成的，不同
的偏微分方程和定解条件，或相同的偏微分方程和不同的定解条件，可以组成各种不同的定
解闷题，即数学秧型。现将几种常见的数学模型列出如下;

（1）承压水，具第一类边界条件（厂1为Ω的全部边界）的非稳定流定解问题。
理）0 2,fI) 了心r,2 )+Q8y)岂？由仪 少.

Q,8x-xp)y-y)="oZ
（xy）∈Ω，t>0 (3-5-125)

Hx,r-0=H(xy)(x)Ea
H(x,y,|r,=H1(x,y,t)

(x,y)∈T,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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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承压水，具第二类边界条件<厂。为轮的全部边界）的非稳定流定解问题。

(T.")e（r.2号）5 )+Q冶丶 +33

-二0&x8y-y）雪n
（x，y）E日，t>0

过台之二个。”它工工飞 (3-5-126)

（x，y）EΩ
PH 汴茎善eH。汁台年已“”r;2% ③y Ir, -

=-Q'(ty 小部气叫仍穹，名

（3）承压水，具第三类混合边界条件（T+厂，为息的全部边界）的非稳定流定解问题。

处？晦 (r.:)+Qol十Py
点o&x冰yy-"

(x,y)E9,!>0

过白飞。？位工子。仕义”而的 (3-5-127)

这义三三“立言之之
(x,y)∈T:,t>0

能。e6G,>)+7.2r, 沁善。2× r。
出！它 (x,y))EFa,t>0

（4）潜水，具第一类边界条件（T;为Ω的全部边界）的非稳定流定解问题。a铯受它晦 )+Q*

-Q，6x-x（y-y）A盟at
(x,y)E,t>0 (3~5-128)

让台义立门己心子飞“日了而“
亚之三。Ir,=H;(x,y,t)

(xy)∈T,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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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潜水，具第二类边界条件（厂。为Ω的全部边界）的非稳定流定解问题（井点
放在结点上）

陀 OH)。六让心 六己心 )+吵”
色

宫徉、 ayx,.X

-三Q（x-x）。（y-y>一p0f
(x,y)Ea, t>0

过台义三。？匹子。了了而。日 (3-5-129)

茎己文诞盖【k∶品
=Q'(t)

(x,y)∈T:,f>0

（8）潜水，具第三类混合边界条件（厂;+厂，为Ω的全部边界）的非稳定流定解问题

(xsn);融品（k;H? )+Q十”心（金、.

orx9-y要
（x，y）∈Ω， t>0

H（x，炒，t）;=0*H。（x，y）（x，9）ER
(3-5~130)缸区飞兰了“工了飞

（x，y）E厂∶，1>0

言已键义予立，忆亡沁： 身

T.
=-Q(t)

(*:y)∈T。,t>0

（7》潜水和承压水混合型，具第三类混合边界条件（F;+I;为Q的全部边界>有
越流补给时的非稳定流定解问题（观测孔放在结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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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长：)+Q(x:x%)。 十P.
学长：它了融（x，y）EΩ，t>0

心了飞二下”江工飞一。少而口
这飞义三“二了义己 (3-5-131)

(x,y)∈r:,t>0

嘧八宁长融沁 监、-K,MDy ;=rH+Q'。
(x,y)EFa,t>0

式中 Q'（1）——边界上已知的侧向补给量（即在边界F.上的单位时间单位长度或面积
的流入或流出水量），血8/d·m或m8/d·m2;

Q'z——不受弱透水层影响的单宽侧向补给量，m*/d;Q'∶>0表 示流入Ω
内，Q'，<0表示从2域内流出;

r---比例系数，m2/dy
rH—侧问弱渗透量，m*/d;

其余符号同前。
5.4.2.2 区域剖分和分片播馆

一般情况下，区境地下水的水头分布通常都是某种曲面，为了求解区域Ω 内某一点的
水头日（x，y，t）的近似解。在有限单元法中，首先就要求将区域Ω剖分成有限多个小
单元，并依次对每个单元进行线性插值，用线性插值函数来近似地代赞单元上的 水 头曲面
函数。把各个单元的插值加以合并，就得到区城Q的总体插值。由于线性插值菌数在空间
几何图象上为一平面，而水头分布通常为一曲面，所以在单元上的线性插值就是用一个平
面去近似地代替一个曲面，而在总体上就是用有限多个平面拼接面成的一个多棱壳体去近
似地代替区域Ω的整个水头分布曲面，这就是所谓的剖分与插值。

1.区域剖分

区城剖分就是把定解区域划分为有限多个小单元，单元的几何图形一般 为 三 角形或
矩形，对于二维平面问题多采用三角形，因为三角形单元在布局时比较灵活方便，并能较
好地适应复杂的边界形状。在翅分三角形单元时，应遵循如下划分原则，

< 1）首先根据矿区水文地质特征和区域内观测孔网和抽水井点的分布情况，将计算
区域P制分成有限多个大小不等，形状不同，疏密相问的三角形单元体。单元体的数量视
计算戴的大小、地下水动力条件以及要求的计算精度而定、一般来说，单元划分得越小越
密，计算精度也较高，所以，在对水头分布情况需要了解得较详细的地段，在水头变化较
为剧烈的地段以及在靠近抽水井附近的地段，单元就应当小一些，密一些。反之，在较次
要的部位，水头比较平缓的部位，远离抽水井的地段以及靠近边界附近地段，单元就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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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疏一些。但是单元划分过多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不但将大量增加计算工作量，
而且由于逐个单元累积计算误差的影响，反而可能降低计算精度。

（ 2）三角形单元的三个顶点称为结点，位于计算域内的结点称为内结点，位于边界
上的结点称为外续点。在划分单元时，所有的观测孔原则上都应取为结点，抽水井也应尽
可能取为结点或使它位于三角形单元的形心附近。第一类边界厂，与第二类边界厂;的交接点

必须取为结点，而且都作为第一类边界的外结点来处理。

（3>每个三角形单元的三个结点同时也应该是相邻单元的结点。各个三角形单元的
任何一个边线上都不允许出现其它单元的结点。

（ 4>要使外结点所连成的折线边界尽量地靠近原始边界。
（5》要使含有抽水井的三角形单元的某一边线平行于坐标y轴。其它无 抽水井的单

元则可不受此限制。
（6）要正确安排结点编号顺序。一般是先编内结点的序号，其次编第二类边界外结

点的序号，最后编第一类边界外结点的序号。这种编号方法有利于计算机自动识别已知结
点和未知结点，从而可节省机时。同时，每个三角形单元的三个结点也要按一定次序（i，
i，k）来排列，为了避免三角形单元面积出现负值，（i，j，k）的次序应按逆时针方向排
列。至于三角形单元的单元编号顺序则并无严格要求。

上述区域剖分原则可举例示于图3-5-56中。
2。分片插值

分片插值就是按单元分别插值。对于地下水二维平面流问题，一般采用线性插值，用
线性插值函数去近似地模拟单元水头的曲面分布函数。

现住意取第m个单元为例<图3-5-57），设该单元的三个结点逆时针方向 排 列的
蹦号为i，j，k其结点座标为i（xi;yi），j（xjyj），K（xk，步k）;结点的水
头为H;，H，HA。

讼耳鸣使 F1《正护）· -13力各学
剑孩④ (yr,②急 华一
窃停 节。长 警二

话”讯一岁富”[② 冷“噎A②o H;向产党

响
酚。

骑钨年
》5

冲 君低它长

“蜡它之
图3-5-58 三角形单元制分示意图 图3-5-67 单元水头曲面与结点水头插值

①～负摩元号11~15一结点号

现设第m个单元上的水头函数为;

H = a;+a2*+asy (3-5-132)
.式中的a;，a，as为待定系数，并由单元上三个结点的水头Hi，H;H.来决定，即

H:=01+a2xi+ asyi
Hj=&1+agXj+as》j (3-5-133)
H表=a;十&∶Xk+0s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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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此方程组，就得;

a:-2.m(a;H;+o;H;+aH1)
。”“引： (3-5-134)-<b;H;+b;Hj+bHb)“”“-（c;H;+cjHj+ c6H店）

式中 a;=xjyh-xkyjaj=XYi一xiykaL=xiyi一33i修
bj= yA-yi bk= yi-yjb1=yj-yAi 、

CA =xj-x。”目煤于认 j= 无i一xX品!

面第m个三角形单元的面积△m则为∶

了芝心空
=方【xi（yj一yA）+x（y一9i）+xA（y;一y;）】“(6;ci-bjco,) (3-6-135)

把上列数值代入3-5-132中，即得m单元上水头的线性插值函数为

叫H=7 -[(a;+b;x+eiy)H;+<aj+b;x+cjy)Hj+2△m
3-5-136)十一。叶十宁子社十。产气飞辽巴

随着m单元在定解区域中位置的变换，结点水头Hi，HjH的值也随之面变化，因此
上式（3-5-136式）实际上也就是整个定解区域的水头插值函数。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
三角形单元上三个结点的水头变化值，就可以通过上述插值函数来确定该单元范围内的水
头变化数值。于是，反过来就可以把预报整个定解区域范围内水头变化的问题变为预报这
一区域内的一批单元结点水头变化的问题，也就是把求定解区域的连续水头函数离散为求
有限个结点水头值的问题。所以说、有限单元法就是把空间水头曲面函数近似地变为空间
三角形平面函数来计算，而三角形平面函数又可以近似地变为三个结点水头值的计算。

5.4.2.3 结点级性常微分方程的推导

1.应用变分原理推导结点方程
所调变分原理就烂根据泛函求极值与欧拉方程等价的原理把偏微分方程的定 解问题转

化为求某个泛函的极值问题。下面简单介绍如何利用变分原理把描述地下水运动的偏微分
方程的定解问题转化为泛函求极值的问题，然后利用三角形单元插值函数将单元泛函的极
值问题转化为常微分方程的初值问题。

1）渗流计算区泛函J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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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渗流区含水层有越流补给，并且有第一类边界和第二类边界的混合型边界条件的
潜水和承压水通用的非稳定流定解问题为例，其模型如下;

部）了夕啦：它(K:M'身品（KM 十中详、 8y
,wE-Fai (x,y)Ea,t>0

H(x,)1=0=H6(x,9) 入“”仍的
(3-5~13)

H(x,y,l)|r,=H1(x:y41>(x,y)∈f,t>0
沁垒硒总。入长叫 dy-K.aM号 =qtHds曾 r,

(x,y) ET,t>0

可以证明，上述偏微分方程的定解问题可以与下列泛函】的极值问题等价，即∶

=f〔K，w（W）+号K，m（ 叶怀让”+酚

只？O ;aY
慌。)H-]dxdy-(Q-8at

“。命让：比区”已吕
(3-5-138)(x,y)E, fi>0

H(x,y,0):=-"Hn<x,) (x,y)ES
H(x,p) r,=H.(x,y,1) (x,y)∈r:, t>0

上式的泛函J就是地下水渗流计算区的总势能。式中，在计算区Ω的插值菌数日可由
前述的式3-5~136来计算，在厂，边界上的插值函数H则可由后面的式3-5-147来计算。

上述等价性依变分原理可证明如下∶
若有泛函∶

F(x,y,。nuy)dx·dy+F,6(5,m.)s7=[
心

则槽应的欧拉方程为∶

了’驴己”哎-yfFn)=
设h=H，

HP'下叫飞踞叫飞飞 ②f.t杀aH）日+号;）'-（Q-μ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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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守让人总
则有∶ 。Fa=-(Q-ul 昏H2+各pH丰?t

--【Q-p票+沁暗？

FHxK,Mg FHy=-K.May:a%,

H-=0H=-(rH+q),
故相应的歇拉方程为;

些 （H2-n）-号-【 Q-年 即(x.02").OH)念。十 (K1M盼 飞”。ay分2，

af) ）+0o+甾H-M-监低。需长”(K,Mi即 9)十3yN响发 ay/ og
而相应的边界条件侧为∶

”工正豆.dy.，K、Mue? dx沁’“长融、“纠’ =08yds邹偏 r:
沁之泳己：2 e即 K1M2? ⋯
23ds

2） 每个三角形单元上泛函J易 的确定

整个计算区内三角形单元总和的泛函为JI，而每个三角形单元的泛菌为J品，其关系式
为∶

“”“孤 (3-5*139)伽

单元泛 函厂品由下式确定∶

1K，（M）"'量k;w（??' 1Ky理*J品. +dm 2

么o.(Q-meN H.)H]xdy (3-5-140)×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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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比和由于上式中有 故要解上式必须先用式3-5~136的插值函数H对3，y求偏。也2
导数。为此。可先将式3~5-136写成矩阵形式，即，

H=2方m【（a+bx+eiy）日;+（a;+6bjx+eijy）H*
(3-5-=141)+(ab+b:x+Cky)H]

*【N工{H编}

男己”号唯之之吧：
之2Zma;+bx*eity)

N-z4;*b*ej)
总” Z(a+bhz+6ky)2

总这
由式3-5-136可得∶

鼠。 _1. -【b;H;+b，红j+bsHR】三2x吵“当

计二铯1
我

*zZbib;如【H品）

“轧引合子少完论巴飞。宁完这平已偿
步关

、些、是{n} 雪丶迄、工飞”A.

b'
b;b:bib;bi

这一之它书心 (3-5-142)目“认”E
bab;bijba

同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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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a e eofvM)_1
27m(’夕

IC;C;C:C; CiChe，(②f) C;CiC;C;C;CA (3-5-143)引时 hr)(o)““”半色 CAC:C:C; CLCA
把式（3-5-142>和式（3-5-I43）代入式（3-5-140）单元泛函J品中，可得∶

中“小 K.M {Hm'[B B]Hm) dxdy区
目

K∶a{中n）'【c c】{rm》 deasy+8d"，”
岭。

话空它合？融21m

“嘧已行巴 (3-5-144)
式中∶

(b;bi b;bjbibk
”图”ojo:b;b; bjob

宁宁。宁芯。、宁矿

ICiC;C;CJ C;Ch=-C;C: C;C, C;Ck
.CkC, CACy CACA

上式就是单元泛函7°与销点水头H;Hy，HA建立的关系式。

3） 单元泛函J的积分

在建立了JE与H1，Hi，HA的关系式后，下一步就是对式3-5-144求积分。
（1）对第一、二项求积分

K,M{rm}'cBB){nm) dzeyt8方m2m
jkxM {Hm'cc HMdasy*方
叶

(R。M{rm}'EBAHnM]+K;M{Hm)'x中=8.Z

之己恰立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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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它宁”图合书之靶名也喹
术” 二飞式号（n?car|、 序心式中∶

：唑穹’。(bi[B)=。”t
（2）对第三项求积分

岳（tM{Ha）axdy
置

“叫唑子宁飞
蛭会书丫它译长“，

d m, 六它书之将、m
式

;,3)o心往 {rHe ：12“’
tc 3{nm}4H)-4a

ce-(})式中

（3）对第四项求积分

睡书飞之Ipe
m
戈co{n}=H四（“”12

《4）对第五项求积分

二下公？已心六之飞式飞

上台嘧子义主毡
休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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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m 会∶社-J【w，x; Nadxas{Ha}
当

4)[n ay[snsdako[Hr](Q+；一

r（Qn+SH）【告子合】H2}
r（丽m+告fiz）J111{nm）

把上面五项相加，即得式3-5-144泛函J易求积分后的结果为

中 =({fr"jar, ,. JeDIHm)+比，目’8,3dm

下比乎。nyco{nm)-+会景H?tco{H需+"可 _m1
df12 ·-

子（m票n（111小m (3 5-145)

4） 求单元泛面工对 H编}的导数

把上式3-5-145对H编求导数如下
（1）对第一项求导

:K.“毡(0)7i设e={H）

-{nm)'ca{Hm)
应用矩阵求导公式，对上式求导，则有

高）-号，D7不 。co(m)-2on{m)=8Q1

{r 0 六。

（2 ）对第二项录导 -.
。“啡譬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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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哔沁它立书

-{Ha】'c（品）
S:Cc {4"mJ}D工. = 2.4A{H"m}-心钟分

（3）对第三项求导

dH92fcH)谨售。庄沁里dt响“

-CalH)
209-CE)[Ar部炎 咨

良监。下上 c)'到色”12

dHe丫” 一仔飞它u3mcC 求2!dt响

毕。“缺严dt吆
（4 ）对第四项求导

。”’夕沁“
！这书

还tE）A0--合（m+吾H）④4

些
将以上四项相加，即得泛函/台对{H求导数的结果如下∶

Kabe _M 牲咏它它 oB{Hm-≤十它义m！“：
“临目’ K: 斗一o 12{ke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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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r molong
(3-5-146)

5） I边界上泛函的确定
（1）T，边界上的线性插值函数H 
设p、q为T边界上两个相邻的结点，其水头分别为Hp，H，两点间距离为Lm，距

p点距离为S的任一断面上的水头为H，则当S=0时，H=HpaS=Lm时，H=Ha
故得p，④之间水头的线性插值函数为，

H-L- HA-HA (3-5-147)
上式写成矩阵形式则为

手机器配件 (3-5-148)
（2）求泛函/p
由搬个渗流计算区的泛函J中，可知

In---OGrHt+aH)ds -
一天

=-11-(HS+HiHe+Ha+Ha)-14-(Ha+Hg)

--告（必）CE 2）【B】-40】
(3-5-149)（3）泛函Jn求导数

营业100-10 (3-5-150)
A -----

6）泛函J求极小值

整个渗流区的泛函J是各单元泛函J°及边界泛函J。之和，即∶

1.200% (3-5-151)100

在前面，我们已经把单元挺值函数

H=CN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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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2边界上插值函数

亡SL-SH= LH。叶； )1

代入泛函J中，并建立了泛函J与单元水头Hi;Hi，HA的关系式，所以泛函J就 是计算

区所有待求结点水头Hs的函数。

根据变分原理（或能量极小原理），使泛函】在结点水头H∶处有极小值的充分必要条
件为∶

器2/I3H:F (3-5-152)

这就是说，要求得泛函/的极小值，首先要对各单元泛函JC和Ⅰ2边界泛函J求和，得
到整个计算区的总体泛函J，并使其对所有待求结点水头Hs的偏导数等于零。

式（3~5-152）可展开为如下具体形式

(or° a1号0f 迢二-t⋯+、团H敬W2H、

斑；钯 ave 0f温”O 工说”十 业”川 =0阻” ⋯⋯争 ⋯⋯：：命计于： (3-5-153)
3/

总aJ: aJ9子H
之十+⋯⋯罡之

式中 待求结点数S=1，2，⋯⋯，，N;
待求结点水头日s= H1，H2，⋯，，HNy
三角形单元数及厂2边界分段数β= 1，2，⋯⋯，f，f=m+n。

上述方程组就是应用变分原理（或能量极小原理）使了。=0时而得到的等价肽拉平
衡方程组，从面也就把地下水偏微分方程的定解问题变换为线性常微分方程组的初值 问
题。

2。 用伽辽金（GA】erkin）方法推导结点方程
1）权函数（基函数>

若设这样一个函数，在有若干个结点所构成的一个多边形Ωp上，只在结点p处取值为
1，而其它边界点均取值为0时<函数值由1到0作线性变化>，则此函数的近似表达式
称为相应于结点p的权函数，记作G。=Gp（x，y）。图3-5-58a为内结点p的权函数 图
象，图3-5-586为外结点p的权函数图象。权函数图蒙很象一顶由n个三角 形片 拼 成 的
多面形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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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

图3-5-58 权函数示意倒

2） 伽辽金方法的基本构思

设渗流区为承压水，有越流，抽水井已开采，边界条件为混合型，即尸=T;+F2。
其数学模型如下;

0.宁飞褪：丹（KtMOH） 岁）+-_Qq，5Kx-x8（y- yr中吗’泻’ 靶 0y

”。 （x，y）∈Ω，0、ar
江义 （x，y）EΩ的∶-=H（如，y） >(3-5~154)

立子了三。“了仑己 (x,y)∈r,>0
H论试 esf,》)|r,=-0')只总 eos（肩，x）+KM臼札 ay

（x，y）∈厂，t>0

为求解3-5-154式，必须确定一个函数H（xy，t），使得上式成立，则称H为3-5~
154式的解。

假设函数

(K,M)9 D OH)怀长”文它” )+2-*方y（ 吵之、，煤D文

28。二Qrdx-x）8（y-y）-ut ”。2
并又使得下列积分式为零

刮入长融 阻[2( (K:AMg卡 )+ey9
Q,x-x)8y-y)0jwdxdy-0’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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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L(H)-wodad y = 0
砂

设W为任意函数。若H是方程的解，则上述积分必为零。也就是说，积分式中上<H>

对任意的函数都为零，即;

滤 噻2飞长叫 （K∶M告 )+2十将、 8y

gQ,6(x-x>8fy-y)>-"]-o叭
这种使得微分方程等于零，又同时与另一等于零的积分等价，就称这种积分为余量加

权法。而伽辽金法则是选择一个固定的权函数Gp。（p=1，2⋯⋯，n），去代替上述积分式
中的任意函数w，即Gp=u，这就使得水位近似函数H（x，y，t）为方程（3-5-154）的
解，这种做法称为伽辽金方法。

上述积分用邮辽金方法表达为;

L(H)Gdxdy =0 (3-5-155)
2

V碗或 己汹？J[a(x1.0? 心长叫乏e义
的

×&(x-x)8y~y)-pTo0']G,dxdy=0 (3-5-156)

方程个数等同于积分式的个数，由此可解得H（x，y，t）。
3） 内结点方程
设A为多边形ΩA上的内结点，而且每个三角形内K1=K。=K为平均渗透系数。根

据伽辽金方法就有 “,@) 志k记[2( 惕长盖；-(r; ]G ankdy- 传十 Ty8y'Dx,SA Ra

f-e as-. Q，8x-xp）冰（y-yr）Gadxdy= 0
松 下-∶Q'

(3-5-157)
用格林公式将（3-5-157）式第一项作变换;
格林公式的形式是

29,)duxdy-fPay-Qdx(Op六驴’oy“ 。
。诞令 P-Gar2C社

代入（3-5-157）式第一项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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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驶）】axdyJ2（Gar兴）盼、气，
9A

融 、))dy-(Gar'c ar'{1 ”岂、

义乖已褪么淳碎融： 四4）+GAi Ts一6×A
9 )]axdy+Gag 令

Ccr【心器的=( c
TA

即
唯)]oadxdy郑融 气e,

它9A
字艳” 8G4JaxdyOH下；品oyox 0y

的体
QHd GeAT -1s； 雪“

上式中TA为多边形ΩA的周界。常为外法线向量。由于权函数G4在TA上为零，故线
积分 n3H。car2 偿“”。出一

六所以
D旦） , 2)6,day合”顶a ； (r部 8y

QA

-器 钯品4】axOG4、入Dx “飞SA
代入方程式（3-5-157）得

监严十“ 2G4)辉 ,②HaH G adxdy dxdy+f 志鸣 ay Bx8×DA QA
“氩义；
RA

Qrd(x-x)ay-y)Gadxdy=01|二 (3-5-158)
色
4）第二类边界结点方程
设B为第二类边界上结点，同样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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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端,2H 03 ，， -Cdxdsp+)G dzdsy-T “临详
，

式’n、温

aB RB
GBdxdy-fQr(x-xp)8(y-yr)G3dxdy=o(3-5-159)
的切 B
用搭林公式同样的方法对3-5-159式第一项作变换得;

（r品）Icdrady中旦硕 OH)子冰 (F: 产By2x
QB

院巴HOHL.”” ×卜： “？守融眺 -tzdy8y当’ 3yxfB SB
多边形g8的周界厂B系由两部分组成，FB加厂B2及厂B

如图5-3-59所示。
根据权函数定义，在厂B上有GB=0，因此 2:p
阵 之

：。己曜岩“叫 -ds s -ds
TB

,0,假设单宽流量T -在厂B.和厂B上均分别为常数，则2n 图3~5-59 边界示意图

能。 ,2 怪一frG? -ds=TE 丫咬GBds+TL ra,Cada罩’ R On.FB1+Ba
frGds-L由公式

所以上式就等于

阻。2H巴十务r、 夕 厂B，=2（Qr8∶+Qra∶）=1Q》哼②n
式中 广B;厂B。——线段长度;

QrB1，QrB2——分别表示厂B，TB2边界段的进水量;
QB-—两边界进水量之和。

所以

融,⑨H) 2.Ja 雪 工才心飞0# 以
的叫

2GB辛93GB)(0E-1Q2-Jr( Jdxdyax 0yay3x
QB

代入式3-5-15得∶

你（器 OH将贮。 GA) OH中 odxdy-)dxdy+jδyayox 鸣”Q2B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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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y g.Q,a(x-x,)8( y-y>)Gpdxdy (3-5~10)
的的”GaB **

Q8a2
5）内绪点和第二类边界结点的方程组
根据上述，对每个内结点及第二类边界外结点均有一个方程，合在一起就构成由M个

方程组成的方程组。
内结点方程组为;

子辉 睡.2H’陀、 陪” 号cidndy-JJ-Gdxdy)daes.Ij，’ 0y飞’Qt Q/

Q(x-x(y-y)GIdxey=9二 (!=1,2,⋯,M>

(3-5-161)第二类边界外结点方程组为;

Ir（盟 强0HOGL 2GL* Gdkdy-J.Gdxyt:)dxdy+J"
郎’飞’吗’D0

靶 的 0.
涵夕子飞”“文丫式义叫号Q∶（.I=M1+1，M1+2，⋯⋯M）

态” (3-5-162)

式中 Qr———表示与第1个边界结点相连的两段边界的进水量之和。在时段较短时， 也可
视为常量。

6）内结点和第二类边界缩点方程组的谁演

有限单元法要求把求平面上的水头H<x，y，t）分布离散为只求平面上有限多个维
点上H的近似值。这整近似值可用三角形单元β的三个结点的水头和权函数来表示，即

HB=【a?+孕+cl四+b停+心，唱+b+c）x×
〈H; (H)-[efc} 动政; ? c4] H。,小部。

式中 G?，G，G-为三角形单元.j的权颜数。
函教G?在（xiy;）上取值为1，在（x;yj），（xk，yk）上取值为O，所以它是

权函数在β上的表达式，也是面积座标的表示式。Gf和Gf与G}性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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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内取一点P（×，y），见图3-5-60，则可得∶

(xiy-xAyy)+*(y1-y)+y(×-x4)]G}(x,y)=-2.△F

右式富别” ·。

等式右端的行列式乘号正是P，;，k三点构成的三角形的面积4i1，这祥就有

n(x,y)- i66”△6

江‘’
从这三个函数可以看出是点P（x，y）所划出的小三角形与4β之比，这些函数就 称为

点P（x，y）在4β上的面积座标函数，它们之和等于1，即

十“
由于小三角形dtpdi，dA8与4β均有一个公共边，见图3-5-61，所以就有它们

的面积之比等于它们之间的高之比。
索当制

屯六电 引

“”接：密” 广z，u）

皿3-5-60 三角形Aβ内一点P的权 图8-5-61 大三角形与小三角形关
函数计算示意图 系示意图

c早（、y）--di“”
。了心ea4,
心了？：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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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d{;，d?;—P点构成小三角形之高;

dj?d;。d;——△n与小三角形公共边之高。
根据上述性质，即可画出三个函数在△A上的等离 线，如图3-5-652（σ，b，c）所

示，这些等高线均平行于公共边。而在空间上的图 象期如图3-5-62<d，，f）所

示。
cY-

瑞目宁

G%2
GY: GS-=O

g 占 。
后

G(x,D) GW （鸡》砂）Fd

困3-5-82 三个面教在三角形A上的平面及空阔图象：
根据上述性质还可知∶

G呈（xiy）=G早（x，y>+G事xy7+GP（*y）
L+0+0=1

同理有Gf(xj,yj)=0＋1+0= 1

G(x,y)=0+0＋1=1

因此，G°（x，y）在△β顶点处的值都是1。所以它的图象平面与x，y平面平 行。
其间的距离，处处都等于1，因而也就有;

G(x,y)=1
现在进一步研究△β上三个顶点i，i，k上的第汇个顶点的方程。根据（3-5-161）式，

第;个顶点的方程可写成∶

O 。白一aG ，比?H 。③3食售jr( G dxdy-飞雀飞十 每一+9x y 红可y“” 1
良畸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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茎兰谅Q6(x-x)8(y-y)G uxdy=0。d β
(3-5-163)

G{=a{+b?x+cy由于

”！心G”“。嫩有 。调 y
四-6专H∶+6H→b得H。时
H?H+心号+心H。飞’

2H 下工心心”咬睡（a?+*eP进ot

（（o+娼品要
，c骨p2Kj上+G}"c学的，2t 2f

代入（8-5-163）式中得∶

Jr【（6田H，+6H;6HA）?+（cH;+cg;+喂H）-jaxdy+
态四

Hc婴H）c{xdy-【J，c?axly+十 ：仓滚灼：二六逸 。at p
J/E on(w-x0(y-y)e{ dady=- (3-5-1864)
48ru
根据下列化简公式，

上 宁咨督良；性、
卜试龄

字怪飞”啦： e?c{axdy ,
“曾偏

译飞：性dp
于是（3-5-164）式可化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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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上飞亡一下“沁心吵砾下、中”久” e,dHA.“ 汹。台飞子+za"a(2-, ，售’“”’“”4 31
x8(y-y.)G?xdy=0 (3-5-165)

同理，接上述推减方法可以得到j和k两点的方程为;

da·rb???egn;+【（6g分+（e学e分】n;+【6号b意+
d理压 40+[心心产亡唑大晦了”铯、：” l,E Q,；。a 3态

(x-xp(y-y,)Ga*dy=0 (3-5~-166)

48·T【【b复争+品引n+【b器b导+4o月开;+〔（6启》）+

：性上（e*）】开】+*ad2出1 .dHi：” 1+2-出t） 跆它飞“
还

（x-xr>xaty-yr）G鼠dxdy=0 (3-5-167)
将上述8-5-165、3~5-166、3-5-167式合并写成矩阵形式;

“下““心十“十砜 HTde6号b9+c号cPb乎+e}e号 b号是+e}一品 H;其

H“心十沁将心十“品心“甘
dH1 r学
d

又站 业度“ -.41直 - 十d，e’ dt

O6(-xay-y6axdy-0 (3~5-16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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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的常微分方程组为r

“丫”。它广它兰 (3-5-169)

式中 〔T〕——传导数矩阵;
〔μ*】——储水系数矩阵;

亡义融、，{F}—-列向量

在有第二类边界存在时，只需在3-5-188式的等式左边加-2号Q1即可。于是，
3-5-169式可写成

CTDVE}+[p"([dH)+(Fy-{F*}=o (3-5~170)

式中 {F"}——已知列向量
若为潜水情况，则只要将3-5-164式中的第一项

『risas
2βB

换成下列形式即可

J sH-Ddayr（"1+gl上题-点-B）48 (3-5-171)
8 色’

这就是潜水常微分方程。
式中 T——单元体△g中导水系数平均值，T=KM;

K—---单元体d g中渗透系数平均值，
B--—单元体△ g中含水层底板标高平均值。

从上述结果不难看出，用伽辽金方法推导结点方程和用变分法推导结果的绿点方程表
达式完全相同。

7）关于抽水井的形 式积分

谅么名十己个？区三亡淳号”9*1 dp
(c4
G9+Q:a(Pi)+Q;8(P;)+Qh3 (Pb)] (3-5-172》dxdy

了
以上假设在dp内及三顶点1，j，上有抽水井存 在的惰况。
根据8函徽及权函数的性质 和井所在的位置不同，可分三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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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位于dA之内时，有

行亿产台。飞。让丫””巡”怨它产。巳之。“式
8
=QGP(*,9r)=QGP(P,) (3-5-178)

,PP 以g

}与该边上的高d;。dA;，d4;计算时，按井点Pβ到三个边的距离（ adki'dj 。:7:"

之比来分配给△β的三个顶点，而这些长度可直接从图上量得。在 么A内 有n个 井，就按
上法算π次。应注意的是，当4p为第一类边界三角形时，在厂;上的结点不能分配 抽 水
量。

当井位于d1β的某一边上时（非顶点》，则有

ocP(P)s(P-)dxdy=,.8ock(P)5P)dedy
iβ

0, 当GP（Pr）=0时
汁化飞子：“” (3-5-174)1QcP(Pp),，当GP（P>）=1时Y

计算时，除了在抽水量Qa前乘以1/2外，应注意G（Pp），GPa），G （Pp）中必
有一个为0。

例如，没井在jA线上，如图3-5~63 所示，则 有GβPA）= 0，此时

巳嬉，？钢ki jk

c,Pp)=1-c.(Pa)-6(P)迎

-果-jk
比例线段可从图上量得，若i、k分别为两个△g 之公共边时，可直接按比例将水量分

配到j，k上而不用再乘1/2。若预线是厂2的线段时，则j，按比例分配的水量必须乘
1/2。

当井位于结点上时（第一类边界结点除外），如图3-5-64所示，则有
4 论

函、
寸

图3-5-63 抽水井位予i咸上的情况 图3-5-64 抽水井位于结点上的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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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vP》。(Pddy= -3 -8QGP(P)8(Prp)dsdy“，
dp

0, 当Gβ（Pr，）=0时
QG*(Pr)i-2# (3-56-175)

-Q,如。2 当Gβ（P，）= 1时

5.4，2.4 线性常微分方程组的腹开

前面我们已用变分原理将偏微分方程的定解问题转换为线性常微分 方程 组的初值问

颞。从式3-5-153不难看出，方程组的组成是由整个计算区的泛函对区内 所 有结点逐个

求导综合而成的。这一方程组可用如下展开式来表示;

(8uH1+s:zH:+315H3+⋯⋯+61NHN+8;Nn1HN+4+⋯⋯+

证浴！dH dHiN中十了二十宁之*3:MHM+pn,- dH,+ p1: +p.N-dt d;“”’
dF=F、十己：宁式“学

sH∶+83aHa+8H3+⋯⋯+saNH用·stN-;HN-⋯⋯+

dHN2L+！了己；它飞言台卜飞宁晦！巳 dHy、-tp2N-:业 dt dt飞。？ dEM=P',十了了十宫dt⋯⋯.-.：：。“：。了：。：。：：：：。：了：。 .--⋯,⋯.a........
sN:H:+SN:Ha+sNH:+⋯⋯+sNNHN+sNNo1HN:+⋯·十

“飞。号飞“ 证飞dH,+sN aHa+ pN 飞义“” + pxA, ，dddt ddEM.十了了之之 = F"dt M

(3-5-178)
这就是线性常微分方程组。
式中 H∶，H2，⋯HN——待求的结点水头值;

HN，HN;，HM——已知边界上结点水头值;

，F，⋯⋯Fk——与流量等有关的已知数;今
S，S∶⋯SNM及PP⋯⋯PwM—已知的有关系数。
上述方程组又可改写成如下矩阵形式，

HSSu⋯⋯.SIN SIN.⋯⋯S1M
S11S2⋯⋯S:N S,N,⋯⋯StM 理⋯⋯⋯⋯⋯⋯⋯⋯⋯⋯⋯⋯⋯⋯ ·HN⋯⋯⋯⋯⋯⋯⋯⋯⋯⋯⋯⋯⋯⋯⋯

HN,⋯⋯⋯⋯⋯⋯⋯⋯⋯⋯⋯⋯⋯⋯⋯
SN:SN⋯SNN SNN+⋯⋯SNM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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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PII PIN⋯PIN PINA⋯PIN F.
OH F.Pl:Pm⋯⋯PaN PrNari⋯⋯PaM dt⋯-·1.·o 

dHN十 IP·**⋯-**· dHN.1
dt⋯⋯ .⋯.⋯r

dHMPNI PN:⋯⋯PNN PNN+I⋯⋯PNM dt N

上式又可简写成如下彩式

CSIN,wiHhMa+CPON,MEI PN,I IN.IN.I (3-5-177)

5.4.2.5 线性代数方程组的建立
上述常微分方程组可通过积分近似法化为线性代数方程组。即在给定了各结点在t=

te时的水头初值H。（HEG），H3O），⋯⋯H$0），⋯⋯H（）0），⋯⋯H（0））后，京T=i。+△t时的水头
Har（HI），H（1），⋯⋯H（L））值。为此，可对时间t取近似积分，将常操分方程组
3-6-177式两边同乘以dt，并从t，到f，进行积分，则得

任何 dHi Adt
dH 1

H: di F⋯⋯ H⋯⋯ dt-jt-a*dt+Jied AttPow.MJI.tatcs)N.M 4t7dHNHN IP
中国联通MIN

dHMM×1Hy NIN×1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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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中〔S】N、M及〔P】M、M移到积分号外，可得∶

的;4-H,d dt 入亨、.
浮哼5+ dtH,d ，：：： *·⋯1⋯⋯⋯*⋯侈号式 +CPJw.x 4t，工飞工Hwdte札“ 。dt二”。. ：
（.dH业;Hadeux -dt：dt

上式中的积分第一项，用梯形法近似计算得;

陪怪。n424n°-(0) 多化字了浴J#,at 叫 叫
第二项可得∶

J;兽 ：了这苄亡二忘下巴”飞”比O),
代入上式，即得;

fs*H⑨ f9-H° (F,
r!an9 n9-HQ，： ⋯⋯⋯⋯·⋯*o.·*[sS]..x +[P2N.M dty 己9：位宅 飞！临8：： ⋯⋯

陀：：它砼 8-n8945,

上式除以dt，并经分离合并后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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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下管还、
H F, no，· ⋯⋯⋯⋯⋯⋯ ，

【S为.，P为.4 [PD-SN4]挥 口
这监’2 K/S 记：比” ⋯⋯⋯⋯⋯

性， n设Fw 臣：N，
利用矩阵分块方法将上式中的矩阵加以分块，再经移项整理后，可得下式，

【sl.a+.2OP】{u点=【3CP0—-CSln.】4

心问下占！幻义下三言容：+ 2{F'}w×+

‘？子拿子：心闷端下占子白记了： (8-5-178)

上式就是用矩阵形式表示的线性代数方程组。我们利用上式，就可以建立起用于计算
渗渡区结点水头的方程组如下∶

论运”亩了令 {H}Mn?={H}t、dt。

立了了上己应书了门它了：
仍了三“？ [P]x.tM-w' =[P'),
2 {F'}=({G)r*d:+{G}t。

代入上述3-5-178式中，可得∶

（ 工P+15）Hzu-（2CP-cs）w∶+ （iC}a+
人靶“它产三：将它产之了“’

(3-5-179)
上式即为渗流计算区结点水头的计算公式。

式中 《Hy}，{b+41，{S'，〔P′）是与第一类厂;边界上已知皱点的水头和座标有
关的数值;

tS]=[S1)+(S2]-[S3)

is3，3=苦。（2）T【6R， J（E）;（对于滞水;上式中的M即为A，它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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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曲镜的变动而变化）;

 tC]〔S4〕= 4nA: 物
12d 2

“岂“哗一 ]
{G}={G,+{Ga};

喹运1G，）= 鲁（Qm+'

高！心f.},

它”月？12

解上述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方法很多，一般常用直接法或叠代法，这些方法在普遁的线
性代数教科书中都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赞述。

5.4，2.8 "BT切法

"B7"法是在有限单元法的基础上，结合渗流计算区的具体地质及水文地质条 件提
出来的。它是首先应用解析法计算厂，边界上各结点的变水头值（即BT值），然后应用有
限单元法来确定计算区内结点及厂，边界上各结点的变水头值（HT值）的一种方法。它既
能对疏于计算区城进行参数拟合，文能进行地下水位预报计算。有限单元法的基本内容已
在前面作了叙述，下面只介绍"BT值的计算方法。

第一类（工1）边界上各结点变水头值（BT值）的计算方法如下∶
从公式3-5~179可知，如果厂;边界上各结点随时间变化的水头值（BT值;B指边

界，T指变水头值）不能预先给出，就无法利用有限单元法来预报内角点及r;边界上各结
点的水头值。因为从该式可以看出，要预报内结点及广;边界上各结点在汁+ △+时刻的水头
值{H}t+df，必须预先给出内结点及工，边界上各销点在t时刻的水头值{H}t，以及厂;边
界上各结点在t和f+ d!时刻的水头值{H6}!和{Hb}t+dt（即BT值）。但在矿床森干过程
中，在t+4t时刻，内部结点的{Hb}t+ dt是先知的，厂，边界上各结点的{Hb}+.dt则是
后知的，不能预先给出，即使在厂，边界上有观测孔，《Hb+ df值也是由于内部排水井产
生{H}+d1之后产生的，也不能预先获得。如不了解这一点，在厂1边界上盲目布置大量
的观测孔，想据此来确定各绪点的变水头值（即{Hb}t+dt），就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1.BT信的计算方法选择
1）确定面状井的范围和形状

把计算区中有井的三角形单元合并成一个梯形的、矩形的或三角形的画状井（见图3-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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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面状井可以包括一个到几十个有井的三角形单元，合并后是梯形（或矩形）面
状井 时，要保持两边平行y轴;是三角形面状共时，要保持一条边平行y轴。

业
M] 色

竿 ，慢工沙m(e)绪。 4s2 集萨
千踪略 CD

墨”’专工？ yo 气D 的工松。
7 “出”史 当 。 、 高身 ·务

图3-5~66 梯形和三角形面状井
e一梯形b，e一三角形

A(x1,y1)B<21ye)C(×:,y3)D(￥3,ya)

2）计算方法的选择
然后，根据计算区的边界条件，按图3-5-86及表3-5-28中的应用条件，选择相应

的面状井地下水非稀定流计算公式和计算程序来计算BT值。详见参考文献〔84〕。

如住Ig R欧 14 U10 1
压 11 < ah吟5

季宁拳 fu*久？端一出
叫影

义 frv
联A 人中中 u富怀纠宁 六”- 、 12 命一]26

一视乎10 为u72,力乌 251 、1823 艺1o 、千中

山13 门”宫 富、啉龄24

亭
、2G

峪’冰
如 8*。 -

各修
“卓 H区争吗 16 代 偏“” ng

t8 畜’
剑 l6 nB28长P8'16 -ni 20

季’20]

必益昂 据铯927
的2225 12) 25)

甾 [23)艺】
部

盛2f
p

图3-5-88 各种边算条件的计算区示意图（二）



1423第五章 兮床脑干水文地质计算

区I区

19.e 八月 28
占一学

儡8A、 25

A1。
融分 2518，祥 gr ，？、 饭，。g
售a20吐铸一

“算24|yin I6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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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6 各种边界条件的计算区示彰图（~）

一疮服平面计算K;b—单边质水边界计综区;c一湘互髻直阻水池界计算区》
k一稻互显直供水、附水边界计筛区∶的一调边乎行阻米，供水边界计算区;

【~三边盈水独界计算区1g一射闭围水进界廿算区

2、计算BT值时所需要的原始数据

BT法计算中所需要的原始数撰和水文地质参数有以下几项∶

（1）F;边界上各结启和面状井各角点的x、座标值;
《2）开采时间t值;

（3）面状并所在分区的导水系数KM值和压方传导系教a'值;
（4）面状井总流量QH，开采时取正值。灌（注）水时取负值∶
《5）面状并所在分区的给水度"值和比弹性给水度μ*值（μ°=μ/M）。
3，面状井的计算公式

Oy,一R图目‘ (3-5-180)47K
式中 u——水头函数（势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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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边界条件下任意形状（三角形或梯形）面状井埔下永栗瀚定流计算公或式裹
骤7-5~28

佐冈Q总价算公式 备边 界 图 示 4πK：
青个“” 1.公试说明

n-司（ 5到ys，'， 砷
罗” ’了“豁y(E P,8:pdddrn0:

予汁
崭八串心 a云行
宁茔宅溪言之思求轭锌水边界

少
e?-coa

βd-dgdn
吵了平

式（3）
F: 即1造码氵、o βB±8'n8主8）fa.

drdidn

产人啊式（4）“
业孤

啊？ 四（-量品o* 宁宝运客置号
！性：

式（5） 要）xen坚产canE人

空端、 a-高B.B。B，drdt区n9)广女们
外划异 fO、

·学4~

x如号2

武（B》
9:rs βt"

氵、。O P.8,BdrdEt
念沁了占也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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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晕廿算公式 μ=-！也年边 '界 图 示 ~c 建汇坏

端乓(2n -1)x3。cos-州个” 2L

-为3Myfut"3 BAB3<(β1±B",) ,=drala?R产

吵命璐dedtdn

丁：
xen"号m"）粪入。”

心空予爸呼喜平汀o.
2，符号说明
2;一渗流计算区 无井三角

形单元剖分域;
Ω2一渗海计算区有井三角

形单元割分域
其他符号见（84〕说明

r.其饱说明
式（8 （1）有越流补给时，表中

各式均索纵βotav 4-H A:Jt3, 2）表中所列公式。编成yP:8sβ;drdtdr 计算吸序时，都要经
过坐标乎移和时间r
的变捷

Qm——面状井总流量;
K——含水层渗透系数;
R-—水流阻力系敬。

水头函数"可按式3-5-23，3-5-24或3-5-25计算。
水流阻力系数R的计算，可根据不同的边界条件，从前述表3-5-28中选择相应的计

算公式进行计算。现以如下三种边界条件为例简述其计算公式如下
（1）无限平面上面状井R值的计算
存越流补给时

产t不它“，。‘路了。dr"* a
J窝1

-dn透认 (3-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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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越流补给时

运 芪-d?它芝“平、 。，’6■a
(3-5-182)

（2）相互垂直边界附近面状并R镇的计算
有越流补给时

轮记？
帮

：沁了上华。‘’—铝社r uxR=}一 -—
哔

（。品按品一兴品）的 (3-5-18)f:;ts
无越流补给时

S-)7)aE×；下唑宁空？芪中：
平芪宁字容 滥软-- (3-5-184)/o

上式中，都取"+"号，为相互垂直阻水边界计算公式;都取"-"号，为相互垂直
供水边界计算公式;取"+"及"-"号，为相互垂直阻水供水边界计算公式，

（3）三面边界附近面状井R值的计算

有越流补给时

学 z):(+-1t-P）dr 资（2+蕊0” ？个催。

托昭？芯“”.")a4yt8(。 )dr满以cos 义飞 ’’
心 4o'

(3-5-185)
无越流补给时

c。o60 cos吨）d×巳芝调产空、富三了
号一）an一苄记”十。！上 (3-5-186)-*:18邮 (“。心和隔

上式第三项被积函数中，如取"+"号，下边为隔水边界;如取"-"号，则为供水
边界。

以上式3-5-181~式3-5~186诸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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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有井三角形单元（即三角形面状井）的面积;

a—一压力传导系数;

上*。———越流阻力系数，可按式3-5"20、3-5-21或3-5~22确定。
其它各种边界条件下的面状共计算公式详见前述表3-5-28，不再赘述。
面状井的工作范围（指开采井群及其流量均匀地按面状分布的 范围）由x;到x，由

y2（§）到yx（专）。这里的yu（E）和ya（引）是直线方释，由下式确定，

专一复1 x正-E亡工咬， “十 -景”！岂怎。徉、
(3-5-187 )“儿小-工“上心心 -y-9s+“’“ x2-其1

为了计算上的方便，这里的x（和x2取常数，这就要求在剖分渗流计算区时，有井的三
角形单元的某一-条边必须平行y轴。其它无井的三角形单元则不受此限制、

4。面状井总流量Qw的确定

在整个疏于过程中。当面状井的总流量Qu不发生变化时.在各时段i算中，公式3
-5-180中的Qw可取为常墅;当总流船Qw发生变化时，附公式3-5-180改为下式

g-O1 Rr~1+ _Q;-Q-R1-4+1)端”R1+号= 4xK “省怀

⋯9m-9一R-' 3-5-188)3元K

丶够式中 ,tm乳，叫

5.第一类厂，边界上各结点BT值的确定
如图3-5-67所示，当计算承压水时，如果水文地质参数是已知的，那么在不 同 时

刻!，t∶⋯⋯，tn把广;边界上各结点的座标10（X10，Vl），11（x，311），⋯⋯
15（x，y;5）代入公式3-5-184中计算（水流阻力系数R由无越流补给时的公式计
算），即可求得相互垂直边界条件下，不同时刻T;边界上各结点的水位降深S;值、 然后
由上一时段广;边界上各结点的水头值BTD减去其S;值，即得各结点的BT值，其计算公式
如下∶

“身烂气小一中目领B71;=BTO;- Si= BTO;- Qu

晶求戴紫券边界nK丽 Rt）;j 些挚

/F:2
E-D1t（#e 轨D

(3-5~189) s。{=L。L+1,⋯⋯,a j=1,2,⋯⋯,m
式中 L——厂;边界上起始结点编号（即10号）; 改3-5-67 T边界上

n—一厂，边界上最终结点编号（即15号》; 各结点BT值计算示意图
m——面状井分区数。

上述第一类厂1边界上各结点变水头值（BT值）获得后，即可应用有限单元法来计算
内纳点及第二类厂;边界上各结点的变水头值（HT值）。这就是"BT"法的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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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7 预报地下水位

预报地下水位是矿区疏干水文地质计算中需要解答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在疏干计算

中应用有限单元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所谓预报地下水位，就是在给定了边界条件、初始条
件以及有关的水文地质参数之后，求解定解区域内水头H（x，y，t）的分布。 这通常称
为解正问骤。实际上。前面所忽述的原理、方法和公式推导，都是围绕解正 问题 而讨论

的，而最后导出的式3-5-179线性代数方程组就是用来计算定解区城内的水 头 分布
的。

解正问题时应具备的必要条件是∶
（1）巳知初始时刻t=t。时各结点的初始水头值{H}!以及经过某一时段人!后厂，边界

上各结点付未知水头值H6}+ △t;
（2）已知厂，边界上的侧向补给量g×Ln;

（3）已知定解区域内抽水井或疏干井的位撇和单位时间单位面积的 抽水量QE;
（4）有关的水文地质参载，如压力传导系数a、导水系数KM、给水度μ或比弹性给水

度μ"等。在应用后面所述的反求参数方法夹优选准确的水文逊质参数之前，首先需要根据
钻孔抽水试验资料，通过近似计算来求得这些参数的初值。现介绍其计算方法如下∶

压力传导系数a，可近似地由下式计算∶

REa√ (3-5-190)2.2514
式中 RA—影响半径，其值由经验公式确定;

t A——抽水达到稳定点A的时间。
导水系数KM、可按下式计算∶

Qm.KM=- ！空。 (3-5-i91)“沙”

式中 Rr——水流阻力系数（单孔抽水中称为井函数），可根据钻孔非稳定流 抽 水
试验资料确定;

S;——抽水达到!时刻的水位降深。
潜水计算时的给水度μ，按下式计算∶

KAp (3-5~192)at
承压水计算时的比弹性给水度μ'，可接下式计算∶

KM .大p-. 学” (3-5-193)创 .,at
在给定了上述已知条件后，就需要去求解各个内结点和厂2边界上各结点在各 个指定

时段t1，ta，⋯⋯，tn时的水头值。求解这个问题，一般采用下推法逐时段地进行计算，即
首先将上述各项巳知数据代入式3-.5-179中，求得第一时段t+ dt终了时刻各结点 的水
头值，再以这个水头值作为下一时段开始时的初始水头，重复上述计算，求得第二时段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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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时刻的结点水头值。依此类推，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求得所要求的那个时段末的水
头值。于是，就可求出定解区域内水头值的空间和时间分布。

5.4.2.8 凤求参数问题

如前所述，我们把求解水头分布的问题称为解正问题。反之，知道了某一时段的水头

以后，反求各项水文地质参数的问题，通常就称为解逆问题。所谓反求参数，就是根据对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认识和抽水试验的观测资料来推求水文地质参数。从广义上说，反求
边界条件和流盘也可以看成是解逆问题。

解逆问题的方法，最初是采用试估-校正方法，即先假设一组参数初值，然后利用这组
初值去解正问题;看看用公式计算的水头与实际观测的水头是否一致，二者的误差是否足
够的小，若不一致或误差过大，剩调整参数的设定值，再重新去解正问题。反复进行这一
过程，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一方法现已发展为由计算机按量优化法则自动校正的
方法。

评价计算所得水头值与实际观测值之间的拟合程度，通常是用一个目标函数来衡量，
目标函数E可表示如下∶

E（R，Ra，，Rn）=号W∶，（Hg-，H，>i
(3-5-194)

式中 Ri，R。;⋯⋯R——-待求的参数;
t—表示比较时刻的编号;
r--表示观测孔的编号;

Hg;Hr-一分别表示第!个比较时刻第r个比较点上的计算水头与 观测水
头值。

有了目标函数E，校准参数的问题就归结为求多元函数E（R，R2，⋯⋯，Rx）的极
小值问题。于是，多元函数最优化的数值方法，如直接探索法、梯度法、高斯-牛 顿 法等
等方法就都可以用于这一问题中。

上述方法实质上就是把解逆问题化为多次地解正问题，一般说来，这种方法耗费计算
机时较大，因此，近年来解逆问题的直接方法受到了重视。这类方法的要点是，在地下水
偏微分方程中认定水头H及其对时间变数和空间变数的导数为已知，把计算区域 划分为网
格，对每个结点列出水头方程，并把它看成是关于T、μ的代数方程，直接解出 未 知参数
T、μ等。为了使求得的解合理，通常要用比未知参数的个敬多得多的方程来决定T、μ，并
施加一定约束条件，这就需要用一次规划或二次规划的方法来求解。但是这一方法在插值
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需要进一步解决。

在解逆问题时，经常会遐到唯一性问题和稳定性问题。
所谓唯一性问题，就是目标函数E的极小值是否只有一个?假如不止一个，则我们求

得的参数组很可能并不是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物理参数。而只是单纯数学上的 一个解而
已。

所谓稳定性问题，就是当观测水位有髓小变动时，由解逆问题求得的参数组是否会产
生很大的变动? 在实践中，由于原始数据存在误差或数学模型选择不当。都可能导致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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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会出现成倍的变动，甚至导致数据失真（出现负值）。因
此，如果存在着这种不稳定性，就不可能求得真实的参数。

到目前为止，上述这两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应用上都还没有很好解决，但根据

实践经验，一般可考虑采取如下几点措施∶
（1）在划分水文地质分区时，应尽可能根据矿区实际的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以及实际

的勘探资料来划分。
（2）对每项参数都从物理意义上加以一定限制。把它的值限定在某个适当的范圈内，

从而把解逆问题变成带一定约束性的最优化问题。
（3）作为拟合水头用的观测孔的数量要足够充分，位置布局要合理，每个分区最好要

有两个以上的观测孔，以保证每个参数都有相应的观测孔来控制。
（4）在优选计算中，如果发现拟合总误差太大，可适当调整和逐步增加不均质分区，

并修正对水文地质条件的认识，以便使目标函数E尽可能地减小。
<5）取抽水试验的不同时段的数据分别计算参数，以便相互检验。还可以在 用 抽水

试验资料求舒参数后，再用实测的水位恢复资料来加以检验，从中寻求 最 合 理的 参 数
值。

（6）对实测的观测孔水位赋予适当的随机误差，用来检验所优选的参数 是否 足 够稳
定。

综上所述，用有限单元法进行矿区疏于水文地质计算的整个过程，可以用图3-5-68
所示的计算程序总框图来表示。

5.4.2.8 有限单元法矿床疏干计算实例
1.张马电铁矿应用BT法迸行矿床环于水文地质计算实例
张马屯恢矿为一典型的致卡岩型磁铁矿床。高品位的铁矿石赋存在含水丰富的中奥陶寨大理岩 与燕

山期闪长的接触带中，具有20～40×10°Pa的高压地下水，给矿山开采带来极大的困难，而且，在矿区
周围又分布有取水量达20～30万m8/d的供水水源地，对矿山疏干又产生了一定的干扰，使矿山开发更趋
复杂

该矿山是一个水文地质条件较为复杂的大水矿山，含水层呈急倾斜产出，厚度变化大，水位历时曲线
买有明显的拐点，在2 五内即能达到稳定降聚的80～90??为一补给源充沛的矿床。

如此复杂的矿山，这次应用B7法对矿床第Ⅱ层水进行疏干计算，获得了较为理想的凤果∶厂;边 界
上水位的误差为5??右;漏斗中心和大都分内结点水位的误差为5一10???位历时曲线类型和流场
形态均与实测的相接近。其计算结果为矿山选择治水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现具体介绍如下，

1）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张马屯族矿区内部地势平组，在矿区南部的山区有2000k血2的大理岩出露，接受大气降雨补给，转入
地下之后顺势由南向北经瘫，在矿区的北部受石炎、二叠系岩层的阻膳，迫使地下水沿构造上升，以泉的
形式出露地表。矿山正处于地下水的孟流排泄地带，水量特别丰富，有"地下水库7之称。

矿区内的主要着层有∶第四系亚粘土，燕山期闪长岩，中 奥陶较大理岩等。主矿体埋蕨在地 袤 以 下
200~～450血，最大厚度75m，平均厚度21.57m。

作为矿体直接顶薇的中奥胸统大理岩是矿区主要含水愿。200多米厚的四长岩将大理岩分成三层，其

中Ⅰ、Ⅱ两层均覆盖在矿体上部，Ⅰ层在厚层闪长岩之上，第四系岩层之下，
1层大理岩分布在第7勘探线东部，Ⅱ层在西部;东部理藏深度较西部小。两层大理岩在矿区内译仅

局部相连接，大面积的挠触是在矿区的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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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海宠成- 人工完成- ：
开 曲

划定计算区银范医。确起各胺边养的性质<厂1，
rx,Fu+F:)

定出轴水井和观测孔位置，把计算区城的分成三意
形单元。并对单元和绝点锦号

计算鳖理所死数新，包括用内摘法定出的各楚点初
接最忧化法荆自动修正参败 纳水位、名羊元溪底板标高容

×

划定象均质分区，恐定将求的参嫩，给出各参敷的用数值视数解正问题
初像和上下限-

求出目标函数E的位

重新划分善均质分区，井修政念数的初值和上下限
对各参数的修正量是否包足

够小7
2.

是是否有必要选用另一时段的多目标函数E 的值是否己足够 数据求参最小?

每
定出各参数的最终位

验亚参散的可掌性和缘定性

用数值蔡报预测碑干过程

，似’
求出稳定播斗的形状 和镍定蕴干水蠢

给 京

图3-5-68 用有限单元法进行矿区疏干水文地质计算的总框图

【、】两层大理岩除裂隙较发商外，尚发育有溶孔、溶栖槽及小的溶洞，高压的岩溶裂隙水赋存于其中，对矿山开采遗成极大或胁。

T爆大理岩中的地下水与区域地下水有密切的联系。当矿床疏于排水时，在南、西、北三个方肉控受
区域的并给。矿区的东都因有阻水断E层存在，切断了与区域的联系。不接受东部的补给。

Ⅱ层大理岩中的地下水与区城没有直接联系，仅在矿区北部通过与Ⅱ层大理岩的连接处接受Ⅱ层水的
补给。但由于径流较远，在矿区内部放水时两层水相互于扰很小，可将两层水对矿坑产生的潘水量单独计
算。由于80??矿体均埋藏于第7勘探线以西，因此Ⅱ层水的水址是疏干计算的主妥对案。

赋存在】层大理岩中的地下水，压力较大，在矿区开采范围内水压可达（20～4）×10*Pa，水位历时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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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属明显的捞点型，稳定得教快，2 h内即趋于穗定，表明地下水的连通性能好，水的传递速度快，3km
远的观测孔在5min内就有反映，滴斗呈V形，扩展不开，井下单孔出水量达12000m3/d。这些现象说

明矿区地下水的补给源特别充沛，是一个以动储歉为主的大水矿山。其典型的水文地质剖面 见图3-5-
69.

2）"BT"法计算过程和成果
（1）"BT"法的选用
用有限单元法计算地下水。在国内已有多年历史。过去都是把工;边界取在无限远处。给计算带来很

大困雌。 "BT"法把厂边界取在有限范围内，并用解析法先求I;边界上各结点不同时刻的水位值（BT
值），然后再用有限单元法求内结点及厂2边界上各结点水位值（HT值），从丽使计算工作更加简假。

"BT》法提出的面状井与矿区坑内丛状水平放水孔所菌成的面积很接近，故用面状井代替丛状放水
孔进行计算。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2）计算区城刹分框图（数学模型》的建立

用有限单元法算题，正确地建立计算框图对计算结果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计算框图能较好地反映计算
区的实际情况，就储获得波为理想的计算结果，本矿区的计算框图是按照三面为厂;边界，一面 为厂∶边
界的攥式来建立的（见图3-5-70>。它是根据坑内放水试验所得成果建立的。当坑内放水 量 为 50000
m3/d时，中心孔水位降深25m，仅为第1个开采阶段深度的1/I2，设立在南、西、北三个方向上的观
测孔（厂，边界上的观测孔）水位均随着中心孔的水位而变动，喉有尸断层东部的观测孔水位没有反映，
专门设置在断层两测的观测孔水位有较大的差距，说明F;断层是隔水的，故将矿区东部F;断层作为r2
《隔水>边界处理。

（3）计算区的剖分
根据"BT"法的剖分原则，将计算区剂分为277个三角形单元，共有结点152个，其中厂4边界上装

点有14个（其中蟹有观测孔3个），r2边界上结点有11个，有井的三角形单元为4个〔合并为1个面状
井），分区为9个，详见图3-5-70。

138
。少匹_140.139；” .、2

，矿一 己省8，。
为144矿

，了力名，
它 145，
o, 二业盟面状并和有共单元149

图3-5-69 张马屯佚矿区水文地质韵面示意图 图3-5-70 计算区框图及单元制分图
Fe·矿体，O∶。【一第Ⅱ层大疆岩;O1.I一

第重层大短岩，O 一下奥陶貌大斑岩;3-燕山翔内长岩

在求参数过程中，选用了5个时段进行拟合计算，均由tg开始，即取0.23。0.417，2.083。14.083，
26.083b，相当于0.0097，0，017，0.0868，0，5868，1.086d。

为了比较拟合计算的结果，在广，边界上选用了8个比软点，流场内部选用了10个比较点，每完成一
次反求正解过程，均有13个结点6个时段的计算水位与实测水位相比较，直到二者 的 差 值达到廉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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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在了1边界上的三个不同方向上均自有观测孔进行拟合比较，这对“B”法是个很好的验证。“BT*

法的主要特点是用解析法求面状井开采水量时引起的厂i边界水位的下降值，再根据原始水位算出各时刻
的水位值（BT值）。厂，这界上有比较点，对其计算结果可以作出很好的验证。一般来说，只要捅斗中心
和其它内结点拟合良好，则厂；边界上的结点也应有较好的拟合，这已由3个点上的验证资料得到证明。
因为HT值违根据BT值计算的。若HT值拟合良好，就说明由“BT”法所给出的边界上的水位是正确
的。

（4）计算参数的确定

用有限单元法进行地下水渗流运动的计算，首先是要求确定参数。计算参数的确定一般都要经过多次
反求正解的过程。在本例中共用了85个机时，共调参62次，终于获得了较好的计算结果∶厂，边界上比较
点（观恩孔）的计算水位与实测水位误差在5??右，两条水位历时曲线形状相一致；锚斗中心第90号
结点水位的误差为7??其它大部分内结点水位的误差均在5～10??右。拟合曲线见图3-5~71.

计算所得流场形态与实际的也很接近，见图3-5-72。
fth)

2520 305o
141-20140 142 r139

1436L
11 44°

21

25

30

沙计算水饺2>实例水位等值燠——计算曲线139°□边界结点
等值线----实测曲线 44°内结点90*∶湖斗中心结点。

照3-5-7I  实测与计算的水位历时曲线对比图 圈3-5-72 流场形态比较图
--一计算自线，-------实闪曲线，

*——内结点；13*—Fi边界绪点；90'—阐华中心罐点

水位历时曲线类型一致，流场形态相同，说明建立的计算框图正确，给定的边界条件合理，正确地反·
映了演场的客观变化规律。

矿区池下水的特征决定着计算参数，由于本区水量大，稳定快，因而给出的导水系数7和压力传导
系散a均较大，反求正解所得的参数见表3-5-29。

计算BT值是“BT”法主要课题之一，在BT值的计算中，Q=、KM和a2等参数起决定作用，而且
翰两项作用更大。在本鄂计算中a*值对BT值的影响不大，但它决定着水位历时曲线的类型，拐点型的历时
曲线所求得的a2值应较等坡度型的历时比线要大得多，本课题求得较大的a2值也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用K、μ"计算内结点和厂边界结点的HT值，其中μ"起着决定作用，HT随μ"值成正比例地变化，
姐当μ*小于10-7时，对HT的影响就查待很小。

在反求正解过程中所求得的参数是整个流场的综合反映，因此是代表鉴个流场的，要求各参数之间一
定要保持特定的比例关系，如∶T=KM；μ=KM；μ=KM。μ=K等等，以保证解的唯一性。

（5）下推站果

通过对多次反求正解过程历求得参数和边值条件的验证，可以认为本区计算框图（数学模型）是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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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23各 区步 数 成 果 寝
导水系数 渗选系散压力神导系数ADR 潜水蛤水度单冀 承压水比鼻性T K。

缴水宜社"内分区 小。” 下(m/d)入目心” 一目心华”， 4734,6 53.853799491.88033.00 0.00091000.00901489
6473.25 2612,8 0.00a27t0.003950945.0

1020.62216.56 宁习宫匀乎曾0.50088影322.0
1224-72865,1z 0.00n6660.0006299424.0

3097,20 0002782445-4 0.000215840.0与.
12.0B18.5716.04 .0048502 0.0o00074

6.000673121837.15492.70 0.0370030.0
夏 12.91 204.2 020004990.00012330-5
：售 10.131.70 宁 0.00000.00128BT7

实际情况的，因此在给定了疏干水量和的间后，即可对各续点的水位进行下推预报，这是矿山疏干、工业
供水所共阎期望解决的问题。

矿山疏干的水量是随著开采深度的加大而分阶段逐步增加的，各点的水位也同样是分阶 段 莲步变化
的，在下推计算时在程序上就要作分段计算。在本例中下推计算结果见表3-5-80。所得 到 的Q—S曲
线、水位历时曲线和流场形态分别见图3-5-73、3-5-74、3-5-75。

下 推计算 Q*·Hr成 果 表 寝3-5-30
90"点原始水位 90"点计算水位下推水量 90*点水位降深 职积时阀T时网步长力时倒段教 吐H。 5Qw(×1*m>/> (d) d)八售” (m)(m)- 。宕 -2、40 ；28,825,2312.60 - 。盈， -I6.1 42,40

25.00 。-74.5B →100.79电
35,00 ，-101.72 27.059 轧45,00 直 喜-176.31 202.54。 5.00 -220.30 o-25453‘ 图吕 --31,10 357.33 、

1 5.05 占杏2.28 24.0012.50 日-16,29 42.52· 1025.00气 o~25.14 101.87 1535.00 -102,08 占128,29 2045.00u 203.72-177.49 25
自 655,00 p229.36 255-59？ io65-00 氵359.51-33.28 35

505 2-20， 24 03 3830e 12,50 -16.32 超2 55 30 6025.00 -75.27 101.50 宫 9a35.00 ao-102.1 128.35 12045.00 乌203.99-17,76 150司 -229.565500 255,79 30 180“” 65.00 -33.76 359.9 3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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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7 Q-S关莱出级图 图3-5-74 水位历时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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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3-5-75 Q.= 5万m3/d，t= 180d时的流场形态图

由因3-5-7d看出，下推所得历时曲线类型与坑内放水试验所获得的曲线是一致的，与求参敷所得曲
绒也一致，说明所求得的参数符合流场的实际情况。

由图3-5-75看出，流场的形态与填内放水实测及求参数计算所得的流场相比，有些发展变化，V宇
形两个边的坡度明显变小，使略干漏斗变得平缓，在每天几十万∶排水量的作用下，疏干漏斗在向漆部发
展的同时也向横向扩展，消耗丁大量的静储量。

由图3-5-73看出，下推所得Q一S曲线比较平滑，与所形成的滤场相一致，说明在消耗一定的动储
量的同时，也消耗了相当大的静储量。

由曲组形态的变化及表3-5-30中的结果看出，承压状态下的水位降低基本是等幅度的。每增加16
x10'四s/d水量，90*结点水位下降50m左右，但进入光压状态之后，水位降低的幅度急速增加，增加同
样的水量时，90*结点水位下降达100m，这一事实符全地下水由承压转无压时水量减少的规律。

本例在-240m以上星边界是按承压状态处理的，采用承压水的计算程序，当工;边界上结点水位处
于承压状森时，所计算的结果均符合规律，但当工边界上结点水位低于含水层顶板转为无压时。仍用承
压水程序计算则完全不符合规律，这一点对判别地下水类型有很重要的作用。

3）结论
（1》"BT"法适用于矿山疏干计算

矿山班干计算的目的是确定矿井的排水能力和安排采矿作业计划，因而往往要求计算当水下降到各开
采阶柔时所需绘定的水量和时间，此时对周思水源地的水位产生多大削减，以便于总体设计中给予适当的
考虑。本例应用"BT》法计算得到了较好的结果，达到了上述目的。从而说明应用"BT"法能解决复杂
的矿山地下水疏干计算问题。

（2）计算方便又能达到特度要求

"BT"法先用解析法确定广;边界上的BT值，然后再用有限单元法计算内结点及厂∶边界上 结 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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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水头值<HT值》，这给计算带来很大方便，且又能达到对计算精度的要求。
（3）可以节省勘探费用
应用"BT"法计算时，厂边界上各结点BT值可由表3-5-28中所列公式计算确定，不用专为确定

BT值而在F边界上布置大盈结孔，从而可节省不少勘探费用。

2.金岭召口铁矿应用有限单元法预测矿坑涌水量计算实例

1>矿区地质及水文地质概况

整个铁矿区为一穹崖构造，由中心部位的燕山期闪长岩体和环绕岩体局围的中粤费统灰岩所组威.分

布面积约80km2，南高北低，表面大部为第四系载土所覆置。弯度构造东侧为一近南北走向的高角度正断

层，歌部断愿较火大，向南断跑变小，断层上盘的石炭~二叠系地层与下盘的中桌险统灰岩接触。穹窿构造

西侧亦为一近南北向的正断层，其断距较大，上.盘的二叠系地层或自坚系下统地层宜接与中奥胸统灰发相

接触。弯窿构造的南北雨侧则为石炭系地层不整合于中奥陶统地层之上。详见图3-5-76。

主旺庄/

消四

北愈召批

行！”北金致

引辉石闪长着
六；KJe 日石类闪长岩
下白墨统六解产只 K回青山银 刃地质界线6 C丹互紫承- 目岩层产状二送募

Cp中石墩+四室山i l2Pt 7正断展
上石炎统0zm O∶m】中奥陶统 2迎断展
马家两组

【长署 区Z骨鲜叶

2黑云母 了看奠7芮长鉴听：
习正长闪长为 ·铁旷家

图3-5-76 召口铁矿区地质构造示愈图

圈统闪长岩体。在其与周边的中奥陶绞灰岩接触带上，形成一周接触交代砂卡岩型磁铁 矿床，召口
矿区（即北金召北矿区>即为其中的一个矿区。该矿区位于穹窿构造东北缘，其南部为中生代闪长岩，北
部为中奥陶统绍晶灰岩夹大理岩，顶部为第四系地层所额章。矿区内主要含水层有，

（1）第四系砂卵石孔隙潜水含水层∶该层属于冲积扇边缘的冲洪积层，渗透性好，含水充沛。厚度量
大十几m，矿区内平均厚5m左右，埋深15～20血，底部有一层透水性较弱的亚粘土层，起相对隔水作
用。但亚粘土层的分布不甚稳定，在矿区内局部缺失，形成"关窗"，导致第四系砂卵石含水层与下伏的
灰岩含水层发生直接的水力联系。

（2）中奥图统灰岩岩辩裂隙承压含水层;其富水性与区域奥陶系灰者含水层一样，具有明显的水平方
向上的不均质性和垂直方向上的上强下弱分带特点。该含水层在平国上呈一狭长弯曲的条带状分布。矿区
范围内、闪长岩体边缘省校呈犬牙状穿插于灰岩中，使灰岩的厚度和底板形淼都有很大变化。

矿区内的闪长岩体总的看来仅含微弱的裂隙水，故可视为相对隔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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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口矿区于1966年开始基建，1978年已完成第一个开采阶段的开拓工型和部分果准工程，下·-阶段的
开拓工程以已部分施工。在矿山基建前探过程中，发现一裂隙溶消带，同时还发现存在藿第四系孔隙谱水

通过"天窗"的垂直补给。为了进一步验证矿坑消水量，为矿山疏干设计提供较可靠的依据，该 矿 山于

1975年8月开始进行了坑内魏干放水试验。在试验之前矿坑涌水量已达20000m/d，在矿区内部以水3
号孔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降摇漏斗，并以每关十几厘米的幅度持续缓慢下降。放水试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又在-170m中段增加了3个放水硐室、放水量为12000m/d.这样总的排水量达到32000m8/d。放水

试验期间，地表共布置了观游孔47个，其中灰岩观测孔有30个。

综上所述可知，该矿区含水层厂何形状不规则，平面上制面上暮存在明显的非均质性，再加上闪长岩
的交错穿插，使含水层的厚度和底板形态更趋复杂。灰岩含水层除接受充渣的区域侧向补给外，在矿区内
部还存在着局部的天窗垂直补给。同过，在进行坑内放水试验之前，矿坑已在排水，地下水的初始自然平
衡状态已发生变化。在这种请况下、采用一般的计算方法来进行矿区疏干水文地质计算，在条件上必然要
作较大的简化，而采用数值计算法则能把这些条件较好地刘画出来。

2>数学模型的建立和计算方法的选择

〈1）地下水渗薄运动的基本方程
根据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决定采用解地下水非均质各向同性二维非稳定流运动的基本方程如下;

部急逊硕 回4_多T -o)-x(a0 +- 鸣念判 (1)它
式中 H——承压水头或潜水水位，审a

T—导水系数，T=KM，m2/d;
K—-含水层渗透系数，m/d;
M—-对承压含水层为含水层的厚度，对无压含水层则为水头H的线性函数，mp
μ——对承压含水层为储水系数（或比弹性给水度），对无压含水层则为给水度;
Q-—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从垂直方向上进入含水层的越流补给水量，m*/d。

（2）解正问题的数值方法

采用先对时间导数进行薹商，然后利用变分原理为基础的解非稳定流问题的有服单元法。这一方法引
出的变分问题较为慨单，可以利用类似于解稳定流问题的计算程序，面且由于对时闻导教赞 用 了 中心差
分近似，使求得的解其有较好的稳定性。其计算过程如下∶

设已知方程（1）在!=1。时刻的解为
H(x,y,1)=HP (2)

其边界条件是∶
在边界的B∶部分上有

H(2b;yb,)=f (8)
在边是的其余部分B2上有

6.2H」Tb
目。肾 (d)西听

式中 H*，J，g——为已知函数;
（x，y）——渗流计算区内的内结点;

（x，y）——边界上的外能点∶
T4——弱透水边界的导水系微∶
H -水头沿边界法线方向的导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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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说明边界的B部分是给定水头的边界式（4）说明边界的B部分是给定法局的边界。在
这些条件下，由方程（1）求下一时期2）=（p+△t的解H（x，y，f）的问题，就可转化为求泛函

1-1-1-1-1-1-1-1-1-1-1-1-1-1-1-1-1-1-1-1-1-17 ---- A*

-2(22H+0)HYdxdy-JB,sHds (5)

的极小慌闹短，即变分间题。
式中，（D）为渗流计算区域； B∶为进水边界段，同时要求它的解H在B，部分上清足条件方程

(3).
在解出这个变分问题求得只之后，则方程（1）的下一时刻的解为∶

H(x,y,ti)=2H-H*
重复这一步骤，就可求出水头H随空间和时间的分布。
为解上述变分间题，错得计算区域剖分为若干个三角形单元，这样，在对空间变量离散化之后，H镜

曲所有三角形单元结点上的假曰∶H，，Hm所决定，于是泛淆F也就转化为多元函数I=1（H1，
H2，⋯⋯，Hm）求餐小值的同题，并归结为解线性代教方程组∶

alaHi=0, (i=1,2,⋯⋯,m) (6)

在计算中为了节省计算机石储单元，方程组（6）的系数矩淬可以采用变带宽存储方式。方程组（6）
的解法有叠代法和直扩 法两种，我们采用的是将系数矩阵分解为上三角矩阵与下三角矩阵案积 的直接解
法。

3）计算方案和数据处理
（1）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在前区藕干水文地质计算的数值方法中是一个重要向些响因素。边界条件是否查 丙，边界
性质的确定是否符合实际情况，将决定所求的和数是否合予实际、对着增加水量的预测也会有很大影
响。

召口穿区灰岩含水层为一狭长弯曲条带状含水层，北侧主要为石炭-二叠系沙页岩和少浮分闪长岩，
内金部为闪长岩（见图3-5-76），由于观测孔是按以往传统的计算方法委求布置的，边界外割无 观
漫孔，这绘讲组确定边界性质带来一定因难。在一般情况下，珍页岩和闪长岩相对来说含水做蜗，可视为
相对同水，因素在反求参数时就把两例作为隔水边界处理。但在大规模放水试验中，躁露出闪长着上部风
化酸腺带的补给量也可能是不可忽视的。条带状含水层东端的彩A——3号孔附近和西端的侯家庄矿区14-9
孔以西，在放水试验开始的10天里水位未受影响，防以、在反求水文地质参数时就作为定水 头 边 界 处
理。但从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看，在将来的生产疏干过程中，两端让不会保持定水头的，因此在疏干计算时
需对两路边界作特殊处理，具体办法将在后面叙述。

（2）天窗垂直补给的处延

由于在放水试验中，缺少天恼范围内的第四层水位说测资料，这给确定天窗的垂直补给量带来一定固
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了把天窗作为一个注水井、直接求天窗注水量的方法。天窗的垂直补给量在
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查化的，并随着灰岩水位的不顺下降洞逐步增加。为了找出天窗注水量的变化关系，
采用了分段法，把用于计算的10天放水试验时间分成7个时段，分别为∶0～2h，2～10h，10～20h，
20～48h，48～96h，98～144h，144～240h。利用每一时段的水位降落资料分别求各个天窗的注水量。计
算结果表明，在缺少第四系观测资料的情况下，这个方法可以收到较演意的效果。详见表3-5-31.

（3）三角形单元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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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31分段法反求水文地质参救成果江总接

时 律触多句o
参 微 名 称

·～2 2～10 144～24096～144 48~820~48J0～2Q

《8249274根10Ti 《m2J) 4824、24176 4B46
占雾 130T （圆2/a） 954“ J30145G 127?
253T3 (m/) 158157 129 “136 246

八青心飞” 26,226.424.2 80、T28.6 空9，官2.5
Ts(m/d) 47623 4562204&S 477 465
T。(m2/) 1676 1452 1302 1218 73防 85976
调天腹补给度〈mVd） J3570)2286 1G18 ?4A30 1430914420 1400
东天窗补纷量（m'/d） 947697[J 973 104299714 9238 973I

2867北金灭留补始重（mVd） 4143 35/4 3841d 亡部 4692
边辛庄第问系补给量（四3） E310
储水票数社 ,8×10-46.1×10- 5,9×10M.2×10-、 4.4×10~43.1×10- ,6×10*4

4.76网个比较时燕误丝平方粮 寸”4.6356,84.60 9.46 7.39

边界确定之后，就要对边界所圜定的范圈进行单元划分，在本例中采用三角形单元来进行区城割分。
在划分单元时，除丁做到使观测孔位于三角形单元钻点上外，单元的大小和敷目是根据对精度 的 不同要
柬，含水层的不均质情况、水力坡度变化情况以及所利用的计算机的容量和速度等条件来确定的。

矿区范国内由于观测孔较多，水文地质条件较消楚，放水过程中，水力坡碰变化也较大，所以单元就
奶分得细一些，最小的三角形单元的边长仅100～150m。矿区外团，由于观测孔较少，水文地质纸件的认
识也相对粗略一些，放水过程中水力坡废变化也较乎缓，所以单元划分就大一些，最大的三角形单元的边
长为800m，此外，在划分时还尽量避免了出现钝角三角形单元。这样在 反求参 数计算中共现分单元
113个，结点82个，详见围3-5-77。

35-
O 50 ，骨57 8N65 汁序/ 58 、令63B9隐吩？e!59 58名 92水154 60 水6ins 13-g5215-1,c

90己。：
d压26a 9略向55 g6 置叶皆

仑” 1等，e9770,人63 >81仑尹 28-]95导58 96为58J,50
插 46!

宫下苟。 毫

图3-5-7? 召口矿区有限单元剖分图（矿区内部）
《《）数据的整理

单元划分好后，进行结点编号和单元编号。精点编号的原则是使相邻结点号码的差值为最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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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变带宽容储系数矩阵时，可以少占泥存储单元。单元的编号从最小结点号码处开始依次排下去。结
点编号后，要置取每一结点的座标、列出每一结点的初始水位和每个观测孔各比较时刻的水位。如果结点

是观测孔，可直接采用观测孔的实测值。如果结点不是双测孔，则该结点的水位要从等水位线图上读出。
各单元的顶底板标高可根据地质勘探资料确定。

如果矿区存在弱透水边界的话，边界的两侧必须有观测资料。用边界两侧的水位变料求出边界法线方
向上的水力坡度，即法向导数。另外，还需要有井的座标和井水量等其它资料。资料整理好之后，即可输
入计算机存储在软盘或磁带中以备计算时利用。

4）水文地质鑫数的优选和天蜜粪直补给最的计算

正确地选取水文地质参数是矿床蔬干预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确定一组较好的初值是获得正确预测成
果的首要条件。召口矿区通过放水试验获得了大量的水位观测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矿区水位的分
布受空化情况，综合反映丁矿区不同地段、不同导水性和不同的补给运流特点等水文地质条件。抓住水位
分布及其变化特征，进面去揭示旷区水文地质条件，是我们在水文地质参数反求计算中的一个主导感
想。

计算中采用了分数法来优选各项参数的值。玄先根据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初步认识来确定各参数
的初值及其变化范围，代入方程进行计算，即可求出每一结点任一时刻的水位。对于有观测孔的结点，可将
某一给定时刻的计算水位与该时刻实测水位进行比较，求出计算水位与实测水位之间的差值以及误差的平
方和，然后对每一参数逐次进行修改，并不断翰出修改后的参数值的变化情况。随着每一次的修改，观测
孔的计算水位与实测水位之差和误差的平方和将不断减小，直到对每一参数的修改量都达到一个较小的
值，此时再继续修改参数，误差将不会有明显的下降为止。以上这一过程都是按照预定的程序由计算机自
动进行的，我们则只需根据每个见测孔的计算水位与实测水位之差和参数修改后的实际情况，结合对矿区
水文邀质条件的认识，进一步分析研究每一参数对水位分布的影响，找出产生变化的原因，进而逐步调整
不均质分区的界线和分区数目，修改多数变化范围和边界条件等其它有关条件。这样经过几次反复，就会
使我们对可区水文地质条件的认识不断加泽，从而使我们对参数的取值和不均质分区的划分逐渐趋于合
理，所刻画的数学模型逐渐逼近于矿区实际情况。

这次参加计算对比的观测孔共21个，在每一时段的计算中比较两次。反求的参数共10个，其中有6个
为不均质分区的导水系数T，3个为天窗的垂直补给量Q，1个为储水系数4。

开始时，把整个计算区域作为一个统一的均质区来对待，计算结果表明，每孔平均计算水位与实消水
位之差达2m以上。随后，根据各孔水位差，结合水文地质条件分析，进一步将计算区域划分为3个、4
个和6个不均质分区，分别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表明，划分为4个和6个分区时，其每孔平均水位差分
别为±0.61m和±0.30m。经分析研究决定采用投6个不均质分区计算所得的参数组作为最终 优 选的参
数组，其计算结果已列于装3-5-31中。

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不均质分区的逐步详细划分，各观测孔的计算水位与实测水位的银合程度
越来越好，利用7个时段求出的7组参数，最大的误差 (h)

平方和是9，46，即每个观测孔计算水位与实测水位平均 20   60   100 140 180 2201750D
相差不到48cm。从表3-5-31也可看出，除0～2

1850
h时段求出的第5号分区的导水系数Ta与其它时段求
出的值相差较大外，其余均较按近。 19500

.求出的天窗注水量，从单个天窗看，逐步增加的趋
势不甚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对天窗进行了一定的简化以
及在匹配时其它方面的误差引起的，但如图3-5-78 21500夫 十

伍
所示，当我们把儿个天窗记水量的总和绘制成Q——t曲 水*线时，则明显可见其逐步增加的趋势。 尖

5）对数值计算结果可靠性的分析 图3-5-78  天窗总注水量与时间关系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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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求得的参数值，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基本上是可靠的。

（1）在反求参数过程中，经过多次分祈调整，除了少散观测孔的水位拟合误差较大，未继续调下去
以外，大部分孔的误差均已机对较小。这说明各观测孔丫算的水头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与观测的水头较为

接近。
（2）分成7个时段分别求出的各组多数值基本接近或相同，各时段的计算结果得到了相互验证，从而

排除了偶然性。
（3）求出的导水系数值与从地质条件上对矿区含水层导水性的认识基本符合。矿区断在部位的两侧均

有闪长岩体穿插，导水性较差，尤其是4号分区所在部位，闪长岩魔起较高，含水层较薄，导水系数明显
变小。6号分区所在部拉正好是已探明的岩溶裂隙带分布范围，其导水性就相对要好一些。

（4>为了进一步驴证所得结果，我们利用求出的参数计算了矿区1976年6月1日的水位分布（在这期
间坑内放水量保持在32000m*/d的水平上），其结果与6月1日矿区实测水位相当接近，详见表3-5
-32及壶3-5-33以及图3·5~79。

召口矿区1976年6月1 日实测水位与计算水位比被表 囊3-5-82

实测水位标商 计算水应标高 兴记销管 计算水位标高实测水位标高 水位差值双测孔号 视测孔号(m) 一司 (m)(m) (a) 一目”

北金机井 21.16 20,53 水2-0.63 10.47 3.626.85？” 18.5 水。-1.3017.26 12,169.51 "2.62一1 18.71 16.93 ~1.78 10.00 *2,5012,5025B-1 19.72 16.30 详-342 16.6R 15.2 -1.46
18。4827-2 15.71 -2377 18,41 ~2.9015.514-3

18-1 10.57 21-1-0-539.99 19.58 -2,8219.76
水、 -38.97 73-2~38,37 +0,60 19.48 -2.0417.4415一1 8.S2 7.65 -1,87 19.09快庄 0一1 -1.0716.D2

14.3011-) 13-04 换庄水∶-I.26 18-3719.48 -1。11
11-2 10,38 13,01 ·2,63 19.74侯庄10—6 -1.151859
13-1 3.41 4.97 ·1.58 夕宫19,7Z侯庄I4一9 18,8211- 10.3810.13 ·.25

议水3T项 十“闽岗融青十销 “济中叫岩美

R
C测些前。

计算险）业 -I0

一30

图3-5-79 召口矿区1978年6月1日实测的与计算的
降落漏斗形态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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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窗注水量有增减时1976年6月T日突测水位与计算水位比较表

表3-5-33

天窗注水量属少350m/d 天窗注水量增加1650m'/d实测水位标高
观测孔号 计算水悦探高 计算水位标高（血） 岑序悌引”日 水位差 （m）(m) (m)

北金机并 18.1221.16 台”-3.04 12.590-1 18.56 14.93 -3-63 30.09 11,5326—1 18.71 14.55 29.884.15 乙”25B一I -.8119.72 13.91 2030 ·9.5828-2 r8，信 “学刀 -5.18 您8.7名 *10.3018-1 10.57 -3-167、41 3.17 12.8)拳 -38.97 ~5.67-4-E$ -19.52 *19.4515-1 9.52 .25 -4,27 19.85 *10.3311 14.3 10.95 -3.85 24.04 *0.7411-2 10-38 10.s2 -0.54 24.07 ·13.6” 3.41 26 -0,76 15.64 *132211-8 10.13 电-32 -1,61 21.00 *10.8?水∶ 宁雪雷 83 2.47 21.63 +I4.?8水4 9.1 10.31 ·080 21,71 ·12,20绅！ 10.00 ~0.7310.13 21.74 ·1.74本止 16.88 -2。7513.93 22,50 +5,824-1 18,AI 14.08 -春3 22、4 .0321-1 19.56 -3,8915.67 3.0022.5673-2 1948 3.1116.37 ·3-022.52
费庄0一1 19,09 17.15 -1.94 22,64 *,65
换庄 水∶ 19.4B 17.35 -1, 22、86 *3,18侠庄10一B 17.22岁量 -1,92 22.63 2.9413.72换庄14一 18,07 -1·6 22、70 ·2.9g

由袭3~s-32滑，实测水位与计算水位之间的误差最大为3.62m，一般均在1～2m左右。可以认
为，这样的差值还是比较接近的。因为;由于矿区特定的边界条件。使水位依赖于水量的变化十分敏感，
只要水量有不大的变化，就会引起水位产生较大的波动。为了验证这一结论。我们把天窗注水量入为地减
少300m2/d和增加1650m等d分别进行了试算，试算结果见表8-5-33。从表中可以看出，水量有不大
的变化，就会引起水位明显的改变。这种水位依段于水量的敏感性对于我们反求鑫数是有利的，容 易求
得比较准确的结果。反之，在利用已知毒散预测水位时则容易产生较大常误差。但是，只要参数求得较准
确，就能保证稳定降落漏斗形态和稳定流量的准确性。

6）班干稳定 漏斗和稳定流量的预测
疏干计算时采用的鑫数值见表3-5-34。其中，导水系激采用了第了时段（144～240h）求出的一组

值，因为第?时段模拟了4天的时间，时间越长其结果越鞍近实际。
天窗的注水量，从图3~5-73中的曲线看，开始时增加较快，以后逐步级便。当灰着水位下降至第四

系砂卵石层底板以下时，天蜜注水量就不会继续增加。根据曲线图和其它一些因素的分析，下推计算时采
用的天窗注水量要比计算值增如了300多m8/d。

疏干计算时，对边界条件作了如下考虑∶条带状含水层的南北两侧仍然作为相对隔水边界，东端由于
铁山矿床目前已疏千至-100m水平，还要进行-165四水平的疏干，这样将来当召口矿区进行疏干时，在
召口矿区与铁山矿区之间势必会形成一分水岭，因此我们在疏干计算中根据等水位线的分布情况，在6A-
3号钻孔附近划定了一条可能的分水岭，作为隔水边界处理。但铁山矿区班干十几年来，其降鑫漏斗向北



第五章  矿床疏干水文地质计算 1443

班干计算时采用的参数值 表3-5-34

彝数名称 参数值 希数值身  欧  名  赛

(m'/d)T: 四天冒补给量（m3/d）4846 1400
(mi/d)T: 1277 东天窗补给篮（m3/d） 8800

T (m2/d) 146 4800北金天窗补给量（m3/d）
7. (P/:00) 29.9 边辛庄第四系补给屋（m3/d） 1400Ts 储水系数码*(m/d) 465 4×10*4T. （m2/d） 瑜水度885 0.0124

（政平均裂隙率）

面始终扩展不出去，根据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的分析，判断此处可能主要有第四系潜水的垂直抖给，所以在
计算时在该隔水边界内匹配以第四系的垂直补给。矿区的四端，实际上很难划出一条边界，但从疏干的角
度出发，可将其看成是定水头边界，不过应把定水头边界的位置放到至少距矿区放水孔中心10km以外的
增方。

坑下薛千放水是采用在矿体下盘闪长岩隔水层中打放水硐室，然后在放水硐室中施工丛状放水孔打入
上盘灰岩含水层中，将灰岩地下水放入副室中，再汇集于井下排水泵站排出地表。在计算时，根据丛状效.
水孔的分布及出水情况归纳成5个点井参与计算，其具体位置见图3-5-80。

由计算得到的稳定漏斗水位分布和疏干稳定流量见表3-5-35。计算结果表明，用6000m2/d的排
本量进行班干，经过大约3个月后，湄斗中心的地下水位可降至预定的-150m水平。

疏干至-150m水平时各观满孔的毒定水位和矿区疏于稳定流量
表3-5-35

糖定水位如高（四） 隐定水位标高（m）乳测孔号 惠则孔号7月份计算均果 11月份计算结果 7月份计算结果 11月份计算结果
北金抚井 -17-48 -9.14 水， -121-05 -IO6.9I1-1 -21.93 -13.59 8——Z -105.28 -78.8226—1 -23.48 -15.04 水1 -51.51 -17.6625B-1 -25.00 -16-B4 4-1 -90.01 -20.4127-2 -26.68 -24.69 21-1 -34.94 -0.09718-1 -53.03 -45.87 73-2 -30.97 +3.18-97.74水∶ -159.54 换出0一1 -23.42 *8.0815-1 -116,93 -111.27 侯庄水∶ -20.31 -9.7011-1 -91+07 -79.21 使庄10一6 -18.11 ·10.6311～2 -150.00 -132.10 侯庄14——0 -16.1B +11-4578-1 -141.86 -150.00

棉定完置（m3/d）11-8 -133.57 50000-150.00 57 B00
水 -150.00 -150.00

7）通过放水试验评价数值计算结果

上述计算工作于1976年7月份完成。自8月份开始，矿区加大放水量，先后打开了-110m水平和
-170m水平的放水隔室，放水量最大达到52800m2/d，几天以后水量就迅速减少。到11月初为止，出
水量和水位基本趋于稳定，出水量保持在43000m2/d左右，矿区中心的观测孔水位建定在-37m标高
左右，这个观测孔自开始放水以来，水位总共下降了56m。在放水期间各观测孔的水位都进行了每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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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80  砂口矿区碗干水文地质纵攒影图

次的观测。
这些资料对评价数值计算的结果是极为有用的。在7月份，我们曾对不同的敛水量预测过疏干的情

况，其中之一是，以43000m3/d的放水量进行疏干放水，是不可能疏干到采有所要求的开采水平的，预
计学区中心的观测孔水位最多降到-50m水平就将趋于稳定。实际放水的结果与这一预测结论基本相
符.

当时，根据有区内所计算的导水系数甚小这一事实，估计到在班于时有可能放不出足够的水景，而如
果出水致达不到预定疏干水平的稳定流量时，就可能出现水位下降缓慢乃至稳定在预定疏干水平之上的
某一标高上，从而导致疏干工作达不到预定的效果。实际的效水情况也证实了这一估计。

但是，水1号孔以西到快庄诸孔的水位实际下降情况却与我们原先的预测相差甚大。为了查清其产生
原因，11月份我们很据毁近的认水资料又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计算，终于发现若按原来认识的边界条件，
即有区四侧的灰岩地下水金部是由离矿区10km以外的一个假想的定水头边界所补给，而南北两侧均为隔
水边界，剿水1号孔以西诸孔的水位应该比实际现满到的水位下降很多，而只有当水1号孔以西，侯庄以
东的地段上有一个固定的补给水源时，才能不仅使矿区内的观测孔，而且包括外围观测孔的水位都与实际
情况吻合起来。经计算确定这一抖给酒的目前补给水量的为9500m3/d、随着灰岩水位的继续下降，其补
给最还会继续有所增加。

这一新的补给水缆的水量估计有几个可能的来源。其一是有一些地质勘探钻孔由于封孔质量较差，可
能使走部第四系孔隙潜水通过钻孔引入深第灰岩含水屋，此外，第四系潜水也可能会通过导水微弱的亚粘
土豆③结灰岩以少豆的补给。其二连闪长岩风化带内的风化裂隙潜水对灰岩滩下水产生一定的补给，这可
从打在闪长岩中的一个观测孔在波水期间水位包明显下降解得到证实。由于在这一地段上布置的观测孔
很少，要从模型上监别出究竟以那一种来源为主是很固难的，但有补给酒存在则是可以肯定的。

这一问题为什么在歪先反求参数的计算过程中没有披发现呢?经分析是因为当时水1号孔以西各观测
孔的实测水位在抽水试验中几乎没有下降，而在反求参数计算中却总是下降了20～30cm，由于二者继对误
差很小，在急的误差平方和中只上很小的比例，因而被忽视了。现在看来，当时如果能卸心观察创话，也
是能移被索化的。这正好说明只买有足够的观测数据可供利用，则我们不仅可以反求参数，而且也可以皮
火边界条件。

根据这一新的认识，我们重新进行了疏干预测计算，结果就扩区范围内而言，不论是稳定漏斗的形状
还是糖定xf，都与膀米的预测相当接近。这充分说明，从矿区西侧进入矿坑的灰岩地下水，不论是来自
距有区10km以外的假担定水头边界，还是来自瓦斯靠近矿区的某一新的补给源，其水量是接近的，对最
后结果的影响是相同的。从表3-3-35来看，重新计算的稳定流量要比原先计算的大一整，这是由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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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补给源的性质尚未完全查滴，在计算中，我们假设其补给水凝验灰营含水层的水头下降面不断坨加，
其结果可能会偏大一些。

总之，通过3个多月放水实践证明，粒似计算的结果其本上星河靠的。蒽测矿束通水量的数 值 计算
方法能够较好绝判画山矿区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能够想据矿区出文地质故综资料和抽水试酸蜜 料 变 清

矿区地下水的补给运流条件，能够较准确速预测出矿区疏干过程中地下水渗流场的变化规律，定量地给出
观干降落漏斗在时问上和空间上的发展功态和稳定的动流母，从而为沙区疏 干设计方案的选择提供了可靠
的计算依据。然而，应当看到，地下水的运动条件是十分遵杂的，尤其是灰岩岩溶裂隙含水展其变化更为
复杂。在栋干过程中由于垂直方向的流速很大，局部地昏也可滤会出现水头不连续的情况。此外，灰碧含
水层在垂向上的渗避性帕也可能有较大龙别。这些问题往本例的计算中都没有得到反感，尚育待于进一步
研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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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注浆防渗帷幕设计基本原则与要求

注浆防渗幢幕是在矿区地下水主要进水通道上采用注浆的方法构筑惟莓，烤 截 地下
水，以确保开买安全的一种防治水技术措施。

注浆防渗帷幕的成功应用，为矿山防治水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结束了多年来依靠单
一的矿床疏干方法解决大水矿床开发问题的局面。

在某些具备条件的矿山，采用注浆防渗帷幕堵水，不仅可以确保开采安全，而且还能

大及节省排水用电和经营费用，其投资费用虽然比较高，但可以在短期内得 到抵 偿，因
此，在经济上仍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同矿床疏干相比，采用防渗帷幕堵水，可以解决由
于矿床疏干排水而引起的对矿山环境的磁坏;可以保护矿山附近的地下水资源;可以消除
或减轻某些岩液充水矿床因疏干排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开裂和塌陷、

8.1。1 注浆防渗帷幕的适期条件

采用注浆防渗帷幕防治矿床地下水的矿区，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6.1。1。1 遣宜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

（1）矿区要具备有采用注浆防渗蟾幕的边界条件。即矿床地下水的补给泾流通道较集
中，进水断面较狭窄。

（2）进水通道两侧和底部应有稳固、可靠和连续分布的隔水层或相对隔水层。
（3）矿区进水通道虽然宽阔，但浅部存在强迳流带或集中迳流带，可以采用浅截帷整

进行局部堵水。
（4）矿区涌水量大。

（5）由于矿床疏干排水产生地面烟陷并造成严量危害的岩溶充水矿床。
（6>采用防渗帷幕堵水时，其含水层埋藏深度不能过大，一般不宜超过400m。
6.7，1.2 有利的矿产资源条件

（1）矿床储量规模大，矿山生产年限长，
《2）矿体空间分布较为集中，埋藏深度较浅，帷幕的长度和深度不致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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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3 含水层具有良好的可灌性
采用注浆方法构筑防渗帷幕要求含水层有良好的可灌性。对于基岩含水层，其岩溶、

裂隙具有良好的连通性，在溶洞或裂隙中不稳定的充填物少，充填率低。
6.】。】，4 剔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构筑防渗帷幕能够在短期内通过每年节省的排水经营费抵偿其基建投资。

（2）>构筑的防渗帷幕应能挽回或减轻由于矿床疏干排水引起地面塌陷所造成的经济损

失。
（3）构筑防渗帷幕应能避免大量排水，保护地下水资源。在地下水资源需要严格控制

使用和保护的地区开采矿床时，应优先考虑采用注浆防渗帷幕。
（4）对于岩榕充水矿床，由于矿床疏干排水引起的地面塌陷严重，造成地 而水土液

失，耕地大量破坏以及大量工业设施和房屋搬迁时，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应尽量采用注浆
防渗帷嘉防治矿床地下水。

6.1.2 注浆防净帷幕的特点及主要技术要求

6.1，2。1 注浆防渗帷幕的特点

1。注浆防渗帷燕严格受矿区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控制
防渗帷幕堵截地段的含水层位置、隔水层及隔水边界的位置和空间形态共同决定着帷

幕的范围、形状及空间形态，对防渗维班的布置具有控制作用。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帷鉴的
堵水效果。由于防渗帷幕通常在大范围内增截矿宋地下水，帷荆地段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
条件的任何变化，都会给帷幕的建造和施工带来显著影响。

2。注浆工艺较复杂

注浆工艺的复杂性裘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有些矿山常在埋藏很深的含水层中采用高压注浆的方法构筑防渗帷幕，而高压注
浆对浆液的搅拌、输送和造浆工艺以及对注浆设备、输浆管道及其连接件的性能，均有较
高的要求。例如，张马屯铁矿含水层埋藏深达500m，静水压力最高达43×10°PE、采用高
压注浆，其注浆压力达到70×10*～100×10°Pa。

（2>为了减少注浆孔的钻探工程量，有些矿山可采用地面与井下联合注浆工艺，但这
种工艺将使造浆、输浆和注浆等工艺过程进一步复杂化。例如，水口山铅锌矿采用地面和
井下联合注浆，通过井巷和直通式输浆孔，把地面造浆系统和井下注浆系统连接起来，使
整个注浆工艺系统复杂化。

3，注浆工程量较大、基建投资较高、工期较长。
矿山防治水采用的防渗糙幕，一般长度和深度均较大，因此，注浆孔的钻探工程量和注浆
工程量很大。注浆材料消耗多，所耗投资费数用一般较高，所需工期也较长，见表3-6-1
水口山铅锌矿、张马屯铁矿及黑旺铁矿的注浆工程量，投资费用及工期。

部分矿山防渗雄幕注浆工程量、投资及工期表 裹备-6-1
维葡长度 钻器工器量 总狄资费用注入水泥堂矿山名称 ”配到(m》 、

（刀元）<+(m)

56o 1970华2月～】936华B月肝时I623129.36324?1,90水口山船辩矿 密学韶 华平4个月（火部介丽停工待料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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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总投资费用钻探工程量缘募长度 注入水泥量
矿山名称 淘 工时 问

(t》小目” （万元>(m)

1875年12月～1979年日月历时3480 1020d.67 5571923818.95张马电妖矿
年零9十月
1978年B月10日～1981年12月281520 32454238145 674.7&鼎旺饮矿
日历时5年零4个月

6.1，2.2 注浆防渗帷幕的主要技术要求
1.确保开采安全

采用防渗幢幕防治矿床地下水，保证帷幕建成后，在高水头长期作用下，必须其有足
够的强度，避免发生突然酒水，确保矿山在眼务年限内采矿作业的安全。

2.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坑涌水量

要求帷幕建成后达到预期的堵水效果，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坑澜水量，以节省排水 费
用，使帷暮投资在短期内还本。影响堵水效果的根本原因是在幕体内存在着未固结的漏水
地段。据苏联的文献资料（125表明，当未固结地段的宽度等于防渗帷幕总长的1/100时，
通过未设防地段流向开采系统的涌水量就会增加15??

3。防止（或减轻）地面塌陷

在某些岩溶充水矿床的开发过程中，矿坑涌水量并不大，为防止地面塌陷，避免给矿
山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是采用注浆防渗帷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
要求在锥幕建成后有相当高的堵水效果，而且还要能防止地面塌陷。

4.在帷幕服务年限内保证堵水效果的稳定

帷幕建成后，要求在帷蕃的整个服务年限内，在幕内外高水位差的渗流作用影响下，
注浆材料不冲蚀、不变质、不软化、不溶解，帷幕的堵水效果不产生明显变化。

5。施工进度必须满足矿山基建和生产对防治水的要求
由于构筑防渗帷幕具有工程量较大、施工期限长的特点。因此，注浆防渗帷幕的旅工

进度必须满足矿床开拓和开采进度计划的要求。

6，1.3 注浆防渗维幕设计所需资料及其对帷幕的工程地质勘案要求

6.1.3。1 注浆防渗帷幕设计所需资料

（1）经矿产储量委员会审批的矿区地质（含水文地质）勘探报告或专门水文地质报
告。

（2 ）帷幕地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3）注浆试验报告、浆液配比试验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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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2  帷幕工程地质勘察
1.帷幕工程地质勘察必要性

在开展注浆防渗帷幕初步设计之前，必须进行帷幕的工程地质勘察，以保证设计方案
立于可靠的基础之上。

（1）由于构筑防渗帷幕具有工程量大，消耗材料多、投资高、施工工期长及严格受工
程地质条件制约的特点，因此，和其它建（构）筑物一样，必须有可靠的工程地质资料为
依据。

<2）防渗帷幕必须建在地下开采销动界线或露天矿最终境界之外的矿区主要进水通道
上，从矿区地质和水文地质勘探来看，该地段常靠近外围区，是勘探程度和研究程度较低
的地段，因此在这样地段构筑防渗雅幕，必须进行工程地质勘察，方能为防渗帷幕设计提
供可靠的资料。

（3）帷幕的工程地质勘察是在矿区勘探之后进行的，主要是查明帷幕地段的边界条件
和为注浆而进行一系列的物探和水文地质试验等工作，是矿区水文地质勘探所不能代替的°

2.帷幕工程地质勘察应查明的主要何题
（1）拟建帷幕地段的主要进水通道及两端隔水边界。
（2）拟建帷幕地段含水层及隔水层的空间形态和展布，确定含水层和隔水层在平面上

分布的连续性和在垂向上耳度变化的稳定性。
（3）拟建帷幕地段主要构造破碎带的分布及规模，岩石的破碎程度及含水性。
（4）注浆层中岩溶、裂隙的大小，在空间上的分布范围，岩溶率或裂隙率。
（5）注浆层内岩溶的分布、发育程度及充填程度，充填 物的 成 分 及 抗 冲 刷 的 能

力。

（6）含水层的地下水位、流向、流速、水温及水质等。
（7）注浆层的单位吸水率、渗透系数等。
3.帷幕工程地质勘察的主要技术要求
目前，尚无注浆防渗帷幕的工程地质勘察规范，据注浆防渗帷幕堵水工程地质勘察方

面的实践经验，其工程地质勘察的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1）钻探工程布置

勘察钻孔应尽量布置在设计选定的帷幕线上，其钻孔的数量、孔距等应根据原矿床勘
探时，对帷幕地段已有的研究程度和控制程度确定，并且钻探施工应遵循由疏而密的原
则。按照一般经验，可视工程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孔距以50～60m为宜，最大不超过
100m。对边界条件复杂的矿山，或当帷幕线附近存在着较大的构造破碎带时，应适当加
密布置钻孔，追索构造破碎带的分布，查明破碎带的规模。钻孔深度应达到揭穿含水层进
入隔水层后5～10m，或者当含水层底板埋鹰深度过大而存在相对隔水层时，则需钻至相
对隔水层中20～30m时停钻。工程地质钻孔的布置、施工和钻孔结构应尽可能考虑能为后
期帷幕施工所利用，以节省钻探工程量。

2）水文地质测试工作

对各工程地质勘察钻孔除进行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工作外，还必须进行分层压水试
验。分层的厚度视岩石的G水性而定，一般为20~30m，对于严重漏水地段，其厚度可缩



第三高 矿山防治水150·

短至10～15m，对透水性弱的地段，其厚度可增至40～50m。
对帷幕两端的隔水层除有足够的钻探工程控制外，还必须进行压水试验，而不能简单

的接岩性划定。经压水试验，一般单位吸水率小于0，011/min·m·m的岩浆岩或其它岩石

才是建幕较为理想的隔水岩石。

3）物探测试
采用物探测试手段，探测岩溶或裂隙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帷幕工程地质勘察工作中一

项重要内容。物探方法的选用，必须结合具体的水文地质条件而定。近年来，在惟暮堵水
工程地质勘寨工作中，广泛采用了钻孔无线电波透视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勘察资料整理

帷幕工程地质勘察资料的整理，除参照一般工程勘察要求之外，要详尽的提出堵水断面
上的主、次要进水通道，隔水及相对隔水地数的具体位置，按照压水试验所获得的单位吸
水率参数进行分区，并反映在剖面图上。对岩溶充水矿床，还需编制堵水断面上岩溶分布图
等。

6。1.4帷 幕 注 浆 试 验

帷幕注浆试验是在注浆施工前，结合帷幕注浆工程设计进行的一种工业性试验。一般
在帷幕地段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或设计中拟采用的注浆方法、注浆工艺及技术
手段比较复杂并缺乏经验时，开展帷整注浆试验工作。

6.1.4。】 雌幕注浆试验的任多
通过帷幕注浆试验，解决以下问题;

（1）从注浆技术上研究矿区实施注浆防渗帷幕墙水的可能性。
（2）验证设计中拟采用的注浆方法、注浆工艺及技术手段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3）提供适合该矿区的注浆技术参数，如，注浆孔间距，最大灌注压力，浆液有效扩

散半径及注浆致长度的确定等，为设计帷幕的修改和施工提供依据。
（4）落实采用浆液材料的种类和浆液配比，进一步核实注浆材料的消耗量。
（5）积累注浆施工经验，为注浆防渗帷幕的金面施工创造良好条件。
6.1.4。2帷幕注浆试验设计要求
《（1>注浆试验应在帷幕线附近的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有代表性的地段上进行。若

帷幕长度大面帷幕线附近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时，可选择2～3个地段分别
进行注浆试验。

（2）注浆试验应与注浆防渗帷幕设计中确定的注浆方法和注浆工艺及采用的技术手段
相一致。

（3）注浆试验工程应尽可能为以后的帷幕注浆工程所利用，以求减少注浆工程量，节
约投资费用。

6，1.5 注浆防渗帽幕设计的一般要求
6，1.5.7 设计依据的隙始资料必须充分、可靠
必须查明防渗帷幕地段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否则因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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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设计依据的原始资料不足，可靠性低，致使建成的帷幕达不到预期效果;或因边界
条件不清，帷慕施工中，帷慕级一再加长，使设计方案变更。延长了施工期限，达不到预
期的经济效益和堵水效果;或因设计确定的注浆工艺和选用的注浆材料与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条件不符。导致浆液大量流失、注浆材料消耗甚多，而仍不能达到预期堵水效果等。

为此，必须捷高矿区水文地质工作程度和研究程度。并进行专门的雌幕工程地质勘察，为

防渗帷幕设计提供充分、可靠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资料。

6，1。5。2 设计推荐的帷幕方案必须具有明显的经济效果

防渗帷幕方案的确定 必须通过详尽的技术经济比较，证明它确实具有比其它防治水
方案更为显著的经济效果时才能推荐采用。当矿区存在几个可能的帷幕线方案时。也应通

过技术经济比较选取最优方案。帷款的工程投资和堵水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帷幕选

线的合理性。从技术与经济上考虑，在满足构筑防渗帷幕的基本条件下，应使所选定的维
幕线尽量短，注浆深度尽量浅，注浆层的厚度尽量小，以减少工程投资，缩短施工期限。

6.1.5.3 栓幕的选型及其布置应遵赁的原则

帷幕形式应根据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注浆层的埋藏及边界条件等因素进行选择。在水
文地质条件允许情况下，应尽量采用封底式帷幕，在平面上应力求采用封闭式锥孤，以确
保有较高的堵水熬果;

帷幕必须布置在地下开采错动线或露天矿最终境界线之外，与错动线或最终境界的最
小距离不小于20~30m

在详细研究帷幕地段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使帷幕线的走向与地下水的 流 向 相垂
直，力求帷幕最短、深度最浅。

6.1.5.4 注浆工艺应保证幕体罢有足够强度和稳定性
为使帷幕在服务年限内能够长期经受高水位差的渗流影响而不破坏其稳定性，设计应

采用先进的让浆工艺，特别是在进行高压注浆时，注浆泵要有足够的压力，造浆系统需保
证足够的供浆能力。输浆、注浆系统需配备自动测量仪表等，以便从注浆工艺方面，确保
注浆质量，提高堵水效果。

6.1，5.5 尽可能选用来源广泛，价格纸廉的法以材料
构筑防渗帷幕消耗的注浆材料一般数量比较大，因此，设计选用的注浆材料要有比较

广泛的来源。以保证注浆工作的连续进行。从降低投资费用和保护环境考虑，应尽量选用
价格低廉和不污染环境的材料，而且，在达到同样堵水效果的前提下，应尽量选用无机材
料和单液注浆工艺等。

6。1.5。6 尽可能缩短帷幕的施工期限
惟幕的施工期限，必须满足采掘进度计财要求。为了缩短施工期限，从帷幕线的选

择到注浆工作规模以及施工组织计划安排等方面，都要采取相应措施，使帷幕早日建成，
早日发挥其防治水的经济效益。

6.1，6 注浆防渗帷幕设计阶段及初步设计内容要求
6.1.6.1 设计阶段划分

注浆防渗帷幕工程设计按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及施工图三个设计阶段进行。在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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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之前的矿山汲计中，防渗帷幕工程设计是矿山总体开采设计的组成部分，而在矿山投
产后，采用防渗帷幕治理矿床地下水时，防渗能幕工程设计属于单项工程设计。在这两种

不同的情况下开展帷静工程设计时，都必须严格坚持设计程序，即在开展初步设计之前，

都应坚持进行可行性研究和随后进行的帷幕工程地质勘察，以利于防治水设计方案的合理

确定。
6.7.8.2 初步设计内容要求
1。对议计依据的基础资料评价

在进行设计时，首先应分析与评述设计依据的各种原始资料，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
研究这些问题对注浆防渗稚幕设计的影响程度以及应采取的相应措施，提出解 决 这些 问
题的方法和途径。在分析研究中应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矿床开采的水文地质条件;矿坑充水因素以及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和矿坑涌水量
计算成果的可靠程度。

（2）帷幕两端隔水边界的控制程度及可靠程度。

（3）帷幕地段的含水层赋存状态及地下水径流带、地下水水位、流向、流速及水质等
测试资料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4>注浆层可涨性的研究，注意浆液结石能否与围岩固结为一个整体。
2。对采用注浆防渗帷幕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
对矿区采用注浆防渗帷幕的必婴性和可行性作详细的技术经济论证。
3.注浆防渗帷幕的结构设廿
（1）帷幕线选择的技术经济论证。
（2）帷幕的平面布置及结构形式。
（3）帷基的长度、深度及厚度的设计。帷幕长度的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慕体两端具有

稳定而可靠的隔水边界;惟雅深度的确定须考虑深部绕流及封底处理;维痛厚度的设计要
注意幕体的稳定性及抗冲刷能力等。

4。注浆工程设计

（1）注浆参数与有关标准的确定。确定浆液有效扩散半径，注浆孔孔距、排距，注浆
段长度、藏注压力、浆液浓度、浆液注入量及注浆结束标准等。

（2>注浆孔布置及结构。注浆孔的位置、孔数、孔深及钻探进尺，注浆孔结构、开孔
直径及终孔直径等。

（3>水位观测孔，水文地质试验钻孔及注浆质置检查孔的位置、孔数、孔深及钻探进
尺，钻孔结构及主要施工技术要求等。

（4）采用地面和井下联合注浆时，地面和井下注浆系统的工程布置，注浆硐室及注浆
质量检套巷道的结构及规格要求等。

（5）注浆工程的测试工作。确定测试工作的项目及测试要求等。
5。注浆工艺设计

（1）确定造浆方法、供料方式、计量和检测方法、调节和控制、造浆站的生 产能 力
带。

（2）确定注浆工艺流程，造浆、输浆和止浆的工艺过程。浆液的调节、加压和计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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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3）注浆方法∶确定灌注方式、段高选择、注浆顺序、流量和压力控制、增加吸浆能

力的措施等。
（4 ）注浆材料的选择、浆液配比及浓度的确定。

（5）安全与劳动保护措施。

6.注浆工程主要材料

（1）注浆材料的种类及数量。

（2）主要施工材料。

7，施工设备的配置

包括钻探设备、造浆设备、注浆设备、注浆材料的贮存及输送设备、浆液试验室主要

仪器、设备及其他各种测试仪表设备的型号、规格及数量。
8.帷幕堵水效果的检验

（1）帷幕质量检查和堵水效果的评价。
（2）堵水效果的检验标准。

（3）建立幕内、外地下水长期观测系统。
9。采区局部排水措施的建立

（1）研究采区内建立局部排水措施的必要性。
（2）预测帷幕建成后通过帷幕渗流及其它部位进入采区的涌水量。
10。预测防漆维幕建成后，由于天然水文地质条件改变所带来的影响

（1）分析帷幕建成后对区域及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及产生的后果。
（2）研究帷幕上游区段，由于地下水位升高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地下水资源利用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预测帷幕下游区段由于地下水位降低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提出解决办法。

11生产水文地质工作设计

确定椎幕建成后，矿山日常生产水文地质工作的目的、任务、工作内容及工作量，配
置所需测试仪表设备，人员编制及组成。

12.编制设计概算
13.主要附图 低

（1）矿区水文地质图（ 1 t1000～1∶5000）。
（2）注浆防渗帷幕地段水文地质平面图（ 1 4500～1 ∶2000）。
（3）注浆防渗帷幕地段水文地质纵横剖面图。
（4）注浆防渗帷痧工程平面布置图（1 ?500～1∶2000）。标明统一座标网及高程

系统;主要水文地质勘探点及试验点的位置及编号，地层界线、含水层与隔水层界线，构
造线;帷幕幕体的位置及中心线，表明注浆帷幕与被保护的开采地段的关系，反映出露天
开采境界，地下开采主要井巷工程布置、塌落界线及错动界线等;标明注浆材料贮存、造
浆、输浆和注浆等系统的位置;表明帷幕与采区局部排水及地面防水系统的关系;帷幕内
外地下水位观测孔的位置及编号。

（5）注浆防渗帷幕剖面图，标明地质界线，水文地质界线，构造线，水文地质勘探和
试验点编号，标明各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表明帷幕在剖面上的位置及其与采 区 的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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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置；表明推幕建成后，幕内外可能的地下水位线；幕内外水位观测孔的位置及 编
号。

'第④项目GSTARS+DODC/ODE∶L-COS∶I）国共2016年2013年（9）
地质界线，各种勘探、勘察工程的位置及编号；帷幕的长度和宽度；注浆孔的位置及编
号，孔距及注浆孔施工序列；注浆质量检查孔及水位观测孔的位置及编号等。

（7）注浆工程设计剖面图（沿帷幕线）。标明在剖面上各含水层及隔水层的分布界
线、构造线的位置；表明帷幕的长度及深度；在剖面上注浆孔的位置及编号，注浆孔的间
距及深度等。

14.主要附表
（1）注浆材料消耗估算表；
（2）主要设备与仪器、仪表一览表；
（3）人员组成表；
（4）注浆进度计划表；
（5）设计概算表。

6.2  注浆防渗帷幕的结构形式及平面布置
6.2.1  结  构  形  式

注浆防渗帷幕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结构形式∶封底式防渗帷 幕 和 半 封 底 式 防 渗 帷
幕。

6.2.1.1 封底式防渗帷幕

封底式防渗帷幕是在采区的所有进水通道上完全截断地下水。按照帷幕地段含水层与
隔水层的赋存特点，封底式防渗帷幕可分为如下两类。

（1）在含水层底部有坚实可靠的隔水层，防渗帷幕的幕底设在隔水层上（图3-6-
1，a，b）。这种帷幕要求在含水层的过水断面上全部注浆堵截地下水，因而，当帷幕建
成后，不存在幕底绕流，容易收到良好的堵水效果。

（2）防渗帷幕的幕底设在含水层中，并被注浆所封闭，整个幕体则是由垂直向下的幕
身和略成水平的幕底组成（图3-6-1，c，d）。这种帷幕宜在含水层于幕底正下方埋藏
较深，但侧方有隔水层或相对隔水层可供利用时采用。与前类帷幕相比，一般注浆工程量
大，消耗材料多，投资高。例如张马屯铁矿在奥陶系石灰岩含水层中构筑的这种帷幕，取
得了80??堵水效果。

6.2.1.2  华封底式防渗帷幕
半封底式防渗帷幕是在采区强含水层的进水通道或集中迳流带上拦截地下水，幕底设

在下部弱含水层中，允许弱含水层向采区渗流。在厚大岩路化的碳酸盐岩石中建幕时，多
把幕底设在岩帘发育弱带中（图3-6-2，b），帷幕堵截强岩路发育带的地下水。另
一种情况是把幕底设在下伏不同岩性的弱含水层顶面上（图3-6-2，“a），堵 截 强 含
水层的地下水，允许弱含水层地下水向采区渗流。由于帷幕建成后，还存在弱含水层或强
含水层通过弱含水层向采区的渗流，因此，这种维幕的堵水效果较之封底式防渗帷幕低。
例如水口山铅锌矿半封底式防渗帷幕建在下二叠统栖霞组大理岩的弱岩溶发育带上，取得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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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3??堵水效果。

飞

图3-6一1 封瘥式帷暮结构形式禾意图
1一注浆防渗帕高;2一含水胺;9一隔水层;4一墓外地下水位∶

5一畜内地下水位y8一矿体;7一地下开采睛动界婴

悟分“

暑

2.
I带

3Ⅱ带 私

图3-6-2 半封底式帷幕结构形式示意图
1—注筑防拳帷幕;2一强含水层;3～弱含水层;4一黑水层;

5一矿体）6—幕外地下水位，7一幕内地下水位;8一地下开采错助界线

8，2.2平面 布 置 形 式

注浆防渗摊幕的平面布置形式，基本可以归结为两类∶封闭式的和半封闭式布置。
8，2.2.1 封闭式布置
封闭式布置系指在平面上帷幕两端和隔水层密切相连，使采区被隔水边界和拟建的帷

幕所包围，形成阻截地下水的封闭系统（参见图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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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3 各种进水架件下帷概的封闭式布野形式图
1一艺浆防诊惟幕，2—隔水边界;3一地下矿开来诰动界线;4一露关开采境界;5一架区善道;6一断层
含水层，P—下二叠统悟腐大理岩;O1一中类周统信灰岩;D2g一中泥盆统石次岩;C∶3—中石费统货龙灰岩

Tdy一下三叠就大冶灰署;Zwμ一节井子石次岩

隔水层∶P1一下二叠贷茅口秒岩;C-P-碳二要系砂页者;p6一花岗冈长旁;入n一五英斑暑;δ一网长岩;
P;一千收岩;β4一辉绿岩

国内金属矿山设计和施工的帷幕，基本上都采用封闭式布置，这种布置容易取得较好
的堵水效果。采用封闭式布置时，要求矿区必须具备进水通道狭窄和惟幕两端有良好的隔
水边界条件。封闭式帷幕的平面形状则因隔水边界或采区形状的不同而异，一般多呈直线
或环形布置（图3-6-3）。直线布置常常是把帷幕布置在开采错动界线之外最狭窄过水
通道上。与在同样条件下的环形布肾相比。可以减少注浆孔的数斌，降低注浆制料消耗，
减少基建投资和缩短施工期限。

6.2.2.2 半封闭式布置

半封闭式布置系指在平面上帷袭布置在矿区进水的主要通道或集中径流带上，用以绪
截流向采区的大部分地下水，而允许其余弱含水部位向采区的渗流（图3-6-4）。

半封闭式布置一般适用于矿区进水通道宽阔，同时在平面上，含水层存在主要进水通
道或集中迳流带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若按封闭式布置时，则会造成帷幕线过长，投资
增加甚至造成经济上的不合理。半封闭式布置。可以缩短帷幕线的长度，降低投资费用，
但堵水效果相应降低，而增加了排水经营费用。因此，采用半封闭布置时。在设计中应进
行帷幕线选择的技术经济比较，以保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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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4 浅截帷幕的半封闭式布置形式图
1一浅截幢高，2一集中垃滤带的范围;3一河床净溃&;

PI。一下二叠统茅口灰者强含水层，E一第三系砂脊剥含水层;P21~上二叠觉潭煤系 

6.3 注浆方法及注浆工艺

6，.3.1 注蒸孔的布置形式

采用注浆防渗幢幕防治矿床地下水时，帷幕线上注浆孔的布置形式有单排孔及双排孔
两类。国内多数矿山采用单排孔布置形式。

6.3.1. 单排孔形式
1.等距孔形式
等距孔形式系指各序次注浆孔按等距布置在帷幕线上（图3-6-5），一般在含水层

遗水性较均一的惰况下采用。

2。不等距孔形式
不等距孔形式系指各序次注浆孔按不等间距布置在帷幕线上（图3-6-6），一般在

含水层透水性极不均一的情况下采用。

f 众咽

例幺 ，
予的

仅 略出03么免
L.

图8-6-6 不等距孔布置形式图图8-6-5 等距孔布置形式图
2-第1序衣孔;1-第I序次孔∶ 1一第I序次孔12一第】序次孔 3一第量序

8一第Ⅰ序次孔; L一饼1序次扎電 次孔;L一第I序次孔距

.3.7.2 双排孔形式

当帷幕设计厚度较大或在动水条件下注浆时，为了保证注浆质量，可采用双排孔布置
形式。采用双排孔布置时，各注浆孔常呈梅花型排列. 各序次孔排列见图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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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注 翼 方 法

注浆防渗幢幕的注浆方法，按浆液在管路和注浆孔中的运行方式可以分为三类∶压入

式注浆法，循环式注浆法和自流式注浆法。
6.3。2.1 压入式注浆法

浆液由注浆泵以一定的压力压出，通过输浆管路压入注浆孔的溶洞、裂隙中。浆液在
泵压的作用下由近到远逐渐充满溶洞和裂隙，经过凝胶、固结之后，与围岩结成一体，起
到阻水作用。

压入式注浆法不在输浆管赂中设置回浆装置，由注浆泵压出的浆液被注浆 层 全 部吸
收，而浆量的控制依靠泵体的调速装置实现。压入式注浆法的注浆过程见图3-8-3。

人°-o

图3-6-7 双排孔布置形式图 图8-6-8 压入式浆示意图
Ⅰ一第Ⅰ序次孔22一第【序次孔; 1一注浆泵，2一吸浆管;3一贮浆池，4一输聚哲;5一遭浆器1

3一第1序次孔 一梅水管;7一浓水票;8一吸水惊∶g一水池;10—注浆孔∶
11一压力表;12~附阀;13一止发塞

由于压入式注浆是把浆液直接压入注浆层中，因此具有注浆速度快、压力高、浆液填
襄致密和结石体强度高的特点，常被各种防水注浆工程采用。如张马屯铁矿和黑旺次矿的
注浆防渗帷幕都成功的采用了压入式注浆法。

6，3。2.2循环式注浆法

浆液由注浆泵压出，通过输浆管路压入注浆孔的榕洞、裂隙中。与压入式注浆栩比，最
大的区别是在输浆管路中设置专门的回浆装置，使注浆各不同阶段多余的浆液由泾浆孔返
回到贮浆池中，以调节各时期对浆量的需求。循环式注浆方法的注浆过程见图3-6-9。

循环式注浆可以恒压注入，容易控制浆液的扩散范围。和压入式注浆相比，注浆速度
慢，当地下术流速较大时，浆液容易被水稀释，使注浆材料消耗量增大，'因此，在注浆防
渗帷幕的滤工实践中很少采用，仅用于压力不高的浅层帷幕注浆施工中。

8.3.2.3 自流式注浆法

浆液依靠地形的高差和浆液的自重压力沿输浆管自流到注浆孔充填榕洞和裂隙。其扩
散距离髓着浆液不断的流入而增大，直至溶洞、裂瞭填满压实为止。这种注浆法适用于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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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大溶洞或裂隙的注浆层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省注浆材料，在浆液中须经常添加
惰性材料做为骨料随同浆滚流入注浆孔并充填到较大溶剂中，圆缔之后起到阻水作用，应
用这种方法时，输浆管路不能出现逆坡。如水口山铅锌矿注浆防渗养曾采用了自流式法
浆法，其自流式注浆系统见图3-8-10。

CH公 109

1112

C

蹬3-6-9  折环式注浆示意图 图3-6-10  水口山铅锌矿自流式注浆平面布置示意图
1一进浆管2～圆浆仿3一刺阀4一压力表 1一上料漏导；2一上料皮带；3一送水砂溜斗；

5一止柴寨。日一注浆泵T一贮浆池 4--输料管∶5--注浆孔；6一轴装管；7一泥浆泵；
品一贮浆油9一清水泵r10——清水池s11——输水督3

12--维料场

6.3.3  注  浆  方  式

各种用途的注浆，均可按浆液在注浆孔中的灌注顺序，分为上行式注浆和下行式注浆
两种方式。在注浆工程实践中，采用下行式注浆较多，上行式注浆较少。

注浆一般都是分段进行的，一个注浆孔通常都要分为几个注浆段进行分段注浆。自上
而下分段进行注浆直至注浆孔注浆结束，称为分段下行式注浆。下行式注浆须使注浆孔钻
进一段，注一段，前段注完后，经透孔后再注，反复交替进行。下行式注浆的钻进和注浆
交替进行的过程见图3-6-11。

分段上行式注浆，即注浆孔一次钻进到注浆孔悬终深度，使用止浆塞自下而上逐段法

图3-6-11下行式注浆示意图
a、b一第一段销进支出浆；c、d一第二段钻进及注浆；

e、f一第三版帖进及注浆，1、2、3一注浆段编号；4一点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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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直至注浆孔注浆结束。分段上行式注浆的注浆孔钻探和注浆的施工顺序见图3-6-12。

分段上行式和下行式注浆的适用条件及优缺点见表3-6-2。

我3-6-2上行式与下行式注浆的适用条件及优缺点裘

优 蛱注紫方式 适 用 条 件施 工 顺序 点

（1）下行郎工有制于保护孔婴由上而下分残，在 （1）含水层之闻没有完好的隔水层下行分段
（2》温水量大的厚含水层（厚度大同一段内钻孔与社浆 的完整性，囱面便于实现分段注浆

压入式注 交警进行 于40m） （2）能有效地控制浆液上丽，
张 终孔后，由下而上 （3）注浆层必层松软胶锌，岩石孔 确保下行分教有足够的注入量

分段良注 璧不料子设止浆塞

（1>注浆深度一般不大于200m注嫩孔一次钻到笋 （1>可薄少工艺重复，简化打上行分段
2）通水量大的含水层，其厚度不紫与法筑工艺孔派度。然后由下雨

压入式注 大于40上遗过没置止浆塞实 （2）对地层条伴要求 过 于严
（3>上、下含水层之间布良好的隔行分段压入式注浆或 洛，适用范因民限性较大棒

金段一次庄聚 水层，岩层坚因。孔资完整，能实现分

段止浆

6.3.4 注 浆 工 艺

注浆工艺包括注浆孔钻进、压水、造浆、止浆及注浆等各主要环节。注浆工艺系统要
求各环节互相衔接，紧密配合，注浆孔结构、注浆设备及管路等必须相互适应。

6.3，4。? 注浆孔粘透
1.注浆孔结构
注浆直径的选择，应考虑尽量扩大注浆孔揭露含水层的裂隙、薯洞等过水断面，但同

时也应兼顾钻进施工方便。一般要求注浆孔注浆段的直径不小于110mm;特殊 地质 条件
下或当帷幕深度很大时，亦不应小于91mm。

为方便钻进施工，简化工序，钻孔结构应尽量简单。如张马屯铁矿防渗帷幕采用的注
浆孔， 在预注浆位置采用110mm直径，上部采用直径146mm套管和直径219mm孔口管，
对第四系上层进行严格止水，其注浆孔结构见图3-6-13。

少q

圈3-6-12 上行式注浆示总澄 图3-6-13 注浆孔钻构示就图
0一注燕孔;b一第一段注浆1 c一第二段注浆; 1一直径219m血孔口管;2一宜径146mm 套暂，
d一第三段注浆;I、2、3一注浆覆编号; 3一直径110mm注浆孔，4一第四系土层，

4一止浆塞 5一岩格、裂腺含水层;6一钻孔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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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注浆孔采用孔口封闭注浆时，要求在套管上端焊有法兰盘，以便连接注浆管路及安
装孔口设备。

2。注浆孔垂直度
注浆孔钻进应尽量保持垂直，防止偏斜。但在实际钻进操作中，由于钻逐设备和施工

技术水平的限制，往往在钻进到一定深度时都会产生钻孔偏斜，而且偏斜度随孔深增大而
逐渐增大。为了保证帷幕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注浆孔允许的偏斜率一般应差 制 在0.5??
内。当通过一定措施，能够确保帷幕施工质量时，可适当放宽钻孔偏斜的要求。如张马屯
铁矿在注浆孔施工中采用了表3～6-3的允许偏斜率，达到了预期效果。

注张钻孔允许编解率表 囊3-6-3

200~300<209钻探泥度（m》 300～400 400~500

允许偏鲜率（?? 90.7~-00.5~,70.5 1.0~1.3

注浆孔出现偏斜可能有三种情况。

（1>同向偏斜。帷群线上所有注浆孔均向闻一方向偏斜，一般容易出现沿岩层倾斜方
向偏斜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幕体的整体性、连续性影响较小。

（2）两相邻注浆孔，一孔垂直，一孔偏斜。这种偏斜虽然不如同向偏斜，但偏斜率往
往在允许范围内。例如，对400m深、10m间距的注浆孔，如按表3-6-3偏斜率要求，落
点间距将增大4m，两孔间最大距离为14m，对于高压注浆，当扩散半径在10~15m时，可
以保证帷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

（3）反向偏斜。这种偏斜对帷幕注浆最不利，即使单个注浆孔达到了允许的偏斜率要
求，但如果出现反向偏斜，对帷幕的整体性影响也会很大。例如，对于400m深、10m间距
的两注浆孔，如按表3-6-3 偏斜率要求，在出现反向偏斜时，注浆孔最大间距 将 增 至
18m，此时难以保证帷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在两孔中间补孔或采
取定向导斜补救措施。

为保证注浆孔的偏斜在允许范围之内，要求在钻进过程中每50m深侧斜一次。
3.钻头和钻头压力

为使注浆孔尽量保持圆直，最好采用镶钨钴硬质合金简状钻头钻进。为便于在孔内下
止浆塞，要求合金外出刃口一般加大1。2～2mm。为保证注浆孔的垂直度，要根据岩层的
硬度严格掌握钻进压力。

4。取心和冲洗液

注浆孔的钻进，要求全部提取岩心，以观察岩溶、裂隙的发育情况，岩心采取率一般
要求为70～80??回次进尺不超过2m，使用8m长的岩心管时，一次钻进不得超过岩心
管长的2/3。为保证注浆孔的可灌性，要求注浆钻孔用清水探进，当钻进遇到松软破碎
地层时，可采用低固相泥浆钻进。

8.3.4.2 压水

压水的目的是为了解注浆孔中各段注浆层的富水性、透水性，用以进行分段，确定浆
液配比，计算浆液消耗和材料用量及预测注浆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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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分正规和简易两种。前者采用三个压力阶段，以探求水量和压力的关系。试验要
求严格、精度较高，位于主要过水通道上的注浆孔和质量检查孔均应采用这种方法。需易
压水只做一个压力阶段，通常在一般的注浆孔中采用。其所用压力常采用压水所在位置的
水柱压力。

压水试验的成果用单位吸水率表示，其单位为!/min°m*m，即1m长的注浆段在1
n高的水柱压力作阳下，1 min所吸收的水量。严格的铁，在计算单位吸水率时，应取全
压力，即表压加上压力表至地下水位的水枝压力减去压力损失，但考虑到一般注浆孔均在
孔口装设压力表，当地下水位埋戴深度不大时，可近似的取用表压。

根据钻孔单位吸水率的大小，可将岩层的透水性分为七级（表3-6-4）。

若 尼 远 水 性 分 级 装 表3-8-4

数反连大程度通水性分级 钻孔单位吸水率qu（l/min.回.m 

标是水性岩层 <0.00]1
拉 调避水性壮层 0.001~0.01" 0.01~0.1较弱遇水性岩层

中华进水洗浴层V 0.1~1.0
高速水性卷层a 1.0~10

钻石 强迎水性料照 10~100
极强透水性岩层 >100

表中1～2级岩层透水性很小，实际上是不可灌的。5～7级岩层的可灌性很好，多
腾岩溶发育的碳酸质岩石含水层。一般当注浆后的岩层吸水率达到0.051/min·m·m时，
即符合注浆结束标准。

压水试验成果的计算方法如下。
1.简易压水试验成果计算
简易注水时，单位吸水率按下式计算

SZ =“D3 (3-6-1:
式中  qu———单位吸水率，1/min.m.m；

Q————钻孔压水的稳定流量，1/min，
L————试验段长度，m
S————试段压水时所施加的压力，m。

2.正规压水试验成果计算
（1）压力-流量呈直线关系时∶

9w-Lestion too (3-6-2)

式中 Qi、Q2、Q∶————分别为三个压力阶段（木柱高）的稳定压入水量，I/miny
Si、S∶、Ss-——分别为三个压力阶段的水柱高度，m；
其余符号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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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压力-流量呈瑰物线时∶

。！叶 (3-6~3)

(1gQ:+igQa+igQ3) 、7(1gs1+1gs1+gss)，
性1g = 心

(3-6-4)
m=（辩1+解2+ms）/3 (3-6-5)

普8-18号∶言”门 (3-6-6)

十忍儿言” (3-6-7)10.-1O
毫噬ms, (3-6-8)

式中 g——单位水柱作用下，1min内压水段的吸水量，1/min。m;
m——三个压力阶段的压力与流量关系系教，

m1、mz、ms--——相邻两压力阶段的压力与流量关系系数;
其余符号同前。
压水试验相当于注浆的模拟试验，这是由于压水和注浆是在完全相同的条 件下进 行

的。这样，先期进行压水试验所获得的上述有关参数，可用以指导以后的注浆施工。
6.3.4.3 止浆
止浆的作用是防止浆液绕霉返浆。使浆液在足够的压力作用下， 扩散到注浆 层 的 溶

洞，裂隙中，达到注浆堵水的目的。止浆之后，要进行压水试验，检查止浆是否合格。在
注浆施工中，有时一个注浆段往往要止几次浆，直到合格为止。

在帷幕注浆工程中，应根据注浆深度、注浆材料性能及浆波混合方式选用止浆方法。
椎茅注浆工程中常用的止浆方法有机械式止浆法和水力膨胀式止浆法。在这两种止浆方法
·中，止浆塞是实现分段注浆的工具，常用止浆塞的类型、工作原理及适用条件见 表3-6
5。

6.3.4，4 遁浆

注浆所用浆液由造浆站配料、搅拌、检测，经输浆管路送至注浆孔。造浆站的设备比
较集中，在平面布置和设备选用方面都应认真考虑。

1.造浆站的类型

造浆站依其所处的位置可分为两类;地面造浆站和井下造浆站。
1）地面造浆站

地面造浆站是把造浆设备放在地面，造出的浆液通过输浆管送至地面或井下注浆孔。
地面造浆站多数为固定车间形式，但也可采用注浆车布置成移动式综合造浆站。地面造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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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3一6-5止蒸富的类型、工作原理及道用条件表

钒 策 式 水力膨腺试辨酬
类型 单管止媒蜜单管异径北骤斑单管三爪止浆塞 双管止影薄小型双管止罪塞孔内双管止嫩塞

一口述田茜窑 <1》外管在孔 猝用内管国定（I）将用钻孔 （1）一条内（1）利用铅球
混浆票给水，把 变径台阶为支点 为支点，拧鸭外口阑定为支点 径βmm的高兹倒辉两节应假
托盘擦出。三爪 膨胀压力<2）用钻机加 （2）利用钻机 压胶衡，一条管，使胶蠹产生

张开 上提帖杆教胶塞压胶别即产生横 铁管间时下入惯向变形与孔整 （2）用高压水
<2）三爪勾孔 受压，产生横问 钻孔内向变形与孔整挤 挤紧起止紫作用泵通过的汗削水

策。起止紫作用壁接触为支点 变形与孔壁挤 （2>科用高（3）具有一定

紧，起止莱作用《8）用钻机加 压力的水经过单 压水泵送水进

压，使败癌产生工作原理 入胶简，使胶简向侧进入胶筒
横向变形与孔壁 膨胀。产生横（4）水压升高
拼累。起上浆作 剩设计敷值时、 向塑形与孔壁◆ 挤紧，达到止铅球从闹座处挤

西 浆目的
<5）在举问阀

作用下，压力永

使散赞候持受压
膨联状态，与孔
莹济蜜，起止荧
等调

<1）分段上行 （1）较业额岩 蛋餐内我较硬（1>分段上行 （1）分段上行 （11段上
吸下行式注浆 石孔壁宪整的裸成下行注浆 岩石孔壁光蔓的 行成下行式连或下行式连续注

浆鲜听端<2）套管内威 毒孔止浆（2）亲管内或 障略模
（2）下行式注 坚硬岩石孔壁宪较便岩杠孔墓完 （2）妻管内或 （2）癣管内

喘薹的拥孔内止菜 整的裸孔止浆 较疆岩石孔壁完或救凝岩石孔
通阻参炸 （3）三张开 （3）变径合阶 壁郊整的根孔<3）孔深小于 整的被孔止浆

设在硬辑位置且最大直径为150 200m正紫 正聚
为受力点rn <4）地下水流

【Q）孔锋小于 遵很大，要求凝
50m止浆 腺时问很短时果

用

站具有造浆能力大，场地容易选择及易于防尘的特点。
2）井下造浆站
井下遣浆站是把造浆设备放在井下，造好的浆液通过管道送至井下注浆工作面，这种

造浆站的造浆能力一般比较小，作业场地狭窄且不易防尘，工作环境较差。
2。造浆站的一般要求

（1）保证连续供浆，其供浆能力根据注聚工程用浆量选定，设备能力要超过实际用量
的0.5～1.0倍。

《》）计量装置要准确，浆液的泵压及浆量要有自动计量装置，根据井下及注浆孔的实
际需要量能随时调整。

（3）平面布置要合理，采用操作窒集中操作。
<4）注意环境保护，造浆站的灰尘一般比较大。在设计时应考虑防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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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5 注浆
注浆是注浆工艺过程的最后一道工序。通常浆液在一定压力驱动下，使其充填扩散并

最后固结在受注岩层的裂隙、溶洞或孔隙的工作过程称为注浆。按照完成这个工作过程的
条件、工作方式以及选用注浆材料的不同，将注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按完成每个孔、改注浆过程的连续性，可以分为连续注浆和间歇注浆;

按注浆进行时的地下水运动状态，可以分为静水注浆和动水注浆;
按注浆所用材料的种类，可以分为化学注浆及水泥注浆;

按注浆材料输送混合系统的特点，又可以分为单液注浆和双液注浆等。

1.连续注浆
从注浆开始，经过对浆液浓度、注浆正力和吸浆量的调整、控制，一直到满足注浆结

京标准要求称为连续注浆。由于连续注浆过程中设有重复钻进及其它辅助工作，所用时间
短，耗浆量也少、其关键是要严格控制泵量、泵压和浆液浓度，避免浆液因护散过远而流
失。增加材料消耗。开始注浆时，用小流量、低压力，使浆液缓慢流动，并逐渐充填到注
浆层的溶涓和裂隙中，使注浆压力逐渐上升，浆量随着压力逐渐升高而降低，直至符合注
浆结束标准时，注浆随之结束。

2。间歇注浆
间歇注紫系指一个注浆段分儿次注完，每注入一定浆量之后，停止一段时间再注，每

次的注入量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间歇的时间一般应待注入浆液初凝并达到一定固结强度
之后，再进行下一次注浆，经过儿次重复注浆，达到结束标准为业。

这种注浆方法的关健在于适当的掌握每次的注浆量和间歇时间。第一次注浆量要大，
压力要小，既要使注浆层的落润或裂隙充填好，又不要使浆液大量流失。以后几次的注浆
要邃渐的减少浆量，增大注浆压力。每次注浆结束后，浆液初凝到一定程度时，再扫孔，
压水，进行下一次注浆。这种方法可以使浆液逐层凝固，依次加厚，最大限度地减小过水
断面。这种注浆方法一般适用于单位吸水量大于1。01/s·m，渗透性强的含水层注浆。当注
浆工作进行一段时间之后，经过加大浆液浓度而注浆压力仍不上升时，应采用间歇注浆。

3.静水注浆
在地下水的天然流场没有人为改变的条件下注浆，一般称为静水注浆。在未经人工降

低地下水位或地下水位降低不大的矿山注浆，都可视为静水条件下的注浆。在静水条件下
注浆，注入溶洞或裂隙中的浆液不易流失，往往采用单液水泥浆就可以取得良好的堵水效
果。如张马屯铁矿、黑旺铁矿均在静水条件下采用单液水泥浆，获得了较好的堵水效果。

4.动水注浆
在地下水天然流场遭到破坏并产生较大水力坡度的条件下注浆，称为动水注浆。此时

因地下水流速较大，在动水压力作用下，浆液结石体将向下游方向拉长，产生畸变。
在动水条件下注浆时，为了确保注浆质量，应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在注浆层中充填骨

料或情性材料; 采用水泥-水玻璃双液浆或采用速凝措施的单液注浆。 在动水条件下采用
连续注浆时，则应采用大浆质、快注、速凝或采用间歇注浆方法等。如水口山铅锌矿注浆
防渗蜂孤是在矿山生产时翔疏于排水的情况下构筑的，注浆前矿井疏排水量为800～1000
m3/，1966年31月疏干漏斗中心水位已降低295m，地下水流速为44m/k，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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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采用单液水泥浆，掺合尾砂、锯末及速凝剂水玻璃、氯化钙等，取得了预期的注浆堵

水效果。
5.化学注浆
化学注浆系采用化学注浆材料及相应的注浆设备进行注浆。通常为化学注浆而配制的

溶液多属真溶液和胶体，因此，化学浆液具有良好的可滋性， 可以灌入0.15mm以下的细
裂隙或粒径为0.1mm以下的粉砂中。由于化学注浆材料价格高，因此，目前在国内产山
中还没有完全使用化学注浆材料构筑防海帷幕的先例，但在井巷工程局部突水点的封堵或
过流砂层时，已经成功地使用了化学注浆。

圆内矿山采用防渗椎幕防治地下水时，一般注浆层均为岩溶、裂隙比较发育的碳酸质
岩石，对这类含水层，不宜采用化学注浆。只有当采用水泥注浆形成帷莎之后，某些都位
因细小裂的存在面漏水并影响堵水效果时，化学注浆常作为防渗帷骚补漏的重要手敦。

6.4 注浆主要技术参数的确定

6.4.1 注 浆 孔间 距

6.4.1.1 影响注浆孔问距确定的主要因膏
1。帷鑫的厚度

对帷幕厚度的要求是确定孔距的基本条件。实践表明，均质舍水层的注浆帷幕是由近
似圆柱体的注浆体搭接面成。为了满足维嘉抗渗能力的耍求，每个圆柱体不但需要充分搭
接，而且落接部位的宽度必须达到帷幕的设计厚度。注紫孔间距过大，会造成每个注浆体
不能搭接或搭接宽度过小，满足不了帷幕厚度和抗渗能力的要求;但当孔距过小时，先注
浆钻孔的有效扩散范围会包容相邻的注浆孔，这就会产生注浆孔串浆或后序孔 拒 注 的 问
题。因此，按帷狒摩度的要求来确定注浆孔距时，注浆孔最小孔距必须大于性幕 厚 度 之
半。当采用双排或多排孔帷蓿时，其帷落的厚度通常可以看作是由分排帷幕厚度累加而成，
其排与排之间的注浆孔最佳孔距，常按等媵三角形布置形式进行确定（图3-6-14。

2.浆液有效护散半径

浆液在注浆层中的有效扩散半径大小，直接关系到注浆孔孔距的确定，而注浆层的透

0:⋯
6·协夕 。

图3-68-14 馅孔注浆体交联平面图
u--单舞孔维亮注紫林空联平画图;
b一双排孔帷喜注浆体交联平如倒

c一排内孔距;L一辊薷总醇度，1、12一分幕厚胶;i3一陌加幕厚;
R一有效扩散半径，M一排间孔距;1一篇外娃石体;2一帷福绪石体。3一交联触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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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注浆压力，浆液浓度等又是影响有效扩散半径大小的因素。因此．在确定孔距时，
应充分考虑这所有因素的影响，经综合分析研究确定。

3.帷幕的防渗要求
对抗渗能力要求较高的帷幕，逐常要求提高注浆体的密实度，以取得良好的堵水效

果。这时则需选用浚小的注浆孔距。对于半封闭式的浅截帷幕，只要求达到一定的墙水效
果，和前者相比，注浆孔间距可适当放稀。

4.注浆层岩溶和裂隙发育程度

注浆层的岩体、裂隙发育程度是影响孔距确定的因素之一。若注浆层的岩榕、裂隙发
育，因连通性好，在较低压力作用下，浆液也会扩散到一定距离，因而孔距可适当加大，
反之，若岩溶裂隙不发育时，则因连通性差，既或在高亚作用下，浆滚扩散距离仍然有
跟，因此，孔距要适当减小。

综上所述，根据金属矿山注浆防渗锥等的施工实践，在以岩溶为主的注浆层中建造帷
幕，若采用单捧孔布置时，其孔距一般在10～15m左右；若在以裂隙为主的注浆层中建造
帷幕采用单排孔布置时，其孔距以5～10m为宜。

8.4.1.2  注浆孔间距的确定方法
注浆防渗帷幕上注浆孔间距的确定和浆液有效扩散半径及幕体的厚度密切相关，在确

定孔距时，一般可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经计算确定。
1.注浆孔间距计算
注浆孔间距可用下式近似计算∶

0=√1R1-D (3-6-9)
式中  a————注浆孔间距；m；

R————浆液有效扩散半径，m
L————稚幕厚度，m。

2.辨募厚度计算
（1）按照注浆后幕体平均渗透系数计算帷幕厚度。

LE CLI-HE) (3-6-10)Q

式中  L————帷幕厚度，m；
K/———注浆后幕体平均渗透系数，m/d，
M————含水层厚度，m
Q————设计允许的帷幕单宽渗入量，m*/d；
H，————帷幕外地下水位，m

 H————帷幕内地下水位，m。
（2）按照帷幕的水头衰减及落体内允许水力坡度计算帷幕厚度

L=1H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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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FHa (3-6-12)
式中  β——通过帷幕的水头衰减系数；

∶----幕体内的允许水力坡度；
H————总水头高度，m）

其余符号同前。
3.浆液有效扩散半径计算

（1）在均质含水条件下，可采用下式计算

.R-M (3-6-13)
式中 R——浆液有效扩散半径，m；

L----帷幕厚度，m。
（2）按照注浆孔实际注入量，采用下式计算有效扩散半径。

R=0.565√中nrec (3-6-14)
式中 c——单位长度水泥注入量，t/mg

ro——水泥容重，t/m3
n————注浆层的孔隙率，%
4————有效充填系数，一般取0.6～0.7。

（3）在注浆过程中，根据有关注浆参数推算有效扩散半径∶

20K PELVHr (3-6-15)R= P
小

50000Kffrt，使上＋rR= (3-6-16)母 A F1

式中  R————注浆有效扩散半径，cm
K————注浆前注浆层的渗透系数，cm/s）
t————注浆的延续时间，s
H————注浆压力，Pa
μl、μ2——水与浆液的粘度，cp；
r——注浆孔半径，cm
n——注浆层的孔隙率，??

8.4.2 注 浆 压 力
6.4.2.1  注浆的压力阶段

克服浆液流动阻力进行渗透扩散的压强称为注浆压力。在整个注浆过程中，注浆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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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着注浆孔周围浆液的扩散、沉析、充填压裂等情况的变化而随时变化，一般分为三个压
力阶段∶初期压力、过程压力和终值压力。

1.初期压力
初期压力出现在注浆的开始一段时间，因这时的浆液较稀，压力不能太高，采用稀浆

低压，使浆液慢慢的扩散、充填。但在岩溶、裂隙为主的注浆层，其溶洞及裂隙的大小很
不均一，通常浆液会在低阻力的大游洞及裂隙中扩散的很远，而在小裂隙中扩 散 受 限。
为使浆液均匀扩散;注浆施工中常把注浆段长度划分得很短，以便使浆液基本上形成一个
均匀扩散体，在一般注浆工程中，这个阶段的注浆压力通常不能超过注浆段静水压力的一
倍。

2.过程压力
过程压力出现在注浆过程的中期，这个时期压力的作用是使浆液在岩溶、裂隙中逐层

的充填、扩散，浆液浓度加大，粘度提高，注浆层过水断面减小。随之压力不断开高，压
力过程曲线在这个阶段发生明显的变化。开始是注浆量随压力的升高而加大，经一段时间
之后，出现注浆量随压力的升高而减少的现象，这是注浆临终状态的明显迹象。

3.终值压力
终值压力出现在注浆末期，是注浆结束时的压力。当注浆临终状态的迹象出现时，仍

需保持注浆压力并稳定一段时间，其目的是使已经充填饱满的空隙在高压下进一步压实。
这个阶段的持续时间较短，由于压力曲线明显上升，标志注浆已临近结束，应按注浆结束
标准结束注浆工作。

8.4.2，2 影响注浆线值压力确定的主要因素

在各类注浆工程中，影响注浆终值压力确定的因素较多，在注浆工程没计中，必须充
分考虑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

1.注浆层的可灌性
由于注浆层岩溶、裂隙发育程度不同，其可灌性也不同。若可灌性好，其终值压力不

宜过高，宜取界限值的下限，以避免浆液扩散过远，造成浪费。若可灌性不好，则应取较
高的压力，使浆液有效扩散半径达到设计要求。

2.岩溶、裂隙充填程度

注浆层的溶洞、裂隙中如有充填物存在，则对注浆质量产生影响，充填物越多其影响
越大，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注浆压力时，就要考虑消除这种影响。充填物多宜采用高压，以
便借助于高压将充填物压密挤实，使之在帷鞘建成后能够经受地下水的长期冲刷而不降低
堵水效果。若充填物不多，在注浆前应尽量用高压水将其冲走，在这种情况下，注浆压力
则不宜过高，在设计中也就可以不作为一个特殊问题考虑。

3.注浆材料种类

水泥浆和化学浆对注浆压力的要求不同，前者要求较高的压力，而后者则因有较低的
粘度，可灌性好，在一定压力作用下即能灌到较小的裂隙中。在帷幕注浆中，一般用化学
注浆作为补注的一种手段，利用其较好的可灌性解决细小裂隙的灌注问题。

4。注张层预部岩层的赋存条件

当注浆层顶部存在不透水的岩层时，注浆压力的选择就要考虑上覆岩层的恐度，如果
上覆岩层完整且强度较高，则可采用较高的注浆压力。如张马屯铁矿注浆防渗锥幕，在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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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层上部有坚硬不透水的闪长岩覆盖，给采用高压注浆提供了有利条件。
5.帷幕的设计抗渗能力
选择注浆压力要考虑对帷幕的设计抗渗能力要求，若抗渗能力要求较高，则应使用较

高的灌注压力，因在高压作用下，浆液扩散半径大，相邻注浆孔注浆后互相搭接的厚度
大，保证幕休有足够的厚度，增强帷幕的抗渗能力，提高帷幕的堵水效果。

6.岩层的压裂灌注措施

为了沟通弧立裂隙透水体系的联系，保证浆液充填到有效扩散半径范围内，可采用岩
层压裂技术，即采用高压将注浆层已有的闭合裂隙增大，使其增加吸浆能力，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更高的压力。压裂灌注技术适常适用于裂隙不太发育，但岩石又不完整的注浆层。
对于坚硬的注浆层则所用压力更高。一般必须进行压裂灌注的工程，须配备输出压力 达
300×105～500×10*Pa的注浆泵及专用器材。

6.4.2.3  终值压力的确定方法
根据注浆工程实践，介绍下面几种确定注浆终值压力的方法。
1.按照设计的注浆深度计算注浆终值压力

P=AH (3-6-17)
式中  P——注浆终值压力，Pa；

H————注浆深度，mg
k——由注浆深度决定的压力系数，由表3-6-6查得。

压力累败表 赛3-6-6

注 赛 严庄 (10)
<203 0.23×105～0.21×105
200~300 0.21×105～0.20×105
300~400 0.20×105~0,18×1051 400~500 021bx105~0.16×105.>500 0.15×105

2.按照注浆段上部岩石的厚度和容重计算注浆终值压力
P=10*KγD (3-6-18)

式中 P——注浆终值压力，Pa；
γ——岩石容重，t/m2；
D———注浆段上部岩石厚度，m
K-————系数，一般取1～5。

3.按照注浆段上覆岩层厚度及表层段允许的注浆压力计算注浆终值压力
P=Pe+mD (3-6-19)

式中  P——注浆终值压力，MPa； 
D————注浆段上覆岩层厚度，m；
m————深度每增加1m，相应增加的压力值，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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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表层段注浆压力，与地质条件有关，MPa;

P。及m值的大小，取决于地质条件和注浆方法，可按表3-6-7选定。

表子-B-7注 浆 压 力 选 择 麦

Pe 常用压力当岩器石缆别 经 (Pa)(Pa/m) 《P)- 2×10*一6×10s大块馆晶岩与卷辣岩 3×10～s×105 40×105～11xI3
中等风化的结品岩、变质岩、聚取2 2×105～3×10s1×10～2×105 15x 10~4O×10s

搐枣字凿韩

牵固的砂 页岩，凝灰岩，中等黏 0.5×10°～1×10°。 5×105～15×101,5x105～2×10f
威的岩煤岩

软质石灰岩、砂岩及藏灰岩、裂隙· 0.25×10～0.6×105 0.5×105~1.5× 10s .5x101~5×10*发育但较坚固的岩石 。5 土、秒石、敬 2.15×105～0.25×10' 0.5×10一2.5×165
翟∶1.当果用分段下行式注浆时，应选用表中较高的m位，反之选用较豪的m值。

2。当岩体的透水性较大时，可不受上表计算位的限制，圆应逸用较低的压力。

4.国内外部分矿山注浆工程使用的注浆压力

（1）张马屯铁矿注浆防渗帷基，根据压水时的耗水量选用注浆压力，详见表3-8
-8。

（2）鸡西河北竖并注浆的初压和终压，根据注浆深度选定，详见表3-6-9。
（3）徐家楼主井注浆过程压力和终值压力，根据注浆段深度进行选择，洋见表3-。。

账马屯铁矿游渔毅事选用的注浆压力表 我子~B-8
1倍解水玉力下的耗水量（1/min>

互水页8 100~159 2080～300150～200 >300
注浆压力 z储静水压力 1 倍静水压力1.5倍静水压力 耗浆量为3001/min时的压力

注;当1倍静水压力下耗水量小于100l/min时不注浆。

鸡西河北竖并的注浆压力值 罐叫！四；砷
注 蒙 深 度（m） 初 期 压 力 （Pe） 终 值 压 力 （Pa）

<43 4×]05～}0×105 8×10~12x105
40~61 12 ×10～15×10510×10一I2×10
60～80 16× 103~20 ×10514xIG'～18×10
6)100 1×105~22×10s 20×1一25×105
100～120 22×105～25×1s 25×105~30×13
120~140 30×1～40×10 40×10～50×1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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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3-6-10徐家楼主井的注浆压力值

终  值  压  力   （Pa）过 程 压 力 （Pa）出  缺  漏  度（m）

40×10525×10500～130
130~170 45×10535×105
170~200 50×10540×105

（4）美国、英国及联邦德国地面注浆工程所选用的注浆压力见表3-6-11。
（5）南非@地面预注浆所选用的压力根据注浆深度确定，详见表3-6-12。

美国、英国及联邦德国选用的注浆压力表 表3-6-11
过 程 压 力（Pe）名 终  信  压  力（Pa）令

风 50×105~60×105 150×10**175×105+
国 200×105～220×105考

联邦筝国 >70x105~100x105

南非地面预注浆用选用的压力表 装3-6-12
注  浆  深  度（m） 注    浆   压 力（Pa）

120 20×105
120~230 50×105
230~~300 B0×105
300~450 115×105
454~600 165×103
600～750 230×103
750~-900 800×10*
>900 >300×105

6.4.3  浆  液  浓  度

浆液浓度通常用百分浓度或直接用含量比值表示。注浆各阶段对浆 液的 浓度要求不
同，需对浓度进行分级并给予一定的表示和变换方法，规定一些变换原则，使注浆材料能
按要求迅速配制，以满足注浆的需要。

6.4.3.1  各类浆液浓度的表示方法
根据浆液的性质，溶剂及溶质的种类，其浓度有不同的表示方法，详见表3-6-13。
6.4.3.2  浆液浓度的分级及其变换
1.浆液浓度分级
根据各类注浆工程实践，常将单液水泥浆浓度分为七级，水泥-水玻璃双液浆中的水

泥浆浓度分为五级。

●在白人种熊主义者绕淮下，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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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13注浆浆液浓度的表示方法

书 薏*液空H溜

菜装神类 水 歌 幕 水泥粘土浆水泥浆溶质为溶液稻质为粮体善质为固体

排质质量（g或ko） W.W.:W.（1）主剂为带（1）双被用体积比，

装度来求方法及计算公式
P-W.落液体积（m）  欢迎）

（2）单液用质量比 加入的附加浪可直接或稀释
"(%) 后愧用； 刻被占水泥加入的附加B,/*145.145A 剂按占水泥（2）助剂为溶 顶量的百分

液按体积比配用 质量百分数 数计一 #
（1）主剂液体（3）赛盛衬脂类用 W.一水泥的p——水灰比适用于丙烯酸钠类

B./一被美肌；尿酷、纸果发液体积比说 W.一水的 质量∶W∶一
纸尿废液干粉及固体 （2）黑狐胎类、环 粘土的质量；质量，（2）助兴碱激、
原理明 d一警赞氧桃脂类用质量比 盐酸、乙二胺、 W*一水的W.一木泥的

贝量 质量招聘钠等

单液水泥浆浓度分为∶
3:1:2:1:15thith 1.25:1/1:1,0.8:1)0.6*1.

双液中水泥浆的浓度分为，

1.5:1:1.25:1:1:1:1:0.8:1;0.6:1。
2.浆液浓度的变换
1）限量法
注浆从最稀一级开始，当每一级浓度的浆液灌入一定量后，单位吸浆量若无明显变化

时，则应将浆液浓度增加一级，如此逐级加浓直至注浆结束。
张马屯铁矿注浆防渗帷幕，曾使用四个级别的浆液浓度，对每级浓度的浆液均采用限

量法注浆，当每级浓度的浆液耗量小于初期的20??，则浓度上调一级，否则，浓度保持
不变，改用间歇注浆。该工程对浆液浓度的分级见表3-6-14。对各级浆液的限量见表
3-6-15。

单波水泥浆坡度分级表 表3-8-14

浓度绿 1 A " 可

配合比 211～1.51181~211 101 0.8:1~0.611
密度（g/cm） 1.3~1.41.2～1.3 1.5 1.6~1.8

2 ）限率法

以每一级浓度的浆液在一定时间内灌入量做为变换浓度的标准，其浓度和稀浆的变换
条件分别见表3-6-16及表3-6-17。

6.4.3.3  浆液浓度的使用原则

浆液浓度及单、双液的使用界限，通常根据注浆孔的单位吸水量确定，性用浆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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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浓度水泥浆的注浆现量表 我子-8-15

挂浆时间<b）使用的浓度级注 浆 阶 登 紫液密度（g/cm3） 、直： 1,2~1.s。 矿 1.3-1.4
3 1.53 9
●A -1.6~1.8

注;当起始浓度为2领时，第!段注浆可不进行，当剪A阶段末仍达不例销束标建时，可巍具体情皮决定迪 续注

浆发同吹注浆。

浓 浆 的 壹换 级 作 辗 寝3-8-16

浆 被 浓 度 改 变 的 浓 康蛋 换 条 件

八徉“消箱”（20zin嗳蒙性，1 （水∶水配》

“占 811>g00
>7008c1 6·1
>600插 中叫

>500 2:1人主】

>40211 131
1.1 蓝至注浆钻束

稀 浆 的 塑 换 条 件 袅 表3-6-17

'改 姿 的 浓 度浆 液 浓 度 变 换 条 作

<水r水泥） （20min吸浆遗，J） 《本t水混>

1001 >80D 8:1
>E08:1 B81
>7506:1 4r1
>650产 2:1
>550211 20I
>50o]31 不变
<4001·1 431
<、200411 871或1041
注浆结束8:J

一般是先稀后浓逐级调节，详见表3-6-18。

8.4.4 注 骤 段 长度

注浆防谁痛的注浆孔一般都比较深。注浆层厚度比较大。因此，必须将注浆层分成若
干段，分别对每段进行注浆。一个注浆孔一般要分3～10段，个别的还要多一些。注浆段
长度也是注浆工程中的重要参数。它影响注浆质量、堵水效果和工程投资，在作防渗帷幕
设计时，应慎重考煤。



第六章  注浆防渗帷幕    1475

浆 液 浓 度 使 用 表 表3-6-18
紫粮超始被膛钻孔单位吸水量

单、双液控用界限浆镀浓度使用顾!袭费观凝在伊水泥浆（水）灰）(I/min.m)

1.5 411 （1）单泳水湿浆常用的水灰比为 （1）当每米钻孔吸
3.0 2*1 2:1:1.25:1:1.6,0.801,0.601,0.61 水景为7月min以下
5.0 1.5:1 时，可使用单液注浆，（2）使用水泥一水玻璃双喷浆时，
7.0 1.2501 1.1~0.41 大于了|/min时，可使水饱浆浓度一般为1.2511~0.611
B.0 111~0.4111.2511 用双液注浆（2）每次注浆，水泥浆的胶宽，一
9.0 IU （2）每米钻孔吸水粉是先稀后次
11.0 0.811 （4）当家浓在铅笔、裂隙中沉析； 量火于71/min，但设
13.0 0.81 充填阶段时，若压力不升，迟严重不减 备材料不易解决时，亦
>15 0.611 可采用单渡注张；当单时，应逐级加大浓度反之，若压力上

开快，减退也快，此时为了保证足涉的 液注入量接近顶计托入
注入量，双卡次际低浆液放度，每更换 量的80~50??其压力
一次炊粮浓度，一般持续20mi 不升、进浆量不成时，可
〔5〕下拧初注滚度一般较大，上行 采用低压、川歌注浆的

复往一般较小 方法达到沾浆终压

8.4.4.1 影响注浆段长度确定的主要因素
1.注浆层岩溶及裂隙发育程度

注浆段范围内的岩溶及裂隙发育程度均匀是理想的注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浆液将
在同一压力作用下均匀扩散，达到理想的注浆效果。但实际上注浆层的岩溶及裂隙发育并
不均一，这将直接影响注浆段长度的确定。实践表明，若注浆孔的岩溶及裂隙发育基本均匀
时，一般可取15m长为一个注浆段，在特别发育地段应缩短至5～10m，若岩溶及裂隙不
发育时可加长至20～30m。但须绝对防止把岩溶或裂隙特别发育和一般发育的注浆段取散
一个注浆段，否则，浆液产生不均匀扩散，在等压作用下，大裂隙扩散远，而小裂隙扩散
不出去，既浪费浆液，而又影响注浆质量，降低堵水效果，所以对特别畅通的岩溶裂隙可
以不受段长的限制，应单独注浆。

2.注浆层的可灌性
可灌性是表示注浆层在一定压力作用下对浆液的吸收能力。它的大小与注浆层的岩瓣

及裂隙发育程度、充填率有关，岩溶率及裂隙率越高，则可灌性越好；岩溶率及裂隙率越
低或者岩溶率及裂隙率虽较高，但充填率很高，其可灌性降低。此外，可灌性也受裂隙性
质的心响，岩溶及裂隙发育程度相同的两注浆段，由于裂隙的形态、张开度、隙面性质和
沟通程度的不同，其可灌性也有差异。根据注浆工程实践，如果注浆层的可灌性好，其注
浆段长度可取5～10m，可灌性较差时，注浆段长度一般取20～30m。

6.4.4.2  注浆段长度的划分方法
在注浆防渗帷幕的工程实践中，主要根据含水层的岩溶、裂隙发育程度，注浆孔孔壁

的稳定性及含水层的富水性等因素确定法浆段长度，常用的注浆段长度划分原则见表3-
6-19。

国内部分矿山注浆防渗帷幕采用的注浆段长度见表3-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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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浆  段  长  度  划  分  表 表3-6-19

含水层裂隙发育探友 常用注浆段长度（血）
注浆院划分原则裂隙规模 裂剪宽空（mm） 复 注初    注100%

（1）将裂隙相同的岩层划分在同一个段长
郭嘉欧 E~-E* 50~10030~40 内力求使装液均匀扩散

（2）裂隙发育程度相差较大的含水层，不
宜划分在简一段长内。以保证法探质量和减
少不必要的装饰浪费，中国建筑 20~303~6 40~50
（3）涌水量大，裂隙较宽时，注浆段长度
较小，反之较大
（4）杜浆股长度应与注浆泵的供浆能力（泵

大裂食 6~13 10~20 30 量）和适应，须最小，注浆段长度应适当缩
小，以保证浆液有足够的扩散华径
（5）最先施工的孔可根据检查孔确定并调
辨注浆段长度；后施工的孔注浆段长度一般获降地层 EI< 4~10 20
可逐渐增大

国内部分矿山防渗帷幕采用的注浆段长度装 表3-6-20

注浆我长院 股   名   称 合水层的水文地质多数工

以岩路，裂隙为主的奥兰承石灰岩含水层。q*2.18 5~30m,
张马屯饮矿防涂帷幕 ~6.50l/s·m:K -10.56~-22.12m/d

16m居多

以治帮、裂隙为主的臭离系石灰岩含水层∶最大溶制 一般为10m
再进快矿防渗镜哥 高2～3m，q=0.4~10.3I/s-m。 最长60m

K=0.3~14.7m/d 丹短2~3m

以岩落为主的下二叠统褐震大理岩含水层，岩溶率
水口山粉钟矿防移帷幕 2.4～30.6?=0.0087～33.561/s·m, 10~20m

K·35.32m/d

您过通水量中，断层满水占50??裂隙占21??将铜
金州石棉矿防砂帷幕注浆试验 占29??最大溶稠18m高，岩溶率为0.31~9.78% 20m

6.4.5 注浆孔的冲洗标准

每个注浆孔在分段注浆前，要对钻孔进行捞粉和冲洗，把残留的岩粉、钻具磨下的铁
屑、溶润或裂隙中的泥质充填物等杂质冲洗干净，使浆液与洁净的岩石固结成一体，以提
高帷幕的整体强度和抗渗能力。

注浆孔冲洗常用以下几种方法。
6.4.5.1  低压大水量冲洗法
将钻具落到孔底，水流通过钻具进入孔底，再由孔口返出，把孔内杂物带出钻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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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采用大水量冲洗，直至返水变清为止。
B.4.5.2 寓压冲洗法

将钻具放入孔内。在上部对钻孔进行密封止水，再用亡压泵注水并不断加大流量，使
孔内压力升商，最后稳定在设计压力上灌注10～20min。由于高压水的作用，把泥质充填
物冲至注浆影响范围之外，所用压力为注浆终压的80~100??

在溶洞发育，充填率高的矿区，有时在高压注水过程中会出现压力突然下跌而尽最大
泵量也不能使压力回升的现象，这表明充填物已被疏通，这时可停止注水30min，然后再
注水，若压力仍不升高，则可停止注水而改为注浆。

6.4.5.3 高、低压交特冲洗法

开始用高压将水注入孔内，冲洗5～10mi后，突然停注而返向将水抽出，使水流往
返流动，将杂物带出钻孔。一般开始时返水较混浊，经反复冲洗后孔口即会返出清水。

8.4.5.4 扬水冲洗法

通过钻具将压缩空气压入孔内，水与气体混合之后密度变小，在地下水的侧压与压缩
空气乐力释放膨胀的双重作用下，使水流向上返问孔口将杂物带出，直至孔口返 清 水 为
正。

上述四种冲洗方法，要根据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选用，岩石比较破碎时要选用低压大
水量方法，避免岩石在高压作用下而破碎。当岩石完整且坚硬时，宜选用高压冲洗法，把
岩溶及裂隙冲洗干净。

6.4。B 注 浆 结 束 标 准

注浆结束标准常用两种方式表示，一是用单位时间的吸浆量表示;二是用单位注浆段
长在1m水头作用下的吸浆量表示。注浆结束标准对注浆质量起控制作用。掌握好注浆结
束时机，既可以使注浆达到设计要求，取得比较好的堵水效果，同时 又 可 以 节省工程费
用。

6.4.B.1 影响注浆结柬标准楠定的主要因素
注浆结束标准 与帷幕的预期堵水效果、注浆压力、注浆层的可灌性有关，在制定时应

综合考虑这些因紫的影响。
1。帷幕的预翔诸水效果

各类工程注浆的目的不同，对注浆效果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以注浆防渗帷幕为例，对
于封底式帷基堵水效果的要求一般高于半封底式帷幕，封闭式布置的帷幕其堵水效果一般
高于半封闭式布置的浅截帷幕。欲要取得较高的堵水效果，就需要制定较高的结束标准，
因此，对堵水效果要求越高，注浆结束标准越严格。

2.灌注压力

在同样条件下，注浆压力越大耗浆量越多，注浆压力越小则耗浆量越少，因此，在确
定结束标准时要考虑灌注压力这一因素。若确定的终值压力较高时，其结束标准可适当降
低;反之，若终值压力较小时，其结束标准可适当提高。

3。注浆层的可灌性

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可灌性越好吸浆量越大，结束标准要适当提高;若制定的标准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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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就可能使许多该灌浆的岩层空隙充填不饱满，降低帷幕的抗海能力。对可灌性差的注
浆层需作具体分析;若属于岩层本身岩溶、裂隙不发育的注浆段，结束标准不宜过高，如
果组于岩溶、裂隙堵塞而影响可灌性的注浆段，则应提高结束标准，以保证惟幕防渗的可

靠性。
6.4.6.2 医内部分注浆工程所使用的注浆结柬标准

1。金属矿山注浆防渗帷幕采用的注浆结束标准

金属矿山注浆防渗帷幕采用的注浆结束标准见表3-6-21。

2，煤矿注浆工程采用的注浆结束标准

（1）煤矿竖井地面预注浆采用的注浆结束标准见表3-6-22。
（ 2）煤矿巷道注浆果用的注浆结束标准见表3-6-23。

表3-6-21金满矿山阴渗峰菲采用的注浆鹤柬综准表

雷山名称 注 张 结 東 标 孤

张马电铁矿 在没计终值压力作用下F，每个浆及的吸浆量小于50l/min，特续时间5～10min

黑旺恢矿 在设计樊做压力作用下，每个注媒度的喷紫量小于401/min，持续时网30min
水口山橙钙矿 自流式注浆，在压力为25x105~30×10sPa的压力作用下拒装，注嫩结求

泰3-B-22煤矿驿井地面预社浆采用的注浆结柬标准表

注浆条件 终 压 与 雙 量 的 标 准

策一次注浆中，注浆压力由小逗渐增大，注浆量由大到小，当注浆压力选骛设计的票压时。注紫终
正称豪件下 量单被注浆为50~60l/min，衣液社浆为100～120l/min，，稳定20～30min，即可结柬注浆

（1>在大乾障岩滚注浆，经过浆液浓度的变换。仍达不到终压与终量的标准，值又接近设计的芷
入量时，吃暂时停注，待芥护2uh后复社，直墨符合上述崔聚结束标准t

特殊条件下
（2）对于购裂隙熏孔隙地层，当注211～1.51稀莱。压力仍上升很快而吸浆迅速减少时，成压水
皇小于80l/min时，可进行预处理;先压水2m2左右，然后压注1～2m280～35Be'水玻璃，紧接
看压胜】～2m3游水并注谦

3。水电部门大坝注奖的注浆结束标准

按注浆段单位时间吸浆量衡量∶在规定的注浆压力作用下，注浆段单位时间吸浆量小
于0.2～0.4!/min，延续30min。

按单位长度吸浆量衡量∶在规定的注浆压力作用下，单位长度吸浆量小于0.05～11/
m1n·m·m延续30mi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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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23煤矿巷道注很采用的注浆结束标准表

蜂翩裂 欧 公 层 融眷

（1>实际黎感出入重大于或簇近设计计 算的 注入 （1）阿在（1）;
单、 （2）阿左（2）;

（2）注紫医力是规律性增加，并达到注 跟设计安 （3）达到注浆终压时，水架比为0.81，泵量不大子80l/min
压∶ 《4>魏持终医，像置的时间5～10min

（3>达到注浆终压时的最小吸紫量分别为∶ 《5）叠后一次扫孔，压水后的注莱孔舞水量不大于20l/min
单 腋浆 40～601/min 也可绪束注浆
双 液 张 60～120/rin

（4）维持逆浆终压和遗小吸浆量的时间为
10~150in

6.5 注 浆 材 料

6.5.1 注浆材料的种类

注浆材料分为无机系和有机系注浆材料两大类，各类注浆材料的分类见表3-6-24。

庄 蒜 材 料 分 典 表 表3-8-24
水 琵 类
水湿粘土类无 机 系
水混一水裁璃类
水孩璃秀

注 微 材 料 网始混类
骼木资类
飘胶树脂类

有 机 累 聚氮脂类
微酸树照类
其 它 类

6.5.2 防渗帷幕常用的注浆材料

B.5.2。 水泥的种类及性质
1.水泥的种类

目前国内生产的水泥有一般水泥、快硬高强水泥、水工及耐侵蚀水泥、膨胀水泥及油
井和耐高温水泥等。

注浆常用一般水泥中的普通水泥、硅酸盐水泥、矿渣水泥、火 山 灰 水 泥和粉煤灰水
泥。

2。水泥的主要性质
1）密度与容重

普通水泥的密度为3.0～3.15g/em3，容重为1～1，6t/m3，通常采用密度为3.1g/cm3，
容重为1.3t/m③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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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度
细度是表示水泥颗粒的粗细程度，颗粒愈细的水泥硬化的愈快，早期强度愈高，但在

空气中硬化时，有较大的收缩。

3）凝结时间
水泥从加水到开始凝结所需要的时间称初凝时间;水泥从加水到凝结终了所需的时间

称终凝时间;已经凝结的水泥才具有初步强度。
4）体积安定性
体积安定性表示水泥在硬化过程中体积变化的均匀程度。水泥在凝结硬化过程中体积

可能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能过大，一般合格的水泥均能满足这种要求，除非含游离氧
化钙、氧化镁或三氧化硫，使水泥产生不均匀变形。

3.一般水泥的特性及适用范围
一般水泥的特性及适用范围见表3-6-25。

一般水泥的特性及端用范围表 表了-8-25

透 用  图 范
水泥品种 南萄

适用的工程 不遗用的工程

（1）军期要度高; （1》水化热较 （1）一般地上工程。不妥侵饱作 （1）水利工程的水中
普遇水泥 离;（2》硬结硬化快1 部分用的地下工程;

（2》筑水性（8》抗冻性好; <2）无腐蚀性水中的受冻工程; t2>大体积淮凝土工
硅眼盐水 差。（4 ）在相同标号下，硅 （3）早期强度要求较高的工程; 盈;

（3）耐腔碱和酸盐水秘比膏温水泥3～ （4）在低温的件下需要理度发展 <3）受化学便蚀的工尚 硫酸盘类的化学7天的强度高3～7% 程较快的工程
畏蚀差

（1）早鼎孩度（1）对硫腰盐类侵蚀的 （1）地下、水中工程及经常受较 （1）气缺干箱地区的
火山灰水批抗能力飘1 低，凝结较慢。 工程;高水压的工表;

（2>抗水性好∶ 在低浸环境中更 （2）受海水及含碗酸盐类渭液慢 （2>萃期强度县求高
泥，粗煤灰（3 ）水化熬较低。 为严重; 的工程;烛的工程;

〈4》在灌袭环境中后别 《2）耐冻性盏4（3>大体积混凝土工程; （3）妥冻工程
水泥 强度的增进串大， 《3）贩水性大;（4>燕汽养护的工程;

〔5）在燕汽券护中塑成 （4）干胭性较 （5）运距离这艳的砂聚和混凝土*│发展较快

（1>对硫酸盐类侵蚀的 （1》早期滥度 （1>地下，水中及瘫水中的工程 <1）对早狗渊变要求
抵抗能力及抗水性较好 征，凝结较慢， 以及婚常承受高水压的工程; 较高的工程;
（2）耐热性灯; 在低沮环境中更 （2》大体积混糖土工程， （2）低沼环境中落工
幼丫兴诈攀蓉 严重∶ （ 3）蒸汽养护工程∶ 而无保温捕能的工程矿渣水泥 （4>在感汽养护中强度 （2）耐冻性较 （4》妥热工程;
发展较大; 差∶ （6）代签资通硅酸热水泥用于地
{5>在泪性环境中后期 （3）干 缩性 上工捏。但应加强养护
端度增进率较火 大，有泌水现象

6.5.2.2 水玻璃的性质及浓度变换

单液水泥浆播入一定量的水玻璃之后，就将引起浆液性质的改变，如凝固时间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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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石率的提高等。
水玻璃的性能一般用模数和浓度表示。水玻璃模数用符号M表示，其表达式为;

SiO2克分子数M=-Na，0克分子敷

由于SiO∶和NazO克分子数的比例不同，其模数也在改变。水玻璃模数对注浆质量影
响较大。若模数小时，因SiO;含量低，凝胶时间慢，结石强度低。若模数过大时，因SiO;
含量高，虽然结石强度高，但凝胶时间太快，因此，水玻璃模数过大或 过小对注浆均不
利，注浆使用水玻璃模数一般在2.4～3。4之间。

水玻璃另一个重要参数是浓度，以波美度Be'表示，它与密度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

B1'= 145-145 (3-6-20)A

式中 d —密度，g/em3。

水玻璃有固体、液体两种，适用于注浆的是液体水玻璃。水玻璃出厂浓度一般为50～
56Be'，而注浆使用范圃为30～45Be'。其浓度变换按下式计算;

V- otd;-d) (3-6-21)d-d:
票式中 V-—--加入液体积，1; 4 c9V。——原来水玻璃体积，1;

d1--加入液密度，kg/1;
d。——原来水玻璃密度，kg/ls

d ∶——欲配水玻璃密度，kg/1。 时间
图3-6-16 浆液流动性变化状态度

A、B、C--素粮种类
6.5. 黎波的主要性能

6.5.3。1 性能指标

L.粘度
粘度是浆液性能的重要指标之一，理想浆液的粘度应是最低的且是可调整的。在所有

浆液中，粘度越小则流动性能越好、渗透能力越强、且驱动浆液扩散时所需注紫压力也较
小。一般溶液型的浆液具有较小的粘度。悬浊液型的浆液具有较高的粘 度。在注 浆 过程
中，一般单液浆的粘度都会随注浆时间的延长而增加，按理想的注浆要求，粘度增长速率
具有突跃性的浆液最为合适，如图3-6-15中的C类浆液，因为它在注浆过程中 具 有 较
低且稳定的粘度。注浆压力容易掌握，而当注入总量满足时，早注浆液迅速凝固失去流动
性，既可避免注浆过早升压，又能保护浆液免于流散，如水泥-水玻璃类、丙烯 酰胺类等浆
液都具有这种特点。图中A、B类浆液表示浆液粘度随时间逐渐增大，无明显 突变过程，
如单液水泥浆类、铬木素类等浆液具有这种特点，这种变化过程对进一步注浆常常是不利
的。

浆液常用的粘度单位为厘泊（cP），对水泥类浆液常用秒（s）表示。几种浆液的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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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测定方法见表3-6-26。

2.凝胶时间
理想的浆液其凝胶时间应是能准确控制和调整的，以便获得最佳注浆效果。各种浆液

因凝胶时间不同。故采用的测试方法和手段亦不同，应视浆液的种类作出具体选择。
凝胶时间是指从浆液开始反应直至凝胶产生而浆液不再∶动的一段时间，影响它的因

素有浆液的配比、液度、温度、速凝剂及缓凝剂的使用等。几种浆液的凝胶时问可控制范
围及测定方法见表3-6-27。

3.渗透能力
渗透能力是表示浆液对受注晨注入难易程度的一项要重指标;渗透能力大，注浆容易

进行;反之，渗透能力小，浆液不易注入受注层中。渗透能力与浆液中悬浮物颗粒大小及
浆液粘度有关。渗透能力目前是用浆液可能注入砂层的最小粒径来表示。各种注浆材料的
渗透能力详见表3-6-28。

几种浆液的粘度及测定方法旋 寝3-6-26

紫 液 名 称 粘 度 测定方法

单液水泥浆奥 15～140s 常用ZNN型悬社混型荣策
水泥一水渡璃类 混菜咎度计15~140

34CP水碳璃类 使用能转 式射 度
1.2cp闪烯藏胺类 计、落球式转度计

将液型象液 3~4cp骼木紫类 钟5~5cp渭旗蕴播渗

<2-P株匿讨脂类

表3-6-27几种浆液的凝胶时间及测定方法表

浆 液 名 称 豪 胶 财 间 测 定 方 法
单液水泥浆类 8~15小附 维卡仪
水泥水璃类 十几砂～十几分钟 人工搅拌、手感为准或用NIY一1
水驳璃类 瞬 间~几十分钟 型量胶时闻调定仪（微匪树脂类聚
W烯 胺类 液除外）十儿秒～几十分钟
锦木素类 十厂秒～几十分钟
脲联树脂类 十左砂～几十丹钟
粉醛钙桐类 几十秒～几十分钟

几种注浆材料的渗避能力寝 襄3-6-28

浆 液 名 称 可能注入砂层的最小镗径<mm）

单液水泥夹 1.1
水混-水破磷樊 1.0
岑喘罢嵩 0.1
丙烯底胺类 0.0]
铬木素类 0.03
原醛树脂类 0.06
镰醛转脂奖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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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渗透系数
渗透系数是衡量浆液经凝胶固结后所形成的结石体的渗透性能指标。对帷幕堵水来说，

渗透系数越小，其塘水效果越好。

测定渗透系数一般采用两种固结体，一种是用浆液与标准砂的固结体;一种是用纯浆
液游胶的固结体。几种注浆材料的诲透系数见表3-6-29。

5.抗压强度
浆液结石体的抗压强度亦是注浆浆液重要性能指标之一。结石体强度高的浆液可用来

加脚、堵水，它能使结石体坚固、稳定。强度低的浆液只能用于堵水，起到截水作用。测
定浆液结石体的抗压强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利用浆液与标准砂固结体制成标准试块进行
测定;另一种是利用纯浆液固结体制成标准试块，测定抗压强度。

凡种浆液结石体的抗压强度见表3-6-30。

几种注浆材料的渗遗系数表 表3-6-29

糕剔等消 (cem/s)渗 透系 萤 （

单渡水泥类 10*3~10-3
水泥一水匮璃类 10~2～10~)
水玻璃类 0"2
两始酰胺类 10~510-6
莘计塔端 10"3一10-5
聚隧树腹类 10-3～10-4
豪氨脂樊 10-*～10~·
辅醛树脂类 10-4~10~5

几种注浆材料的抗压强度表 表3-6-30

煤楼名称 试块成教方法 测定伙器及方法 执匠强崖（Pa）

雄液水浇浆悉 结石体为刚性，使用纯策液， 试块均在20±5℃水中养护， 50×105～250×10s
水泥-水玻璃类 在4××4cm方型试模中成型 测定1d、3、14d、28d抗压强 S0×195~200×105

试块解醛树防类 度，每组三块，取平均值，仪 20×105～80×105
律飘求瑟潇 器侧用1～5t压力机或高 分 T0x10-～60×105

子材料万能试验机
水改璃类 结石体为弹性，阳浆液加标准 <30×x 1Qs
丙烯。昉卖 砂，在4×4×4cm方型试模中 4×105-6 ×10s

成型试块铬木素类 一义了，也义占”

B.5.3.2 单液水泥黎的主要性能

单液水泥浆系指由水泥和水拌制成的浆液，当不掺任何附加剂时称纯水泥浆。注浆用
水泥浆一般以水灰比表示浆液浓度，注浆用水泥浆的水灰比一般为0.5~2.0。

纯水泥浆的粘度、密度随水灰比的增大而减少;凝胶时间则随水灰比的增大而延长;
抗压强度随水灰比的增大而降低∶详见表3-6-31。

纯水泥浆在现场配制方便，只要计量水泥质量、水的体积，即可配制任意水灰比的纯
水泥浆液，注浆常用配比见表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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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6-31纯水泥浆的基本性能表

喇 度（Pa）源胶时间 强闲粘噬 结石革密皮水灰比
费 离初告’ 28d1drd3d(S)<质量比） 六自之ta> (b) 六隙义kmia(min)

？ 2 220×100.571 153×18S1,88139 9941 8d.6×15制 47.生×105

300,75·1 55.×1024.2×105971.82 112.7×1os33 10 47 气 2日×10

”引 兽业 20×1051-4918心” 5814 89×10524.2×1024×10Sj
色 ”歇yt 需1.871.5?文 22,2×10523.3×10520.4×1s18 23.3×105e?15。？2+1 1? 23x105551.3016 25.8×10s25,6×10516.6×10>琶

表多-6-32纯水泥浆现话配制表

水 灰比 (1)水 混 （袋） 欢 制成浆量（m'）

60o240.5*1 1.000
邑0.61 60 1.026

0.75:] 71219 1.029“ “却 1.00750
1.2501 81213 1.029
1.5+1 82511 1.008

四2/1 90 1.050

为了缩短水泥浆液的凝胶时间，常加入适量的速凝剂。速凝剂的种类较多，主要有氯
化钙、水玻璃、碳酸钠、熟石膏、硫酸钠、碳酸钾、红星一号、"?11速凝剂等，在注
浆工程中常用的是氯化钙、水玻璃两种，掺速凝剂之后，对浆液的性能有较大的改变，见
表3-6-33。

速凝剂对水泥蒙性能的影响 装3-6-33

孝、速 部 荆 终薇时间初凝时间 强压水灰出 度 （Pa）
涵岸八时

名称 入中”六寸” 2d1dkmin)】水范质量《函量比） (min> 当?0的宪>

14力“” 15 92×10559×10*16×1058×10电吃s售 20 尊1*1 水玻璃 各 18×10510×105 55×105e v1r1 10氯化钙 15 19×1519×I0s 6×103 95×10S
、名1n 吗e塞化钙 13 25×105 98×10565×10520×105so 毫

由于单液水泥浆具有来源丰富、价格比较便宜、浆液结石体强度高、抗渗性能好、注
浆工艺设备简单和操作方便等优点，故在注浆防渗帷幕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单液水泥浆作为颗粒性材料，在使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如难以注入0.1mm以下裂隙
和粒径小于1。1mm的砂层，凝固时间长且难以准确控制等。

6.5.3.3 水泥粘土浆的主妻性能

在单液水泥类浆液中，根据施工目的和要求不同，加入一定量的粘土 成为水泥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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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由于这种浆液的成本低、流动性及稳定性好，一般适用于充填注浆。
水泥粘土浆配比、用量及性能见表3-6-34。
由表3-6-34可以看出，随着粘土接入量的增多，水泥粘土浆的密度变小，抗压强度

降低，在注浆防渗帷幕工程中粘土擦入量最大不能超过15??否则因强度过低不能使用。
此外，在水泥粘土类浆液中如加入水玻璃或其它速凝剂，也可以改善浆液的性能。

6.5.3.4 水泥-水玻璃双液浆的主要性能
以水泥浆液和水玻璃为主剂的双液浆，既保有单液水泥浆的优点，又改善了水泥浆原

有的性能，比如缩短凝胶时间和提高结石率等，是一种用途广泛，效果良好的注浆材
料。

1.水泥-水玻璃双液浆的特点
（1）浆液凝胶时间可准确控制在几秒至几十分钟范围内；
（2）结石体抗压强度可达100×10°～200×10°Pa；
（3）结石率可达100??
（4）结石体渗透系数为10-2～10~°cm/s；
（5）适宜于0.1mm以上裂隙和1.1mm粒径以上砂层注浆，
（6）材料来源丰富、价格低廉；
（7）对地下水及环境无污染。
2.凝胶时间

水泥-水玻璃双液浆的凝胶时间系指从水泥浆和水玻璃相混合开始到浆 浆 液形成不能流
动的凝胶为止的一段时间。影响凝胶时间的因素主要有水泥品种、水泥浆和水玻璃浓度及
体积比、浆液温度等。

1）水泥品种

在相同条件下，水泥成分中含硅酸三钙越多，与水玻璃的反应越快，而 凝胶 时间越
短。用普通硅酸盐水泥配制的浆液与水玻璃混合之后，其凝胶时间要比矿渣硅酸盐水泥及
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配制的浆液要短。

2 ）水泥浆浓度

水灰比越小，其水泥浆的浓度越大，水泥与水玻璃的反应越快，凝胶时间越短，详见
表3-6-35。

3）水玻璃浓度

水玻璃浓度越小，凝胶时间越短，水玻璃浓度越大，则凝胶时间越长，二者呈正比关
系。

4）水泥浆与水玻璃体积比

水泥浆与水玻璃的体积比在1∶0.3～1∶1的范围内，其浆液的凝胶时间随着水玻
璃用量的减少而缩短，并呈直线关系。

5）浆液温度
随着温度的增加，水泥-水玻璃浆液的凝胶时间加快。
此外，在水泥-水玻璃浆液中掺合一定的速凝剂或缓凝剂，都可以对凝胶时间产生一

定的影响。
3.抗压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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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35水泥浆浓度对水泥-水玻璃浆液凝胶时间的影响

世 M时胶

水泥浆的水灰比 J5Be' 30Be’25Be’ 40Be 茶 注

(s)(min) (min)(1)(mig)(s)(min) (s)

211 水泥为400号矿渣酸酸30 37树 5中叶01
51 e101 12 PP 盐水泥，水泥浆与水乳O 0/

0.811 59R 27的36 1 璃体积比1111.
/ 8 25300.5:1 N11

25400.5:1 317 2P47 7

水泥一水玻璃双液浆结石体的早期强度高，强度增长速度快，这些性质有利于注浆。影
响浆液结石体强度的因素较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1）水泥浆浓度

水泥浆的水灰比越小，即浓度越大时，双液浆的结石强度越高，详见表3-6-36。
2 ）水玻璃浓度

水玻璃浓度对双液浆结石体抗压强度的影响见表3-6-37。
3）水泥浆与水玻璃体积比
有关试验表明，水泥浆与水玻璃的体积比，最佳范围是1∶0.4～1∶0.6，在此范围

内结石体杭压强度最高，见表3-6-38。
6.5.3.5  化学浆液的主要性能

目前化学注浆材料有近百种，其中水玻璃使用量约占一半左右。铬木素类、丙烯酰胺
类、脲醛树脂类、聚氨脂类、糠醛树脂类也有使用，但多用于水工建筑防渗和加固工程
中，在矿山防渗帷幕工程中一般用于补幕注浆。几种主要化学浆液的性能见表3-6-39。

6.5.4  注浆材料选择

注浆材料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注浆堵水地段的水文地质条件，考虑注浆材料的可灌性、
凝胶时间、粘度、强度、稳定性及耐久性等能否满足注浆工程的要求决定的，同时还要考
虑经济因素、环境保护以及材料来源等因素综合研究确定。

水泥浆浓度对双液浆钠石体抗压强度的影响 赛3-6-35
抗 (Pa)水玻璃浓度 强压水泥浆浓度 水泥浆与水玻 办

(Be′) （水灰比） 璃 体 积 比 7d 14d 2Bd
0.521 204×105 244×105 248×10*0.75:1 156×105 177×105 185×105m10140 44×10 I06x107 113×1051.25*1 9×105 44×105 90×1051.5ml 5×105 9×105 23×105



1488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壹3-6-37水玻璃浓虚对双液浆结石体抗压强度的影肩

<Pa)机压 度勤’水渡璃浓度 水泥浆浓度 水泥浆与水
一固” 疲璃体积比（水发比） 室“量7d
35 0.51 “义气 202×105200×105
35 0.751 132×10148×105 18×105

11 73×105 部5×10 104×108g
35 1.25+1 32×103 40×105 B8×10s
35 15#1 13×10? 20×105 28×10
40 0.5:1 2M×105 24×10' 248×10?“0,76*1 “部义宁” 1×10s 185×10o
40 1e1 44×10s 13×10106×105

1.25·140 9×10 90×105×105
40 1.51 9×105×1' 23×10s
45 0.6:1 250×105245×10> 253×10

元的”45 82×105 192×10169×105
45 1s1 29×105 113×1069×1ns

1.25·145 5×10s 28×105 58×101.51145 3×10 6×10 A×1o

水泥浆与水玻璃体积比对双液浆始石体抗压强度的影响 表了·6-38

永波璃浓度 兴甾烯掉睡 水泥浆与水减璃 结石体28天的扰压强痰

八量” （水灰比） 体积比 (Pa)

456×10:0,3
1+0.4 224 ×10

0.8+2 235× 10f1r0.5
1+0,6 220×10s
160.8 172×165
1:0.3 135×10
110.d 143×100.81 1:0.5 168×10540 Jr0,8 180×105
10.8 30×19s
1*0.3 99×105
1+0.4 119×10s

1:1 179×10?10,6

1:0.6 130×10>
20.8 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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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39几种主要化学蒸液的性能表

注入砂层的 海是系数粘 度 抗压损度 砂层中扩散半经
最小粒径消薄扮律 碾款时问小自” cm/s (P) <mm》入当苜”

0.1 10-:8~vd水验响贫 瞬间～几十分 300～400<30×105
0,033~轴箭木素类 少几秒～几十秒10-2～20-s 4×105～20×10 300～4001.2 十几秒～见十秒0。01丙烯酰胺类 10' 500～6004×10～6×10'一早日

尿匪树脂炎 0,66却，酶 十几粉～瓦十卷 s0t~soo20×10'一B×10'10-2e10-4

十几~几百 宁聚致重类 十儿秒～几十彩 400~50060 ×10*-100x105104A10r5
<2 .01绿服树联类 10-*～10*几十秒一几于分 500~8010×]05～60×101

（1）按水文地质条件及注浆目的选择注浆材料，参阅表3-6-40。
（ 2）岩溶、裂隙岩层中注浆材料的选择可参阅表3-6-41。
（ 3）砂砾层中注浆材料的选择参阅表3～6-42。

披水就地质条件及注鞍目的选择注浆材料 装3一6-40·

蕃水文地质条件 本 当国 充 墙 2

单液。水泥浆>0.1m 水泥。水蕨璃滚
恶粉要障

MG一648倍木蜜类<0.1mm

MG一646、水驶璃类、骼木素类，
合 本 砂层 MG-646脲醛树脂樊、聚复脂类、绿醛树胸 ，

增
骨料十苹液水泥蒙

破碎费、断层、济洞 骨科十水泥-水玻璃弊

单粮水泥滚。水泥精土浆
水混-水玻璃浆

岩洁、裂隙岩层中注浆树料及浓度选挥痰 。 表8-6-41
岩骼、裂康含水层中注嫩孔段的压水流量（J/mia）

县溢
B0~100 100~150 150-20 >200

筑液跳很 单液水混浆 单被水泥浆单液水混浆 水泥-水减璃菜液
篆液起始限座（永灰比） 2;1~]11 1.51~0.81 ]11～-0.8+1 1:1~0.817
水现外解剂用量（?? 氯化俩3～5??水玻璃3～5或三乙醇胺0.05?食盐0.5%
水波响浪度（Be'） ， 3-40
水泥微却水建璃件积比 31~1:0,6‘
凝国时闻（min） 300～400 2~3

注;i，水教比为惯量此，外加荆用量为占水能质量帕百分缴;
2蒙核散度为起给浪度。可在注浆过程中根摘实际情况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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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叫四高彩砾含水层中注蒸材料选挥争寿豪

亦 石 较潜 砂
叶尊售务 砂冑 名 称当 汁 中 董中尚小

单浪水湿类

晶截承 水翼粘土类
水混一水就璃类
详端崔漪
两烯雕宏爽

有 能水席类

积 韦操名品嗟
消 混织酱类

临曝兹岳湍

乙410粒 径（mm） 0.00.5 .29 G,005
10-净遗系簿（em/B） “10-* 当 “

（4）防渗帷幕注浆工程中，在高水头情况下，宜采用结石强度高的水 况 或水泥-水
玻璃注浆材料;在低水头情况下，还可选用水泥粘土材料进行注浆。

（5 ）大型防渗橡幕工程中，化学注浆材料一般只用于局部堵漏。
（θ）注浆材料应尽量采用无毒无污染材料，特别是在距水源地较近地区，更应注意

这个问题。
（7>在满足注浆目的要求的条件下，尽量采用来源丰富，价格便宜的注浆材料。

6.6 注 浆机 具

注浆防渗帷幕施工所用的机其，主要有钻探设备、注浆泵、浆液搅拌机、止浆塞、混
合器及输浆管路等。

6.6. 钻 舞 设备

钻进注浆孔主要使用地质钻机。钻机的选择，应根据建幕地段的地质条件、注浆深度
及施工地点而定。表3-6-43列出了适于注浆防渗惟嘉注浆孔施工的常用钻机的型号及钻
探深度。

表3-6-43中所列的黏探深度为钻机设计终孔直径时的钻探深度，而注浆孔终孔直径
一般大于钻机的设计链孔直径，故在选择钻机时，其钻探深度应大于注浆孔的深度。

B..2 注 浆 源

注浆泵是注浆防渗幢幕及其它注浆工程中的重要设备，根据注浆的特点，要求注浆泵
具有足够的压力和排量。复杂的注浆工程要求注浆泵设有调压、调量装置，以便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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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43燕孔地工用粘机型号及始探据直寝w 号 钻 机 型 号 帮首着聘小当”

TXU一200型钻机 20Vv
叠 TU300—艺型钻机 900

XE一500型估机 600
XUJa00一3型禁机 604

5 工膜一700m油压站机 700b 北 京800盟钻机 800
XB7600A型钻机 1000

注浆深度、不同的注浆情况下，对压力和浆量加以控制和调整。
目前国内使用的注浆泵种类较多，大体上可分三大类。即调速计量泵、往复式代用注

荥弱、化学注浆泵。
6，8.2。7 调速计量絮
1.YSB-250/120型液力调速注浆泵
YSB-250/120型液力调速注浆泵，是专为注浆而设计制造的一种注浆多用泵，它能利

用可调式液力变矩器调速，并具有以下特点∶
（1>当压力稳定时，可无极变速调量，而压力增高时，流量可自动降低;
（2）泵的工作机构为往复式，能承受较高的压力;
（3>泵缸采用双缸双作用式，能输送较大的流童、
（4）采用防燥电祝，易损件可原地更换。
YSB-250/120型注浆泵的技术规格见表3-6-44。
2。2 MJ-3/40型隔膜计量泵
2MJ-3/40型隔膜计量泵是为适应双液注浆工艺要求而设计制造的专用注浆泵，该泵

的特性如下。
（ 1 ）有两个缸头，既可输送间一种浆液，也可以分别输送两种浆液g
（2）利用调量手轮可任意改变柱塞行程，调节流量;
（3>冢缸头采用铸铁材料，既可输送一般水泥浆，也可输送低腐蚀性的化学浆。
2MJ-3/40型隔膜计量泵的技术规格见表3-6-45。
3.HFV型液压驱动注浆泵

YSB--250/120类液力调速柱慕漂技术规格泰 横3-6-44
项 谨兼当 项 国 提 格

最大工作压力（P> 120×10' 变矩器泵轮轴神数（r/min） 1490最大瓣量（I/mi） 256 交矩辆调郑落图（r/@ia） 0~i490缸窦直径〈t四） 0 电机遵号 BJO;～~g9～4活塞行程（mm》 150 电机功率（kW） 75血 敢（个） ea 外形尺寸 长×置x离（mm> 39aex700 xt60g吸水口直径（m曲》 75 武量<Eg） 尝名45舞出口置径（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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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6-452W一3/40型隔膜计量渠技术规格裳

绿 规 格 ：尚善国项图
40×183 30进出口内径（mm）是大工作压力<PA）

59 7、5最大推量（I/min ） 电就功率（KW》

75 AIO;-51一4电扰盟号柱套直径（mm>

150015柱塞最大行程〈四m} 电知转鲨（r/min）

1每分钟控蠢往舰次散（次》 1130×100×1850外形尺寸 长×宽×高（典加>" 质量（kg）柱塞数量（个） 1000

HFV型注浆泵系目本大和钻探公司系列产品，为双缸双作用往复式注浆系，主要由动
力装置和泵体两大部分组成。泵体中的注浆缸直接由主动油缸带动做往复运动，进行吸排
浆作业。该系列的注浆泵有如下特点∶

（1）压力和排量可按油泵标定的试验曲线进行无级调节，
（ 2）液压系统内设有安全装置，运转安全可靠;
（3）停机或运转中，压力和流量都可进行调节;
（ 4）活塞行程较大，往复次数少，有利于延长易麝损零件的寿命;
（5滋压元件已标准系列化，加工简单;
（6）装有流量计和压力、流量自动记录仪，能记录瞬时和累计排量，便于掌握注浆

情况和施工管理。

适于注浆工程需要的几种HFV型注浆泵的技术规格见表3-6-46。

几种HFV型注浆泵的技术规格表 覆3-8-48
能性· HFV-2A HFV-2AB HFV-CHFV-2B HFV-2PHFV-2D

6×10～ 5×10S~6×105～医力（Pa） 50×10～ 30×IDS～ 30×10s60×10s 118×10s120×10? 130×10>200x105
撸量<1/min）. 0~710～450～100 20～100 1200～200
齿塞直径（mt） 7585 57 57 1200o
畅分钟挂复次败（次> 0~26～30 0~20 4.6~23 0~27 ;15
行酸长度（mm） 30A 30a30a z00300 300
掺菜日直径（mm） 32岩 2532 兽台

号。眼策口直径<mm） 4Q 40 656540
油缸篮径<ma） 6S 74 74 即075 120·“。。
外弗尺言” 商 920 920 “名100 100 700

豆 550550 820 9Go850 60p
长(mm) 200p 20002000 2200220o 1550

量（kg）质 280 艺280 110 1545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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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2 往复式代用注浆泵

往复式注浆泵的型号较多。但大多数是代用泥浆泵。这种类型的注浆泵通常是采用更

换不同直径的缸套和改变主轴转数的方法，按照实际的压力调节泵量，但调量时需停泵，
不能满足注浆随时调量的要求。代用注浆泵不仅可以用来进行单壹注浆、面且使用两台相

同型号的代用泵还可以进行双液注浆。

1.300型电动水泥泵

300型电动水泥泵是石油固井的专用注浆设备。由于该系排量大、压 力高，近年来在
矿山注浆工程中也得到了应用。例姐，张马屯铁矿注浆防渗帷幕工程使用这种泵进行单液
水泥注浆;开滦钱家普煤矿地面预注浆工程也使用这种泵进行水泥-水玻璃双液注浆。

300型电动水泥泵可输送水泥浆或水玻璃浆，注浆深度小于800m，改进进浆口位置可
进行双液注浆。

300型电动水泥泵的性能见表3-6-47。

2.9 M厂P型注浆泵

9 MTP型注浆泵是卧式双缸双作用往复泵，适于深孔、高 压 注 浆 使用，其性能见表
3-6-48。

300型电动水混票性旋表 表8-6-47

鱼轴转致， 外形尺j癞大排量和最大压力变速销 活寓行程 设备质量 电机功率
寸长×缸窖直径115xm江套直径100m 缸套真径127mm

Kr/mia噬 宽×高囊大撑景廉天应功单汁端啉兴研 kW斗最大排量最大区力 (kg>工八日日二 (max)}km3/min）（PaKmdfmia(Pa) [ms/min)<Pa)： 25.34 每.152 22]x105O0.206 0.256300×105 k70×10s

968T×S6×5B总
37.59 0.306149×1050.225 j121×10s0.378j203×10

司 58,13 0.88 岩86×103 2500.474131×10s 27?5s0.5678×105， 部得。04 0.702 53×1030,8178a×1e5 65×10?0.868： 129.1 0.716 47×1060.97264×103l 38×1051,203 l

9MTP型注蒸泵性能表 搬3-6-48
排 尚 压

恺截功单八只孔“排出掌直径日岂”暖入惰蓝径入日甘”
和 力

犯迎驾制（曾>
计茎 外影尺!

业 红 翩 韵” 详(mm>
127 “ 10o 80 A×可。’万 琳端峭’ 出压 端岸一 薯鲜方排置 医 方力门压 压 力 tmm)皆(Pa>k1/s) KLZs> (Pa Ps)f1s) (1/s2iIs)(Pa)

0EO1×OF01×089z918,7oa5×1号513.3045×10s9.95 7.8580×10s oo×10sl75×10s 6,00
鸣’7510o

278G
密10.2060×1s 75×10s&25 6.3j10o×105 .e512s×104 jee×10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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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它几种类型代用注浆泵
这几种注浆泵可以输送水泥浆和化学浆，一般多在单液注浆时使用。其型号和性能见

接3⋯6-49。
6.6.2.3 化学注浆泵

几种适于防渗帷幕补强注浆用的化学注浆泵型号及其主要技术性 能 见3-6-50、3-
6-51和3-6-52表。

表3-8-49几种代用注浆职的性能表

TBW-260/10 2DN一28/80TBW-50/15归W一250750 CB-540重 号

“过50×10o×105 80×105最大压力<Pa） 35×105~60×16
250250 50 420最大拼量（1/min） 540

607589 85审糊咪棘入甘日” 904100115
150 140o活磨行程（m四> 150

1770 丶250∶150每分钟往裳次数<次） 5090
702.224 20电动机功率（上W） 40

外形尺寸∶长×宽×高│2170×820×170 2150×2075×9501106x810×a80 1054×353×85 1940×850×139(mr ]
设备质量〈Lg> 1120 192 127040o 1200

HG日型化学注菜那性修案 囊3-6-50

南饿皿要
蹲 量（m'/h> 1.5;0.7510.375;0.18
压 力（Pa》 60×t05,30×105
吸入管径（□m） 25

20播出营径（DD>

表3-6-571可控硅调速齿轮化学注柴泵性能表

项 目 酱着
量无压力<Pa> 15×10
近、出浆管外径（mm> 20
进、出浆暂内径<mm） 15e真空聚入高度《坦〕
澳量惯节慈油（Vmin） 0~8.4

HG20-论型化学注蒸泵主要性能衰 表3-6-52

命 梁日 浆
最大压力（Pa》 20×10“最大流量（I/min）
外形尺寸∶长×宽×商《mm） 750× 430×70
设备质量（k）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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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8.3 泉 表 量 拌 机

浆液捷拌机是注浆工程中的造浆设备，它的作用是使注浆材料和滚剂及其附加剂能迅

速拌和面制成均匀的浆被，其生产能力应和注浆泵的单位注入量相适应，以 保 证 连 续供

浆。
目前，国内尚无定型设备。大多由施工单位自制。近年来煤炭、冶金等部门多使用以

下几种类型的搅莽机，其性能见表3～6-53。

.6.8.4业 黎 套

止浆塞是注浆工程的重要机具，用来阻止浆液在钻孔中返浆，以保证浆液连续不断地
被压入注浆层的游洞、裂隙或孔隙中，达到注浆堵水目的。常用止 浆 寨 的 技术待征见表
3-6-54。
8.6.5 混 合器

混合器是双液注浆的重要装置。它使两种浆液均匀混合，发生物理及化学反应，并使
浆液在预定时间凝固。常用的混合器类型、技术特征及适用条件见表3-6-55。

豪B-6-83浆液觉掉机 的粪型及帕征表

费 型 旅流式迎紫机立式水泥镜拌机 风劲本说搅并机 水力项射瓷水泥搅拌机

提排能力〔mP/h》 30715 5~15
主输转速（r/min） 40～60

（1）叶片式机械搅拌; 《1）以端为动力 （1》以水为动力擅律 （1）以EW想泵为委力;
（2）搅拌池可用神密并水 短持水馄浆 水混浆; （2）连线搅掉
泥抹面; （2）劳动强度慨， （3】惯务有贮灰舍、（2>揽拌倾有效海权
（3>地面预往浆; 灰尘小u 为0.6m3。一次造菜瓣 放灰深斗及二次 揽掉他点及用造 《4）小型带幕注聚 <3）地面预注浆; 2～SminJ 辞。

<4）大型幢幕性 〔3>地面预注浆，工 〈4）悠面预注紫和能;
猪 嘉注嫩作圆注载或并壁住浆

常用止浆囊技术特征表 装3-8-54
喇 式机 水力膨胀式上旅塞类型

障管止单管三爪止浆鑫 单营异径止浆塞 孔内双管止紫墓 双管止浆塞小型双骨止浆塞筑"塞
胶多直径（由m>90110120;1s0 71)12090;1101120;180 10;120:130 42375190:110 110120180饮率长淀（mm） 13156～200 209I50～200 10oo150~20 1000集大压力（Pa） 60×101～100-1ass60×10'～100~195 60×10 1o×10so-105~80-1630×10使嘉验量（个> 鸣了2~4 2～4 -1~8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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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3-6-55混合器的类型、规格及适用条件麦

靓合舞类型 方立式球闻隔台器 孔口球阅摇合髓孔内球阅温合器弹簧半球式混合器

进口内径 20 20 30
规

1自口内径 25 6520
華  贵 155210+

钢球直径86mm（血） 85里宽 145
/

逻过浆粮流量返  用 <250<50<20 200~250(1/mia)

承受B力（Pa）第  件 <20×10> <30x103 <80×105 100×105~230×10:

B.6.6 注浆材料的贮存及输送设备
6.6.6.1 水泥贮存设备

帷幕注浆属于临时性工程，使用的水泥贮存罐亦须适应临时性的需要，一般采用钢制
贮灰罐，适用于气卸式散装水泥车送料。常用的水泥贮存设备有下列几种；

1.钢结构散装水泥罐
这种水泥罐容量较小，一般为20～25t，使用时固定安装在施工现场，由钢板焊接而

成，上部为国柱形，下部为圆锥形，工程结束时可分段拆卸或整体运输。
2.箱形钢结构散装水泥仓

适用于倾卸式散装水泥车送料，仓的顶部设有活动开启的仓盖，便于水泥卸入，仓底
设有管式螺旋输送机，将仓内水泥送入计量斗，供搅拌水泥浆液使用。

3.钢制散装水泥库

库容为100t，水泥由倾卸式散装水泥车卸入料斗，再由倾斜皮带输送机送入库内。
4.移动式水泥仓

仓的容量为15～20t，在仓的底盘装有专用的车轮可以移动，水泥由气卸式散装水泥
车卸料入仓，仓底设有螺旋输送机出料，水泥计量通过对螺旋输送机的运转时间控制。

6.6.6.2 水泥输送设备
1.倾卸式散装水泥汽车

倾卸式散装水泥车常用自卸式载重汽车装配而成，多以解放牌载重卡车改装为主，载
重量3.5t左右，此外还有用交通脾倾卸式汽车改装成4t和15t载重量的散装水泥车。

2.机械卸料式散装水泥汽车
机械卸料式散装水泥汽车载重量为4t，容积为3.65m2。采用螺旋输送机卸料，其螺

旋输送机的主要技术性能见表3-6-56。
3.风动卸料式散装水泥汽车
风动卸料式散装水泥汽车的卸料方式属低压、大风量的气力输送，要求配备较大风量

的鼓风机。其设备的规格和性能见表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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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3-6-56螺速输送机主复技术性管表

当 嘴 格目

220直 径<mm）

螺 贬（mm） 160
动 力<kW ）  4.5
转 速<r/min》 100

45*领斜角度

出斜方式 可上、下忠料
卸车逃度（mip） 15~20

网动卸料式散菜水泥本的规格及性能表 表3-6-57，

田项 规 格

小载置量（t

150轴料管直径（m血 ）
鄙车时间（min） 15~20
逍斜高座（m》 9~10
放风机风量（四3/min > 20
鼓风机风压（Pa） 0.2×10

4。气力卸料式散装水泥汽车
气力卸料式散装水泥汽车的卸料输送原理与风动卸料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于气力卸

料所用的工作压力较高，经常在10*Pa以上，送料高度较大。
气力卸料式散装水泥汽车的型号、规格及主要性能见表3-6-58。

气力卸料散装水泥汽牢规格及主要性能表 表3-8-58

车 额 型 号 黄河牌151型饮御车 JY盟欧即率 日野TE21型吹卸车

自重（kg） 9300 0250 76O0
歉鱼量（1〕 t e
发动机功率〔 W》 180×0,75 135×8.75 160×0.75
排气压力（Pa） 2.5×105 1,8×105 I.2×IO3
峰体外形，长×宽×高（m） 442×1.总2×1.508 4.42×1.62×1,508 4,42×1.82×1.508
雌体容积<m*> 5-9 ‘卸邮 5.9
水靶输遗速度（t/min> 夕世； 0.4 0。8～2水泥输送高度（四） 20 1 12～15吹卸框油量（1/t） 0.15

6.6.7 输 报 管 路

输浆管路的管材主要有无缝俐管、有缝钢管、编织麻线胶管，编织棉线胶管、编织铅
丝胶管、钢丝编织高压胶管等。注浆工程常用的各种钢管及胶管的技术规格分别见 衰3-
6-59~表3-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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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6-59注藻用有缝饲管规推表

形占，色公称直径（mm> 402515 100806s50载

42.25 外径（处m） 13. 7.5雪483.富品2!3517占 11488.5
材 质 产

注蒸用无维钢管舰格表 装-6-6

外轻 厚 径外 食
(mm) 一自甘”(mm) 一多自耦乙胃

542 ； 60 e
50 5.5 8.5 。
67 10 88 20，6,n

编缺麻粮（A），燃织热线（B），铺织铅丝（C）胶警辣搭装 表3-8-81
界会称 径（mn） 工 作 乐 力 （Pa）“菜一限 二层 三乐 一坛 二层 三层一到目” 盯 0 ？县 caB入在 B 。B“ 体 。同

售 a力 2019.s19 45×10540×10435×10s37.5 65×10%“至 75×10355×1o华 70×10f210 22 26×10s2321。5j2119 i22.5 40×1os30×10S195 40×105 50×1060×1ps 60×1gs 的5×1净西5） 26252413 22.628 30×]oS[27.5 30×184 e0x10565×J0啡d自×105 70×10545次108

予’ 30×165
15/25.s 28 26×10l28 30,5i 30×10* 45×10580 55×1045×195 60×185a1;29.529.6 :32 25×105 35×1ps26×105 0×105嘉

45×2D平78×1e3·2232,5 20×105 25×10s15×]0S32_与

妇义己3T 30×1s55×10f3号25 截3936 42! 20×ror[38.5 30xY引 40×10S4G×10 60×10列80x1es3 4e4 45.s 20×10s《8 论义己30x105蓄、 40×10的 60×20552乞薯 szi 54|15×104 25×10820×16720×15 30×10s5s45) 6155 12×ic 5×10l 20×10e
销丝编织膏应欧管规格豪 我3一6-82

貌层弄度（不大于）（mm） 外 径公称直径 (mm>.
外 再小当自” 一层帽丝箱积内 职 三层啊丝锦级日瘤叠体售弯“参。 管制 管 g嗜”

自争 1.5 19 日
直1.5墙 2 24 26予 ，1.5 2324 28“1临 1.5 27 30 31

矿”“ 1.8 341.6 看122: 38 8 87”25 ,0 a7 40s 些节-2、0 w 4r 学38 -2.0 53 胃-45 2.0 61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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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子-8-63注浆工程常用测试铵表

仅 器 做 餐
工律项区 用 途 使用条件主要技术特宪

占型名 称

可用于有盛低干扰地精确度∶ 生6 （1）检套站孔筋工惯量;

JDT-2纯缘测斜仅 区。精度高，但需配外径;90mm （2）为祖莱殷（点>坐标
备兴站油井解丝电属适用深度;700m笛 计算提供数据∶

（3）能孔定闷导解测量误藻∶以角不大。JX-3型共斜仪
主30*，方散不大于土

XK-2经小口轻配解仪晶 外径;63m拉;40mm
银 <1）纠正偏韩方向; 搅视翻可在任何姑扎顶角大于3"时，方位

ZDX-1型钻孔定向仪 误整不大予±1"30' （2）钻孔定向导 海工中应用。但霍有
皱郎仅配会捷用

<1）用子压水越验1 母注浆管连接时，必测量范围8～160×10千

YT-410型 （2））用于廊臣瀍藏自记压力计 Pa。聊度等级，一级 须有油钟装重串连

院 （1夕湿合造浆，调定与 需配备MCL一430耍公称压力，18×105标准孔板节流装
记紧供水量;BB10~B64 或CWC一430型第整～54×105Pa;规格1” 压计使用（2）自记注水流量Dg50~Dg4O0

！跨崔 最大蕊量，70m'h （1）记最注入浆餐∶

|LD一50型电碱流量计 最大工作压力∶ <2>记录注入水量

LD-80裂 16×10*Pa
着 测重减图;0.96一 测定缘液密度

1002型浆液度计 2.1g/cm'，精皮10.0
g/emai

野外恭度计 106 现场测定浆浓帖度注出管孔径;5mm

被孔无线电波选WT-2A型 测定注浆前后含水异常部频率∶0.9～86。岛 吉水体与围署电介常

位检 视仪 MHz 崇喘湍塔汁
亭 声波测弄仪 SS-1型 测定迷兼前后含水层富水

场 世变化
CL-3型结扎现漏仪。 测定注浆孔内含水段位量

试
【DS-1吸硅制熔 单道、微字显示

1090型昵浆肿切力计

漆卡仅 测定浆液凝培速庄

盟凝土渗透仅 测定混改土渗透性冷
些 压武验机 诞定铺有体执压杂度肇

冲刷试验仪 测定结石体拭净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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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8 测 试 位 衰

注浆工程常用测试仪表见表3-6-63。

6.7 注浆钻探工程量及材料消耗量计算

6.7，1 注谋钻探工程量计算

6.7。1.1 注浆钻霖工程量与一般钻擦工程量的区别
一般钻孔的钻探工程量，系指钻孔的深度。计算比较简单、而注浆钻探工程量不单是

指钻孔深度的进尺，它应包括重复钻进工程量及扑幕钻进工程量等。重复钻进因涉及间歇
注浆次数，因此，这部分钻探工程量较大，计算也出较繁杂。在编制帷幕设计时，考虑这
些因素对工期、投资的影响是必要的。

补幕工程量，往往在设计时没有考虑，而在工程结束时反映出来，根据部分帷嘉工程
的施工经验，补幕是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设计中应尽可能予以考虑。

6.7。1。2 注黎钻探工程酱的计算

在总结帷幕施工经验的基础上，考虑注浆工程的特点，综合主要的影响因素，在帷幕
设计中，其注浆钻探工程量可按下式计算∶

A=B+B(K:+K:) (3-6-22 
式中 A——注浆钻探工程量，m;

B--设计注浆孔的总进尺，m3
K，——重复钻进影响系数，一般取0.3～0，6;
K.——补幕钻探经验系数，一般取0，1～0.2。

8.7。1.3 注蒸帖探工程量在注浆工程中所占比例
注浆钻探所需时间和投资，在维排施工总工期和总投资费用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张马

屯铁矿等三条锥幕的注浆钻探工程所用的时间，占帷幕施工所用全部时间的53～85??投
资占42～51??详见表3-6～84。

6.7.2 水泥消耗量计算

为减少矿坑涌水量，防止或减轻地面塌陷而设计的注浆防渗帷幕工程，主要使用单液
水泥浆，根据帷幕注浆工程实践，其水泥消耗量建议采用下式计算;

Q=ng(1+K:+K:) ( 3-6-23)
式中Q—-帷幕工程水泥消耗量，t;

g——单位注浆段长度平均水泥消耗量，t/m，设计时可按表3-6-66 所列 经验值
选取;

n——注浆段总长度，m;
K;—水泥损失系数，取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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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3-6-B4、帧幕钻舞工程的工程量及工期表

钻振时间占品工 帕探投资占总投资
工社量及工期工 覆 名 称

期的比训《<?? 的比置（??

钻探总进尺23816.95m，按钻继遵宜2472.5 51.06：
@/d计，需S2。6个月张马屯快矿防诊椎嘉

钻擦总进尺2381.45m，按储进遗度2453.38黑旺铁等防渗稚事 42,13m/d计。需32.03个月

站探总进尺314?1.90m，帽蒂总工溯共85.90水巧山语锌矿防诊维幕 43.5028年零4十月〈包括停工。待料）

单位注浆股长鹿水能痫 耗置泰 表3-8-65
度浪液单 位吸水量 浆液压为 每米注浆段等’ 岩浪率或教工费名称 平均水泥渭小目心 <Pa)稀葛 用丹 ! 隙率（??羟量（t）

黑旺铁矿防渗能荡 0.4~10.3 1.48～],71 15×10i～22.Sx10s 7.561.71～1.身1

水口山铅锌矿应渗推那 0.0087~83.56 一才宁画 28×10>～38×10*2~I 2.14.22
张马屯铁矿阶诊维新 2,13～45 1。6～1。82,2～1.4 ?ex105～100×18s 2.00 3.10
金州石棉矿试验帷幕 2~0.9 2×10~～8.5 I0s 0.33

K2——水泥消耗均衡系数，取0，1～0。2。

5.8 注浆防渗帷幕堵水效果的检验方法
8.8。1 物 探 检 验 方 法

6.8.1.1 钻孔无嫌电波遗视法

在钻孔中利用无线电波遗视方法探测孔间岩石注浆前后对电磁波吸收和散射的变化情
况，以检查注浆质量和堵水效果。

目前无线电波透视经常采用同步法和定点法，其精度和效果均可满足探测要求。
1.同步法
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等距提升或下放，保持两个天线的间距和发射角不变。在闻步法

中又可分为水乎同步和高差同步法。
1）水平同步法

将分放在两个钻孔中的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以同一水平提升或下放，使接收天线位于
幅射场的赤道面上，具有最大的辐射场。

2高差同步法

分放在两个钻孔中的发射关线和接收天线相差一固定高度，提升或下放时高差保持不
变，高差值根据孔深、孔距确定。

2.定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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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放在两个钻孔中的发射或接收天线，其中一个固定，另一个移动，逐点进行测量。

定点一般选在水平曲线异常拐点附近，以固定远离异常体的天线为宜。这种方法在张马屯
铁矿防渗帷幕工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目前常用的无线电波透视仪有K W丁型及JIT型两种。KWT型发射机和接收机的技术.
性能分别见表3-6-66及表3-6-67。

KW了显无线难波遇视仅发射机筑术性健表 我3-8-88

B项 盘佳

工作制率（MHz） 5,35418.720;30150
输出脉冲功率〔W） ≥1
消瓶功率（W） ≤12

KWT盛无线电波避视仪接收机技术他能泰 囊3-6-87
日 离项 能

起始灵敏度（μV> <0.2
最大按收联号《mm） >2
本新频事（MHl;） 5.815;l1.185120.485130。.466;50.466

6，8.1.2 钴孔握影法

利用钻孔摄影仪拍摄钻孔孔壁岩石裂隙的大小、方向和发育程度，对照注浆孔注浆前
后的图象，即可判断注浆质量。

SK一150型钻孔摄影仪的技术特征见表3-6-68。

5K-150型钻孔疆影仪技术特征套 表3-6-8
项 国 性 曝

应用孔轻（mm> 91;710;1301250
适用领角 90"成>70°
管头焦距《m阳） 40
蒹片容置 8mm电步胺片10m
每闹熬叛张液 6718

端 族 110/220电需电压《Ⅴ>
部献 18

值 响 89撤影机外形尺寸（血m） s长 “
电 翰 三书物探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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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1。3 声玻测试法

利用声波在不同介质中传播速度不同的特性，对注浆质量进行测定，一般情况下完整
岩体的声波传播逮度较破碎的岩石高，水中的声波传播速度要比固体低，已注浆地段其声

波传播冰度要比未注浆地段高。故根据声波探测结果的对比分析团以对注 浆 质 量进行评

价。如究州东摊煤矿西风井地面预注浆工程，曾采用PSC一1型冻结壁声波测厚仪对注浆
质量进行检验，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6.8.1.4 地解测试法

地震测试法系根据注浆前后岩石动弹性模量的变化，对注浆质量进 行 分 析 和 鉴 定
一般情况下，注浆后的动弹性模量较注浆前有所增加，其增长速率随岩石的破 碎 程 度。
而变化，岩石越破碎，其增长速率越大。根据水利部门的经验，其增长 速 率 可达 20～
316??

6.8.1.5 超声液测试法
利用超声波法测试注浆前后岩体动弹性模量的变化，也可以对注浆质量进行分析和鉴

宠。目前，水利部门广泛使用该法测试大坝注浆质量，效果较好。

6.8.2 直观检查方法

6，8.2。1 钻孔取心检查
利用钻孔取岩心，直观检查岩心岩溶或裂隙被浆液的充填程度，据此对幢募注浆质量

进行分析鉴定。可以利用帷燕线上的注浆钻孔取心，或者在专门的质量检查孔中取心。这
井直观检查方法，在我国矿山注浆工程中被广泛采用。

6.8.2.2 大口径检查孔捡查
在帷幕中心部位施工直径为0.8～1。0m的钻孔，在孔壁直接观察注浆情况。这种方法

适于浅层幢幕，在水利部门广泛采用，效果较好。
6.8.2.3 专门卷道检查

在具备条件时，可在幕内掘进一条与帷幕相平行的巷道，在巷道内检查浆液扩散及结
石惰况，亦可直接观察到岩溶、裂隙被浆液充填情况。这种方法比较直观，但所耗费用较
大。如水口山铅锌矿防渗维燕曾使用这种方法对注浆质量进行检查和补幕。取 得较好效
聚。
6.8.3 压水试验检查

利用专门质量检查孔或帷幕上的注浆孔进行压水试验，压水试验按注浆段分段进行，
并计算单位吸水率。耐久性压水试验应在全孔进行，一般持续48h，使用压力为注浆常压。
如张马屯铁矿、黑旺铁矿等防渗帷燕均采用了压水试验方法进行了检孩，达到了预期检查
效果。

6.8.4 .抗道故水试验检豪

具备条件时，在幕内坑道中掘进专门的放水蜗室并施工放水孔进行坑道放水试验，
是一个更为可靠的评价方法。试验应做三个降深，确定地下水位降深和放水量的关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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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堵水效果。此外，应观测幕体内外两侧地下水位，绘制地下水位等值线图，以分析帷幕

的堵水效果。如张马屯铁矿防渗帷幕成功地运用这种方法，对候幕的堵水效果进行了确切

的评价。

6.9 注浆防渗帷幕应用实例

6.9.1 张马电铁矿注燕防渗维幕

6.9.7.1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张马屯赞矿为砂卡岩型矿床，矿体平均厚21.57远，矿体埋藏在地表以下200～450m，有200m厚的闪
长岩将其与第国系松散层附开。

矿体直接顶板为含水丰富的中奥陶挑大理岩，地下水压力达27×70～43×10*Pa，经坑道激水试验
推算，该矿的矿坑酒水量达45×10*m3/d。

6.9.1.2矿山概况

矿山萎建已经开凿两条共，主竖井采用双层幅笼提升，酬斜井采用串车提升并兼 做回风。采矿段高
《0m，由-240～-400m共分为6个开采阶段，采用庚柱法、分段法采矿，矿柱和底柱均为4m，矿房宽
痰80血，采后充填。

基建时期，主井已开拓到-240m，副井开拓到-200m，并用盲井与已形成的-240m运输大巷贯通
由于矿床直接顶板奥陶要灰岩含水层地下水压力窝、水量大，使采准和回采工作不能正常和安全地进行，
在这种惰况下，采用了构筑防渗帷幕的防治水方案。

6.9.1.8确幕工程布置

帷燕线长480m，注紫孔84个并来用单排布置形式。注浆孔闻距15m， 浆 孔 孔 深变 化 在 310～
665m之闯，孔轻一般不小于110mm，特殊情况下使用91mm。注浆层厚度为13.5～237m，平均厚皮;为
104m。

注聚采用单液水泥浆，使用400号及500号普通硅酸盐水泥和矿渣水泥，以400号水泥为主。
注浆采用SNC-H300型水混注浆泵，工作压力为300×10°Pa，排浆量达1.17m*/min。注浆孔钻

进采用北京800型钻机。

由于注浆层厚度大，透水性不均一，采用分段注浆。为适应注浆层垂向裂隙发育的情况，采用下行压
入式注浆，其注浆段长度为5～30m。

6.9.1.4 水退消耗量
在34个注猴孔中，平均每孔耗水泥264t，单孔耗水混最多为102.9t。帷事绒上的145个注浆段，平

均每个注浆段耗水泥62t，最多达755.75t，平均每米耗水泥3.216t。
帷幕主婴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3-6-71。
6.8.1.5 唯膨蜡水效果

1，坑道距水量减少

帷幕绪水后，当幕内坑道放水量为2.04万m8人d时，中心孔水位下降204m，与堵水前 统道放水量
1.3万ms/d及中心孔水位下降25m粗比，注浆防渗帷幕取得了53??墙水效果，后经补幕封底，又把堵
水效果提高到80??

补高封底前的堵水效果计算结是见表3~6-89。
2.那体渗透性明显降低

注浆前大理岩的单位吸水率平均值为6.0358I/min·m-m，注浆后降低了82???紫结束时单位吸浆
量平均微为0.00651/mi进·m·m，比注浆前降低了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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嵊幕增水效果计算成果表 我3-6-69

堵水前滑水量（m3/d） 坍水后须水量（m3/d）与堵水效果（??
开采阶段 角度进水大井法 角度逆水大井法水文端 水文地质比很法
(m) ···

质比拟承压一 承压一无压声承
疆水黑承  压 缩水效果

无  压 增水效果醒水量 须水量 堵水效果券

52740 52.05-240 52.18243205076950840 | 2445125290 51.80
52.1253.183184068010-280 6578665950 54.3030820 30059

79910-320 51.2577172 54.12365G077620 S5620 55.4934344

87440 64.3385210095- 54.3239930B4508 55.463763639010

52.77~400 42040860808694089020 53.6140330 54.9538776

6.8.1.6  经济效益

帷幕形成后可采出3380kt铁矿石，矿山年产量按150kt、计算，回采率按70??虑，可开采15.77年，
矿坑涌水量按平均减少2.75万m3/d计算，每年可节约排水费150万元，帷幕所用的投资费用，四年即可
抵货，每采1t矿石可节约7.97元。

6.8.2 鼎旺铁矿防渗帷幕

6.9.2.1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黑旺铁矿属中温热液型矿床，以揭铁矿为主。矿体赋存在岩溶裂隙发育的臭屑系大理岩中，矿区东邻

淄河河谷，属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隐伏岩裤型大水矿床。
矿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是大气降水和河水，主要含水层中奥离统大理岩和第四系砂砾 层中的地

下水是矿坑充水的主要来源。

中奥陶统大理岩岩溶裂隙发育，最大溶洞直径可达2～8m，钻孔单位涌水量q=0.4～10.3U/s·m，
渗透系数k=0.8～14.7m/d.

8.9.2.2 矿山概况
矿山已开采20多年，现已由山坡露天转为深凹露天开采。露天轨设计最低开采水平为＋15m标高，

现已开采至→75m水平，设计阶段高度10～15m。椭圆形露天坑长轴为北东向，长约1500m，宽约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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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关采矿场位于淄河古河床中，淄河水流经采矿场南、东、北三个方向，对采矿场补给强烈，预计+15m

水平的涌水量为38万m3/d。在二十多年的开采过程中，果矿场排水厥的峰值为21.5×10*m*/d，平均每
年需1I3厅元的排水费用。为减少排水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在露天采矿场东帮+135～+145m标高，设
计施工一条膀渗帷幕，自1976年开始施工，℃1981年12月，帷幕工程基本结束，

6.9，2.3 幢幕工程布置及施工概况
根掘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将帷幕布置在东帮+136m台阶上，帷幕全长1520m，注浆孔孔距10m，按

单排布置，共155个注浆孔，孔深100～150m，帷幕竣近南北走间，略呈颜形。
注浆孔采用800—-1型回转钻机钻进，其注浆孔结构。在钻穿第四系砂砾层后，下127如m套管止水，

再改用I10mm钻头钻进成孔，注浆孔最小孔径不小于9】mm。

采用三爪止浆塞庄浆，在错石破碎、孔径过大之处，胶痛上编布料并涂黄油，止浆效果较好，止浆
塞一般距孔底!0m，个别的在孔口止浆。

注浆采用SNC一H300型水泥注浆车。采用射流法造浆及下行压入式注浆，注浆段长度一般为10m∶
最长达50m，最短为2～3 m。

根楷单记吸水率qw（I/min·m·m）将注浆孔分为三种情况∶
qw～0.I时不注浆，
0.1<gw<0.2时合并注浆;
qw<0.2时分段注浆。

注浆压力为（15～22.5）×10°Pa，浆液浓度采用五级∶0.5∶1;0.8t1;0.7t1;8.8111
1:1.

8.9.2.4 增水效果
1.采矿场内膳水点涌水量减少
采矿场+120、+110、+95m水平已经班干，没有涌水点，+35血水平涌水点的压力降低，滑水墅减

少，酒河水透过冲积层渗入采矿场＋135m水平的水量也明显降低。
2.采矿场排水量明显减少

帷赛工程自I976年8 月10月开始施工至1981年12月28日竣工结束，随着注浆工程 的施工，从198I年
以来，采矿场排水量逐渐减少，详见表3-6-70。

帷暮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6-71。

6.9.3 水口山铅锌矿贿渗参幕

6.9.3.1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含水层主要有下二叠统栖霞组大理岩，茅口组上段隧石结核灰岩和第三系衡阳群感砾岩。主要隔
水层有茅口组砂页岩和花岗闪长岩。

幢蕃的走向与博公塘倒转背斜斜交，利用茅口砂岩和火成岩构成东北、西南两面的隔水边界，与帷幕
组成一个闭合三角形，矿体被包围在其中。帷幕带上含水层埋藏深度为190~240m。平均 厚度9.56m，大
理岩著溶率为2.4~80.6??平均为14.2??经注水试验，单位吸水率为0.087～33.56l/min"m·m。含
水层顶板为茅口组砂岩、注浆前地下水位已降至含水层顶板附近，地下水流速达44血/h。

6.9.3.2 矿山概况

水口山船锌矿鸭公塘矿区自I957年初期开聚至今已近30年。在矿山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防 治矿床地
下水概括的分为查、排、防、堵四个阶段。1957年基本完成矿床疏干工作，但由于产生地表塌陷，引起河
水倒灌，矿坑排水情廉增，最高可达2600m*/b，仅在16备～1970年的五年内，总排水费用高达667.36万
元，随之采用注浆防渗帷幕堵水，以防治地面塌陷和减少矿坑涌水折。

6.8.3.3 帽幕工穆布置

帷幕布置在开深错动区之外，与矿体最近距离4m，嘉灰设计长度230m，随着隔水边界 条件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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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3-6-70历年采矿场日平约排水量表

平均排水量 排水阶段水岸最大旅水量年降南量份年

(m'/s)小自”（由曲）（年） (m)

13243547,31960
930. 16683961 *1307*120100
图59， 456051862 610
774,61963 7480 130
137.3心结 91582 1000
502.2 10816731965

742921966 520。0
+1334+120+110.815,01967 56i74

1968 15958498.9 +130+120
454.51969 +10y+9546123
798.1 589951970

737.31971 45483
627、4 720420721972 +130*120+110
280,61973 61128 720

1974 705.2 90594 1300
674,1975 91999 雾

+110;+S51+85777.1 842891976 300
499.2719?? 47466 380

1978 856.9 70o +130:+120;+110
1979 623.7 50778 图 +951+851+7S
1980 8159078.7 930

82、198t 44209 400 +85 ·75
748.1982 30959 640

183 589,2 41437 40o 十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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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查明。性能线东延230如，竣工后幢幕总长为560m。维幕撒而标高+96～十150m。能燕平均 深度

250m，局部最大深度为652皿，主要岩液发育段标高为-59～-I49m。
帷幕设计厚度10m，单排注浆孔，孔距10m，除主体工程之外。还布置了如下辅助工程∶
（ 1）在帷幕内外各布置一排水位观测孔，观测线与幕体的距离分别为35m和20m;

（ 2》在坑道内第五、七两个开采阶段布置了勘察钻孔，藉以了解 火成岩接触带及椎幕深部含水带
的避水性;

（3 》布置了注浆质量检查孔，其布置有三种情况，在帷幕线上布置新孔，利用已有注浆孔导斜;
在检查楼道中钻进水平孔及任墩方向的注浆检查孔;

（4）为检查帷蒂注浆质量，在幕内＋15m及-76m水平布置327m长的巷道，直接揭露含水层，检查
浆液充壤及结石情况。

6.9.3.4 注浆工艺

水口山铅锌矿的帷寨施工。采用了地固与井下联合的自流式注浆工艺，在地势较商地段设置造浆站。
用轴浆管将浆液输送到注浆孔，依靠地形高差及浆液自重压力将共充填到大理岩的溶洞和裂隙中。

帷燕注浆中、后期，在帷幕内距维幕线15m位置的地面以下
80～232m源处，平行帷幕布置一条检查及补充注浆巷道。因巷

道施工难以穿过岩溶和构造极其发育的强含水段，散 卷道 西、
 中、东三殴，分别市置在-100、-76、-60m标高的三个水平上，关产才才才左，

啦 沿幅幕方向巷道总长为580m，各段之间有天井或 输浆孔及 跟

讯孔相沟通。由于将道接近含水层的富水地段，使注浆孔搁露溶4
洞和裂隙的准确性大大圾高，同时又大大的减少了与注浆无关的各子爷子中子峰入互

，己

无效钻进工程量。在注黎方面，由于采用地面与井下联合注浆工子劣才子之另户夕与与

陀够呤
艺获得成功（见图3-6-16），因此从根本上克服丁深部注浆存
在的··系列何题，使注浆条伴极其复杂的帷 范东、西两端合拢得
以实现。

6.9，3，5 增水效果
图3-6-16 地面与排下联企注浆

水口山】钮锌矿帷整的堵水效果，可由1983年8 月洪水沿地面塌洞
工T.2流程示兹图

倒灌的情况显示出来，这次洪水可视为一次天然的升压 试 验，1一注紫菜，2一输浆管，3一直通式
仅66个小时，坑内总藿入水量达 2500万m2以上，塌洞内的水位墙化孔 4—碱事;5一井下注浆孔;

已平河水位。瑚洞滥水初炽，帷都西段阻水防渗能力较强，幕外6一售水层!7一隔水层;8一巷道

水位上升速度较快，最商水位与磷干前仅差1.56m，这时在帷幕
D，3～Da一段形或进水口，使水进入幕内，转而引起幕外水位下降。锥整的东段和中段防渗能力强，整
个逃缘期，梅内，外水位差高达108m。俄幕尔延段尚待合扰。但已具有一定的抗渗能力，幕内、外也已
经形成42.74m的水位层。

县新矿床已开采至-280m标高，采矿场揭露含水层的面积逐年增加。在幕外供水用的放水点尚未关
团的情况下，矿坑涌水量仅为725m3/h，比矿床疏干预测的涵水殿减少53??

注浆防泌帷整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3-6-71。

C.9.4 国内外注蒸防渗惟篇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国内部分矿山袜浆防渗帷赛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6-71。
（ 2）国外部分注浆防渗帷幕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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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版 弯区水支缝质 **里亲 Ⅱ狮 理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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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部分住蒸防渗帽事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示一览表
表3-6-71
单位注王醉律兰唯嘉源度注浆孔间停号 呼少 维幕工程概况水文地质燕况 入 设注浆效果、中

(Pa)《m）距（m） (kg/m)
水库饺于 糊 湘地摩盗哥埃尔·坎 大别建在坝基下设置帷熹，

∶0I×05一01×0$
赛拉大坝注浆防 230多区∶坝筑在澧水的 由双排孔组成，下行
渗幢活 石灰岩上 式注浆，注装段长5m，- 年，维2.5 415柱装孔总长15520m 部阴冷

维幕面积55000m2， 效果.
耗用水泥6438t

南斯拉夫斯京洛 白鉴系石家岩，有 帷莓长1200m，总面 尊飞勒
积36300m*，注浆孔总锑汗勤凿刘醋勤渴证普屈石坝注 致 防 永位时、e 40~120 占义4-S 四号涉锥高 长48244m，双掺孔注各有一个大溶洞， 总姿水量
消左岸的医达150m 为 500i/s

K 坝基为白云质石灰意大利焕塔·久斯 帷蒂长600m，分段注
庭纳拱频注浆防 者，断层裂隙发育 蒹法聚孔总长105000
渗椎幕 m，凡影响坡体秘定 2.5 eo×105.200e 100的断层均用S9×10'Pa

的高压水冲洗后再注
浆

凶班牙卡马拉扎 帷常长1200m，注浆坝址为石灰岩。岩 注浆病
量力规注浆 防谁 孔总长度132000m，酪发育。其下有不 坝基的能部 透水的重阿斯石灰 注浆材料为水泥，并 诊额量中”|2～394 S86e100×10*'!， 岩作帷幕底板 投放矿渣、砂、账石， 减至2

棚末、沥背等 m'/

意大利瓦尔·董 大坝建在自云岩和 注浆孔 总长30000m，

椎幕面积20000m2，石灰岩上立纳挑坝柱浆 防e 50渗维带 耗水泥28647t，与填 7eo80×10s
体所用水泥相当

摩热哥宾·换尔 坝址为石灰岩，裂 注浆孔总长36790m， 370m长
·属当换坝 迷浆 鳙发育，其下为不 还素醇触幕总 阿积135000。 6o~15o]票等帮 总渗丽"50×10透水的泥灰岩 4-5 735ml，耗水混19080t， 药为10）

1/s,Bi砂6734L，粘土1275t，
渗政果下行式注旅、段长5m 良好"

苏联斯托依 林 解 露天可大部分澜水 帷群染在需及矿东批 注浆后天矿注浆防谚惟 湘自赛谁曼一P示 郊非工作邦＋130m水 |因砂半径
幕工业试验T 0.6～0.8必砂层，顶板为14 乎，共继工5孔，下 mn，单纳5×10*～血厚的白墨层 ;抗压毁度行式分段注浆，注浆 10×10' M1.4305段长 1.B～2.4m │Pa、渗透

系数k=
.b.016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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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表
单位注能蒂深度注浆孔网注浆压力

注浆效集水文地质据况 入量序号 帷幕工图讳况名工 熬

入引心入司”串。自义 上g/m）
雨那运苏联第捷酱 那 亚 在保安隧柱内建200ml矿井水的80??煤
输平穗ir2×105层调出，采煤工作煤矿注浆防渗帷 长帷痛。0个注浆孔 15 的清水

喜 都工业试验 采用粘主浆掺入10~面虚水宽度3500m 章由36。】25×10? │m>/业下12??混和1～145% 降到24.5
配水粒璃，共耗浆315m引

日乌何水通过席国罗马尼重罗希亚解 在距露天矿境界外60
天矿注浆防渗帷舞， ～100m构筑防 渗 帷系卵石层补给矿坊

自 10群，采用113的水混
粘土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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镧写单位  华北冶金矿山建设公司设计研究院
编写人沙志冯荣珍王积兴

防渗墙是沿防渗线建造在含（透）水地层中的截水墙。它能有效地截断地下水流，从
而减少含（透）水地层的渗透流量，代替或部份代替矿山疏干排水工程。利用防渗墙还可
大幅度降低矿山排水费用，并对地下水资源起到保护作用。

我国在五十年代就曾采用混凝土防渗墙处理土石坝透水地基，近二十年来在矿山防治
水工程中也得到应用。目前国内煤矿已有二十多条竖井采用混凝土防渗墙处理第四系含水
层，深度已达55m。黑旺铁矿、叶庄铁矿及西石门铁矿等金属矿山应用防渗墙防治矿床地
下水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7.1  防渗墙设计所需的资料

（1）造墙池段含水层和隔水层的岩性、产状、厚度、分布、渗透系数、单位涌水
量、静止水位，各含水层或含水构造之间的水力联系，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的水力联系。

（2）造墙地段地下水的流速、流向、水流性质、造增后所必须承受的最大静（动）
压力。

（3）造墙地段的地质构造及发育程度，构造破碎带的产状、规模、含水性及稳定
性。

（4）造墙地段含水层的孔隙、裂隙、岩溶发育及连通程度，孔隙（裂隙）率及其分
布。

（5）地下水水温、水质分析。
（6）冲积层的孤石分布情况及其尺寸。
（7）基岩表层的风化程度、深度及其透水性。
（ 8 ）冲积层各组的颗粒组分、密度、干湿容重、含水量、饱和度、相对密度、干燥

与饱和状态下的安息角及内摩擦角、变形模量、孔隙比。
（9）基岩表层的容重、抗压强度、渗透系数、变形模量。
（10）附图，包括造墙地段的地形图或带状地形图、造墙地段的水文地质平面图和水

文地质剖面图、造墙地段的透水性及孔隙发育程度分带剖面图。

7.2  填  筑  式  防  渗  墙
7.2.1  填筑式防渗墙的类型及应用条件

填筑式防渗墙按结构不同，分如下几种类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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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堑沟式∶桩柱式、槽板式、泥浆槽、浆砌石等防渗墙同属此类。
桩柱式及槽板式防渗墙均可按桩孔或单元槽的连接形式不同，分为搭接形和连锁形两

类，见图3-7-1、图3-7-2及图3-7-3。
泥浆槽防渗墙墙体不需要填筑混凝土，可以节省水泥，工程造价较低，但墙体密实性

差，故承担水压较小，相对墙的厚度较大。

Cortrom

2 2017-500-10-60-10-10-10-10-10-10-10-10-10-1-1-1-1-1-1-1-1-1-1-1-1-1-1-1-1-1-1-1-
OLOLO

图3-7-1 桩柱式盼渗墙 图3-7-2  搭接形槽板式防渗墙
1一搭凑形2一路锁形 1一一架佛儿2一二期推孔。3一搭楼处

3.

UINIHINASAN

SAIN

HANIANDIN

图3-7-3  连锁形植板式防渗墙 图3-7-4  平接式板桩灌注墙施工示意图
   b一依次说说的 1一打桩∶2一拔桩；3一进浆山；4一撞紫0——御附浇筑的

1一单号墙段，2一双号墙段；3一单元槽径；4一簇头管      管；5——出浆口；8——正施工培段；7—已建底墙设

（2）板桩式∶板桩灌注墙按采用的钢板桩形式分为工字桩型与赖生圆号板桩，按连
接方式不同分为平接式和搭接式见图3-7-4及图3-7-5。

TM

1.15

M
图8-7-5  搭接式板桩灌注墙施工示意图

1～打梳。2一指接部位图中单位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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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型防渗墙及其应用条件见表3-7-1。

表3-7-1防 净 墙 类 型 及 应 用 条 件

已速就最大免许水力纸宜采度
防渗隆卖型 构 氛 方 法 应用条件及注意何题

梯度I一日” 深度（m）

塞粥梁 用冲击钻打大宜径钻 适用不稳定及坚硬岩屋

樵曲式
孔，采用泥浆成豪署护 131.0义图塑。然后回填混凝土成

造崇形 粘土混凝土
卤 90左右

撕参形 适用予冲积和洪积层。若用冲击钻、抓斗或其

职 驱尔
它方法挖腈孔，泥浆团 含水层地下水位较高，要提 67.030～60商泥浆液面壁，然后圆填褐艇土

难截形沟

用索铲或其 它 方祛 适用于粒度较小且较均一
挖槽，槽宽一般1.5～ 的含水层。姆地下水位升高

混 浆 7~1210~25 28-0序 时，适当加大泥某密度（泥浆3.Dr，泥浆固感，回集

粘土，砂、砾石的混含料密度一般为1.04～1.2dt/ml外

人工开挖后采用块石 软醇的第四系覆盖层
等材料刚明墙体，迎水骏 鸿 石 <10
国用水泥热面

用打檀机将钢桩打入命 工字桩型 地层，而后在祉体裁出的 适用干中细粒的第四系含
同时，翟入防渗站材料 25.Z10~15 10~30桩 承层将纸板桩打入地层，换生XL
并通过桩身灌入防酸材

实 号 板桩 男

7，2，2 防渗墙设计

7。2.2.1 防渗墙设计的主要内容

（1）对提供设计依据的基础资料进行分析，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对
防渗墙堵水工程设计的影响程度，同时采取相应措施，提出解决方法。

（ 2 ）对构筑防渗墙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技术经济评价。
（3>确定防渗墙类型、工程布置、布置形式及要求。
（4>筑墙材料的选择及婴求。
（5）防渗墙渗流量的估算。
（6>防渗墙施工机械的选择及施工工艺。
（7）工程量及材料消耗的计算。

（8）防渗墙使用期的监控，墙体内外观测孔的布置，确定布 置 的 原 则，观测孔数
量，观测孔结构，钻探工程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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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编制概算。
（ 10）编制说明书及附图、附表。
7.2.2。2 防渗墙工程布置

1.布置原则
（1）防渗墙位置必须选择在矿坑充水的主迳流带上，墙的轴线走向应与地下水液向

季直。
（ 2 ）布置在过水断面最窄、边界茶件可靠的部位。

（ 3）应尽量布置在含水层埋藏浅、厚度薄、隔水底板稳定之地段。

（ 4）布置在采矿错动带范围以外。

2.布置形式
1）封闭式
封闭式防渗墙必须构筑在含水层隔水底板上，防渗效果好，深部无绕流。
2 ）半封闭式
半封闭式防渗墙的深度应根据造墙地段的地质、水文地质情况，矿山排水条件，对防

渗的要求和经济效益等综合考虑，一般不宜太深，但一定要穿透强含水带，座落在弱含水
层或相对隔水地屏中。

7，2，2，3 防渗墙厚度的确定
1。泥浆槽防渗墙
泥浆椎防渗墙厚度的初步选择可按下式计算∶

“诞 (3-7-2)
式中 B—墙算，m

H—作用水头，m
Ip-允许水力梯度。

2.板桩滥注墙
充填墙一般厚10～20cm，扩散墙厚20~50cm，允许水力梯度一般采用10～30。
3.桩柱式、槽板式混凝土防渗墙

对于混凝土防渗境，允许水力梯度的概念是比较含混的，但由于它比较简单、实用，故
也可用于初步确定墙的厚度。表3-?-2列出混凝土抗渗标号、最大水力梯度及允许水力

梯度。
4.浆砌石防渗墙
根据防渗墙施工工艺及其稳定性等确定防渗墙厚度。要求石料采用坚硬新鲜岩石，抗

压强度大于60MPa，块度大于200mm，砌石采用100°水泥砂浆。迎水面垂直，抹1 ∶2防

水砂浆20mm，砂浆内掺入5??水粉，背水面坡度1;0.1，防渗墙顶厚一般0.8～1m。
7，2.2.4 筑墙材料的选择
1.桩柱式和槽板式防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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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7-2混凝土抗净标号，Imax及VP寝
抗 涂 标 号

标谨 B。四B. B。
验大水压力（MPa），在此水压力下

0. 0.60.4 0.828d的试件【I5c丝厚）不发尘渗水现解

183爱大水力梯度Imax 267 400 533
建议设计裘用的允汽水力 梯度Ip（考

<63 <t0<26 <10感虑安全系章5以上》

1）混凝土
素混凝土;一般每m'水泥用量400kg，骨料最好是天然卵石或碎石，最大粒径不超过

20mm，坍落度为18～21cm。若混凝土在运输过程中时问超过2h，还需使用缓凝剂。
掺粘土及外加剂混凝土，在混凝土中掺人适量的粘土及外加剂（加气剂或塑化剂），

以改善其性能。掺加适墅粘土，能适当降低弹性模量，减少墙身刚度，提高抗渗性。掺加
粘土后对混凝土的耐久性不利，故须同时掺入一定量的加气剂或塑化剂，以提高混凝土的
耐久性。

我国部分工程泯凝土的配比见表3-7-3。

我监部分防渗墙工程混凝土配比 表3-7-3
每立方保混凝土材料用量（kg> 当身凿 坍感度 硫压送度（MPa>岑端吞 扰渗标号(%) cem)轴 土水 混 砂“妙 7d 22d

238～4 00）895～1089 Eb0一635? 5～128 BA~B。 >2.9417~240.0075～0.D25 |g,55～0.7 >5.88

加筋混凝土∶为提高混凝土的抗裂能力，可在混凝土中加钢筋网，钢筋焊接成刚性骨
架，开挖后即放入浆液中，然后浇灌混凝土。

塑性混凝土，每m"混凝土大致用水泥60～100kg，骨料0.9～0.95m3，膨润土15~25kg。
混凝土配合比需根据工程要求合理选择，表3-7-4、表3-7-5及表3-7~6列出

各类型工程防渗墙的混凝土配比资料。
混凝土抗渗标号及其渗透系数见表3-7-7，建议采用的抗渗标号见表3-7-8。
2）自凝灰浆
自凝灰浆常用的配比为每m2灰浆用水泥200kg、膨润土30～60kg及少量缓凝剂。
3）装配式预制板防渗墙

在工厂预制成墙板，槽孔完成后插入槽内，请与槽之间的空隙用自凝灰浆充填，使预
制板与地层紧密相接，形成防渗墙。

2.板桩灌注墙
板桩灌注墙常用的材料比例见表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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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4铺州铁合金厂防渗墙混凝土配比

每m'混及土材料用能（kg） 密辅难木质素加气剂 砂率 扩做度
学 水 灰 出鲜界拿嵌 0.5~scm200目邮。 本砂 (%)(%) (cm>(%) (cm)润土粉3;8"水据 石子

四9583723429g 723 G66 43 18-250.008 30~36

广西澄比薄防渗墙混凝土施工配比 囊3~7-5

奶落度含砂率协土率 野血3混凝土材料用蛋（区g）当 抗医煮度<MPa 杭压弹水灰比 抗净标号内 性挖重小%一催义 水泥 粘主水 制 zgd石 7d<cm) 90d (MPa
351集 255200.65 313.8. 106378.5 566 7-44.420 6o,2×10%>B。9.3i

13瓶 52035 15 250 0.68 810.g 21EB0 109D 9.95.7? B。0.2×10>13.4
北索密云白河主坝防渗墙沮凝土材料配比 表3-7~6

Ckg)装材 坍落度强度《MPa）水泡标号本炭比 抗渗标号求 飞剂水泥 ‘ 黏土石子 让 <em>28de 一心小濡“

350 15 23750.583 !075240 579 18-20 B。10.30.0075·
00 3600.64 570 19075240 ,9.012575 引4。8 j16～2D10.8

混凝土抗渗标号及渗遗系数表 表3-7~7
抗 沙 标 号 渗澄察敷K（cm/x）

四 3.21×10~B
B; 1,96×10+8
B 0.783×t∶*日

B. 0.419x10-2

夕、 0.216×10-各

B:0 0,I77×10~8
亏” 0.19×T0*
R:。 -- 0-76?×10-9
宁 0,236×10~9

霾像采用的抗渗标号 表3-7-8
题议批渗标号<龄期28d）工 作 氯 胖

地下术无畏他性 地下水有侵蚀性
水力裁度70～80 当 >B
水力梯度60~70 B。 B。
水力钟度20～50 归 B.
水力梯度20以下 B。 B。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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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3-7-9常 用 的 材 料 比 例

材 料 干斜与水 于科中∶水泥与粘土戚水泥与膨搞土

精土水泥数 0.8~0.350.5~1.0
膨洞土水泥浆 1.50~1.750.16～0.30

另外，为防止浆体失水收缩，常掺入少量磷酸盐或其它有机盐。
3.泥浆槽防渗墙
回填料级配一般均以开挖碴料为基础，配齐不足的粒径，细料用膨润土粉料和泥浆补

足，细料含量一般占10~25??常用的回填料级配见图3-7~6。

彩 9o

韵 Ko

4 具2

妄
i

抄”100 0.④

图3-7-6 泥浆槽防渗墙回填料常用级配 图3-7-7 封底式防渗墙渗流示意图

各类型防渗墙及其材料见表3-7-10。

备黄型防渗墙及其材料 裹3-7-10
防渗墙类型 对 材 料 的 姜 求 材料

桩柱式和横板式 有足地的防渗彪力及耐久性，能防止地下水的丧蚀。 混凝土，掺粘土及外加剂混表土，塑
有一定强度及良好的滤动性、和员性 性混凝土、自凝求莱等

板概注墒 粒结前不机岗、不寓析、凝结后有较高的鼻性和塑性 粘土水泥浆，瞎润土水泥浆、水混砂

浆等
崔滋当 真有暂低的渗透系数（10-5～10-eem/s），较大的 不经压实的粘土、砂和商的混合料

密置（2.32~2.40t/m3）和较小的压篮性（3～5??

7.2.2。5 防渗墙渗流计算

矿山用防渗墙可以减少流向矿坑的涌水量，但不能完全消除地下水流往保护区的涌水*
防渗墙设计中的渗流计算，是为了确定进入矿坑的地下水渗入量以及防渗墙外和矿坑

之问地段上的地下水位降落曲线。

此外，通过分析计算，可以根据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被保护段的大小和进入矿坑
曲容许涌水量来选定防渗收的必要参数∶防渗墙的厚度和材料的透水性。

1.平面乎行流
1）直线型封底式防渗墙

呈直线布置的墙体完全切断含水层情况下（图3-7-7），按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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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压渗流∶

。；阵附陪引心资总” (3-7-2)D（p二1）2[x+1

（用n2TpD）-Xha √、亡“ [3-7-3)L+D(β-1)

旷”予； z-2h、pD)A. (3-7-4)D(β-1)

“酚
（2）承压渗流。

qKm（A二-1。D） (3-7-5)h+D(p-1)
（hx二h。二LD）xh∶=A-一 (3-7-6)h+D(β-1)
(hx-h。-I。D)A于日艺十 (3-7-7)h+D(β-1)

式中 g。——通过帷幕的单位涌水量，m2/d·m
K—含水层的渗透系数，m/d;
hx——距防渗墙X处地下水水头，m;
h。——矿坑溢流处地下水水头，m;
I;——-防渗墙的初始水力梯度，见表3-7-11;

表3-7-11不陶材质防渗墙的初始水力棉度

材 料 名 称 初始水力梯度1

抗湟标号B∶ 26
执渗标号BA 53靓 激土
抗渗标号B。 B0
抗渗标号日∶ 100
欢留粘土 5~30

粘
：。：

土 五 脑 土 16～25
要砂土 0.5~1.5

Atep-地下水流的平均厚度，m;
D——防渗墙厚度，m;
L——-防渗墙至补给边界距离，m;
X——防渗墙至任意点的距离，nit;

Kp——-防渗墙体的渗透系数，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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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矿坑至防渗墙距离，m;
k、hz -分别为防渗墙外、内两德地下水位，mt

h—补给边界处地下水水头，m;
m—-承压含水层厚度，m。

2）直线型半封底式防渗墙

在防诊墙壤体与下伏隔水层连接得不好或隔水层标高发生变化，防水墙与隔水层之间
出现间隙，下部发生绕流时，可按下述公式估算渗流量。见图3-7-8

（1）无压渗流∶

真二(K-KD)- 汉飞？它？，、十2(。2 2D产；“。”一人 加+2g 方① KnK (X+A)”“KD
(3-7-8)

<2）承压渗流;

m(hg-h)g。=
(3-7-9)D*么下 祁，十Km

KmKDKm一f>+&
切

式中 Km—墙体的平均渗透系数，m/d;
f一—非封底型墙体下缘距隔水层之间的高度，m;

其余符号同前。

实际资料表明，当防渗墙下部即或有不大的间隙，也会使地下水涌水量大量增加，以
致显著降低防渗墙的防渗效果。例如在无压含水层采用非封底式防 渗 墙，在hx=50m，
h=0，X=1000m，β=109，D=1m，A=200m条件下，当播体距隔水层间留有0.2m
间隙时，涌水量可达无防渗培时总涌水量的90??上。因此，在实际工程中应力求疆免这
种情况发生。

2.平面辐射流
1）环形封底式防渗培

呈环形布置的墙体完全切断含水层情况下（图3-7-8），按下列公式进行渗流计算。
9·汐 AK9

×Y布 n*
9

图3-?-8 半封底式防渗境渗流示意图

（1）无压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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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水渗出界限

*
研透水律幕

较客

响K

K。 o
图3-7-9 环形防渗墙渗流示意图

Q—平面》6—剂面

生交泳！品！心“需飞心” (3-7-10>Q= D 材β- -+ In-体。人，’
试！“叫！心心。艺飞心 (3-7-11)高！ ！日体，子”。 R。D+ -言业 “”’’
层-h-2IshcpD (3-7-12)巳”。 调十’ “a、+ g “口，？ ？。 ?

<2 ）承压渗流，

Q-2 xhm(he-h-ID)D (3-7-13)-+β-“权坏。 ?

h-h-12h∶=hx一 宣*β *e (3-7-14)nsn一 礼。”
hx-h-I,D,于“宁：卜 (3-7-15),DIno+8-ln心？ ro“。。

式中 Q——通过防渗墙渗入矿坑的总涌水量，m8/dJ
R，-—防渗墙轮廓线的外半径，m;
r。——防渗墙轮廓线的内半径，m
ro——矿坑引用半径，m。

2）环形非封底式防渗墙
（1）承压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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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π1KmsQ: w\ )sh 4 sh(岂日” πin-) (3-7-16)fo 、
J区co05 4-2 

（2）无压渗流;
公式3-7~16适用于承压渗流，当该公式用于无压渗流时，必须取∶

hx+hm=- (3-7-17)心
式中 a—--含水层顶板之下的防渗帷幕砌置深度;

式中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2.3 防渗墙施工机树及施工工艺
7.2.3，1 施工主要机械

1。冲击式钻机和回转式钻机
目前常用的神击式缺机型号有CZ-20、CZ-22.CZ-3D等，间转钻机型号有SP】-300、

SPC-300H、红星300等。几种主要钻机的技术规格性能详见第四章矿床疏干中的地表 疏
干方式。

2.抓斗
抓斗按启闭方法不同可分为钢索抓斗和液压抓斗，依导向方式不同又可分为导板抓斗

和导杆抓斗。各类型抓斗及其优缺点见表3-7-12。

各 樊 置 抓 斗 及 其 优缺 点 表3-了-12

类 型 峡 点优 点·
板抓斗 设各简单、美活、巡用性大 挖楠能力有限，垂直精度教低

导杆抓斗 委直精度高。练作方便，工效高 需净空较大的现将

垂直精度离。挖漕派度大，可达30～50m导打液压抓斗

3。多头钻成槽机
由上海基础公司试制的SF，一66型多头钻成护机，采用动力下放柔性悬挂反循环排渣

的形式，多头钻技术参数如下;
槽宽 600～800mm

有效长度（全长）1992mm
设计掘削深度 60m

钻头数 5个
转速 50r/min
动力 18.5kW×2台

反循环管 φ150mm
输出扭矩 70×ION·m
机头重量 85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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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尺寸 2400×600×4300mm
优点;经济效果好，钻进速度快，超挖量少（超挖量少是保证质量和提高经济效果的

重要因素），挖槽精度高〈垂直精度及表面平整度）。

缺点∶不适应有弧石、漂石的地层。

SF，-60型多头钻在试运转中最大深度达28m，每小时进尺10m，连续运转5h，黑 计
运转50h。图3-7-10示出SF，-60型多头钻成槽机施工工艺。

青。
异 6

下卸

8a-

f督

18

图3-7-10 多头钻施工工艺示党图
1一多头倘，2一多头钻机想）3一灰意吸泥现」4一振动筛;5一族风分离器;6一泥辣拌合机!
7一校笼;B一请新泥紫;9—泥紫沉淀池;10一补浆泵;11—接头管，12—接头管顶井架r

13—混凝土覆注机架;14一混操土送料平;15一撰凝土快速导管;16一郎附土粉料∶
17一铜轨与枕木;18一混凝土

4。钻抓式成槽机
钻抓式成槽机适用于软上地层，挖槽深度较浚。主要组成部分是∶机架结构、钻孔机

构、导板抓斗、出土机构。
机架结构包括管柱架、顶梁、圈梁、底盘、可转向轮座、卷扬动力及配电箱。
钻孔机构由潜水工程电钻、钻头、导向筒体、通水接头钻杆及配电控制系统等组成。

灌水工程电钻基本性能见表3-7-13。

潜水工程电钻基本性能表 表3-7-13

功 率 特然 钻 径钻 头 钻 改号型
：。

莲 比
<上W> (m)<r/mia)(K/min) <mm)

飞 “20 24096o 600~800 50
2 30 60～801:4.5980 215 50
里 9625 240Is4 700 雪

在上海某工程施工时，该机成槽深度实抓达26m。图3-7-11示出钻抓法施工工艺。
7.2.3.2 施工工艺

防渗墙的施工工艺分三步，即构筑导墙、挖沟和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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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筑导墙
导墙是确定挖沟位置、蓄集泥浆、加固沟壁顶部以及为测量、设置导管和机械部件面

构筑的。

善
呼，

产，
◇ :

A7
14

18

图3-7-11 钻抓法施工工艺示意图
1一抓年;2一站数机架。3一出土机构，4一默斗新，5一指水电钻;6一秒系;7一砂泵;
月一清油泥兼;g~配莱沉诚汹，10—泥簇拌合机r11-绞笼，12—影阀土粉;18一接头暂顶升
架;14一椭氟车，15—混凝土机架;10一混豪土送料4;17一混凝土快蓬得管∶i8一混凝土

导墙的深度一般为1.0～2。0m，当土层松软、或者采用混浆排渣，则导墙还要适当加
深。另外，导墙的净宽要比防渗墙的宽度大3～5cm;顶部要比施工地面高5～10cm，
以防地表水进入沟内。

防渗墙所采用的各种形式导墙见图 3-7-12。

后

020

‘ 日。
图3-7-】2 各种形式的导墙

0一在导沟内现浇的导所 6一L形导熵 c一倒L形导墙
】一般;2一含州率低的钢筋混凝土;3一水契;4一填土;6一横掉

2.挖沟
挖沟的方法很多，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
1）漕式挖沟法
以导墙的一端作为起点，用钻机钻孔，将导轨安装到孔底，加以固定。挖沟机的切割



1526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装置（铣刀、螺旋刀和电钻等）沿导轨上下运动切割岩层。切割下来的岩渣悬浮在混浆中
被排至地面，经过振动筛把岩渣分离出来送至排渣场。

2）孔槽联合挖沟法
沿着挖沟的轴线，每隔一定距离，萬成与墙的厚度相等的钻孔，两个钻孔的间距应等

于抓斗挖沟机抓斗的最大工作宽度〈图3-7-13），留待抓斗挖沟机挖取。
3）连锁钻孔挖沟法

选用的钻机钻孔直径须与防渗墙厚度相等，钻孔布置见图3-7-14，先钻寄数孔，而

云-自

一！一，‘
6。

图3-7-13 抓斗挖捞方法示意 图3-7-14 旋转钻优构筑防海摘设施示意民
6一"分条氟"挖椭法 b—"分快抓"挖槽法 0—循序钻进互帽交更的孔;b一分段挖糊体
e一"两孔一新"挖物达 1一泗完退凝土的孔;2一正在灌批施土的孔;

1、2⋯⋯5袭示抓平开挖顺序 3一标准导问核;4一钻好的孔∶5一正在钻的孔、
G一钻具!7一已挖掘邢分

后在奇数孔之间钻进偶数孔，最后形成单行连锁钻孔形的沟槽。连锁钻孔彼此重复部分的
最小宽度不小于防海墙设计厚度的1/3～1/2。

3.浇注
防渗墙的施工，是采用边挖沟边浇注的方式逐段完成的。在完成挖沟地段，先装设接

头钢管，划定浇注地段，然后将浇注地段的沟底沉渣彻底清除，以便收到良好的防渗效
果。浇注工序必须使用溜灰管伸到沟底，逐步向沟顶进行浇注。

7.2.4 防掺播滤工注意事项

为保证防渗墙质量，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按有关施工规范、规程中的规定进行。
7.2.4.1 混凝土浇注前各项准备工作

（1）现场各种原材料（包括水泥、砂、石、粉质壤生、湿浆及加气剂等>的质量应符
合试验室提出的质量标准，贮存量应满足浇注一个槽孔的需要。

（2）运输混凝土及其愿材料的各种运输工具应完好，运输工具的数量除保证要求的混
凝土供应强度外。并有一定数量的备用，运输的道路应畅通，并配备养护人员。

（3）各种施工机械（包括混凝土拌合机、混凝土泵，泥浆泵、泥浆搅拌机等>应在混
凝土浇注前进行检查和试运转，混凝土拌合能力应略大于要求的混凝土供应强度。

（4）检查孔口料台形式是否合理，搭没是否坚固。
（5）孔口附近应准备处理事故用的工具、备件（包括导管、木球、胶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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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需在冬季、夏季或雨季施工时，应检查各项准备工作是否符合要求。

（7）清孔换浆结束后1h，孔底淤积厚度≤10cm、泥浆密度≤1，3、粘度≤30s、含砂
量≤12??合格标准，可浇注混凝土，若超过4h不浇注时，应重新测定。

7，2，4.26混凝土浇注过程中的检查
（1）混凝土拌合站拌合的混凝土坍落度，在正常情况下，每拌合10～20m2测定一次，

如目视有变化时，立即测定，并通知拌合站进行调整。

（2）孔口料台混凝土的坍落度，正常情况下每15分钟测定一次，目视有变化时立即测
定，并决定能否入孔。和易性和坍落度不合格的混凝土禁止入孔。

（3）根据孔口料台的离析程度，决定是否需进行人工二次拌合。二次拌合时 严 禁 加
水，必要时可加入水泥浆。

（4）混凝土试块应在孔口料台取样，每一槽孔按其浇注部位应留取下、中、上部三组
试块，每组三块。对试块应进行抗压、抗渗、弹性模量试验。

（5）导管间距始终不应大于混凝土扩散半径，导管埋入混凝土内长度应符合 规定要
求，提、顿导管时不允许有脱空现象。

（6）开浇阶段中的压球、埋管、查管三个工序缺一不可，不允许木球逃脱或导管接缝
漏浆。开浇阶段如因事故重新开浇时，应检查已浇入孔内的混凝土是否请除干净，孔深是
否达到原终孔验收深度。

（7）浇注过程中因事故需要重新下管时，应检查重新下设的导管插入已浇混溅土中的
长度是否合乎要求，导管内泥浆和混有泥浆的表层混凝土是否抽取干净。

（8）混凝土面上升速度一般应大于2m/h，混凝土面高差不应大于0.5m。发现有 问
题，要及时纠正。

（9）终浇时，混凝土顶面高程应达到设计高程。
7.2.4.3 混凝土溴注质量问题
混凝土浇注质量包括培身质量、墙底与基岩接合处的质量。
在混凝土浇注完28d后，应在有疑问的墙段，浇注质量较差以及质量较好的具有 代表

性的墙段，慎重选定检查孔位，用岩心钻机打检查孔钻取试样，进行混凝土的各种性能试
验。

对检查孔钻取的试样，应进行的试验有;混凝土容重试验、抗压强度 试验、抗 渗 试
验、抗压弹性模量试验等。在检查孔中还应做压水或注水试验，以探求防渗墙墙身混凝土
的透水性。

7.2.5 堵水效果的检查与评价
7.2.5.1 培水效果的检查
防渗墙靖水效果的检查主要应用以下几种方法。
1.动态观测

利用原有观测孔或施工前在防渗壤两侧打些长期测孔，进行长期动态观测，以检验
防渗墙堵水效果。

2.抽水试验
抽水试验系在防渗墙两侧钻孔后，待两侧地下水位稳定时，用抽水机在防渗墙一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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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抽水，观测防渗壕两侧观测孔内水位变化情况，以求其抗渗能力，见图3-7-15。
3.坑内放水试验
在基建过程中，通过坑内放水试验，进一步检查防渗

墙堵水效果及其抗渗能力。
除上述一些检查方法外，还有电阻率法、同位素法，激

光法等。这些方法还不甚成熟，所得结果尚需与钻取岩心等
另外一种方法对照验证，最后确定防渗墙质量及堵水效果。

卧7。2.5.2 堵水效果的评价 tA
（1）通过质量检查，论述防渗墙质量是否达到设计要 b求，起到阻水屏障作用。

图3-7-15 抽水试验示意图（2）槽孔施工效率、孔斜率。
a一8面图 b一平圆图

（3）防渗墙墙底嵌入基岩深度。 1一防源墙∶2—绝水孔，3一观测孔

（4）墙体各地段的单位吸（耗）水量。
（5）工程量、材料消耗及成本分析。
此外，还应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分析、论述，对防渗墙进行全面评价。

7.3 高压喷射注浆防渗墙

7.3.1 简 述

高压喷射注浆法是将带有特殊喷嘴的注浆管，置入土层的预定 深 度 后，以20MPa左
右的高压射流，强力冲击破坏土体，使浆液与土体就地搅拌混合，经过凝结固化，便在土
中形成固结体。因固结体的抗压强度较高和不透水性，故被广泛应用于地基加固和防水工
程中。据1982年统计我国已有20多项工程采用，试验总长度达1000延m，施工总长度 达2
万延m。

高压喷射注浆按喷管的运动方式可分为高压旋转喷射注浆和高压定向喷射注浆。
高压旋转喷射注浆（简称旋喷>旋喷时，喷嘴一面喷射一面旋转和提升，固结体呈圆

柱状。即高压旋喷桩柱，其密集排列则成墙。
高压定向喷射注浆（简称定喷>喷射时，喷嘴一面喷射一面提升，喷射方向不变，固

结体呈壁板状，即高压定喷板状防渗墙。
高压喷射注浆固结体形成过程见图3-7-16。
旋喷、定喷主要差别在于是否旋转，其它基本相同。为叙述方便以旋喷为主进行。

7.3，2 旋磷注浆的工艺类型及应用条件

7.3.21 工艺类型
依载能介质的种类与喷管的结构分为;

1.单管旋喷注浆法

是利用钻机等设备，把安装在注浆管（单管）底部侧面的特殊喷嘴，置于土层预定深度
后，用高压泥浆泵等高压发生装置，以20MPa的压力，把浆液从喷嘴中喷射出去冲 击 破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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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谋调 固结庄 登作用切削都破坏

喷流动压因素 生循环漏喷温脉冲负荷
水块冲击力 人巴
空穴现象

-④ 3水额效应 F

蝶冶 7 。气激搅动
提开

”群滞喷射浆液喘评
碳转和提升

要状固盘状国性林扶况

图3-7-I7 三重管能喷注浆示意图图3·7-16 皖喷固结土过程示意图
1一高压水孤12～水疑，5一搅养机，d一张帽;
5一水泥仓;6一泥浆展;7一空压机，8一固结荐!

g一喷美 10-气量计，11一姑肌

土体，问时借助注浆管的旋转和提升运动，使浆液与崩落的土体搅拌混合，经过一定时间

凝固，便在土中形成圆柱状固结体。

2.二重管旋喷法
使用双通道的二重注浆管，置入土层的预定深度后，通过在管底侧面的一个同轴双重

喷嘴，浆液以20MPa压力从内喷嘴中高速喷出，同时压缩空气以0.7MPa压力从外喷嘴喷
出，使破坏土体的能量增大，敌形成的固结体也相应增大。

3。三重管旋喷注浆

分别将水、气、浆三种介质通过同心三管构成的喷管喷出（或不同心的三管）。内管输
送20MPa的高压水流，中管输送0.7MPa的压气，形成高压水喷流和气流同轴 喷 射 冲 切
土体，再由外管注入压力为2～5 MPa的浆液填充，当喷嘴作旋转（或定向）和 提 升 运
动，便在土中凝固为直径较大的圆柱状（或较厚的壁板状）固结体。三重管旋喷注浆法见
图3-7-17。

7.3.2.2 应用条件

旋（定）喷使用的机械设备简便，容易操作，施工速度快，造价低，固结体有良好的
抗渗、抗压等性能，故多用于不良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下的基础改造和补强、防渗、
堵漏等工程中。

1.适用的土质条件

适用于N;●≤30各种地层，如砂类土、粘性土、黄土和淤泥等。对粒径大于100mm

●N;3。为重型触探拍标-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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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砾石含量大于60??效果较差，另外对地下水流速过大或对水泥有严重侵蚀性时，应慎

重对待。
2.工程使用范围
按用途可分为增加地基强度、挡土围堰、地下工程建设以及预防地下木害的防渗帷幕

等。结合矿山防治水工程主要用于露天采矿场或地下开采崩落区和岩溶崩落区 边缘 的河
堤、坝基防渗（图3-7-18），第四系"天窗"堵漏及在第四系含水层中施工的并筒用防
渗墙（图3-7-19）等。

陷

，
图3-7-18 坝基防渗墙 图3-7-19 井筒防渗墙
c一平网图 b一别面胎
1-含术屋;2一隔水层

7。3.3 筵喷注聚机具设备

旋喷注浆机具设备由旋转喷射注浆设备及制浆机具组成。其中有些是一般施工单位常
备的机械，经适当选配与作少量加工即可配套使用。

7.5.3.1 钻机

用作钻孔、旋转提升旋喷注浆管。一般地质浅钻经改造转速、提升速度后均可使用。
旋喷常用钻机有XJ100-1型、XY-1型、SH30-2型、GYC-J50型，另外还有旋喷专用
钻机，见表3-7-14。

旋喷专用钻机主要技术特征 表3-7~14
8型震动怯机 70改进型续动钻机

依孔深壹 设计25m，实际33m 钻孔深度 ?.m
钻孔偏角 <25° 动力 6.5kW电动机转班2900r/mhin
露动力 24kN 然动频率 23.3】z
然动颗率18Hz 振幅 12mn
钻仔转遵 20r/mi∶ 负丘服幅 6 m办
球和功率（物较震动>10kW 旋释速度 23r/min
提升速度 0.114～7.2r/mir 疑动力14kN
数升离度 !.5过3m 数升窦度 9.2m/min
钦车电机功率 7.5kW 功率新耗 8。5kW
总亚量 1.5L 总尔量 600kg

注∶表列估孔的这用汞作为第观系覆董层、砂类土层、拓性土层、淤配层及砂砾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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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2 高压泵

高压泵是产生20MPa以上高压脉动液流〈水或浆射流），以便破坏搅动土体的设备。
当以水为载能介质时，选用高压水泵;用水泥浆液时，则宜选高压注浆泵。

1.SNC-H300型水泥浆注浆车

是在黄河牌81载重汽车上安装高压泥浆泵、水泵、水泥水力混合器和水箱等设 备组
成。载能介质可以是水、水泥浆或其它浆液，泵的动力是由汽车发动机供给。高压泵技术

性能见表3-7-15。
2。3W-6 B4、3W-7B。卧式三柱塞高压泵

为了扩大旋喷固结体直径，减少机具磨耗，旋喷施工时，若以水作为高压载能介质，
常选用此类泵，其性能见表3-7-16。

寰3-7~15篇 压 票 抗 术 性 能 表

缸姿直径φ115mm虹套直径φ100mm曲轴每分发动机变
项 目 质Mp3掺、量 力E钟铃 数烈 挡 位 ?髭

CMPa多(m3/min) (m'/mi)
忆 11?最大撑量 体-471.046.10.782”最大压力 30.026 20-10.2300.154
话多行程 250min
球面编杠传动机构速比 1:20.5
外形尺寸《长×宽×高 >m血 238×945 × 1895 _

2375kg质量《泵体和传动机构）
4e

7.3.5.3 泥浆泵

采用高压水作为载能介质时，还需用混浆泵向加固的部位压注硬化剂。
1。BW-150型泥浆泵

是二重管和三重管旋喷工艺的一种很合适的泥浆泵。其主要技术参数;
形式;卧式单作用往复活塞泵;
缸数∶3缸;
缸径∶70mm;
活塞行程 70mm;
输入轴转速;1500r/miny
容积效率;85%;

最大吸水高度∶2。5m;
吸水管内径∶51mm;
排水管内径∶32mr;
额定功率∶电机 7.5kW;

柴油机 7.35kW;
外廓尺小;1810×795×99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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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7-16卧式三柱塞湾压泵性能表

目消 3W-7B,3W6Ba
出口压力 (MPa) 00

入置当” 120排 液 蛋 75
85直径

牲害载话毒
(mm> 28

行程 H20入当目” 10o
每分钟往返次放 470380

自 司缸（住塞）敖（个>

坚号 10:-91- J0∶-起2一电
动 小巴名”功率 5s 40
智 转盖（r/min） 14601460

障羞乱 型号 LHD一250
速比 1 378

进口管定径一日自” 4100×4 ◆89x4.5
出口管立径 （mm> 布32×X φ4d×
外形尺寸（长×笼×渐）《mm） 3040×1530× I13 2680×1360×1130

采的质量（kg） 23890 1SCo0
生产单位 上海大隆机器厂、山系晶控生欢机被厂

其冲次、流量、压力参数见表3-7-17。
2.BW-250型泥浆泵
为卧式往复单作用活塞泵、三缸、冲程100mm，配有两种直径的 缸套，其 冲次，流

景、压力参数见表3-7-18。

BW一-150型泥浆泵冲次，流置，压力表 嵩蚀乙”
骗串 压 力 第响 闻计每分钟冲次离甾 每分钟治次慢 邀MPa(1/min) (I/min) ((MPa)

571档 38 1档7.0 ar 32 7.0
2档 88 2档58 4-8 ?1 6.D7
各料 130 9 3挡3.2 107 72 4.0
一货 2& 150 134档1,8 2.3125

7.3.3.4 空气E缩机

在高玉液流周围送进0.7MPa的压缩空气，造成环状的空气流，保护着液流作同 轴喷
射，则可获得较大直径固结体的目的。一般移动式空压机（气量3～9m3/min，压力0。7
～0.8MPa）均可使用。YV-3/8型技术性能;

缸体形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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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250型泥浆泵参熬表 表3-7-18

缸 径 每 分 钟 冲 次
排登压力

八目当” 200 116 7 42
250掺量（1/min） 90145 og兽

压力（NPa） 2.B 6.04.5 6,0
操登（I/min） 96166 355065
压力（MPa） 7.07.06.4.0

冷却方式;风冷;
排气量（m/min）∶3;
排出压力（MPa）∶0.8;

活塞行程（mm）∶110;
轴转速（r/min）∶980;

质量（kg）∶1840;
电机型号及功率，JO2-72-6，22kW，
外形尺寸（长×高×宽>（mm）;3700×1600×1910;
制造厂，沈阳空压机厂。
7.3.3.5 注紫管

注浆管按工艺分单旋喷管、二重、三重旋喷管。尽管三种类型的喷管结构不尽相同，
但主要结构均可分为导流器、钻杆及喷头三个部分。

1.导流器
是不同压七的浆液、压气和请水等介质进入喷管的总进口，安装在钻杆的顶部，其作

用是把静止的不同压力的介质胶管和旋转的钻杆喷头连结起来，并要有一定的抗拉强度及
能承受震动钻的冲击力。

2.喷管钻杆
喷管钻杆上接导流器，下接喷头，使喷管组成一个整体。单旋喷管钻杆多以普通地质

钻杆代用，杆径φ42～50mm。二重喷管的钻杆由φ42mm的外管及φ16mm的内管同心焊接
而成，组成两种介质的通道。三重喷管的钻杆由三根管径由大至小套在一起，轴线重合。
外管心75mm，中管φ40m血，内管φ18mm。

3，喷头
喷头装在钻杆的最下端，是完成介质喷射和钻进的装置。单旋喷管喷头的顶端做成圆

锥形或平口形。前者用45号钢加工而成，后者装有合金块，以利钻进。在喷头一侧或两侧装
有1～2个喷嘴，喷嘴直径1。6～3.5mm。喷嘴用硬质合金制成。三重喷头的侧面 设置一个
或两个浆气同轴喷射的喷嘴，气喷嘴呈环形，罩在高压浆液喷嘴外面，其环状间隙为1～
2 mm。三重喷头是由芯管、喷嘴和钻头组成，分平口形（镶有合金块）和圆锥形。喷头
上狭有1～2组作水气同轴水平射流的喷嘴。圆锥形喷头的喷浆孔在水气喷嘴下 方14mm
处，喷射方向与水气喷射方向成180°，另在圆锥钻头上设两个φ6mm的喷浆孔，为钻进时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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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用。平口形喷头的喷浆孔在钻头下方，喷射方向与钻杆轴线一致。

喷嘴结构见图3-7-20。

晶
OT3

图8-7-20 实际应用的喷噬结构

7.3，3.B 高压胶管与气压胶管
胶管是连接泥浆泵、空压机、高压泵与旋喷管导流器的软管。
高压胶管是用钢丝缠绕或编织成管状，然后浸胶制成，其规格见表3-7-19。

高 压 胶 管 规 格 表 表3-7-19
瞽。内 径 工作压力（MPa） 外 (mm) 每条长度

二 单闭(mm) 二 单沟因 雄 向 四 单 向 六 单 啊 (m)六 单 向

3219 22.0 36.0 35.646.5 38.5 5～10
32 I8, 39.0 47.529.5 52.5 57 5-10

气压胶管是用3～8层帆布缠裹浸胶制成，内径16～32mm，工作压力为0.5～1.0MPa。
7.3.3.7 注浆流量计及风量计

旋喷时，要随时观测浆量、风量、水量的变化，以便指导旋喷作业的顺利进行。
液体流量计为一种电磁流量计，是通过流量的变化引起电磁场的变化而进行测定的，

其流量测定范围为10～2001/min。

风慧计∶目前多使用玻璃转子流量计，如LZB-50型，其测定范围为风量3m3/min，
压力0.6MPa。

73.4 旋喷 注 浆  设 计

设计的主要内容是确定旋喷防渗墙的深度、平面位置、接头方式、墙厚及旋喷工艺、
参数、浆液材料等。

7.3.4.1 设计前的调壹
设计前除一般常规设计调查外∶主要按防渗墙设计所需资料的要求进行调查。调查可

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审议该项工程是否可以用旋喷〈定喷）注浆法施工，其经济上是
否合理，故所搜集的资料偏重于定性方面;第二阶段是在初步拟定用 旋（定）喷 注 浆之
后。为了工程具体设计、编制施工概算，准备施工机具、材料等所必须的数据。对规模较
大而重要的工程，设计完成后要在现场进行试验，查明旋（定）喷固结体的直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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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度，验证设计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7。3，4，2 固结体盟度设计和浆液配方的选定

1、同结体的物理力学特性

旋喷固结体一般中心强度低，外缘强度较高。其平均量大抗压强 度∶砂类 土为10～

20MPa，粘性土5～10MPa，最大抗弯强度为最大抗压强度的1/5～1/10。固结体的
容重除砂类土外一般比原状土小10??固结体的渗透系数较小，各类土经旋喷后的渗透系
数见表3-7-20。

旋 喷 固 馅 体 渗 理 系 数 收3-7-20
愿状土物透系戴 能喷后渗透系数土的种樊 酬K(cea/s KCem/3)

1.24×10-21×10"～5×10-s
里砂土 硅酸盐水混、矿渣水泥2.明7×20-?1×10-S~5×10-
粗 砂 10～10-*8-9×10"1
钻土（隔色） 硅酸盐水饱2,.5×10~5 1.12×10-*
细 砂 10~8～10-10~:

10-4 5,2×10~10砂 母 石
6.7×10-7“

砂卵 石 5x10~8～5×10-10

2.固结体设计强度的选择与影响因素
依工程目的不同，对固结体的强度要求有所不同。用于砂山防水、防渗工程时，其强

度一般要求不高，但要求搭接较好及有良好的抗渗性。另外对凝结时间有所要求，在某些
渗透系数大的官水地层中旋喷时，应加入促凝或早强剂，以求浆液速凝，减少 浆 液的 流
失。

影响因素主要是土质特性，其二是材料恃性，其三是水灰比。旋喷浆液的水灰比在
1 ∶1～1.5·1 之间，这时浆液中含水量已远超过一般硅酸盐水泥完全水化时所需 的理
论用水量（为水泥用量的35～37??，引起水泥与土的混合液在初凝前有大量多余的游离
水存在，造成混合液的沉淀离析而影响固结体的强度，但从施工角度考虑，水灰比小，浆
液稠度大，可喷性差，能影响固结体的直径。总之，要求多方面综合考虑。

3.注浆材料与浆液配方的选择
）注浆材料

针对浆液要有良好的可喷性、稳定性、力学性质、结石率高、无污染等特点。适宜旋
喷注浆的材料较多，一般可分为化学浆液和以水泥为主剂的浆液两类。化学浆液较理想，
但价格比水泥高、来源少并有不同程度的污染，故限制它的使用。水泥浆液的料源充足，
价格便宜、强度较高，故使用广泛。

2 >浆液配方的选择

目前我国旋喷注浆以水泥系浆液为主，即以水泥为主要硬化剂，加入适量的不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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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加剂，用水配制的浆液。适宜矿山防治水工程的主要材料类型有∶
（1）普通型

适用一般无特殊要求的工程，采用325号或425号硅酸盐水泥，不加外加剂，水灰比
1 ∶ 1～1.5*1，固结体28d的抗压强度1.0～2.0MPa。

（2）速凝-早强型

因地下水彩响较大或要求早期承重的工程，要在水泥浆中掺入速凝早强剂，常用的早
强剂有氯化钙、三乙醇胺等，其用量为水泥用量的2～4??

（3）抗渗型
浆液中掺入2～4??水玻璃，可明显提高其抗渗性能（见表3-7-21）。另外，

当工程以抗渗为目的，对其强度要求不高时，可在水泥浆液中掺入10～15??占水泥质量
的百分比）的膨润土；对有抗渗要求的旋喷固结体，不宜使用矿渣水泥。国内常用的旋喷
浆液配方见表3-7-21。

国内常用演唤菜液配方表 贵3-7-21
配方类型  序号 外加剂成分及占水泥质量的试分比 浆  液  特  性" 氯化钙2～4 促凝、早强、可灌性好

帮吹钠2 促能、强度增长便、我度大吴 8"婴 水玻璃2 初疑快、终聚时间长，成本低
唱 三乙醇胺0.03～0.05，食盐1￥ 有早强作用

三乙醇胺0.03~0.05，实验1，氯化钙2～3强 5 促薇、早强、可喷性好
引 氯化钙（或水碳瑞）2，*NNOT0.5" 促凝、早强、强度高、浆液验定性好

氯化钠1，亚硝酸钠0.5，三乙醇胶0.03～0，051 药腐蚀，早强，后期强度高
粉煤灰25% 调节强度，带约水泥

粉煤灰25，氯化钙2，④ 促凝节约水泥填
粉煤灰25，氯化钙2，三乙醇胶0，0310冀 促凝，早强，节约水泥
粉煤灰25、硫酸钠1，三乙醇胺0，03果 11 有早骚，抗冻性好

虚  12 矿微25 提高固结体强度节约水泥
13 矿槿25，氧化钙2， 促戴早强、节约水泥

7.3.4.3  旋喷参数的确定
旋喷参数主要包括水、风、浆液的压力，喷管的旋转及提升速度等。可参照目前国内

常用旋喷工艺主要技术参数表3-7-22选取。
7.3.4.4 旋喷固结体直径的确定
固结体的直径主要与策喷工艺类型、旋喷参数、土质特性及喷嘴形状和尺寸、复喷次数

等因素有关。目前尚无成熟的理论公式，多采用经验公式估算或参照工程实例进行选取。
1.固结体直径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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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8-7-22集响工艺主票技术参欺装

能 喷 工 艺 英 型由项
叫陶笔单 B 二重 管

水压<MPa） 20
风压（MPa） 0.70.7
煤压《MPa） 2～320 20
水混浆<密度） 1.30～1,d91,30~1。49 1-30～1。4B

20旋转速置（r/min） 20 20
喷晚直经（mm） 2.0~3.2 2.0~3.22.0～3.?
提外速度（m/min） o.10,2～0.25 0-1
流量（L/min） 80 B0 10
最大深度（m） 45 兽30
固端体直径（m） 0,4～1.0 0.8～2.00.8～1,5

钻孔孔径（mm） 42～50 临了宫 108~146
注，定喷板墙厚3.0～20cm，砂层中10～40cm。

首先确定土的标准贯入度值（N），以此为参数进行估算。
（1）N值反映土的特性，一般通过试验取得。亦可用土体的容许应力或触探阻力，用

查裘或计算的方法反算成N值。
太沙基和派克提出∶

Ca 】≈0.0128N (3-7-18)
式中 〔σ】——土体允许应力，MPa;

N——标准贯入度。

（2）单管旋喷固结体有效直径（D）按下述公式估算。
对国内使用水泥浆，压力为20MPa左右，喷嘴孔径为2，0<d。<2.5mm时，固结体有

教直径与标准贯入度的关系如式（3-7-19）及〈3-7-20）所示。
粘性土（0<N≤5）∶

3D=0.65-- (3-7-19)“154'
砂类土（5<N≤15）;

D=心（350+10N-N2） (3-7-20)770
日本使用化学浆液旋喷时，固结体有效直径的估算公式如下;，
粘性土<0<N≤5）∶

亿口门叫、： 艺” (3-7-21)叫 200
砂类土（5<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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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7-28)1 (350+10N-N*)000
（3）根据日本使用的经验，二重管旋喷有效直径依N值与固销体有效直径的关系进 行

选取，见表3-7-23。

癜子-7-23二 重管 旋 喷 标 准 直 径

土质条件土质种类 有效直径（m□m）
沙砾 N<30 800±20

N<10 1800±20o
10≤N<20 1400±200矽类土
20≤N<30 100±20o
30≤N<50 800±200
N<1 1800±200

粘性土 1≤N<3 1400士400

3≤N≤5 “它名叶吕
有机服土 “名叶学艺

（4）日本依试验求得三重管有效直径的估算公式∶
D= 1.680e-0·*P。·35T-0-d··N·28 (3-7-23)

式中 gc——土的抗压强度，MPa，适用于0，15<g.≤2.85;
V——钻杆提升速度，cm/min，适用于4.0≤V≤20.0;
d——喷嘴孔径，cm，适用于0.1≤d≤0.3;
Po——喷嘴孔口压力，MPa，适用于10≤Po≤50;
N——反复旋喷次数，适用于1≤N≤10。

2。各种旋喷工艺的有效直径

依国内施工实疑经验，不同工艺在不同土层的旋喷有效直径见表3-7-24，
7.3.4.5 旋喷注跳孔位的布置
1.旋喷桩柱式防渗墙布孔形式

依工程目的可分单桩式、片桩式和连桩式。矿山防治水工程多采用连桩式。连桩式为
单排或几排固结体相互违接在一起，其长宽比很大，是一种条形桩柱群，其平面形状呈直
线形、曲线形或封闭的环形。

连桩式结构除要求一定的强度外，还要固结体相互接接良好，当深度较大时则更为重
要，故要求帖孔的垂直度为1.5??右，并在孔位布置时将可能发生的偏距考虑 进 去。连
桩式布孔间距按各旋喷固结体直径的0.7～0.85考虑，见图3-7-21。

2.定喷板墙式防渗墙孔位的布置
定喷固结体呈板墙状，其孔位布置为直线，控制喷嘴沿布置轴线定向对喷，使板墙对

接相连，但对中定喷不易控制，故多采用喷射方向铅布置轴线按一定相反偏角对喷，使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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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24不同工艺、不同土展模喷的有效被径

日 单管 法 二蛋管法 三常管达旗

<N-<5 1.±0.-3 2.2土0.31.2±0.2

据划H单响有旋真径八仙“
1.8±0.31.2±0.3√5<N<20 0.8±0.2

20<N<30 08±0.3 1.2±0。30.6±02

0<N<10 1.0±0.2 1。《±0.3 2.0±0,3

秒嵩土 10<N<20 1,2±0.80，8±朗，2 1.6主0，3
宫入泛入召 0.6±0.2 1.2±0.31.0±0.3

石 20<N<30 1.0±0.30.6±9,2 1.2±0.8
压力（MPa） 丶 20’丶、‘’水 混量（L/min） 80～120丶、喷嘴孔径（mm）及个数 、 中2～◆3（一或二个）

力压力（MPe> 0.7 0.7空

萄屈败射控慕拿赖值
？流量（1000l/min） 1~ 1～2

年 ？喷嘴网豫（mm）及个数 1～2（一戚二个） 1~2（一或二个〉

压力（MPa） 2020喘 1~3
流量（l/min） 80120B0~120 10~150

次 φ0（二个）喷赠孔径<ma）及个数 市～φ3（二个〉 如2～φ3（一或二个） φu（一个）
42或电45注涨管外径（mm） 小42、450、φ75 希75破中20

提升德蜜（c如/min> 约1020～15 约10
约20旋转意度（c/mia> 药10 的10

团3~7-21 单排连桩式孔位布置 图3-7-22 定喷板墙孔位布置
1一帖孔;2一固结体 2-帖孔2一板嗽

墙斜接相连，孔距一般为1.8m，见图3-7-22。

7.3.4.6 浆液用量的计算

当浆液的材料种类及配方确定后，需计算每孔及整个工程的浆液用量。
1。按旋喷固结体的体积需要计算

Q=工πD*Ha（1 +β） (3-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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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单孔旋喷浆液用量，m②;式中
D——固结体直径，m;
H—旋喷长度，ms
αr-折减系数;
β——损失系数，一般取0，1～0.3。

折减系数a值与土层的特性，固结体的直径及旋喷工艺有关。

单管旋喷时，折减系数α值可按图3-?-23选取。
二、三重管的折减系数αa值按图3-7-24选取。

0o ， ，
“华16“平 户

广产它， .0
“早 lg.95h“丧 10850.B“民 dE

0.6 20.8日平 0.5-0.5 40.650.60.35-- 9 90.3 ，叫0.2 8200,3d.万 妥， ‘
图3-7~23 单管旋喷折减系数与有效直径关系图 图 3-7-24 二、三重管旋喷的折减系数

a一粘性土 b一砂类土 与直径的关系图

1一下限值;2一上限值

2.按施工工艺参数计算

Q=号×g（1+*β） (3-7-25)

式中 Q—单孔旋喷浆液用量，m°;
V——旋喷注浆管的提升速度，m/min;
H ——旋喷长度，m
g—-高压泵的排浆量，m*/miny
β——损失系数，β=0.1～0.3。

7，3.4.7 旋喷围结体交联厚度的计算

连桩式旋喷固结体所构成的防渗帷幕厚度，是以相邻旋喷注浆固结体的交 联 厚度 为
准，见图3~7-25。

R"-()"e=2√ ，物色

(3-7-26) 4.
/yfey

式中 e——交联厚度，my
R——旋喷固结体半径，血;
L——靛喷孔的间距，m。 图3-7-25 旋喷注浆固臻体交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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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防渗墙应用实例

7.4.1 时庄铁矿填航式防渗墙

叶庄铁矿为一小型鲍下开采矿山。矿区地面标高177m，矿体埋藏标高+25m～-100m。矿体顶板为中
奥筒系马家沟组灰发，底板为燕山期闪长岩，上部被第三系红色砂卷和第四系覆盖。地下水静止水位标高

Y75m。
由于长时间大量放水，矿区东部1km处的盈家庄和矿区西南部2.5km处的泉河两个"天窗"部位，

地圃产生塌惰20多处。经过粉探和疏干放水。"天窗"的范图和地质结构已基本查清。叶庄铁矿依施工力
一先进行了泉河天窗的治理工程。泉洞天饰砂层～般厚5～7 m.最厚7.75m，最源1.6m，垂宜滤漏量

20270m*1d。堵水段水文地质剖面见图8-7-28

女169.08 择写i80_ 。
● 下

的
“尊！ E，。

.35 02

图3-7一26 堵水段水文地质承面图
1-第四最土层，2一第四果粗砂蕉石层，自一第三系红砂者，4一奥陶系大理岩

防善墙中心线布量在《关曲"边界以外，第三系厚度30m左右，疏干时未产生遇陷的位量。防读境西

起西泉河村西北角，东至东泉河村东侧第四系含水层尖灭部位。中心线呈一折 线，全长1200m，见泉洞·

"天寓"国堵工程平面图8-7-27。防渗墙深10m左右，厚0，8m。

172.

图3-7-27 泉河"天窗》图堵工程乎面示意图

1~-汶调;2一闱凝土防渗墙8一东泉河村;4一圆泉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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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程采用旋转式钻机反循环铣槽钻进的方法，槽长为6m，槽孔验收标准为;
撸孔内任何部位的孔径不小于防渗墙设计厚度;

孔型要求平整垂宜。偏斜度不粗过5??
验孔辰4h之内浇注混凝土，每隔30min测量一次混凝土面上升高度，混凝土面要求均匀上升，上升

速度不小于2m/b。
对本次铣槽钻进方法可评价如下∶
本次平均纯黏工放折合单孔每合为28.8m/h，最高每台为35.73m/b，比VKC钻机造槽孔的纯锗工效

提高5.5倍;
本造摘方去平均每m2防滤填消耗泥浆4.7m2，而VKC钻机造槽乎均每m+防渗璃消耗泥浆3■'，节

省3/4以上。本材消耗也比其它方法大为降低，平均每m槽孔少用木材0-2m2左右;
由于滥槽速度快，避免了塌壁现象，且槽孔平整墨直，槽壁光滑整齐。根据取样难察，混凝土 浇注

质量完全满足设计要求。另外本造槽方法将其它方法所用的深2 m并有地错加固的木制护口导向槽去掉，
.而代之以深0.2m的简单护口槽板，这不仅节省了开挖工程且节省了大量材料。实践证明，简单护口槽板
完全起到丁护扫和导向的作用不影响工程质责。

该方法在具备足够的混凝土搅拌能力的条件下，可尽量加大槽孔长度，减少接缝数量，提高防 渗墙
的抗渗能力同时可节省工程量和混凝土用量。

泉河"天窗"防渗墙实际工程全长1295.6m，墙深10m，墙宽0.6m，总投资160.73万元，其中 墙体
113.50万元（不包括设计费等）。

7，4.2 菜大准水廊坝基宽喷板状防渗墙

莱芜大冶水库是在1958年修建的中型水库，为均质土坝。主河精长147m，河床为砂砾石，厚度7～
9m，糖避系敷1.16～1.74×10-'cm/s，Ne3.8=10～24。坝址区处于莱芜弧形断裂构造线上，故节理、
裂监、岩溶发育。水库蕾水后渗漏严重，其渗漏量0.05～1.54m8/s，故需要治理。坝轴线的地质剖面 见
图3-7~28.

坝蒸谕看回题，曾采用静压灌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经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研究，提出采用
定喷板状防渗墙的治理方案。为取得参数与验证此方案是否可行，首先在坝的上游坡标高228m平台进行
一组围井试验，见图3-7-29。其结果。双向喷射墙长2m以上，墙厚在粘性土中§～I0cm，砂砾层中
大于20c血，板墙渗遥系数1.9x10~*cm/s，说明方案可行。高压定喷防渗板墙其轴线定在坝前228m平台

0+0.35 .
228 L-147

240tP228
巳也飞”诗斗斗品长十工：”？札’

去

图3-7~28 埋轴线地质制面图 图3-7-2D 围井试验现场布置

1、2、8，4一紫孔痫等，1—防渗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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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全长147m，孔距1.8m，共布孔82个，孔深21～22m，其布置形式见图8-7-30

第

图3-7-30 定喷防渗板墙布置形式
1--先康板钻孔r2--石底板钻孔

板墙插入上部填土层4m，嵌入基岩1m。
主要施工设备见表3-7-25。

主 罢 设 备 表 表3-7-25
名    称 规      格 歌音 用作

XJ-100   机帖 钻喷射孔2台
高压柱塞震 3W-6B2 并联供高压水2台

联合搅拌机 WJG80-1 搅送水泥浆1台
空 压 机 8/5-AA 1台 拱压气
明射三营 保证水。气同教喷射并注浆1套
慢跑餐扬机 开口喷射管1合
定向机塞 控切喷射臂喷雾方向1台
* 浆 泵 HB80/10 1台 回紫照
储浆桶 容积2m3 2个

施工工艺步骤如下∶

钻机施工定喷钻孔，孔径108～127mm，平均孔深21m，采用泥浆护壁，孔斜小于1??
将三（置）曾喷射装置下至孔底，定向两准喷射方向，见图3-7-31；

送入符合要求的水、气、浆，开始在原位喷射凡分钟，然
后按设计速度、高度，由下至上边提边喷∶

中国

喷管提出孔口，应立即冲洗干净
_.向定喷完的钳孔内进行间断静压灌浆，直至孔口液面不再

下落为止。目的是进一步充填裂隙与凹陷。
每套设计需要配备技术人员、技工、普工等共28人。钻孔 -20

每日三班作业，喷灌施工一班作业。
工程自I983年2月21日起到6月17日止共完成喷灌孔86个。

进尺1875.4m。完成喷射板墙1012.16廷m，面积182I.2m3。
平均日造孔1.17个，日喷漆1.7个孔，日完成板墙27.7m2。全 图3-7-31 三（重）管喷射装置部工程共消耗水泥?77，6t。孚均每孔用水泥9t，每延米0.77t、 1一六2--气3-34～钻孔每平方米0.4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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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总费用为18110元，不包括地质衡操及观测设备费，费用组成见表3-7-26，施工参数见表3-

7-27。
高压定喷防渗板墙成本分析 囊3-7-26

晶醋 每平方米储 孔项 目 管 理油 电佳 修水 混 睁萃每延米遗价聪转’
金 期 66257626725041899 8948 18119945838 179,05（元y 99.50

试 23.1皆砷 8-739.0 1&03.8.
通过B井注水试脆测弹定喷板墙的渗透系激为1.610-5～9.9×10-4cm/s，另外频后渗流量观测明

定喷振墙准工参载统计痰 表8-7-27
项 四 最大最 小 平 均
钻孔冢（m） 24.512.7 21
下管长（m） 11.9 2 20
土 座舞升速度 )3 20 27

骨[cm/mia ) 营间 7.6 6,5
2×2.7水嘴个歌×直径（mm） 2×3.4 2×30

压力（MPa）高 区 水 19.81 2942 26.48“流量（1/min） 150 “宫
气嘴间贵（mm} 2.5 2.2。

φ i 压力（MPa） 0.688 宁塑 0.735
滋量（m3/mi） 0.88 1.3 1.2
氯E（MPa） 0.3920.09B 0.19

本 混 浆 流量<1/mi） 10570 78
密 度 1.72.5 1.66
胃装密度 1.139 “ 1.3
管煤流量<1/mia） 70 210 109
单 孔水泥用量 、12.63.5

入？ 截旗消 1.20.65 D0.27

流为0.01m$/a，坝前后的测压管水位盏有所增加。按钻孔平均每延米水泥用量计算，板墙平 均厚度大于
20cm，单向长度2 m以上，且连缕性好，达到防淮滑目的。大冶水库坝基砂砾层渗潇问题，采用高压定喷
防渗板璃的治理方法是成功的。

7.4.3 部分矿山及窝它工程防渗墙实例
鄱分矿山及其它工程防渗墩实例，可参见表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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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水库土坝填工封闭并饰，欲止坏 利用防渗墙封闭骼 保证并预防河水渗漏和演闪月防渗墙围堵第 封闭并简，保证井四系“天曾”。遣价 入矿坑。造价摘自1984年施工田设计 谨慎，控制钙染。表3-7-28 爆票留土数码
?

封闭井筒，懒安全下弹筒安全下绸为例查资料营

四系水
纯工年限 图~留19741078985[1978 1984 1983

K=0,0043m/d已校制了行柴琳）斯奥迪玛筒下携基水无水筒下抛基本无水幕）摊护下，井在防渗墙（帷 防渗效果很好在防渗墙（帷 幕）摇护下，并蛇下搁没有锦水#NAME?防渗效果 及酒沙
LL-60200°88Eto-ISS142.01*6°IL09-28 q96680°SIE方针二

红旗舰店
T28t52SIITEL Si9P ZISI 679ZY6BSLZ12956 章

李国家事务必修工具有初中央年级
搬入基岩 1~90(Ⅱ) 0*S YI"。~ /

湖青 66°ZI99℃I（四） zzu 09 SS BZOL u

·当美 *厘面(W) M翅* 02098°0S6095°0 .1'008°0 08*09°0
Tar zi |oz'IZ769.16 25.239*SBZI 383.5 L"008(W)★ 147事

推板式馄艇土 槽板式混凝土开挖式浆前石 *板式惯凝土棉板式混凝土开挖式浆砌石 高压定喷槽浆榴板式棍覆土蓝

防渗板墙第4章***票*日 美睫削鲜**防渗墙课程名

并悄涡水127m3/hK m5~184m/d砂砾石，厚5.27m 24m,K=14m/d,K=5~164m/d 含水砂层，寒 直‘留生姓经含水砂层，厚含水砂层及砂如***出塑料 粘土及砂砾石51m井筒水质粘土，厚42m UST~DT尚‘言第四系砂层，性

P/W09L*X耳9~10m T/sm005染 "=8

北皂煤矿主井（直径4.5m）案病煤矿主并（直径5.5m）马河下游被潜墙马河上书俄省增 兴安爆矿南风井 (ⅡS'SEEE) 钟州饮合金厂***工 鱼美田玉 大冶水库
USH 快  首

1



第八章 岩溶矿区地面塌陷
的预测和防治

编写单位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化工矿山设计研究院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罗良经 张义之 王安则

鲁克滨 程辑和

岩溶矿区的地面塌陷系指岩溶矿区由于降低地下水位所造成的地面变形。包括速面沉

降、开裂和塌洞，简称"地面塌陷"或"塌陷"，不包括采矿后顶板岩石移动引起的地面

变形，也不包括非岩溶地区第四系孔隙含水层抽取地下水所引起的地面变形。

8.1 我国岩溶矿区地面塌陷的基本情况

我国岩渡地区面积130多万km2，约占全国面积的七分之一。尤以南方粤、佳、湘、

鄂、意、黔诸省分布为广。在这些地区进行采矿活动抽、排地下水 时。经常产生地面塌

陷。据不完整资料查证，我国最早由开采活动引起的塌陷，发生在1935年通博煤田北大井

突水过程中。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矿业开发的迅速发展，发生塌陷的矿区日益增

多，塌陷的规模日益增大，塌陷地层的双层结构●组合类型也越来越多。
到目前为止，塌陷不仅出现在煤矿区，也出现在金属、化工矿山和核工业矿山;塌陷

不但产生于涌水量较大的矿山，也出现在涌水量较小，每日只有数于m2的矿山;塌陷基底
岩石不仅有石灰岩、自云岩、大理岩等碳酸盐类海相沉积岩石，也有白垩系、第三莱钙质

胶结的陆相沉积砾岩;塌陷破坏的盖层不仅有第四系各类松散主层，也有胶结不太紧密的

自垩系、第三系地层，甚至还有结构受到破坏的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的老地层。单个

调陷的直径和深度，小的不足1m，大的可达上百m，单个塌陷的空间体积最大者 达5万
m3（如柏坊铜矿大塌陷）;一个矿区塌陷的影响面积一般都在数km2以上，范围影响 大
的可达数十km2;塌陷的数量，一般都在数百个以上，多者可达数千个。目前我国岩溶矿
区塌陷分布几乎遍布南方各省，尤以湘、粤、鄂、桂、赣诸省居多。七十年代以来，塌陷
在北方也多次产生、如山东莱芜顾家台和叶庄铁矿、河北开滦矿务局范各庄煤矿（1983年

突水时>，都出现过塌陷。低总的说来，不论在均陷的普遍性、期陷的程度和规模等各方

 烟陷道层的双族结构电爆陷质区的警层和搞底组成，焖陷地层的兹层，位于双层筋构的上部，它是塌陷后 被
敦坏的地层;塌璃地层的基高，位于双层结构的下都，必须是岩溶地层，熵陷时，某底地层一般不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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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8-1我国老薄矿山塌陷的双层结构表

双 层 角 陷 器 底 场陷缴层
结 构 赚 说例 明.地下术地层时代 地层时代狼 性懈性类 型 顺始状查

凡口帕锌矿、氧顶骼锌矿、 此类观最酱温，几乎在

各 类混盆纪 所有暑溶矿区膏出源石黛铜矿、钢叠山铜矿、阳春才。 第四纪檀铁矿、七室山赢铁矿、乐华
出房哲 土 座石灰岩 螺矿、，顺家台铁矿、木口应佃

伟矿、煤痰坝媒矿、乎签山黛矿

白阅 水口山铝锌雷、柏坊娟矿、 虹色砂页岩胶 储程度虹 色Ji: 第三您， 白云著 顾家台换矿、乐华证矿、煤炭 整，成卷稠度不深，遇水二叠妃承 砂页验”朝
神导素坝擀扩、思口煤矿

水口山韶伴矿茶子应塌陷、 水口山铅锌扩顺陷脑盏层

大理岩 二要纪三业纪 砂 暑 票木督矿马路析附近滞陷、，腺r3 砂岩堑硬，但驱隙发育，
君端看植一 石发纪页 口煤矿廪沙墙断层南烟险 展木望矿为换质页岩，质

地松软。风化后垦碎片状
阳春硫铁矿、余华专铁矿陈 闪长沟为超覆型 岩石下。、 网益岩燕山期 日风化词梅村胎近的超陷

各 粪亡？ 水口山铅锌矿、集 散 烦煤 帮质胶结的琢岩岩牌十缩四纪厚费胶 主 层 分发育矿、显口煤扩等
绩的雅， 岗钥四槲带岩 水口山船锌矿CK276附近的红 色 红色砂页岩成岩作用不1: 白墨妃婚陷、煤炭坝煤矿、恩口雅矿 评，胶结寒度差，题水易影页岩 膜解

注;根酱1976年6月诞南治金217釉探队"渐南水口山船锌矿矿束辣平烟屑预测及欧治对一文，在水口此铅钟 矿曾
家侨附返及CK281附近前焦液石葵料区管发生理陷，前者业层为第环系土层，后者益层为白基系红色砂真将。这种热液石
葵岩是二叠廉石炙署岩格形成后;经后期热液活动理烈硅化简成，岩溶十分发育。

面，都远不及南方。我国岩溶矿区烟陷双层结构出现的组合类型及实例见表3-8-1，我
国部分岩溶矿区塌陷情况见表3-8-2。

8.2 岩溶矿区地面塌陷的危害

岩溶矿区塌陷对矿山建设及周围环境的危害极大，归纳起来，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
面。

（1）塌陷发展到水域区，会增加矿井地下水新的补给源。
我国南方雨量充沛、水系发育，一般在矿区附近都存在各类水城;如河琪、翻消、水

库以及地势低洼的洪泛区。当塌陷发展到这些地区，就会使地表水倒灌，河溪 流 量 不大
时，一般都发生断流现象。对矿井的威胁很大，具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强烈地增加矿
并涌水量，使矿井排水造成十分紫张的局面，严重时将使矿井受淹;二是使 地下水 位回
升，甚至使多年疏干形成的疏干漏斗基本恢复到原始状态，不能保证采矿作业正常、安全
地进行。我国部分矿山塌陷后矿井涌水量增加的数值见表3-8-3。

由表3-8-3可知，绝大部分矿区在发生上述情况后，矿井涌水量增大0.5倍以上，潮水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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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8-2我 陶 当 溶 对 山 烟 陷 情 况 装，
矿山意设场陷就型或面积矿山名彩 堤陷数量或规模 烟 赔 危 各 情 况 尊‘第
生产出螺指伟 烟赔分布带呈 至】986年共产生缘 农田受振画衷2S9976m2（380商），拆迁 建 我

北东向。长约 狗面积9080m'，则偿损失总金氟34，8万元，娟 陷陷3171个。据1980年

后因地表水理入，增加矿井训水量约20～25邪（矿8，6km，宽 约 铰计。场陪总土石方
2，9k项。影响板 置8。3万m3，塌陷规 井一般排水量81000m*d>
职18.6Hm* 模一般真径3～6m。

深1~-3西，个别Cm。最
大串森状塌陷长70m
憬5m，面积7S38m*。
大国积地源况降格圆
长120m，宽80m。

钢顶铅养 编陷带分布范 至1981年 共 娟陷 由于塌陷，使蟹个蓄顶镇激迁，支的42万元，款 生产围。北东～南西.看 青1913m（帆筋瓶题业铺底），挖防洪沟750m授资59个，氧陷直径一般

宵长度2200m， 载皿;最大10m 108刀元。由于柯床均，河水与着井发生直换 贯
东四同宽度一最 是，造最两次掺井事故。
400mn最大800m

凡口船筛 场脑区面积5 至1885年底，共产 农田受损圆积666600mt（牛余宙）以上，建 筑 生产引” 生缘陷1967个，场箱 约折迁约70000m'报废铁路dkm，公除 1，5km。
直径和淡度一最1～5 近年来用于菊猪的登理费（包括回 填 塌 陷、河道
（Tr。搽大直径 44m; 水巢高筑》每年达20余万无，因河流通陷河水箱入
然30ry。最大烟散体地下，特凡口河改道，投资约80万元，地面酒腌地
积930Sm3，馨形下陷 表水耀入加大了矿挑画水量
（立径数百m

水口山鸭 增陷影响范围 距1977年1月，英 农田358298m年（530菌）受损，民房迁建6643m3， 生产怜喘畜善 嘉北向长约2100 期陷800个，塌 陷 直 1966年至1978年烹付赔损43.54万元，为解决农 田
m。东圆向宽 约 径一般数血，最大?0受期阀题，为地方兴建电力排霍站一座，小型泵站
1000mas增陷区 m，量大源度50血 10余肺，为处玻爆陷，共回筑境洞25000m3土方，
面积1.3km 修筑厨提1805m，河改道280m，筑人工液精 长

268m，挖推洪沟3000m，玻通何道200m。附 近管
家猫水经塌陷漫入地下，恢矿坑调水量猛增，因地
我水处理函难，追使矿山改用防渗椎暮治水

净下吕算 地陷影响范图 矿坑在基嫌过程中 矿井尚处基建初期阶段（1980年矿并疹没重今朱 串南北长约400m， 由1978年至1980年， 恢复>，调陷使房屋开裂倒场，破坏公路阔处。铁
宽300m 共产生塌潴72个，洞 降路甚一处〔铁路客运中断z关>井使 都展发 生

径一般8～Bm;最 变形。高压绒往倒题，使电源中断糖井，爆陷集中于
大者42m，洞深一散 柯床及其两侧，河水倒灌。断流。使矿井涌水量增
2～8m，最深12.4皿大

乐华崛矿 期陷影响范图 矿山在为别66d的 毒放水试验期削的塌陷已危及大面裂范围内的衣田
时间内共增陆102个，19.5kma 耕作，并使矿区附近公游。房愿受到破坏，特别严地圆开翼150众条，

贯的是塌陷已产生附近河床，水廓。连危及附五众大面积范田（362个况
蜂衍镇降观测点>产坐了地

面沉降。增消最大直
径21.9m，最大需深
4m，最大端洞 体 积
8083，最大开裂长
度160m，地面沉降
值最大3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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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山塞设烟暗范键或面积 场陷数量或规懊矿山名称 域 陷 危 吝 谓 况 现 众

鸡笼山钢 基建仅在1983年5月4日塌滨影响范围 矿山在基建中突水突混，在此购间，意固产生大
霉 长约150m。宽约一次短时闻矿井突浇 焖陷，使竖井基建临时卷扬机房破坏。并架倾斜堪

1060m，而积1500O 画铁轨变形，盈质淹井事故突水中，发生塔陷8

目” 个。其中最大塌 陷
（由两个塌陪连换而
成）直径长轴约40m，
姬轴约35m，聚D血

、落当幕 墙陷总数数百个，绿陷影响画飘 生产使农田是损，遨陪<提历及工业建筑物受到破坏
95Km7，期陷分 墙陷直径一般数m，六 （数量来作疫计）每年赌偿农田损失赞约10万元。办

者50m以上，最大裳布以竹山 塘井 东部洋集潮小何塌陷规辆大，地表水全部贵入地下，
210m口为中心。向烹 恩随目前已定展到距煤层燕头17～3km之伪 水厚

约10k皿。向南东 岸（两水一般流量 300m3）。增加了矿井地下水
约7。bkm，向南 补给源，但矿井涵水量尚无地表永贫入而男显增加
约5m，向西约 的还象
4.6km

口煤矿 最陷影响面积 大网积农田、水利设瓶、房丛、道鞘、桥聚被孩调陷这数6000多 生产
2C多kmt 坏，共飘客农扭8382700m'（9500商），房屋18300个，在爆陷临集的山

口冲一带约0。业km2 m'阀水经期陷下灌，已成为矿井充水的主要来源，
卑季河水下渐量达72000m3/d。占四个矿井澜水总范霭内，烟陷总数脚

量的二分之一强（陋季下M量更大），已构成矿井达500多个，塌 陷富
的严重威胁。径 1~100m，蓝 见

深院1m多至 15m，
存的盐方产生大面表
衣阀的抗陷

峰解吕篱 至1979年 共 城 陷辅羁飘货“ 农田受损面积4081597m（6048南>，影响山滑 生产
kml，金矿区墙 2000余个’ 水库63个，伤屋6000m2。汽率、耕牛、人员多次
陷影响长度40余 辩进烟箱洞内，曾选威人员伤亡。矿山由1968年至
上a 1978年用于处和期隋，修筑燥道、堤坝、治理河床，

房质拆迁、宵苗赔微。掺建擀微姑等项费思，共计
686.8万元。1970年和1971年南孕因河床 塌 陷，地
表水大量灌入地下，使香花合矿井水量盘增。经推
就才角于湾井

顾家白校 益菲因岗 在1965年放水试滁 未建撕坏民诱60余间，场陷后增加了上部孔脑含水层f 它客” 中共产生爆陷16个。 对下部奥臀系含水层的垂向补给量
国烧抽水主孔产生相
国形开裂，长辅180m，
短独8m

叶花需钢 缓陷 影响范 1974年至1877年共 超隆座围内农由受损，房层破坏，挪林村105户 停产
产生划陷200多个，酗，由矿区中心起 已癫迁，今后送将被及一些村庄。共赔偿损失 240

算，北京2300m。最大蜀陷直径长轴40 万元。埋陷发展到河床及其雨岸，使河水倒灌笔下，
北面800m，南m。短轴20P 使矿井温水量增加後大
东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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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表
山定设.塌陷数童求缆模险范固或固积矿山名称 爆 略 危 客 情配 现 状

颤卷硫铁 基建烟陷区面积二0 项脑使12000m2工业、民用建筑有不同程度的开至1986年共产生塌附

矿（西寓） 出串” 100余个，一般塌陷裂，小满断流、屑民用水发生困难，附近渡信析墩
巴经下冰直径约4m，深度 2～

3m，最大直径 15m，
摄大深度的3m，地血
开裂100余条 ，般大宽
虚10～20cm，最大长
度200

概录山锅 共产生烟陌219个，陷区南北长 阳详膏山河床及其附近地势低洼处的塌陷，使洞水大
的 &0m，宽 势 量下薇。河燕曾一炭断洗塌陷直径一般4～5m，学
300m 外度2～3m

地表水咸障商通过场陷对矿并涌水量影略情况实例接 表3~B-3
受影响断矿 矿井涌水量矿井涌水量地衰水与矿受影响后矿 发生时间 对矿共邀

#面水量井疆永量 增大数值可山名称 井 矩 窝 说 可《年、《m3/d) （m2/d>小目产” 增大倍数 月、日）}（纽） 成的影响
产白密尊 1968年单 1969年河 1969年10月苜 1aroo季强小流量 4560 0,42 床塌陷后，1968 19日凡口河床32&00 臣-40m阶 期陷，使河水

胶排水滤脑 断流。每日有河床端脑
了紧张压面 5万m3河水鑫处距扩坑最B4903620O 3200 1969.10.190.89 入地下，地下近 距离约

水位回升空名目
水口山船 烟陷处距 洪水准没

锌矿 矿坑约1006 烟陷区，败

◆ 日内有160
万m3洪水62402t0 2.1242400 968.7～9 江入地下，
使永位四升
100m，轻抢
教才免于需

学
单季最小钢顶铅锌 判床逼陷 流徽致值均网次河床

涨费 1251936 1249603 535.62丝 处距自流孤 烟陷均造成1976。5. 为标高280m。14
干老4D0m 海井，地下 自流寝干格道

2a33 水位猛烈网的流量河床增随 开宝艺军 2074723 38.29 处距自流疏1977.8.9
干地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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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对矿井政爱影响值矿 发生时阅受参响后矿 地表水与矿|矿并源水量矿井晶水量

井 距离 明草升酒水量 增大数值井福水量矿山名称 }年、
增大街熟(m3/a) 成的影响方、日）(m>>《m-/) (m)

甾嵩鲜骼出端卤鸭 秀道塌陷
矿体上部。 邀袭水补给
平均流量3 地下时，使

考10o 自心、溢鲜│1626～j97200~ ,20～0.26 附近水位上20250!101250 塌陷时。地 升2～3m
表水补给地

帽录出制 早季的 早季 气售落 CK?3-3 对矿异排 因 制 漫演
4aDo 4317 1.0 水影响貌大塌陷区距井 决。谢水蔫没

雨学雨季 附每 下巷道不足 CK73一S附近B317 19?7.7,7~569～5084 2618~3233}0.45～0.641OCm 1977,7.31 的蠕陷区及青
山河是陷区被

勒
王常霸水阳膏硫铁 井下停614061008 5,36量 9600 产，矿升验2086办

遭湾没
198I。t0.7暴枯季正常 几乎淹井烟水量 陌可量42968 约200为686 6.2 1981.10.7

6050 156·1mm

斗签山媒 -22m大
矿番花台矿 2.143848 老被追射q480820760 1970.5.1i梯 闭，停播5

个月
酬日兼伟 距并口的 对矿并德 掌井涌水

T号肿 1000 量增大最慎水参响较大
22080mV/d,
是扣除肉一时

1977 期矿井新端绕79.20 2206o“多 0.28 水点的水量盾
的数值，此值
即为因河床端
陷铜糟后矿并
董济当薯菲样
值

层口燃矿 距井口的 对矿井掺16600 量图 1.5424060 1977.4Ⅱ号井  20oma 术影响较大

恩口煤矿 早季8400 随学 对矿井撞1086o 1.29 500 “客召童天井 120 水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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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数值都在10000～2000m3/d之间，有时甚至更多。在这些矿区，塌陷后地表水的灌
入，一部分消耗于回填已形成的疏干漏斗，使地下水位回升，另一部分则通过复杂的地下

岩溶网络补给矿井。因此矿并酒水量增加的数值都小于相应期间地表水倒滤的数值。但是

在我国也发生过上述两个教值几乎相等的情况，如泗顶铅锌矿1976年5 月14日、1977年8
月9日两次河床瑚陷时就是如此。由于河水与矿井发生了直接贯通，使自流疏于平度涌水
量分别达到1251936m8/d和2077056m"/d，分别增大536倍和889倍。这两次河床塌陷都
导致了矿井淹没事故的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该矿区岩溶管道和暗河特别发育、河流距矿
坑很近（300~400m）、矿井工程形成的空间距地面垂直高度极小（仅40余m）、河水流
量较大（都发生在雨季）的原因发生的。因此，在评价这类矿山河床发生瑞陷后地表水对
矿床开采的威胁程度时，必须给以特别的重视。

（2）爆陷使大面积范围内农田、水利设施和区域环境遭到破坏。
岩溶矿区、特别是涌水量较大的岩溶矿区，矿井抽水影响范围很大，有的甚至可达20

km以上。塌陷的分布范围随抽水影响半径的扩展而不断扩大，因而每个已经基建和生产
的岩溶遇陷矿山对上述请方面的破坏作用都在不断加大。仅以农田受损面积为例，由表3
一8-2可知，据最近几年资料的统计，石某铜矿、凡口铅锌矿、水口山铅锌矿等生 产 矿
山，农田受损面积都在数十万m2以上，受损面积最大者，为恩口煤 矿，面积达600多
万m2。

（3）塌陷使民用、工业、交通、建、构筑物遭到被坏。
几乎所有的岩溶塌陷矿区这一问题都表现得十分严重。由表3-8-2可知，石菜铜矿、

水口山铅锌矿、恩口煤矿等矿山损坏房屋面积部在数千m2以上。最严重的是凡口铅锌矿，
损坏房屋面积达7万m*以上。该矿塌陷曾使整个澡堂在一夜之间全部陷落，不均匀 沉降
使一座大型空压机房不能正常工作而改作它用。蝴陷危及公路、铁矿安全的实例也很多，
如凡口铅锌矿塌陷损坏铁路4km、公路1.5km;大广山铁矿竭陷使铁路客运中断。除此
以外，危害铁路安全的还有程糊铁矿、余华寺铁矿、排前铁矿、建德铜矿等矿山。鸡笼山
铜矿突水时发生的塌陷使风并卷扬机房在瞬总之间倾斜，等等。

（4>岩溶矿区塌陷大大增加矿山设计和建没的困难。塌陷大面积地恶化矿区工程地质
条件，会大大增加矿山总图布局和土建基础处理的困难;水体下塌陷的产生，会大大增加
矿井涌水量，并给地表水的治理带来困难;塌陷大面积、大规模地出现，会大量增加塌陷
处理、青苗赔偿、房屋拆迁、供水补偿、地面防水和工程基础处理费用，从而降低矿山建
设经济效益。

塌陷问题目前已经构成了我国南方岩溶矿山建设和生产的严重障碍。由于塌陷问题特
别严重，有的矿区拗探虽已结束，但不能建设;有的矿山在基建和生产中被迫停建或不得
不改变原有的治水方案;还有的矿山在问题暴露后，不得不追加巨额投资来处 理 调陷 问
题，而且仍然难以保证开采安全、正常地进行。塌陷问题特别严重的矿山部分实例见表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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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3-8-4增陷使矿山谊设和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的实例袭

矿山名称 墙 陷 眼 成的 主 要 间 题 烟 帷 引 起 的 后 果

第北某铁矿 氧陷产生于矿区南近小河及3两片，治理困难 已基患，规棋25万t/a，矿井淹没后停建

江西某餐矿 通陷葱圈可能放及66km2，数千人的居民点需 商未开发，稠陷是主要同题
橙迁，矿区附近小何河水可鲍倒灌

江西某洞矿 尚索开发，烟陷是主要阿躯之一矿区三面环期，可能产生埚陷，预防湖水灌入，
工程浩大

■陷时可能危及席近某制厂的安全鲫北一银矿 因墙陷何超而索开发

酱“箸伟 塌陷民发展列附近河流，使词水侧幕。液水后 采选规横500t/d，已停产，域陷增大满水量是
停产主要原因之一期，网水满失量14767～2520Zm3/d，相当于同期

坑道放水量的52%

洞南某钢矿 媚随危及矿区3万多m'攒房的安企，还可能产 迫使败变原睫干方案为助渗幢幕治水方案
生干矿区附近小河河床

制南一铅锌矿 烟陷产生呼某小渠及其洪泛区，矿并髓冰最增 追使改变原建干方素为防渗维幕治水方案
加象大，魔干滑斗全固日升，蔬平不能保匠开采、
安金

广西菜阳伴矿 塌陷产生于矿区河床及其两港;两水与矿井发 阿床埋胞遗或育次鹰井，为保证开聚安金，目
生管道式谦通。矿并涌水量增加极大 前正在构筑地下插凝土防渗塘

潮南二铅锌矿 期陷可馄危及附近某大型策肥厂的安全，还可 尚未开发。塌陷是主要郎固之一
集发展列距矿区很近的闻流

8.3 塌陷的规律和预测

8，3.1 爆陷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成因说

8.3.1.1 颁陷形成的基本条件

（1）塌陷的基底必须是可榕岩层，其浅部岩溶发育，在基岩的顶面存在开口的岩溶或
裂隙（不论充填与否）。

（2）在基底的顶部，覆盖着各类松散土层，或胶结不够紧密或结构受到破坏的岩层。
（3）在上述双层结构的每一层位、特别是盖层中，存在地下水的活动。
8.3，1.2 塌陷成因说
1.潘蚀说
当自然或人为因素、特别是人为因素（抽、排基底岩箱含水层中的地下水）使基底层

的水位低于盖层水位，由于基底含水层地下水动力状态的改变，加大了地下水的水力坡降
和流速，岩溶中的充填物（包括基底顶面开口岩溶中的充填物）便 受 到潜蚀、搬运。此
时，处于这种水力状态下基底顶面的每一个开口岩溶、裂隙，相对于盖层含水层，都形成
"吸水井"，从而导致盖层岩土的逐渐潜蚀、搬运、淘空。塌陷影成过程是最初在董层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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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开口岩溶、裂隙部位形成空洞，随着盖层潜蚀作用的继续，空洞不断扩大，到一定程度

之后，伴随着潜蚀还可能在洞顶产生岩、土崩塌，当空洞发展到接近盖层上部，岩、土失

去平衡时，便以陷伏的空洞为中心，在地面出现沉降（沉降值在中心最大。往边缘逐渐降

低），继而出现似圆形地面开裂，最后盖层岩土崩落便形成了地面埚陷。
2.液化说●
如果在岩游基底上方覆盖著饱水的、而且具有触变性的疏松土层，当水力状态突然改

变、渗透动水压力加大，成当受到震动时，土层会突然液化，砂土就会随着水流孵间流向
下部岩溶裂隙而产生竭陷。

3.真空吸蚀说
岩溶矿区地面塌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积累在"密封"的岩溶、裂隙内的承压水被排

出后，其中出现"真空负压》，产生"真空吸蚀"作用的结果。
目前我国对塌陷成因的问题尚有争论，不过根据大量的调查资料来看，由于疏干排水

引起的地下水机械潜蚀，在各种成因的塌陷发展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液化实质上是
与潜蚀相近似的对土体产生变形的另一种渗返破坏形式，它能解释某些特定条件下场陷产
生的原因。当岩溶含水层上覆有致密的粘土盖层，地下水处于承压状态下，真空吸蚀也可
能是导致岩溶塌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P但不少矿区的岩糖塌陷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有些矿
区地下水位已经疏干至第四系底板以下，承压水已变成潜水，但仍有水流不断垂直下渗补
给，同样也可以产生岩溶塌陷。

8.3.2 坝陷 报 律

综合、分析研究几十年来我国岩溶矿山塌陷现象和资料表明，塌陷的形成不仅受其产
生的基本条件的制约，而且，在不同的条件下，塌陷在形态、规模、分布和发展阶段等方
面，亦呈现不同的规律性。

8.3.2，1 塌陷形态的规律
岩溶矿区抽、排水引起的地面变形有三种变形形态，即地面沉降、开裂和塌洞。
1.地酮沉降
这种变形对建筑物的破坏力较小，据现有资料分析。这种变形可分如下两类。
（1.）分布范围较广、下降速度均匀的地面沉降。它是在抽取基底含水层地下水后，松

敷盖层水位随之下降、土层均匀失水，使其孔隙受到压密而引起的。这种变形肉眼难以察
觉，用经纬仪进行网点系统测量方可反映出来，变形的沉降值与盖层厚度和岩性有关。由
于我国南方岩溶矿区第四系沉积厚度一般不大，沉降值都较小，对建筑物不会产生恶性破

坏。凡口铅锌矿、乐华锰矿等矿山对这类沉降都作过系统观测。
（2）以隐伏空洞为中心，当空洞顶面接近地面、土岩失去平衡前出现的早期变形。这

种变形相对于前者，是不均匀的，沉降值在中心最大，至边缘逐渐减小， 肉 眼 能明显察
觉，而且是过渡性的，当魔伏的空洞（多为土洞）一旦发展到地表，即为塌洞所代替。但
在个别矿区也有一直长期存留的馈况，如凡口馅锌矿水草坪钩形下陷及石某锡矿的碟状下

禁中禹，《美于水口山矿床疏干的地面塌陆和地震向惠的探讨》，"岩癌科教物害"第1期，18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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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即属此类。此种沉降范围一般直径可达100m以上，最大沉降值可达1m以上。它可能是

在隐伏空洞发育过程中，因基底开口岩溶堵塞或盖层中补给水源终断，而使潜蚀活动自然
停止的情况下出现的。

2，地面开裂
这种变形基本上也可分为两类。

（1）在塌洞将要出现之前，由于受土岩变形张力作用，开裂以隐伏空洞为中心;由里往
外呈多层次圆弧形分布。塌洞出现之后，其中心附近的开裂为揭洞取代，边缘的开裂仍然
保存，而且随着塌润范围的不断扩大，继续往外扩展。岩溶矿区地面开裂以 此类 最 为普
遍。

（2）是由岩溶基底顶面开口裂隙的潜蚀作用产生的。在平面上裂隙一般呈线状分布，
张开度较前类大，走向与基底裂隙一致。我国岩榕矿区出现的这类裂隙，其最大长度可达
200m以上。

3.塌洞
是岩溶矿区抽、排地下水后，地面最剧烈的变形形式，它对建筑物的破坏力最大。在

较大遇洞产生或道程度较强烈时。伴随塌洞的出现。有时发生巨大 的 声 响（如 愿口煤
矿），或产生轻度地震（如水口山铅锌矿、四川北江和南桐煤矿）。烟洞的底部，由于盖
层具有一定的厚度和其下开口岩溶的梗阻，一般都难以见到基底岩石。当盖层较障，例如
小于2～3 m时，常可见到制底基岩。此时都可无一例外地发现基底顶面的开口岩溶。当
塌陷底部岩溶口被阻塞，再加上粘土颗粒填密形成隔水作用后，盖层内的地下水则将充填
调制空间而形成"塌陷塘";若无地表水参入，稳定后，其水位则反映塌洞附近盖层的地
下水位。

1）平面形态
发育在土层中的单个塌洞、在平面上多基圆形或似圆形。这主要是由第四系土层的岩

性在塌洞这样一个小范围，具有相对的各向均一性决定的，此外还受基底顶面开口岩溶形
态和开口岩溶密集程度的控制。在盖层较薄处，当岩溶出口形态为长沟状时，塌洞也呈与
其类似的形态;当开口岩辩分布密集时，竭洞则多个套连成串珠状或片状，等等。

2）割面形态
塌阀在剖面上的形态，主要决定于盖层的岩性。一般对于厚层粘土、亚粘土，润壁多

呈筒状、坛状，对于砂性土，则多为漏斗状。如果对塌洞不及时填堵，任其自然发展，上
.述所有这些剖面形态，最终都将形成各自岩土相应安息角为边坡的漏斗状。

8.3.2.2 墙陷分布的规樟

影响塌陷分布规律的条件很多，但最基本的是∶基底浅部岩溶的发育程度;盖层土、岩
性质和特征;地下水（包括在塌陷区由地表水、天降水形成的地下水）活动的强烈程度。
搁陷分布的任何一条规律，都可能是多项条件综合影响的结果，但在受多项条件制约的某
一规律中，可能有一项起主导作用。分析、研究我国各岩溶矿区在不同主导影响条件下反
映的各种分布规律，特别有助于对某一具体新矿区塌陷的预测。

我国岩溶矿区在各种主导条件影响下，塌陷的分布规律如下
1，以基底性质为主导因素表现的规律
基底性质主要指基底岩溶、特别是浅部岩溶发育的程度和充填程度。浅部岩 溶 触越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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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充填程度越差，塌陷就越容易产生，调陷活力就越强烈。因此调陷往往集中在下列地
解。

（1）导水断层破碎带两侧，特别是其交叉部位;

（2）岩浆侵入岩与国岩接触带附近;

（3）地下水主要径流带上;

（4）岩溶发育带、特别是暗河或岩溶管道上方。
2。以盖层性质为主导因素表现的分布规律

（1）烟陷在盖层厚度较薄处易产生，较厚处难产生（并非不产生塌陷）
（2）塌陷在盖层岩性为砂性土分布地段容易产生;

（3）塌陷在盖层为第四系松散层覆盖地段最容易产生、分布最普遍，但在岩石结构受
到破坏的基岩盖层中也可能产生。

3。以地下水活动为主导因素表现的分布规律

地下水活动强烈，潜蚀活动强度就大，塌陷便容易产生、发展快、强度大。地表水，
天障水、以及其它形式的地表水的海入也能加强、激化塌陷的强度。

（1）堰陷都发生在抽、排水影响半径范围以内;

（2）基底含水层形成的潜水区端陷较强烈，承压区活动较弱（并非不产生塌陷）;
（3）酒水强度突然增大时，塌陷易产生且烟陷程度强烈;
（4）埚陷多集中于荷床及其两侧，以及地势低洼部位;
（5>以基底岩游含水层为水源的泉水溢出部位塌陷容易产生;
（6）爆陷瘵度（在疏干滑斗范围内每年、每月或每日产生塌陷的个数）在降雨后增

高。
8，3.2.3 编陪规模（个体尺寸）的舰律

单个爆陷的规模（直径和深度）大小与下伏基底顶面上的开口溶洞大小和盖 层的岩
性、厚度有关，但主要决定于盖层的厚度，如水口山铅锌矿和柏坊铜矿竭 陷 见表3一8一

5。
上述岩溶矿区塌陷分布规律的例证和说明见表3-8-6。

调陷规窝与盖屋释度关苏表 裳3-8-5

场陷 一般规 棋（m>
诺 性地 陷 区 盖层爆度（m）

径 可见深度真。

30093.13答红色砂质、泥雁砂当柏坊锅符大塌陷

土层∶38;民化带，124.67残坡积重粘士夹角恶鸭公糖大塌陷 2559～54

求耳出船矿 35.92货土爽角霉田岩每售璐 的1035
5~205~21饮家断塌陷区 冲积亚输土、粘土 3一5
5~9 3-5香花坪塌路区 种积亚帖土 5.5一12，22

桥头塌陷区 258.98～5,27神积亚粘土、粘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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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6调 陷 分 布 规律 表

述导随素 烟陷最岛产生
说盗粤 砷减集中的部位

导水断层、破碎带 （1）总口烘矿调陷篆中子壶犬河正断层两侧，晃 在这些部位岩熔特别发官，地下
及其交叉葬位 图3-8-】1 水活动也特别强烈，这就为基底告

（2 ）煤炭坝煤矿大成桥期;裂带及也于两条岩溶化 瞎充填物的谱蚀、樱运和益层土石

高纂带交又部位的上伴来附运，烟陷密集成群结站带 的赞蚀、淘空捷供了良好的条件。
（3）据1971年统计资料，凡口铅餐律治F。断层两 因此，塌陷容易在这些部位产生、

侧产生塌陷的多处，顺隔在金星岭以附，沿此断层 繁中，同时塌陷形成速度也较快
形成断恢的堤附带

<4）羌1978年货料，在本城云庄井田。治F2。、
F，F48三朱断层附近出现的塌陷。占核并田塌附
总数削6%参、
（5）乐华督矿在矿区用北向构造带上产生长面宽

岛橙随青主韦固麦衰魏刨捷
的地表开聚

换触培附近 （1>铜录山悯矿1987年放水耐产生的大规核塬陷
分邪于闪长岩马大藻岩的接触带
（2）程期敏矿东区1261年至1969年地面开裂、规

陷15处，全部位于东起细王冲、西至杨家进药冈长
岩与火理辑接触带上靠大牙岩的一侧

地下水主要径流带 （1）乐华望矿1969年12月旅水试验中，在矿区东
X方向主要烂测带上，塌陷威群出现，且期陷廷伸
聂妈，最场处能降落陶斗中心4，5km
（2）煤数坝媒着场陷在东西向主妥泾流带上发育

提烈。场陷在此带上延神晟远，最远处下洋果用能靠 距竹山焙并口约10km
（3）时花香铜矿在放水试验中产生塔陷57今，能

大部分分布在与主要经流带相咖合的物探低盟异常
带内

暗河、岩溶管值上 雪顶骼伟矿烟擎沿地下岩格管道上方地面成带状 在隋河、者溶管道 的上方，骚方 分布，见围3-8-2 井式的荡水洞、岩骼漏斗发育，它
们向上延伸至基层顶图，向下与
醅河、岩棉管道椎通，地下水活动
骗烈，又有利于地表水下渗，潜饮
作用强，场陷品产生

釜层较幕处烟陷品 1）遵层较藏处场陷品产生的例证∶ 盈层较薄处，其唐续形成的险贵
产生。较限处难产生， （1）凡口矿在东风井之东南，土层厚度明显较该

阻奠总管顺为主号图美老凤的气着
空剂容易发展酬地衣，放塌陷晶产但并非骏厚处不产生 砂其它地方落，单位面明（100m×100m>内地 陷 生，盖层效厚处，其谱蚀形成的隐

数量温该矿最高地段之一，其位部过20个。这类地 饮定洞发腰到地表较困难。故华限
区陷发生后，基底顶面开口岩将易恐露出来 不易反映到地表。担在基底料溶特

（2）水口山桥头场陷区（场陷基拌层位为白要系 则发育。开口岩落尺寸较大，轴、
砾脊），董层厚度较薄（8m左右）处，端陷密集 携水特别据烈，或经历时间较长时，
成料结带，坝陷基底开口岩溶也多丛露出来∶ 也可能产生塌陷
（3）率城云庄井田第四系厚度在1.04～43.77m

之间，场陷发育在第四系厚度小于15m地段的数量
约占整个期陷数的90??端陷与董层厚度的关泵见
图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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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崩

当号碰素 埚略量易产生 明说证例
或集中的部位

2）鳖屋较厚处塌陷并丰不产生的例证;
（1）想口煤矿】井田东南部胡家神堂一向家冲-

期家并一梧白墨系地层厚度近首正，产生了塌陷
<2》事然云庄并田放7孔第四系厚34。13m，青近

产生了塌陷

歇“ <》凡口铅锌矿瞳塘处第四系厚30事m，产生丁

叫盘阻检质为主兽例胃盘泉韵“
画
（4）水口山锌就白混冲锡陷，第四累厚约36m
（6）柏枋侧扩大烟陷，烟陷鳖层白壁系粉砂为、

禄质砂岩厚93.13m，见围8-8-4

堂层者性为秒、碱 在我园南方岩洺矿区，砂尿、砂砾层多分布子河 我国帽旁的秒、砾性土一般颗粒
性土处 溪两侧，在这些地段，塌陷比较密集，场陷形成也 大小混杂，分选性差，又砂、砾性

比较快 土黏裹力较粘性土小，故有利于誉

地，货陷容具产华
盖层岩石笛狗受到 坩随的蓝层量普遍的是由各类第四系松散地层组 这些岩石中同样存在孔镗、裂隙，

骇坏处也可铝产生场 成，隙此以外∶域府盖层还可策由下列管况下的基 出石站构巳受破坏，或吸地松软，
陷 岩组成; 为带性、填陷的产生，狮供了必要

象 （1）成岩作用较接。胶绪不太紧密的第二系、白 条作。风化后的火成岩有时可成松
费 恶系湿质砂员岩，如水口山铅钟矿、柏坊铜矿、恩 散状，白轻累，第三振砂页岩再风

口煤矿、顾家台铁矿的塌陷 化和遇水后易崩解的节性，为塌睁
（?>呈应覆产出，受到严霍风化的火成岩，如阳客 的形嫩提供了有利条件。坚硬岩石

燕铁育、余华寺性矿的塌陷 作为象层均陷，其前频胀件是其嘘
〈3）被节理、裂隙分翻、岩石整体性受到破坏的 体性被裂确分部。而且要求其下基

坚颈岩石，如鸭公塘铅锌矿茶子园塌陷  底开口岩溶的尺寸较大

咀塔下类售卷罐刻效形成的始下水“话载为主导限青参刻的表律
兹潜田道详曾脊 全园岩溶矿区所有人为塌陷备发生予抽、排水形 只有在油、搪水影响范菌之内，

的影响范围以内 响半径以内。例如∶下列犷区弃菜一时期抽、镁水 当省带含水层水位低于盏层水位至
的影响当轻和栅陷影响半径教值（m）分别为∶大 一定程度后。地下水才具有足以引
的煤背950、800;桥头河煤矿10100、100001酒顶 起遇陷的袖蚀程度。房然条件下有
解锌矿3500、1800;石菜钢矿4900、4960;乐华锰 时也产生塌陷，但其形成过程极级
矿8000，4500;凡口瓷锌矿2900、2900;凡口矿区 慢，发生的频度极低。相对于抽、
排水影单花腔与场陷 影响范 因的 类 系 见 图3- 拉水引起的埋陷。其藿坏作用极小
8-5

岩溶矿区在抽、排水影响之外，极少有塌陷的记
？ 载，目前仅发驱几例，如鸭公精铅锌犷在距矿区西

矿 南约3km的九姑庭附近的娟 踏 和1986年 在矿 区 外
圆刘家坪产生的端随;丰越秦t四渐30m的5号烟 陷，
体等

糟水区爆略膳动较 多数矿区抽水时，由于降低后的动水位未达到含 氯层水位障至其顶板以下出现
强。承压区焉精活助 水层顶板以下或低于顶板的数值太小，形成的潜水 谱水区时，对警层加盲，搂蚀强度
较弱，崔并巷不严生 区整愿极有限时，填陷不易产生，一且抽水强度加 达到最大值，散爆陷活动最理烈∶
调陷 大，滑水区范脂扩展后，塌陷就强烈表蕊出米。例 在承压区，鳖层的潜蚀作用远小于

尊 增水区，因此爆陷产生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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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

胡→盟新 晶蹈最高产生 备 说 明等理焦中的醌位

（1）乐华智矿CK102孔轴水时，最大水位降低尺
6。455m，（最大流量87.971L/a）。水位杂降到基
岩颞醒，塌陷未产生。当放水试验时。最大水位降

低值达92.4Pm（最大放水量 905.5m/〕，形 成

丁较大的誉水区，墙陷就强烈抛产生
《2）石瓣照矿颞强阶段、群孔（三孔）抽水试验

甲，最大水位降骶仅3.2四（量大顺水量69L/s>，
水位来降到基着训面，隔庵没有产生。1969年9月
虿1970年3月晓干试验中，利用5～13自保井影抽
倉时，水位降低20～40m，调陷形威了潜水区，爆
陷话助便强烈表现出来

（8）顾家台恢矿主孔抽水时。第一降概水位降低
销7.11m（配量8534o3/>，水位仍高于基岩测插，

似丝下八很抬堆装水语奠的摊下本心语刻刘主导因隽装现的摸伟
规蹈产生E第二降程水 位 降低17，93m（痪 量

192m3/d）系，水位巳低于基必顶面，塌陷开裂
便产生

派压区场脂并事不产生的例证;
（1）水口山带锌矿1964年9月2日至1905年z 月

16日旅水试验期间，在曾家桥承压区范园内产生了
9个塌陷。当时的水位状布望图3-8-6
《2）率景云在四孔。在放水的第二日。其水 位

下降5.57皿，没有达到绵四系层底板，产生了埔脑
（3）丰城河酬CK30/1孔抽水，当水位降 至+7m

标高<第四系展底板标高＋6.402m>，此时仍为承
压状态，产生了27、14、15号等多个爆陷

（1）水口山铅锌矿在1964年放水试验前，矿并排混水我度突然加大 抽、糟水强度突然加大、特别是
时，酒隆易产生，且 水量很小，在将辽6年的期蕨内，风产生一个烟溪。 矿井大量突水时，在独、报水中心

塌陷程度加强 散水试验申，当放水最达220.Bm3/h，水位 降 低 及其附近都位，水力坡庭陡然增大。
29.27m时。塌陷敷量增多。1965年正式疏干，款冰 使偿蚀活动受到燕化，此时者具备
量增大为1350m3/h，蔬干需斗急剧扩大，地表塌 含适的地质条件，在温底层上部视
陷进一步加强，见贸3-8-6 疏干的岩溶空间晶形成压蓬，亦是
（2）凡口船锌矿在1985年12月19日突水前（渺水 激化调陷产生的因素

i小于1000m'/d）18天。墙陷期度仅为每 日0.各
个。矿并实水（瞬时突水置S00m3/》后。在2小
甜内，规模较大的增陷就立即产生，同时大量出
地面开裂，增首裂度增至每目3.73个。在饮复矿井
星烈排水别间，爆陷额度高达每日4.52个

《3）大广山铁矿基建开始于1976年;至1080年共
发生埚陷72个，其中21个发生于1980年矿井 夹 水
（突水量417血/b）一个月的期跟内

增陷多集中于柯床 （1）时花香制矿在水渐湾河宋及其网侧长约2km 这业部位地袭水潘入挡动较强，
及其两侧和地势低速 的河覆，产生爆陷数十个。（其中位于河床中的19 有精于强化盖层和弦能层的消饱作
部位 个。位乎河漫滩上的l1个），占漏陷统计时闻内读 用。此外河床及其丙犀砂、砾层发

矿场陷总数的一半以上 育，也是易产生塌陷的累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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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红尊图书 烟附量提产生 证N 氰中戚病中的部位

（2）大广山铁矿在1979年座1980年三次突水中共
产生增常70个，其中40?布在柯家沟河床两岸

（5）静录山纲矿从1979年至'983年，在青山河南

岸先后发生塌陷200多个，占该矿塌陷总数的大部分
（4）阳春碗铁矿塌陷主要分布在器石岗河南侧及

地势低沾的零田中

（5）思口煤矿共产生塌陷5000多个。其中3000岁
个分布在三条河谷及其两岸

<6）至目前为止，我国所有岩溶矿山，爆陷他大
多聚都分布在地势低洼都位，堤陷分布在山坡、特
别是山顶的为数报少。绑如凡口铅锌矿近2000个塌
陷，发生于新岭山坡的不足10个，水口山船锌矿
800个爆陷中；产于山坡、山顶的只有数个。溜顶
尊“近600个场陷中，都发生在地势低洼部位。地势
较高部位开裂多于塌陷

泉水（源于岩棉台 （1）煤炭坝煤矿在距矿区距离较远的上洋泉、下 泉水溢出部位盖层以下的基底
水层）量出部位踢陷 作泉，大城桥泉及沙水河畔的泉祥附近都发生了塌陷 层肯定存在开口的岩溶或裂露，而
得易产生 （2）铜形山铜矿井下某效水孔放水后仅十余分 且地下水酒动强烈，故烟阶易产生

辨，在距放水孔约40m处之果水溢出地段便隔线产
生增窄

塌陷频里在降顺时 （1）凡口铅锌矿坝粘固定因片而而增高，填平之 聋展土石经降唇湿润后，一方面
增高 烟购容易在降解后复活，在场路沿动稳定区，容易 增加除伏空洞上方土石的置量，另

再生新场断。1966年3月，在井下推水无异常的修 一方面使其力学强度降低。而用水
况下，场陷断度增加的情况见图8-8-7 垂直诊进又能增加潜蚀强度，加快
（2）半城云庄矿井经一个阶段放水后，水位早已 爆陷的产生，或使塌陷已经稳定的

降到盈屋以下，地面塌陷已处发展板缓慢状态，在 地区又出现新的场陷
此以启探时段，三次透自中，每次选举厅，地面塌
陷频度都增高

8.3.2.4 塌陷发展阶段的规律性
对于长期疏干排水的矿井而言，塌陷发展的高潮期，往往出现在矿山初朔疏干排水阶

段，而塌陷煅强烈的地段则位于这一阶段形成的潜水区。经过若干年后，位于这一区段的
场陷活动便日趋减弱而逐渐达到相对稳定阶段。从此以后，塌陷主要是随着矿井抽水影响
范围的扩展而向外发展。相对稳定只是针对矿井排水初期塌陷激烈活动的状况而言，因此
不能认为在那些地区不再产生塌陷。

例如凡口铅锌矿矿床疏干开始于1965年，至1985年底共产生塌陷1957个，其中大部分
塌陷产生于1969年以前矿床疏干的初期阶段，以后塌陷频度明显降低。据统计，1978年至
1985年平均每年只产生塌陷45个，在此8年期间，按平均数计算，总计才产生360个塌陷。

贵州水城向斜岩路盆地中，有10座深井抽取下石炭统石灰岩强含水层中的地下水，水位
降低10～20m，抽水量45000m2/d，由1966年至1977年，共产生地面塌陷420个，其中有
80??塌陷是在抽水初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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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2 泗顶铅锌矿塌陷分布图
1—上泥盆迹触县组灰岩（强含水）;2--上混盆统融县组灰岩<钢含水>;
3一含水层界线，4一280m自菠藕干平服;5一自流硫干平窿涌水点;

6一疏千造或的河宋据陷，7—岩将管道天窗;8～塔陪，
8一岩留澡陷井《发育在灰岩中》;10一岩溶管道〈发青在灰岩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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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3 丰戴云庄井田塌陷与壹层厚度关系示意图
1一松散益层;2一石灰岩基庭;3一静止水位;

4～淀干监坪;5一期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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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5 凡口矿区塌陷与地下水位降低关系图图3-8-4 柏坊铜矿爆洞地质剖面图
1一墙随前基蕊层水位，2一熔洞（gl2。78m 1一等降深嵌; 2一增陪分布区

以下为大型溶测要像〉;3~尴陷;Q一第四系土腔;
K一白墨莱红色泥质砂岩;Cz一中上石炭统豪

天酵白云股灰岩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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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6 水口山铅锌矿曾家桥坞陷区塌陷颜度围
1一爆陷盈层，2一期陷基感层;3一孩底层静止水位，

4→基庭层魂干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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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基底水位在大面积范围内降到顶板以下，经过一段端陷
的强烈活动以后，一方面盖层中的地下水得到了相当程度

陷[3

服间的疏干，潜蚀对盖层土石的作用强度便急剧降低∶另一方 魔
面当基底岩溶含水层水位继续往深都下降，特别是降到浅 （个/日）（m皿）

部岩溶发育带以下时，潜蚀在基底岩溶、裂隙中的活动使

大为降低。在浅部岩溶发育措地下水活动消 失后，其岩
雾溶、裂隙空间便容易被盖层迁移物堵塞，益层潜蚀程度也 ‘

.因此降低。 导
塌陷活动在某一区段进入相对稳定阶段之后，之所以

萄’名仍有塌陷产生的可能，是因为在这个阶段，还存在足以产

下龄 益生潜蚀而引起墙陷的地表水、"天降水及其它形式地表水的
活动。

度塔陷括动强烈发展期间，调陷分布比较密集的区段，
在覆盖型岩溶矿区●，当盖层厚度及其变化不大时（如凡 id

k10

口铅锌矿），出现在靠近疏干中心位置;当覆盖层厚度在 ，吧
如酱一“”

图3-8-7 凡口矿1963年靠近疏干漏斗中心较大，而矿区外醛显著变薄（如石蒸钢
3月降隔与地陷关系图

矿），或在埋藏型岩溶矿区●（如水口山铅锌矿以及我国南 1～塔陷频度曲线;2-降丽盖值

方许多煤矿），则出现在距疏干据斗中心较远的外围。因
靠近漏斗中心盏层较厚，退陷不易发展到地表;埋藏型岩溶矿区在漏斗中心则不具备塌陷
产生的双层结构。

8.3.3 埚陷的预测

竭陷预测方法分远期预测和近期预测。远期预测是根据矿区和区城的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条件进行的大厦积预测，预测期较长，它是矿区塌陷防治工作的基础，是矿区建设总
体布局的重要依据。近期预测是根据塌陷前显示的某些征兆，在小范围内对局 部 塌 陷进∶
行的预测，预测期较短，其作用虽不如前者大，但对减轻塌陷的危害也能起到 积 极 的作
用。

8.3.3.1 塌 陷的 远期 预 测
在岩溶矿区勘探的后期或在矿山着手设计、建设之前，必须对塌陷进行科学的远期预

测，并绘制出塌陷颈测分区图。根据目前的勘探技术和对塌陷的认识水平， 在远 期预测
中，要预测塌陷的具体位置是十分困难的，甚至可说是不可能的，但对塌陷的程度和可能
性进行分区预测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关健是必须熟悉和掌掘塌陷形成的基本条件、岩
溶矿区塌陷的基本规律，还要通过各种测试手段，查明预测矿区的地质、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条件，揭露矿区塌陷的内在矛盾。

具体说来，远期预测可大致通过以下程式进行。

● 覆篮型岩溶矿区系指矿区端陷的岩糖基底屋菌直接撤筛四系松散层覆董。
 境意型岩博矿区聚指婿硝的表浦基底层顶面直接被厚而瓶定的非可溶性基岩直接硬鳖，仅征地层摩起的感位

才豆技为第四系松散层源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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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靠掘和研究预测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

详细研究区域和矿区的地质条件。含水层岩溶发育特征，各种覆盖层岩性、结构、厚

度特征;确定是否具备产生塌陷的双层结构。如果具备这种双层结构，.则基本上可以肯定
在预测矿区具备了产生塌陷的基本条件。

2.确定矿床疏干排水影响范园
根据矿区具体的水文地质条件，预测矿床疏干、排水量大降 深时的 疏 干 漏 斗 边

界。
3.送分非塌陷区
根据最大降深时的疏干漏斗边界及边界以内双层销构和地下水活动的特征，划出如下

的非调陷区;
（1）最大降深时疏干、排水降落漏斗边界以外的跑区，
（2 ）最大降深时疏干、排水降落漏斗边界以内岩溶含水层直接出露、无第四系土层覆

盖的地区;
（3）最大降深时疏干、排水降落滑斗边界以内岩石结构未受到破坏、致密坚硬地层分

布的地区;
（4）最大降深时疏干、排水降燕漏斗以内，由于隔水的岩浆岩穿插，隔水层或隔水斯

层分布（经可掌工程圜定和抽水试验证实>形成的不受矿井疏干、排水 影响的 局 部 地
践

4。陷区的预测
（1）除去上述第（2）、{8）、（4）项所指地区以外，在最大疏干漏斗 以 内的其它地

区，均为可能的塌陷区。
（2 ）根据预测矿区最大降深时疏于漏斗以内各部位基底、盖层和地下水活动的特征，

参考塌陷分布规律表（表3-8-6），来进一步预测塌陷释度的分区。例如，在 寻水 断
层、破碎带两侧及它们的交叉处等岩溶较发育的部位;盖层较薄，以砂性土为主的那位;
河床两岸、地势较低部位及潜水区部位。等等，都可能是塌陷容易产生和发 育 枚 强 的地
段。往往在矿区的某一地段，可能同时出现上述几种加强场陷程度的因紧，如既位于导水
断层带附近，又处于河流两岸，还可能是砂性土为主的潜水分布区，因此其塌陷危险程度
就越高。但在岩溶不发育的部位，盖层较厚、以粘性土为主的部位，地势较高的山顶、山
脊部位及承压区部位，等等，都可能是塌陷较难产生和发育较弱的地段。在矿区的某一地
段，也可能同时出现上述几种减弱期陷程度的因素。同样，如果在某一地段场陷减弱的因
素越多，塌陷的可能性和塌陷程度就越低。

根据上述分析方法，就能在最大疏干降深时，琐干、排水降落漏斗范围里可能的塌陷区
内，再划分出诸如强烈塌陷区、中等塌陷区、轻度塌陷区等这样不同程度的分区。

利用上述类似的程式，还可以绘制不同开采阶段（不同标亮的水位降低）的塌陷预测
图。

8.3.3，2 调陷的近期预测
矿床疏干、排水以后，可利用场陷前出现的下列各种征兆来预测近期塌陷的产生∶
（1）地面已经出现弧形或环状开裂的地段，调洞可能即将产生;
（2）基底岩溶含水层水位下降时，被松散土层覆盖的泉水溢出和地表积水随之于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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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可能发生塌陷;

（3）基底岩溶含水层水位上升时，地表积水区出现臂泡、喷气的地段， 可能 发 生塌

，而陷
（4）观测孔中水位出现反常跳动，特别在水位突然升高较多时，在观测孔附近可能产

生塌陷;
（5）井下大量突水或水中泥砂含量陡然增高时，在塌陷预测图上预测的强烈塌陷区或

在距突水点不远的地面可能产生塌陷;

（6>在建筑物墙楼上挂线观测，当发现建筑物墙壁倾斜，或在建筑物培壁和地面突然

出现较多、较宽裂隙时，该建筑物及其附近可能即将产生塌陷;
（7）在伴随塌陷产生轻微地震的矿区，还可用地震仪观测来预测即将 发 生 塌陷 的地

段。

8.4 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勘察要求

近二十余年来，随着岩溶充水矿床的不断开发，地面塌陷对矿山建设的危 害日趋严
重。一些矿山在基建和生产过程中。不断出观遇陷危及工和民用建、构筑物安全的恶性
事例，轻者造成大量投资的损失，重者威胁矿山的正常生产。因此岩溶塌陷的工程地质评
价，已愈来为人们所重视。据不完全统计，仅湖南、猢北、江西三省，目前就有九处岩溶
充水的金属矿山已经或可能要进行专门的岩维塌陷工程地质勘察工作，见表3～8→7。

8.4。1 地面域陷工程地质勤察的特点

（1>岩溶矿区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勘察是在地质勘探工作基础上，在砂区或区城某一局
部小范围内。针对具体的单项任务或工程的勘察要求、通过必要的勘察手段，来进一步评
价和预测该范围内塌陷的属性及其对建、构筑物稳定性的影响。

（2）岩溶矿区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勘察，应对勘察范围内各地毁均作出具体、详细的评
价和预测，要求在该范围内，作出塌陷对已建或待建的建、构筑物稳定性 影响 的 明确结
论，并提出防止塌陷对建、构筑物破坏的具体建议。因此，其工作深度远远超过地质勘探
阶段。但是，地质勘探阶段对遍陷的研究是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做察的基础，而后者则是对
前者的进一步认识和深化。

（3）岩溶矿区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勘察，除了要详细了解和研究盖层土、岩的岩性、摩
度及其工程力学性质外，还必须在全面收集矿区和区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资 料的基础
上，通过较多的勘测、试验工程量，以掌握基底岩榕发育及其充填情况，同时还应通过对
矿坑排水人工渗流场的模拟试验，以揭震和预测在矿坑排水影响下，勘察范围内塌陷产生
的可能性、退陷程度及其对已建和待建的建，构筑物址基稳定性的影响。因此，岩溶矿区
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勘察的难度和所需投入的测试工程量，比非岩辩塌陷矿区要大。

8.4.2 需要述行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勤案的几种情况

岩液堵陷矿区虽在地质勘探阶段按《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普查勘探规 范》对 埚 陷
作了勘探和评价，但由于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只能从宏观上进行塌陷的分区预测，而对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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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3-8-7部分矿山誉净塌腐专门工稷地质誉素实创衰

矿区地质 工程地质矿山接建和生产时期产
矿山名称 当潮场脑工租地激触熙甚解决的主要箱最

螯横薯沿韵辣密湿 生墙咳的情况

巴进行工程潮快才 尊酷盛 （1）选矿主厂磨、棣缩施、檐矿仓等工业猫建财期，赴道突水 量 为

熟莓闽够燃与民用建（抑>筑物的誉定性评价250μ>/k，产生了10个场洞，
工作（2）机修、机电、佛造及热处疆车阀的稳善温淘橡”常

总性悟价
（3）特建 8号浓略地及度水处理聂结基础

稳定性评份

网 鸿大广山铁 璐建时期，密遗突水量为 （2）四个村警民房的缘定性评价、矿区附上 小’
近的土地赔楼450m/b，产生了74个烦谓核

（2>接路及站场的腹定性评价

<3）尾旷坝、尾旷啤蓝库条养的工表地质
评价

国 上网 6号皮带辉，原背粮及铁山至夏乡快略经余华寺铁 基建时期，卷道奥水 量为人’
过矿山段的稳定性评价、材落民房的稳定性482m'/b，产生了10多个炳洞
评价

上同上 置昌至大冶铁蹄干舰经过矿区一段的糖定网 新井测进过爱中 突 然 湘小广山铁
性评价富 水，'鲍面产生了坐形

网上 矿山生活区民用建筑物的雅您性评价，预商 卷盖类水量为834m'/b， 卜’当吕易
翻场陷范倒、土地脑偿树题《 地■产生了塌测和开裂

上上田 民县城村镇房屋的穆定性评价等河颠宝山炯矿
准备进行阿 深邵开采的着溶攀廉减测董沙理帖 人 工程地爱胎锌矿 *E ，

上同矿区附近工成业设施的稳定性评价、村镇网乐华蜜矿 势下放水1000m/h时，产人’ 600户居民的身匮搬迁等闻基生了102个塌随传最远墙洞距
试验中心4.5k血

今后可能县短房【墙定性评价、土地藏槎网幅上部露天开采巳基建 腾石头喷制 要进行工程快矿 离，尚失产生圾散，但矿区
地质粉寨胸上 具备塌陷的双熙结抑。今后

寓锦省箭含水层后，编脑可
能产生

注∶1.表内所列各矿山的贴探工作均系1987每以前尧成的，因此仍沿用1987年3月21日以配规定的矿产尚套工作阶
裂划分名称。

2.此表引自《水文地质工腥地质》1985年郊五票气老海充水矿床地西场陷的工理地质额察工作试圾"一文。

区和区域工农业设施、民用建筑物的稳定性，尚不能逐一进行全面而可靠的评价。因此遭
常在下列情况下，都应进行地面塌陷的工程地质勘察，

（1）在地质勘振报告中划定的塌陷区和可能的墙陷区内，由于总图布置需要，拟建选
矿厂、卷扬机房、空压机房、机修厂、尾矿坝等重要建、构筑物时;

（2）在地质断探报告划定的幅陷区、可疑的安全区存在已建的重要厂膀、大中型水
坝、主干铁路、城镇等重要建、构筑物等，为了进一步详纲评价其在矿井疏干、排水影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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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稳定性，并按照不同影响程度来制定不同的处理措施时;
（3）当确定将矿区河流改至非爆陷区、或拟建重要的防洪堤坝以及其它 地面 防水工

程，为了确定合适的改柯和坝轴线时;
（4）在地质勘探未划定、而在矿山生产过程中发现由于岩浆岩体、隔水构造的存在可

能不受矿井疏干、排水影响的新的非塌陷区，当在此区内拟建新的重要建、构筑物，但对

这些隔水体的控制工程不足、或论证此区为非塌陷区的根据不充分时。
此外，在下列特殊情况下，也可能需要进行塌陷的工程地质勘察;

（1）经过疏干排水证实，在地质勘探阶段划定的塌焰区和非每陷区存在重大问题。对

已建和待建的重要建、构筑物的稳定性有严重影响时

（2）地质勒探阶段没有对矿区塌陷进行任何工作和研究，而矿区又存在塌陷产生的双
层结构和有利于潜蚀的地下水活动条件时;

（3）矿山开采外延和深延至原勘探范围以外，塌陷分布超越原来预测的范围，并对已
建或待建的重要建、构筑物稳定性有较大影响时;

（4）新发现待开采的矿体分布于与原岩溶含水层无水力联系的另一岩溶含水层（或果
动后要触及这一含水层），或待开采的矿体穿过原有的隔水层（或采动后要破坏这一隔水层
的隔水性），而可能引起另一岩溶含水层或同一含水层在隔水层另一侧分布地段产生塌陷
时。

上述特殊情况下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勤察任务，基本上都应属于地质勤探阶段任务的范
畴，但由于各种原因，使这些问题遗留下来。对于这类矿区，塌陷的工程地质勘察任务比
较繁重，既有较大范围内"面"上分区总体评价和预测的任务，又有在具体工程分布"点"
上详细确切评价和预测的任务。

8.4.3 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勤察的主纹术票求

岩糖矿区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勘察需解决的问题，是在矿山疏于、排水特定条件下而产
生的工程地质问题。因此勘察的方法、手段及主要技术要求，都必须根据这一特定条件进
行选择和确定。目前尚无专门的勘寨规范可遵循，现根据有限的实贱经验，提出如下主要
要求，以供参考。

8.4.3.1 勤察方法和手段

由于岩溶矿区烟陷受地质、构造、岩瘤发育规律、覆盖层特征和地下水动力条件等多
种因素控制，且要求工程地质勘察对拗察区内地基的稳定性作出明确评价，因此，必须采
用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物探以及在水文地质试验中的地面移动观测薄综合研究的
方法，道过地质和工程地质测绘、地质钻操、钻孔简易水文地质观测、水文地质试验、各
种有效的物探测试等主要技术手致来获取并研究勘察区塌陷的资料。这些资料客观上能起
到互相验证和互为补充的作用。经过分析研究以后，便能使勘察成果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可
靠性，从而达到应有的工程地质劫察程度要求。

8.4.3，2 抽水试验
疏干排水引起的地下水动力条件的急剧改变，是塌陷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一

般情况下，在墩察区应使用抽永试验手段，尽可能加大降深以形成与矿山疏于排水相似的
人工渗流场，以便在这种特定条件下，研究塌陷产生的可能性及规律。条件允许时，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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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的水位降低值应力求达到疏干排水时在勘察区形成的预计水位降低值。当勘察区靠近
.矿区疏干排水的疏干漏斗中心难于达到上述要求时，水位降低后的动水位，至少也应降到
岩榕含水层顶面以下若干燥度，以使整个勘察范围都基本上处于潜水区。为有利于暴露勘

察区塌陷的矛盾，抽水试验最好由最大降程开始。如无其它水文跑质方面的要求，宜把抽
水试验的延续时间加长，并作一次降程试验。有时在勘察区存在已建的重要建、构筑物和居
民区时，考虑抽水试验问题应特别慎重。若通过其它方面的分析，亦能作出可靠的结论
时，可以不做试验。对于必须进行抽水试验时，其水位降低值原则上也应达到上述要求。
但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以保证既能达到试验的技术要求，又能保证勘察区内人员的
安全和生产的正常进行。

8.4.3.3  站探工程布置
在布置钻探工程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在工程地质勘察设计之前，应注意收集矿区地质勘探阶段的钻探工程及其它有关

资料；当勒察区已有重要建、构筑物时，还应收集这些工程的存档工程地质资料，以达到
节省钻探工程量的目的； 一汽

100（2）当勘察区已存在建、构筑物时，钻探工程仍应力求按网布置，但同时应兼顺控制
建、构筑物的轮廓和有重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意义的地段；

（3）根据岩漆矿区塌陷主要受浅部岩溶控制的特点，钻探深度一般应揭露浅部岩溶
带，同时也应有少量深孔揭露和控制勘察区强岩溶发育带下限。

8.4.3.4 钻孔筒J/水文地质观测
对勘察区可喜岩岩稀发育规律的研究，是岩溶填陷矿区工程地质评价的基础，而在钻

进过程中，系统地进行钻孔筒易水文观测，仍是研究岩溶发育规律的基本手段之一。因此
在可溶岩的钻进施工中，必须保证一定的岩心采取率，注意岩心检查和编录工作，测定钻
进过程中的冲洗液消耗量、漏水和涌水部位，以及下钻前、停钻后的孔内水位变动情况

' 等，特别要注意钻进过程中的钻具突然陷落的起止位置，并采取岩溶充填物质。钻进结束
后要综合简易水文地质观测中取得的实际数据和资料，编制相应的图表和曲线，以作为研
究勘察区岩溶发育规律的重要基础资料。福

8.4.3.5  物探方法的应用
在岩溶矿区塌陷的工程地质勘察中，物探作为钻探的一种辅助手段，已被广泛应用，

并取得了愈来愈明显的技术经济效果。例如电测深和电测创面的方法被用来确定第四系土
层的厚度，在大广山铁矿、乐华锰矿、铜山岭铜矿等矿山得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又如钻孔
无线电波透视和声波探测被用来探测岩溶含水层中溶洞的发育情况，在程潮铁矿、水口山
铅锌矿等矿山，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这两种物探方法，在勘察区内已存在建、构筑物
的条件下使用最为理想，因勘察区内建、构筑物分布密度大，钻孔只能在其周边布置，而
中间部位则可通过交叉透视的方法予以解决。

8.4.4  地面塌陷工程地质勘察实例
为了具体说明岩溶坝陷工程地质勘察的方法、内容、探度等要求，现以程精铁矿为例介绍如下。
8.4.4.7  矿区水文增质条件售况
程度供矿为砂卡岩型矿床，矿体产于燕山荆斑状花岗岩与中三叠统嘉陵江组碳酸盐岩接触带中，斑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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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岗岩为矿体底板，痛酸江组为矿体顶板，由厚层状变质白云质大理岩、白云石大理将及大理岩组成。岩
层走间北西～南东，颅向南西，岩溶发育。其上为上三叠统蒲折群及侏罗系砂页岩覆盏。矿区内尚有闪长
岩呈岩脉状侵入大理岩中，靠近矿体附近，垦超覆状产出，岩石风化强烈，原岩结构已受破坏。区内第四
系有残积、被积、冲积和洪积层，多呈交储分布，上部为粘性土，下部为砂砾层，厚度一般5～12m，局

部可达15～20m。矿区典型制面见图3-8-8，

一页

党承赢

群公量物 柱临，

材贷

与
∶现o

ryi/
主 - 7w

2
邮

图3-8-8 石潮铁矿西区典型地质剖面图
①一人工培土;②一松性土;③一砂源层;④一将测;⑤-含矿带，

T，—上三叠统着折群砂页岩）Tn一中兰叠饺率酸江组大理岩;δ一网长岩;Y一龙尚岩;
8μ一将脉;1>、』∶等一工程地质杀件分区编号

8.4.4.2 工程地质勤窦问题的提出和任务
1958年开始在东区基建，1988年建成年产原矿150万t的地下开采矿山。矿山设计时，根据总图 布置

的需要，将湘应规祺的选游厂及精矿运输铁路，机修车间及一些民用建筑布置于西区。
东区矿井排水后，在大理岩分布带1700m长度内，产生地面开裂。埔陷、沉降十多处，坝陷最大宜径

40m。但由于东、西区之间在第23～37号勘探级被一较大规模的闪长岩者墙阻隔，因此东区矿井疏 干排
水未引起西区水位的降低，从而邀面塌陷的分布也仅限于东区。但在东区崖设后，经西区地质勘探证实，
矿体的分布已延至西区，这就提出了一旦求区矿体开采绪京，西区矿体接替开采时，地面烟陷在整个西区
的预测、特别是塌陷对西区已建的重要筵、构筑物稳定性影响的评价问题。为此，开展了该矿西区岩溶塌
陷工程地质制察。

勘察范围分重点区和一般区，其面祺分别为0.055和0.23km2。其任务是对重点区内的主要工业构筑
物，作出在西区矿井真干排水影响下的稳定性评价，提出是否搬迁或采取其它安全处 里措施的明确结论;
对一般鞠察区，需查明大理岩的晨布范图，并就已掌握的水文地质资料，作出地下水疏干排水时地表廉定
性的初步评价。

8.4.4.3 勤癫工作
1.工租地质测绘

一般勘察区比例尺为1t1000，测绘面积1km2;重点勘察区比例尺为1 1500，测绘面积为0.055km22。
2.钻探工程量

共施工89个钻孔，其中用以控制浅部岩指带的钻孔占50??其孔深40～60m，揭露大理岩 深度40～



1570 第三篇 矿山防治

50m;深孔占4??祝深为100~200m;其余浅孔深度为10~30m，用以控制浅诏大理岩界袋。以上总计
进尺2806血。 ..-

3.水文地质试建 ，唯叶

共钻进水文地质难测抗36个，注永试验1孔1段，抽永试验2孔3段，最犬水位降源为 20.86四。在
为水试验期间进行了经纬仪增面沉鼻观测。

4.物探工作
壳成的物探工作量计有∶钻孔无戟电波透视17对孔、共27条观测曲蝎、45B个物操点;钻孔声被避视

8对孔;地震制面2条∶漏度示踪和同位素示晾观测共1272个观测点。

5。水样、土样分析试验
共完成水样分析2 件，土神物理力学试验14件。

8.4.4.4调癫咸属
胡了拗察区内各种填层在平面上的加相、凤化程度及深度∶在明了第四系岩性，厚度、物理力学性

质;查阴了浅部岩籍发育及充填情况。逼过对西区矿井疏干撑水人工渗意场的模拟并储合上述资料，提示
和预测了期陷对矿区地面稳定性影响的程度（场陷的分区预测见图3-8-8 丹表3一8-8）。

‘。
?》协7

1v像 占。
化e05

“

困3-8-9 糕潮快矿西区工瘤瑰质分区图
1～1号浓缘德;2一2号脓懒池，Ⅰ。～i一安全区;】。~一相对橡宠区

【～y沉降变形区;胃。～b一危险区，T，一孙页登∶
Tx大现岩;γ一花岗将∶b~N长着∶Fe-SK一砂卡者

在取得上述成果的同时，并对重点物察区各建、构筑物的稳定性和处理措施作出了如下明确结论。
（1）选矿厂主厂房，包括球蘑车间、过越车间、浮选车间及运输皮带走廓等建、构筑物，它们的基础

都虚幕在花岗岩上，属安全区或相对稳定区地表不☆产生域脆，不需搬迁。
（2）精矿仓及附属皮带运输通廊等构筑物，其基础亦座落在安全区花岗岩上，基础精定，地表不会产

生圾陷，不需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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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浓墙池及局图辅助设施，包括两座浓缩池，一座尾矿泵房、一座循环泵房。这些建、构筑物分布
于沉降变形区】。内，该区基底岩石为大理岩，虽风化破碎，裂隙、粉溶发商，但被粘土物质充填，渗透
性差，一般不会产生塌陷，但可德出现沉降和开婴。其变形规摸不会太大。1号浓绪池可能发生角度很小

的顿斜，但不致影响上部运转部分的结构，2号浓练池也可能发生颅斜，倾制角将软前着大，可能影响其

正常运转;砂聚房为一直径7m的混凝土总体圆简，下部多础基岩为大理岩，如发生沉降，将是相对均匀
的，对其稳定影响不大;循环泵站及水池等处，构筑物基础或堆壁将出现开裂，安全作业将受到影响。

（4）通往精矿仓的铁路，其下伏基岩为闪长岩、大理岩和花岗岩。主要地殷处在沉降变形区置。和危
险区置;地带，工程地质来件较差，局部地段可能产生坝洞及沉降。为此建议在西区施干、排水阶段加强

规测，严格控制火车运行，出现问题后立即处理。但该区已产生的塌洞、沉降规模不会太大，容易处班，
对铁路迟输不会有驶大的影响。

（5）筹造车间、风动车间、热处理车间、仓库等建、构筑物，地处安全区Ⅰ及相对稳定区Ⅰ。西区
遮干、排水时对其稳定性影响很小;辙压车何、铆焊车间、办公室、仓库等建、构筑物地处沉降变形区工。
内，区内将出现不均匀沉降、开裂;机修车间、电器车阔及仓岸等建、构筑物处在危险区置，内，其稳定
性较整，可能在局部地段出现塌陷。因这些建、构筑物位于世点蔚察区之外，建议进行补充勒察后，对其
穆定性再作进一步评价。

8.5 地面塌陷的防治

8.5.1 规箔附治的基本要求

作好岩溶矿区地面埔陷的防治工作，是提高矿山设计质量、保障矿山建设效果的重要

因素。要作好地面塌陷的防治，必须在掌握矿区和区域塌陷规律的前提下，对塌陷作出科
学的评价和预测。

在地质黏探阶段，应该作断矿床疏于排水后地面塌陷可能性、竭陷程度、分布范围及
其对开采影响的绪论，同时要提交矿区和区域塌陷预测图;在境陷的工程地质勘察阶段，
要在指定的勒察区内，对以上诸方面的问题作出更确切的进一步评价和预测，同时明确指
出墙陷对该范围内已建和待建的建、构筑物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并提出具体处理措施的建
议。

在岩溶塌陷矿区开展矿山设计之前，应当仔细、认真分析以上塌陷评价和预测资料，
判断其纯论和报据是否可影，能否作为设计的依据。然后再结合矿山建设各方面的设计要
求，并配合其它专业，来衡量竭陷对矿床开采、总图布置和其它工程设计的具体影响，并
考虑能否提出在确保矿山建设所要求的经济效益和安全生产的条件下，克服塌陷危害的可
掌处理携施。为此要特别注意如下两点，

岩禧塌陷矿区附近是否存在地表水体，在疏干排水后，塌陷是否会发展到水域区。在
这一情况发生后，地表水对矿山的危害程度如何，矿区河溪是否存在将其改道至非塌陷区
的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一条件，采用其它治理措施后，能否保证矿山的安全开采。

当矿区及区域存在已建重要工广、大中型水库、国家主干铁账、居民集中的城镇建筑
群时，要十分认真、任细地研究矿床疏干排水后，塌陷对这些建、构筑物的安全是否具有
戴胁，成胁的严重程度，设计能否制定出消除这些威胁的可靠措施。

如对以上塌陷防治中量重要的两点，在设计中考虑欠周或处理不当，就可能给矿山建
设带来严重困难;对小型矿山或盈利不大的矿山，则可能因此被迫下马而造成投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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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潮铁矿百区爆

区安 财稻全 睡
项 专 I. I.I.I.

勒寡区真郁及哲南勒客区北部山坡。 一般微察区北部山重点前路区14剃部位置及地形地貌将征
部山坡丘陵地饼山顶地带 坡地带（拆高48m以熊以末山坡及黄冈地

上）带

蜜粘土夹斑石至粘土夹碎石里躺土夹碎石 性当 至粘土夹铆石

集
1~5算度（m） 0.5~6 0~2一箭1~5回

11
维厚5~12

账
(1,8~2,0)×105(1,8~2.2)×105卷件承载力（Pa） (1,B~2,2)×10* (1.8~2.2)×1**

快矿，下都大理署.食矿砂卡岩风化膜砂岩减灭岩花岗岩下伏绀石名称

舍水微弱，则郁可法都会少 设 验 院 自岩路水浅部含风化裂隙 岩海发育情况及胃
视为隔水层水，隔水屋石富水湿度 水，水量貌小，筋水

水 片
文

40以下J4~380 43~47 40~15地下水位标高〔四）

0.0009单位满水量（L/s·m）类
#

0.022准近系数（m/d）

土状、砂状，一般 块状，砂状3~5泥土状25～95砂状，碎块状全风化程序及课程

清石风化湿度
为3～8般为1～3(m)

破碎状，10~15眩阵、块状+10~裂隙状，岩石破碎， 块状。10～12半风化程度及深度
163～10(m)

无建筑卿唐矿车国东瑞及逸部分机电车阀建筑选修厂、主厂员、地炭主要建坑街
矿厂部分厂房物、快照智矿色、部分铁路、

水沟等

地下水戴于时，一熟下水瞧干时，不 地下水扇干时，墙地下水疏干时，不分区增陷预测
般不会产生增隔表不会产生尴激发会产生绿陷会产业塌陷

形

能够教育出教好建筑物黄绿定性良 国家物券定性较好建筑物聊定栏院好治踏 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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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了-8-8陷 分 区 预 测 表

危定 区险区 沉 降 变 形 区

岁。 贯。国。” I。
的鼎区宗侧及声制 1脑察经东商方向的察区中部及11一 3一10韵宗辑之间低p-1A勘察能之闻

注地 低准地带津地带津地中海15助燃规之简的坡脚

始带
钻土及 沙系石哮载出 学橡训重粘土举砾石 重粘土显粘士、要帖士、 砂砾石

亚贴土、 轻亚粘土 轻亚粕土帮土、轻 粘土、轻
轻亚精土 亚粘土 亚粘土

5～8 3～自 5～10 5~76～男5~胃”4～84~70~～4

(1.5~2.0) KL,8～2.0) (1.8～2.o) 1,8～2.0>2。⑧x10' i（L8一2.>-2,0×1o' 1,8×10s2,0×10' 1.×105×105×10$ x 105义出”×105

大理岩闪长浴 大观岩上部为厚度较蕉的 上部为题覆的网长
闪长岩，下都为大理 岩，下郁为大理岩。局

岩 部出 "天窗"

闪长岩含裂隙水，岩溶发育，乡被充浅展含少量 要除 岩幕发育。高水性中 岩存较发育，富水
水，下摇为隔水层 填，上部含水骏孵 性教或大理省含岩蕾水。和

互之间有水力联累

8～39 28 58嵩 38~40

02119 0.179

0.308 0,5198
土状、砂状，5～8 土软∶3～8混土状，25～85 土软，2～3

破碎状，10～15 狭状。16破碎状，L0～15敬部状，10～15 碳碑状，8～12

浓缩泡、砂泵房。敬电车周部分建筑 贪堂、铁路，水汕等铁路及机电车阀部 机电车周部分遮筑

物分理筑帽物及矿区生 活 区 宿恢路等
台、铁储等

地下水硫子时。局地下水疏千时，地 尾都地段可微会产生地下水慕干时，局 降部地段可能会产
表不会产生增陷及变 烟陷改沉降福拉反可能产生枳廊 孝地段可能 产生沉 生相陷戚沉降
形 降，假规歉较 里。区

小

建篱物2定性较好 局部地段需作灶理出现沉障地段需作 处在重点歌解 区需作处理取建筑物薇
处理 外，雷指补充黏赛工费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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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塌陷的成因、形成的基本规律的研究和塌陷防治措施的实践经验尚不充分，塌
陷的防治技尤也很不成熟。、还未能找到根治的方法，但可将塔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

塌陷程度减轻，危害程度减弱。根据我国岩膏增陷矿山的建设经验，以采取早期预测、预

防为主、治理为辅，防治相结合的办法为宜。在早期预测后，采取预防撒施是十 分 重要

的;当矿山疏干排水期陷产生后，还必须采取各种有效的治理措旅。
由于地南堤陷受地形、地貌、地质、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等多种因素控制，因此

在处理方法上，一般应采取练合的防治措施。

8.5.2 塌陷前纳预防措能

在塌陷产生前，可根据矿区域陷预测成果，采取如下预防措施、以防止或减轻其对矿
山建设的危膏。

8.5.2.】 食理安排矿山建设总体布局
矿山建设总体布局，决定着各生产环节重要建、构筑物的位置，一经施工，发生问题

后再重新变更，不仅会使矿山各生产环节的配合失去仓理性，而且还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和
很坏的影响。因此。在这类矿山设计考虑其总体布局时，各专业必须密切配合，才能使制
定的总图方案既能保征各环节生产协调配合的需要，又组保证各建、构筑前的稳定性。一
般情况下，考虑到深基确处理投资大、施工复杂，岩棺塌陷矿区总图布置时，在经济合理
的条件下，往往采取如下处理原则∶将不严格受地域影响和对生产起关键作用的重要羹、
构筑物都尽量设量在不受端陷影响的安全区;面严格受区域影响的构筑物，则不得不设在
符合矿山生产要求的爆陷区内，但膏侬据构筑物对生产影响的重要程度、该地段预测的爆
陷程度和地基工程地质条件，作不同的地基处理，以保证各类构筑物相 应要 求 的 安 全
性。

例如凡口铅锌矿设计时。总体布局就充分估计了矿床疏干、排水后爆陷的严重程度，
将一些影响生产和安全的重要建、构筑物如选矿厂、机套厂、汽修厂、矿区总变电所及居
民区等都布置在距矿区不远的非遇陷区。由于选矿厂放置在安全区，同时也解决了由矿区
通往外部铁廉略基的稳定性问题。对生产要求必须置于场陷区而又不容移动或不容远移的
构筑物，则针对不同情况，采取如下一些地基特殊处理措施。

（1）主井、副井利用井简的钢筋混凝土井颈作井塔基商，井塔和井颈之间用钢筋混凝
土侧圆锥亮体结构联销，提升果用多绳卷扬，提升机及其电控设备量于井堆上，避免了一
毅提升的卷扬机房基础处理困难，同时又利用了井塔的荷重来平衡土层遵陷或错动时产生
的擅力。

（2）压风机房位置不宜距井口太运，选择在附近土层极穗的凡口河招岸。蒸础采用表
土开挖，使大平板整体基础落在基底岩石上。

（3）主井至选厂间填陷区矿石的运辖方式采用架空索道。蒙道支架基础采用沉井或爆
被桩施工，接薯于基岩上。

（《）高压配电室及索道装矿站无重型设备，位于塌陷可能发生的狮岭山坡。总图布置
时尽量使二者靠近，采用长粱、大平板基础。即使出现直径为1～5m的塌陷，也能保证
构筑钩的稳定和设备的运转不致受影响。

（5）将风井的风道建成长梁式，其一端嵌入稳同的铜筋混凝土井颈上。周风机费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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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道长梁为基础。
（日）胶结充填搅拌樱和立式砂仓充填站位于表土较厚处。采用浅井、沉井方法挖至新

岩，使钢筋混凝土基础锚固其上，将立式砂仓和建筑物通过挑梁落于钢筋混凝土基础。
（7）一般建筑物如钢筋预制糊、材料库、仓库等，采用钢筋混凝土圈梁作基础，使用砖

柱或钢柱、木屋架或钢屋架、石棉瓦等轻型屋面，以使地基下沉时易于处理。
通过该矿二十多年疏干排水强烈塌陷的严重考验，上述各建、构筑物的稳定性及设备

的正常运转未受到丝毫影响，保证了矿山生产的正常进行。
8.5.2.2 河流政增引流
我国南方降雨量大，水燕发育，有相当多的岩溶充水矿床附近都有河流、水溪分布。

这些河溪一般流量不一定大，但洪水期流量猛增，易造成洪水泛道，而矿山 廉干、排水
时，又多在地势低注的水系及其洪泛区产生期陷，甚至发展成为塌陷群，常 引起 河水骨
灌，对矿井构成严重威胁。矿山设计时，对矿井安全威胁极大的河溪，在技术上可能、经
济上合理的条件下，应将其改道引至非塌陷区，以彻底消除河水通过塌陷对矿井的威胁。
而对那些暂时还难以背定其威胁程度的河溪，则可待矿井疏于堤陷以后，视塌陷的具体情
况采取其它措施去处理。

8.5.2.7 像建调洪水库

当矿区河蔬漉经塌陷区，对剪井威胁严重，但地形条件不利于河流改道，可考虑往矿
区河流上游修建调洪水库。通常这种防洪措施牵涉面广、工程投资大，因此应通过详细技
术经济比较确定。

8.5.2，4 修筑特厚防洪境
我国南方一些岩溶矿区附近，有的分布着大型溯泊，如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铜矿、铁矿

区。在这类矿区，拱水期水城便逼近开采部位，湖底塌陷后，就可能严重威胁矿井安全。
由于受地质条件的限制，堤坝轴线位置多无法选择在不烟陷的稳定地基上，修筑一般的防
洪提又不能可靠地保证防洪堤的稳定性。如整体开挖堤下松散层，因土层厚度较大，工程
十分艰巨。这类矿山在露天开采条件下，可考虑将露天剥离的粘性土作堆堤材料，尽量加
大堤的宽度（例如增大到50m以上）。这样，相对于一般防洪堤而言，便增加了抵抗地陷
的能力，同时一旦在堤下出现规模不大的塬陷时，也可为抢救工作提供较好的条件。

8.5.2.5 经制地下水位下降速度和防业实然汤水
矿井突然涌水或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时，地面塌陷程度和规模将增大许多，因此在矿山

基建和生产期间，应当采取措施防止这一情况的产生。
以静储量为主、岩溶比较发育、富水性不强的岩痛充水矿床，一般不采取正规预先疏

干措施。对此类矿床，在基建一开始，就应采取措施防止井巷掘进过程中的突然额水，同
时控制矿井涌水量，使静储量在比较长的期限内较均匀的排除。如大广山铁矿、铜山岭倾
矿等，这些矿山涌水量都不大，在矿山基建过程中，虽然经过2～3年排水，由于涌水量
小、水位降低缓慢，并未出现地面埋陷。但在矿井突然涌水时，尽管突 然 涌水量并不太
大，却引起了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地面产生了较大范围的期陷。

以动流量为主、岩溶发育、富水性强的岩蕃充水矿床，虽然一般都采取 预 先疏 干措
施，但也存在突然涌水的可能性，因此在基建初期，也应来取预防措施。此外还可按廉采
矿对水位障低的耍求，拟定合适的颈干进度，以控制基建期间地下水位的下降速度，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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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地下水位大幅度频繁升降。

8.5.2.6 建造酚渗鞭喜
有条件建立注浆防渗帷幕的岩言充水矿床，采用防渗帷痛既能防止被保护的开采区充

水或大量的减少采区涌水量，又能防止或减轻地面塌陷的程度。目前国内已施工的注浆防
渗帷幕主要是用于防治矿井溯水，而对个别涌水量不大、地面塌陷危 害 严重 的矿山，则
主要是为了防止地周塌陷，保护矿山工业与民用建筑物的安全。

由于防渗帷幕工程量大，而且必须具备建幕的边界条件，因此采用构筑防渗帷幕的方
法防止或减轻地面塌路时，要求有相当好的堵水效果，才不致引起幕外地下水 位明显下
降。为此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以保证堵水方案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以期达到建幕
的目的。

8.5.2.7 墩富浅部卷德遇道
地下水只有通过浅部岩瘠通道，才能把上覆盖层颗粒迁往它处，没有这样的岩溶裂隙

通道，地下水流将难以发择其渗蚀淘空作用。因此，绪塞浅部岩谱通道，将能有效地防止
地面塌陷的产生。浅高岩蒋可采用物探、钻探等手段探查，堵裹的办法可采用水 泥 法浆
法。

8.5.2.8 建立地面塌陷监测网
地面塌陷监测是为了掌握在矿床疏干排水时，地面产生沉降、开裂及塌陷的情况，藉

以揭示矿区地面塌陷产生的规律，从而为塌陷的进一步预测和防治提供依据。监测网（点>
布设的一般原则及观测内容和要求如下。

1。观测网（点）布设原则
（1>在塌陷的预测区及可疑的预测区内，均应考虑布设观测网点;
（2）对督时不能搬迁的工农业设施（工业建筑物、铁路、桥梁、堤坝等），分别建立

地面变形、开裂的监测网，作为重点观测地段;
（3）对墙陷预测区内的水体，应布置观测网点，监测地面沉降、开裂及塌陷引起水体

倒灌的可能性
（4 ）地面爆陷观测网（点）的布设，应与地面长期观测孔<网）的布置密切结合。
2.观测内容及要求
1）地表沉降、水平位移及倾斜观测
对于工业与民用建（构）筑物，应按建筑群取建筑物轮廓布点，测点可以按主要基础

和节点布设。观测工作应取得地表沉降、水平位移的资料，用以监测建筑物的变形破坏发
展情况，为搬迁或加固处强提供依据。

2）开裂塌洞观测
一般内容应包括地面开裂、塌制产生的时间、地点，规模、形态及建展速度等，要对

塌洞进行统一编号、登记并表示到塌陷分布图上，建立地面开裂、塌洞教术档窦。
3）钻孔水位观测
地面沉降、开裂和塌洞是由于降低地下水位引起的，因此在组织地面塌陷监侧、确定

观测内容时，必须同时进行钻孔水位观测，以求揭示地下水位下降和地面 塌 陷二者的关
系。



1577第八章 岩溶矿区地面塌陷的预测和防治

8.5.3 塌陷后的治理播施

矿床疏干排水产生塌陷后，应及时治理。归纳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有如下几种

锑蕲。
8.5，3.7 墙洞回填

岩辩矿区产生的塌洞，原则上都应当及时回填，回填的方式主要有如下两种。

1。一般回填法
当爆洞底部未暴露基底岩溶洞口时，最好先采用废石（块石、碎石）充填姆洞下部空

间，上部再填以粘性土并予以压实。回填后最好稍高于塌洞周 围 地 面，见图 3-8~10。

回填塌洞之所以要求在下部充填块石、碎石，是为了让它们在潜蚀的继续作用下，梗塞下
都基底岩溶通道。当这些块石、碎石堆积自然形成反滤层后，细颗粒不易通 畅 地向下迁
移。一般回填法比较简单，其缺点是塌洞容易"复活"。

2.清基回填法
当塌洞底部基底岩溶口露出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此种同填方法。首先对

基岩底稍作清理，再视溶洞口规模大小，用块石、废坑木、废钢轨等作支撑，然后用混凝
土浇灌，严实封闭岩密洞口，最后用粘性土充填、压密塌洞上部空间，见图3-8-11。这
种回填方法效果最佳，因在塌洞底部封闭了基底岩溶对盖层潜蚀的通道，消除了 塌 洞 在

内4

图3-8-10 一般回填示意图 图8-8-11 清基回填示意图
1一块石、碎石;2一粘性土 1一废坑木或废畅教; 2-混漫土1

;东一开习岩解S一钻性土;

该处重新产生的基本条件，一经回填，再也不可能"复活"。产生于河床及其两岸和地势
低洼等与地表水关系密切的垌洞，当基底岩溶暴震时，应当千方百计地采用 这 种回 填方
式。

如塌洞发生在水下，就会引起地表水的倒灌。抢险回填时，在可能的条件下，可先用
临时简易土堤将河水引开，然后迅速回填。河水流量较大无此条件时，可先用大量捆绑并
连结在一起的柴把、草束等沉入塌洞，使之足以形成"骨架"，然后再 投填块石、土包
（草袋、麻袋盛土），当吸水强度大大减弱后，再填土。

8.5.3.2 河流局部改道与河槽防渗
在不少岩澈矿区，位于预计塌陷区的河床，往往不具备将其改至非端陷区的条件。矿

山设计阶段，很难确切预计矿山疏干排水后塌陷对河流各地段的破坏程度和对矿坑充水的
影响程度。为对河流作出切合实际的治理，往往只好将这一工作留待以后进行。当矿井排
水使塌陷问题得到充分揭露后，即可根据各具体情况作不同的处理。例如，可将塌陷最严
重、对矿井威胁最大的河段局部改道至塌陷程度较轻的地段;在塌陷严重、河曲发育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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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可将河流裁弯取直;还可采用疲槽的形式代臀被改河段，使槽墩幕在稳国的基底岩在
上，等等。新改河床一般应对其作防渗处理（我国矿山一般采用粘土、三含士、混诞土。

个别矿山采用钢筋恨土）。盖展厚度较薄时，可剥离河段普层，用混凝土严密封闭基底

面上的开口海涡和裂隙，再铺以适当的防渗材料。以下是几个矿山两流局部改道、防渗的

实例。

（1）水口山铅馋矿桥头塌脂区，在普家溪栅陷严重的一爱。修建T一条长280m的调道，河床采用三合
尤防渗，在调道基脂进德是露处用雷石国填并灌蔡，其上再用畅筋误颜土极加倒。改河断两站的见国 3-

8-12，三合土防渗褥道的优点是具有较好的抗变形能力，同且当其事次放遇隐酸坏肩，相对于例性的灌
凝土河道。比棱容易修复。

W

图3-8-12 水口山铅梓矿曾家溪改河断再结构示意园
1一框荥善石层（那0.3～0。5m）;2一如箱温凝土板（厚0、2m）1一壤蓄开口发惰用的应杂物、

一三合土腰（再0.3~0.Bm》;6一开口着增

（2）诞孩符锌矿在矿区南及南西律调顺河康爱增陷威胁的长度达379m。调虎增脑后。两水与 矿井
间发生了直接贯遇，矿山对河流采取了局都改道的措脑。至1082年为止，改送长度共计1313皿，局部河段
潮筑丁钢筋混凝土，取得丁一定放集。1978年降雨量大于1077年，面自填破半平懂在1978年度的调水量度
醒比1877年减少4.a??1078年8月而零之前改道新河二段修筑壳毕）。但由于新河麻来修筑在基底着
石主上，即便是销筋俱凝土河床，在一些地段仍然理到了新生塌陷的孩坏（苏联亚乌控尔铝土矿也出现了与
此类似的情况）。

（3）斗笠山煤矿调水对矿井充水的威助也很大。该矿在塔薇破坏河床的油理时，对河段下优警层厚度
较意（ 2～3m）、河流流量较小的地度，采用弱土清基，再辅鳖水泥砂浆或果用梨被键猜（糟墩建立在
参圈的基膨省石上，抢后在槽墩上建造石换，在石镁上偷设戳道）。矿山用这两种方犹警治丁泉精堤磨区
的泉箭小博布五一增陷区的丁察冲小溪∶总共清理河道120些。燎精小测波 精 见 图3→8-18。当河水
流量较火，不具备采用上述两种治理方式的条件时，则采用河流殿谨改道戴横取直的方式。该矿龙感提禽
区的龙冰河的整治算属此第，見图3~8-14。此项工程从1976年弄检旗工，至1979年宽工。改河 断面滑
拱流量88m*/s，全快524m，工程投资60余万元。投入使用后两水需失量减少丁509～2119m3/h。

，
楚rw业

子

图3-8-13 斗-笠山煤矿泉错小模渡糟承意图
1一惟墩）2一拱;等—素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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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P1

图3-8-14 斗笠比煤矿龙函河局部改造示意围
1一籍陷，2一思河床13—新放霄床，

P3m一茅口灰发∶P41一龙栏馍组、K一白墨系地层

、0。 o 六仍？雪它。
力？ 0 s管。 ？念 0

图3-8-15 网格提示意图
“！兹固、叫！叶着

8.5.3.3 食漂河道

对塌陷区的河流，除采取有效的防渗措施外，为了增大泄洪能力、保持河道通畅，采
用人工疏竣的方法，加大水力坡度，扩大过水断面，以减少场陷区河水下渗。例如水口山
铅钟矿在新河道下游疏浚河道200m以后，使泄洪能力提高了50??减轻了洪水通过姆 陷
对矿井的危害。

8.5，3.4 修烟拦澡

对河床两侧及其它地势低洼部位的塌陷区，可修筑防洪堤，以阻止洪水侵入。为了有
效地控制洪水，防止因堤下基础不稳武由于溃堤面导致大片塌陷区披淹带来的灾膏，可考
虐采用网格状堤，如图3-8-15。

8.5.3.5"修沟引流和排故飘水

在地势较低的塌陷区外雷，可因地制宜地开挖横裁地表径流的沟躯，以避免降商汇渍
进入塌陷区;在地表积水并有可能通过塌坑增大矿井涌水量的地段，应开沟疏导引流，排
除积水，以渡少地表积水渗漏激化潜蚀作用。例如凡口铅锌矿在东部地势低洼塌陷区以北
沿山脚开挖了防洪沟1800m，在水草坪积水区开挖了导水沟，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我圃部分岩溶矿山防治塌陷的方法实例见表3~8-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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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9我国部分岩癌爆隐矿山场陪防治方法实扔衰

山 名矿防 治 方 法 称

凡口设锌富合理安推矿山总体布魔

凡口橙锌矿将河流改道。引出塌角区以外

绳离产生前的颚盼萄增
在矿区洞该上珠静鸡现洪水库

修筑你厚防洪编

凡口恒锌矿降骶稿干强度，财止爽然画水、拉制地下水位

下际速度
水口山低笋矿、编山岭佩矿酵蜂博

坊多浅祁岩挣道道

媲立地面爆陷腔测站 凡口铅神矿、身笼山阴矿等大部分辑都逼脑等山均已采

司
一般随续 洞立滑赞着、凡归口葡铎矿、水口山俯锌矿、柏坊铜矿、

载需回餐 石莱侧矿、病笼山铜扩、楔山调矿、斗笠山煤矿等

清基团填 凡口畅锌等、水口由铅裤矿、铜顶骼律矿、斗签山煤矿、
大通煤矿、恩口煤矿、桥买间煤矿等

证礼胡做盆案雨
关口吕营兹秒新河床用三合土防掺

断河床请基铺水混砂浆射渗 斗堂山煤矿、恳阳煤矿、媒炭填媒矿

洞诚扇崇政猫肉萄
凡口斛部矿新丙床用戴潮块石衡净

斗-山骤矿素肖景粕通煤着

期顶谢饰矿新肖床采用每筋能微土购渗程。韵、 一般土地 鹅录山铜矿、水口出铅锌矿、煤发瘦煤矿、斗笺山煤矿，

施 合山煤矿、山煤矿

国蕲淳针羁 水口山督烤矿

弯遍抬遂 群自当单 水口山傲馋矿
凡口船舞扩。调顶韶佛矿、斗签山燕矿、滋炭频煤矿参沟啡缠、播放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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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谓单位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化学矿山规划设计院

摘写 人 罗良经 孙增辉 陈白桥

矿井突然澜水的预测和防治，其工作范围很广。虽然在矿山建设的设计、施工和生产
备阶段，其工作内容有所不同，但各阶段的工作紧密相关、缺一不可。一般地说，设计阶
段突然涌水的预测和防恰工作是其后各阶段工作的蒸础，而后者则是前者的继续、补充和
深化。因此，要在一个具体的矿山获得良好的预测和防治波果，就必须协调矿山建设各阶
段与此有关的各项工作并作出统一安排。为达到这一目的，本章也介绍了某些属子基建和
生产阶段的工作内容，最已超越了设计阶段的工作范畴，但有利于设计水文地质专业了
解、掌握这些内容，以便更好地为矿山建设服务。

，1 矿井突然涌水的危害及防治突然涌水的有关规定

9.1.1 突然调水的危害

突然涌水是井巷通过岩溶、裂隙、断层等导水通道与各种含水层，含水体沟通所发生
意外的突水事故。由于事先对这样的突水无准备，必然会对矿井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轻
者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施工和安全，重则会使矿井淹没并造成人员伤亡，特别是发生于生产
时期的特天型恶性突水事故，其损失将十分盗重。例如在旧中国发生于1935年5月13日鲁
大公司北大井（今撰博矿务局北大井）特大型突水事故，突水量高达26580m3/h，突水后
一小时淹没了第三阶段，三天后全矿淹没，造成大批矿工伤亡，矿井长期停产。

发生于基建期间的淹井事故，其经济损失较轻，也比较容易恢复，但容易酿成人员的
伤亡。生产期间的淹井。其瞬时突水量和突水总量一般都比较大，矿井恢复比较困难，亨
井积水排除后，设备修复、清理工作量大，矿井彻底恢复一般多需要较长的时间。

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在矿井突然湘水的预测和防治方面已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但
淹井事故仍时有发生，表3-9-1 列出了我国部分矿井淹没实例及危害情况。

9.1.2 防治突然澜水的有关规定

9.1.2。 国家规定
据国务院1982年2月23日颁布的《矿山安全条例》，对防治矿井突然涌水的有关规定

是∶
<1）每个生产矿井，至少要有两个独立的能上下人的直达地面的出口。各个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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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围都分矿井建没实侧及愈存情况表 表3-g-1
奠水量奥水日期 突水时罗山

掌山名称 卖水危害突水点位置 突水原因成奥水水豪
自之难设阶《年、月、日）e 。， 。”3 ，命’。’

老道岩壁粮水伍鼓，石嘴子 矿井拖改，坑内设备，仅椭全4080~生产 160m阶段1952。12。23、 减，渡润沟通河水552 都摘失，停产2年零3个月着制
碧盖通岩海雷水常生产与基建 矿井淹派，突水时胞砂大量通时花确 绵8阶 288013570.8。 交换阶段 入。影响生产革年多痰水，地取福陷，河

董 水渗入
俺没三个阶段，影响生产半年墙道掘进炸穿一朱

生产 议上-130m阶段柏烤铜矿 断层。沟通大型若液“篆葛1975.12.28.
嵩潜并

蚪井温进憩西蒂蹄 淹税周个阶段，泥砂测出万杂

基建 54Bn标高 508 两，大量混砂循入 口3。413m阶概金鹤横混砂充痛单誉一j1386.11.

本阶段荷露中部喷 辅水由平霸口神出，种景调时

蓄建1886p5.17. 置，悬刚后突热滑水s300s48d血阶霞 谁修事间的平房。吸坏农田当邮 "]

1833mt
巷道工指固她展逼 卷设雨个基盖阶段，地下水开

鸡筹山 簧算。佳害幽兴阁舞6130基础1883.5。4, 至静止水位。影响基盛时风约半一40m阶段
固矿 每数。大量犯石恢画出

：中约15分钟

每改爆陷区被洪水淹设后多使南导洪水淹极端陪水口业 260静下 扩井调水量增加很多，正常生产1966，7～9月j 区，使矿井溢水量激

当击享申 唯以保亚

全矿光设工作面炮眼遇暑灌大广山 343基意 一160m阶教 裂藏潇水，水压1×1970、2.28 10+P.铁 扩

湾授-240m阶段奥陶系灰署合水展
张马屯 520俱势基难 突水1947
饮 矿

隧井停产卷道工作面遇导水碗山国填
虫产 构造突水49利国快矿198e,9,4

-90m阶段

淮井停产卷道通奥陶系灰岩金岭快 ；“当导筒
“当 274 奥水，第四采砂孤含矿铁山1060.11.

避输大卷 水层参与料给才 区

施井停产工作面逼未套明的
村绝石门 大型旅性颗隙奥水基童 少雾1969.t1.8.势山换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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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光

夹水日期 突水量突水时扩山●山名称 突水原因或突水水源突水点位置 突水危害（年，月、日） 难资阶段 (m!/k)
A 591 e9 P

乐非留 碧道工作国为相状 陈贵同个阶段，首山停建探矿、基础 7800
矿花半 1963.10.18. -76m阶段 变质岩，被顶板岩路

绪合阶段 ~11700￥K 食水腥水压（9.5×10
Pa）鼓暗爽水

魅道工作面增石撒几口帮 谪没三个阶段，类水时沉砂雨
基岩1065.12.19. 水压（约8×10℃P8）0m阶段 d850 出约1000001，影响基赠时间半中考 年以上鼓雅爽水

卷道奶露充水断展新桥裤 笔没有并，影响基能时尚3个1975.12.3. 画馆 突水600 月黄矿

降雨后地表水经岩 矿山停产阳卷帘
生产1981,10,2. -20m阶段 1750 凛增雨塌陷<缗水产快享 生的增陷）溃入城内

泄洪裳消堵塞，拼 全国停产肉山寓 郑国洪水由地
生产1983. 水冲驶防洪堤，迎入饮 ￥ 超区进入采场 采矿崩带区

!

日降雨量164mm+ 高校疏干平扇以下三个阶段。满39 280加藕干
生产1976.5. 河米发生塌陷，河水S2164 停产业个月** 平衡 与矿井直接贯通

复州岸 地下水鼓玻齿道岩 全矿**，得产同年1989.2.14 生产粘土矿 -105m阶段 不突水4800
罗山坑
开口 奥陶系石灰岩蒂落-300m阶段 首并海没。全事停产，而且危

21712工作生产1984.6.2.务腾蔻 柱吏水54960 及相邻的同个矿井的生产
国各班爆矿

黑作有 底板承压水镜卷道 帐并达八年之久
井下机电车库1958.10.28.务中 基建 次生成教育*1500

马村瀑草

煤聚坝 底板承压含水层类 ￥并全带祛淹，影响生产283d，1968.6.12.煤矿竹 -42m阶段 1400 水 直接经济损失的238万元
山塘T井

工作图旅姓后底板 全家能没∶影响生产时间一年1975.10.19, 生产期岭煤矿 -188m阶段 灰岩水夹入矿井11000 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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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水平）和各个采区（采场、盘区），至少要有两个能上下人的出口与直达地面的出区

相通。各主要巷道的岔道口都必须设置路标，指明通往出口的方向。

（ 2）在水体下面或有热水源出条件下开采时，必须编制专门设计，报经矿山企业主

管部门批准。
（3）在矿井或露天矿的开采中，设计规定保留的矿柱和岩柱在规定保留的期限内不

得开采或破坏。天矿的采剥和排土作业，不得给深部或邻近矿井造成水害，矿井开采，

也不得破坏邻近需天矿的防水治水工程。

（4）在矿山建设和生产期间，必须建立防水排水系统，防止地表水泄入露天采场或

灌入井下。
（5》井下采掘作业遇到下列情况时。必须探水前进;
接近含水的断层、流秒层、砾石层、蕃洞成陷落柱时3
附近有与地表水体咸与钻孔相通的地质破碎带时;
接近积水的老窑、旧巷或灌过泥浆的采空区时3
发现有出水征兆时;
掘开隔裹矿柱戚岩柱放水时。

（B>井下探水放水和排除被淹井巷中的积水，必须有防止被水封住的有害气体突然
涌出造戏事故的安全措施。

<7>水体下面蔡止开亦社队矿山。
9.1.2，2 冶金工业部娠定
冶金工业部1980年12月25日颁布的《冶金矿山安全规程》有关规定摘录如下;
（1）必须搞清矿区及其附近地表水系统和受水面积、河流沟集汇水 请况、疏水能

力、积水区和水利工程情况，以及当地降雨量、历年最商洪水位，并锚合矿区特点建立和
罐全防水、排水系统。

（2）矿井（竖井、斜井、平硐等）并口的标高，必须高于当地最高洪水位1m以
上。

（3）矿区及其附近积水或雨水有侵入井下的可能时，须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以下措
施。

容晶积水的地点要修筑泄水沟，泄水沟应避开露头、裂缝和透水岩层。不能修筑沟筛
时，可用泥土填平压实。范围太大无法填乎时，可安装水藜排水，

矿区受河流、洪水威胁时，应修筑防水堤坝.
漏水的沟渠和河流，要及时防水、墙水或改道;
排到地面的井下水;应引出矿区;

雨季应设专人检查矿区防洪情况;
地面塌陷、裂缝区的周围，应设截水沟或挡水围堤;
因井下蕴干放水有可能导致地表塌陷时，应在放水前将塌陷区 的居民 迁走、公路改

道。否则，不能进行疏放水。
（4）矿山地质测量部门，必须调查核实矿区范围内的小矿井、老井、老采空区、现

有生产井中的积水区、含水层、岩溶带、地质构造等详细情况，并填绘矿区水文地质图。
要查明矿坑水的来源，掌握矿区水的运动规律，摸清矿井水与地下水、地表水和大气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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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力关系，判断矿井突然涌水的可能性。

（5在积水的旧井巷、老采区、江，河、潮、海、沼泽、含水层、岩籍带和流砂层

等附近开采时，应留出防水矿柱或划出安全地段，制订预防突然涌水的安全措施后，方可

采矿。矿柱或安全地段的尺寸，应根据地质构造等情况在设计中其体规定。
（6）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山，对接近水体或可疑地段，必须坚持"有疑必探，先

探后掘"的原则。探水眼的位置，方向、教目、孔径、每次钻进的深度和超前距离，应根
据水头高低、岩石结构与硬度等条件在设计中规定。

<7 ）探水前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检查钻孔附近坑道的稳定性;清理巷道，准备水
沟或其它水路;在工作地点或幽近安装电话;巷道及其出口要有照明和便于人员通行的道
路;对断面大、岩石不釉、水头高的悲道进行探水，应有经总工程师批 准 的安全推施计
域

（ 8 >在通往含水带、积水区、放永卷和有突然源水可能的巷道里，应在巷道的一侧
悬挂绳子或利用管道作为扶手，并在岩石稳固地点建筑有闸门的防水编。闸门要向来水方
向打开。防水墙的位置、数量及结构由没计确定。

（ 9 ）相邻的矿并或矿块，如其中一个有涌水危险，应在矿井或矿块间留出隔离安全
矿柱，岩柱尺寸由设计确定。

（10）打探水眼时，如发现岩石变软（发松），戚沿钻杆向外流水超过正常打钻供水
量等现象时，必须停止打钻。此时，不得移动钻杆，除涨专人监视水情外，应立即报告矿
总工程师采取安全措施。

（11）在搁进工作面或其它地点发现有透水预兆，如工作面"出汗》、项板淋水加
大、空气变冷、发生雾气、挂红、水叫、底板涌水或其它异常现象时，必须立即 停止工
作，报告矿总工程师，采取措施。如情况紧急，必须立即发出警报，撇出所有受水威励地
点的人员。

（12）探水、放水工作应由有经验的工人根据专门设计进行。放水时，应按照排水能
力和水仓容积控制放水量。

（13>为预防被水封住的有害气体逸出伤人。在进行排水的被潢井港、探水和放水工
作地点，必须事先搞好通风安全措施，并使用防曝照明。

（14）凡受地下水威胁的矿山，应考虑采用矿床疏干措施●。井巷开拓过程中，应先
进行水仓、水泵房施工，然后方可进行疏干工程施工。在专门的截水、放水巷道的前方应
设置防水闸门。闸门应定期维修，以确保其经常处于良好状态。

0.2 突然涌水的预测

.2。7 突然膈水的特征

我国一些矿山突然涌水有如下基本特征;

（1）与地下水源有关的较大突水事故多发生于岩漉充水矿床，也有个别情况发生于

D 此是赋文为"应考血矿床魂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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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或裂隙充水矿床;
（ 2）与地下水源有关的淹井事故主要是当水位较高时，井巷沟通导水岩溶、裘隙造

成的，突水初期瞬时流量极大，而当矿井恢复排水至突水点标高时，其稳定动流量并不太

大，而对于以静贮量为主的矿山，稳定涌水量占最大突水量的比值更小。具体实例详见表

3-9-2。
稳子-9-2湾井最大樊水量与量定漏水量对比表

最大类水素 穆定器求量古绩大安水排水茎奥水点标高府的
群谙煮四矿山名称 一电” 量的比髓（??静定栅水量（m*/）

34.64850 708196。12。凡口销铈矿
上。6100og1975,12, 158柏坊锦矿
0-424。警193,5,鸡竞山幅矿、

在我固北方某些直接或间接受中奥陶统岩溶含水层威胁的矿井突水，其稳定源水量可
能很大。

苏联学者曾通过对一些矿井实际资料的统计指出，由地下水引起的突水，其稳定涌水
量仅为最大涌水量的5～50??最大涌水量浆值愈大，随时间的延续，下降得越快，其比
健越小。表3-9-3列举了25次不同级别最大突水量与稳定流量的数值及其关系。

（3）矿井突水时，我国北方矿井泥砂涌出情况较少，而南方矿井泥砂常随突水大量
涌出。表3一9-4列出了南方部分矿山突水时泥砂涌出情况。这些泥砂主要 来 源 于岩

表5-8-最大突水量与卷定调水量关系赛
穗定量水量 稳定跳水量占最大类水量的比檀（??最大突水量

爽水次戴 平 均变化区阔（m2/h》 一甘”
52.80～35“ 25～4050～100
2850～525～170150～750o

21～春75～750100～350 3，售’
注，此来摘自E.，KaMuiom《巷道水的窗治》，

溶、裂隙及破碎带充填物，地下暗河沉积物，地面调陷盖层潜灌蚀搬运物等等。突水时泥砂
大量通出，这就增大了突水的危害程度。例如增加突水时人员和设备搬退时的困难，增加
矿井恢复时清理工作的艰巨性。

（ 4）我国南方裸露型岩盛、特别是暗河发育的矿区，由于降雨充沛、暴雨量大，加
之垂向调斗、落水飘发育，因此突水与降雨关系十分密切，突水来势凶置，衰减很快。而
且泥砂含量较大。例如香花岭锡矿1968年5月17日暴两后，由于484m阶段揭 震了中部暗
河，矿井出现突然而水，突水量高达30000m2/h，其值比水文地质勘探报告中预测的正常
流量124m'/h高约242倍，这一突水特征在泗顶铅锌矿也有明显反映。由 于降雨减弱或中
止后，酒水量寰减很快，矿井恢复中的排水工作比较简单。

（5）当老广水为突水水源而且具有较大的积水空间时，腾时突水量将特别大。著老
窿水无补给源，放空后突水将终止，矿并恢复比较容易;若补给源水量大。则问题就很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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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京方矿山实水时润泥情况表 表3-9-4

突水位置突水年月矿山名称 漏  泥  携  况突水水源

突水时水中央带大量乳砂，呈黄褐色，排Dm阶段南部放1065.12凡口铅锌矿 碧落水 矿井积水后，爽水阶段及其下-40m阶段巷道
水巷道 泥砂燃积高度的1m，东风井在一60m标高以

下全被充填，估计说砂总量约10000ma

斜井揭露西部【号暗可，换水面500m3/h，
香花岭制矿 623斜井1966.11  帮陪水 水中含大蛋泥砂，常设419和451m阶段。其中

451m阶段全被泥砂充墙，泥砂总量约10000m3

在此期间关发生5次突水.突水量B6.4m3/h93m,50m,1964.9～,
建德健康 岩落水 ~648m3/h，爆次炎水时，均有泥砂件随渭出1977.7 0m三个阶段

在的15min内突出泥砂水钩1542m3，呈泥石-40m脸酥外鸡笼山饲矿 1983,5 流状，泥砂锅出时伴有大石块增露水
券道

帮东矿务局路 流水、路水两矿 突水量700m3/h，换水时大量泥砂涌出，混1872.8 岩裕水 砂含量50??8??总突水量33000m，其中.水铁矿 南北联路巷 泥砂总量850ml

神水江铁厂共 荧水时大魔酸麻火少趾粘土绢出，泥砂噩出
-160回阶段1979.10 粉溶水 总量大于1000ml水坪铁矿

突水时有大尾泥酸雨入岩溶水并有河水叶花香辣虾 1970.8 三阶段
经塌陷涌入

煤炭填煤矿作 水压将巷道岩壁（原岩土鸭锅薯片溶裂隙、-90m阶段三1980.9 岩落水 并突过泥砂）拨戳，突水量100m3/h，突出泥山塘矿井 号石门 砂300m2。其中头有欣吨巨石7～8块，突出之
泥砂将卷道栏腿墙怎，切断工作而人员的遐路，

媒发模糊诊五 发生突水突泥10次。滑出稀浇1946m2。-100m阶段东1982.1~4月 岩落水 -100m阶段共发生突泥14处，突泥总量23049m3亩冲矿井 大楼

杂。全国和化工矿山老篮突水时，地下水可能具酸性，煤炭矿山件随突水常有有害气体溢
出。

（6）当地表水为突水水源时，突水均以动流量为主，其突水的猛烈程度与地表水体
的规模和突水途径的沟通情况密切相关。若地表水体规模大、途径畅通，突水程度就猛
烈，突水量可长期不衰。

（7）金属和化工矿山突水淹井事故一般多发生于矿山基建阶段。当井巷工程在高水
位的强含水层贼胁下掘进时，常常因揭露断层、导水裂隙和开口熔洞等而发生突然雨水，此
阶段如果设计的永久泵站尚未投产，仅依靠临时排水设备维持排水，排水能力极其有限，
因此更易发生淹井。基建阶段的淹井事故，一般说来，矿井恢复相对比较容易，但由于基
建期间地下水位较高、矿井内开拓的储水空间很小，而且很多情况下仅一个安全出口，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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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突水量并不特别大、突水 时间并不太长的情况下，也可给井下人员的安全撤离造
成困难，特别在上阶段突水时，对其下阶段作业工人的安全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9.2，2 奖水水源和通情

9.2.2.1 爽水水源
矿井突然涌水的主要水氰有地下水、地表水、降雨及其烃流、老赢水。
1.地下水源
即指储存于强含水层、含水带中的地下水，是矿井突水的主要水源。根据苏联一些矿

山的统计资料，在突水事故的总数中，85~90??自地下水，面其它三种水源只占10～
15??地下水造成突水，主要是当地下水位较高时，由于井卷揭露含水体通道，地下水静
储量突然大量释放造成的。

为便于分析突水因素，可将地下水源分为直接地下水源和间接地下水瀑。直接地下水
源系指与矿体或开拓范围直接接触的含水层，包括直接顶板含水层及直接底板含水层）间
接地下水源则是指这些含水层、带与矿体或开拓苕围之间有一定厚度的隔水层相隔。根据
水源与矿床闻的相对位量，可分为间接顶板水源、间接底板水源和间接侧向水源，参见图
3-9-1。 3间装顶板含水层

2.地表水源
包括江河、湖海、水库、池塘等天然和人工

比名

形成的各种地表水体。
3.降雨及其论流 向接高板 永
系指降雨及雨水汇集形成的水潇。其迳流量

的大小主要决定于降雨强度和汇水面积的大小。
图3-8-1 间接地下水源示意用

4.老座水源 1一矿碎;2一隔水展;3一含水层，
4一断层有古代老窿和近代老蓬积水。前者分布范围

在勘探中难以准确地圜定;后着分布范围和水量
一般均有比较精确的测量记录，甚至还可能存有图纸资料，故防范比较容易。老准水水寓
可能包括动水量和静水量。一般静水量都比较大，突水危害较大。静水量具体数量主要快
定于老癫空间规模的大小。有的老魔、特别是近代老鹰除静水量较大之外，还可能具有很
大的动流量，对矿井突水的危害更大。

矿井突水水源可能仅由上述一种水孤构威，有时也可能有上述两种或两种以上水源的
参与。

8.2.2.2 实水通道
形成矿并突水的通道形式很多。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1）导水构造带∶包括导水的断层带、接触带、破碎带、型障带等。
（ 2）岩将通道∶包括各种形式的岩辩如溶稠、裂隙、暗河、漏斗、蕃水洞等。
（3）由抽持地下水引起的地面塌陷，包括塌画和开裂。当它们与其下基底的猎液通

道相贯通时，便可能构成矿井突水的遇道。
（ 4）由采矿后顶板岩石移动产生的通道∶这些通道在剖面上形成冒落带、导水裂隙

带，在平面上形成崩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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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未封或封孔质量不佳的钻孔，因钻孔口径一般都不大，这种通道引起的突水规

檩比较小。

8.2.3 突然测水的预测

9.2，3.】 预测突然漏水的基确工作

1）摸清矿区水文地质条件

矿井在基建和生产中是否会发生突然涌水;其危害程度如何?要作出科学的结论，必
须首先摸滴水文地殿条件。这就必须在矿山设计之前，掌握好矿区水文地质勒探和研究程
度的尺度，使矿山设计和建设具有可掌的水文地质基拙资料;在矿山基建开始以后，直至
矿井开采完毕，都必须通过各种测试手段，分析研究在矿井建设和生产中不断取得的新资
料，以深化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认识，监视水文地质条件的变化。

2）作好矿井突然涌水的基本因素分析

矿井突然澜水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因素，其一是在扩区必须存在突水水源;其二是在这
些水源与矿井之间具有自然条件下或采矿活动后产生的突水途径。如果矿区附近存在突水
水源，同时井巷施工或来矿过程中。直接揭露了与这些水源相通的突水通道时。突水便可
能发生。一般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突水点与水源水位的高差越大、井 巷揭 露 的突
水口尺寸越大时，突水规模就越大。

9，2，3.2 不同水源突水的预测

不同的水源突水，可由不同的突水通道引起，见表3-9-5。
1。直接水源突水的预测

不同爽水道道可望沟通的爽水水源表 寝3-9-5

旁.水 通 道
完 水 水谓

保 米蜻和封孔霞采矿冒薷、导水狗遗常 控善幽麟 岩鸡地面场 陷业革畸 量不能的钻孔

岗咸 事 ，
陶接构下水巢银江长

中庭故
侧 向 十 +

着直接地下水源 ，
地 装 水 十 弯争单

师 隔 运源 中 +崩苏

若 鑫 水 全 4，，

住∶袋中＋号表示谈种突水题道能引起表中左绸相应水握的突水。一号则变杀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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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表水源突水产生的条件
（1）井巷揭露了沟通地表水体的导水构造带;

<2>采矿的崩落带或导水裂隙带扩展到了水体分布区，
（3）疏干排水引起的地面爆陷发展到了地表水体分布区;
（4 ）井巷揭露了沟适地表水体的岩溶通道;
（5）井卷揭露了分布于水城范围内未封或封孔质量不佳的钻孔。
2）降雨径流水源突水产生的条件
（1）裸露型岩溶充水矿床，当岩溶较发育时;
（2>蔬干排水引起的地面塌陷及采矿形成的崩落带或导水裂隙带发展到汇雨面积较

大的低洼地区时;
（3·>当井巷播露了分布于上述地区未封或封孔质量不佳的钻孔时。
3）老窿水源突水产*生的条件
（ 1）当井巷揭露了积水老霞时;
（2 ）当并巷揭露了与积水老窿相贯通的等水构造或岩溶通道时;
（3）当采矿的冒落带、导水裂隙带发展到老鹰积水区时;
（ 4）当井巷揭露了沟通老蜜积水的未封或封孔质量不佳的钻孔时。
4）地下水源突水产生的条件
（1）当井巷在较高水位条件下揭露了含水层，岩痛、裂隙通道，导水构造带时;
（ 2）当井巷在较高水位条件下揭露了沟通间接顶板、底板、侧向含水层的导水构造

时;
（3）在较高水位条件下，采矿后顶板岩石移动产生的通道（包括冒落带和导水裂隙

带）沟通了间接顶板或间接侧向含水层时（冒落带、导水裂隙带的计算见本篇第三章>;
（ 4 >在水位较高的情况下，井卷揭露了沟通间接顶板或间接底板含水层的未封或封

孔质量不佳的钻孔时;
（5）有时在矿体与间接底板、间接顶板和间接侧向地下水源之间并无突水通道，但

由于开凿巷道或矿体开采后，在静水压力的作用下可能产生隔水层鼓破而导致突水。
2。间接地下水源突水的预测
1）根据斯列抄辽夫公式计算预测
（1 ）间按底板或顶板含水层安全水头压力计算式为;

Ho-2Kri-主 (3-9-1)

式中 Fa——安全水头压力，10"Pay
K，-隔水层的抗张强度，10*Pa;

t-——矿层底板或顶板隔水岩层的厚度，m; 1
——卷避宽度或工作面最大控顶距，m;
——隔水岩层的容重，t/m"。

3-9-1公式中，在计算间接底板含水层安全水头压力时取+号，计算间接顶板含水
层安全水头压力时取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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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计算求得的安全水头压力H。大于实际水头压力H。时，不会发生突然涌水;反之，

突然涌水将可能发生。图3-9-2所示为间接底板含水层不安全的情况。图3-9-3所示
为间接顶板含水层安全的情况。

图3-9-2 钢接底板含水层安余水头 图3-9-3 向接顶板含水层安
求力计算示意图 全水头∶压力计算示意图

1一闻接胀板含水层!2~矿层底板隔水层; 1一间接顶短含水层;2一矿太顶板隔
3一矿体 水层;g一矿体

（2）间接侧向含永层安全水头压力计算公式为∶

它H。"可 (3-9-2)

式中 a——巷道或采空空间靠含水层一侧的隔水层厚度，my
L—卷道或留设的矿柱在垂直图面方向上的长度，ms.
H。——间接侧向含水层安全水头压力，10'Pa;
Kp——隔水层岩石的抗张强度，10*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2～5。

当安全水头压力H。大于实际水头压力I.时，间接侧问水源不发生突然涌水;反之，
突然涌水将可能发生。图3-9-4 所示为间接侧向含水层不安全的情况。

上述各计算式未考虑矿山地压的影响，不适用于在
间接顶板和侧向含水层的条件下，对开采后顶板崩落的
采矿工作面水头压力的计算。在使用以上计算式时，要
求隔水层稳定，不受导水构造的破坏，同时，隔水岩石
抗张强度试验的试样还应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2）根据H。~t关系曲线进行预测
底板突水与底板所承受的水压和底板隔水层的厚度图3~g-《 间按侧向含水层

之间的关系，可根据矿区实际资料用Hs-t关系监线图来安全水头压力计算示意图

表示。制作这种关系曲线图，通常是以采区底板所承受1一含水层;2一丽水层;3一矿体;
4一开愉空间观采空竞阀15一断层载 的实际水头压力（Hs）为横座标，以采区底板 隔水层

厚度（t）为纵座标，将凡能了解 到其底板水压值和厚度的采区（不管突水与否）肚教据，
都按其座标点标绘到图上。从图中可以发现突水的点集中在图的右上方，为底板突水区;
不突水的点集中在图的左下方，为安全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即突水与不突水
的临界线。临界线上每一点的横座标表示该点对应的隔水层厚度下的临界水头压力值。

临界线有些情况不是曲线，如图3-9-5;有些情况下为直线，如图3→9-6、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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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H(10Pa)H。(10Pa) H。(10°Pa) 2010。 ，樟，！艳 20_30_

多新：
读心耐 盘
2020 g
30-

33l
成rq

支 。、
皇皇 工作面突水点"逛水点 o工作画亮水点不突求点 ·巷道突水点，，6of ▲带压采媒安全工作西▲谱压采盘安全工作面

图3-9-5 淄博矿区 图8-9-7 潘博埠村矿图3-9-6 峰峰矿区
H，-t经验曲线 H，-1'经验曲线 H，=1经验曲线

H。-1曲线与纵轴有一交点a，该点所对应的数值则为底板隔水层因开采影响失去隔水
能力的厚度。

3>参考某些煤矿突水泵数经验值来预测

突水系载系指每米厚的隔水层所能承受的静水压力。现将某紫矿区的经验数值列于表
3-9-6中。

囊3-9-日某驻矿区实永系抛经验健

矿区名称 集水系缴（Pa/m）

练缘燃矿 0.65x105~0.76× 105

热作煤零 0.80 ×i0*~1.0x 183

0.60 × 105~7.40× 10>征博煤矿
升经媒矿 0.60×10～1。50×1心5

若设计矿山与这些矿山水文地质条件类似，即可按突水系数求得在相应水头压力下所
需的隔水矿（岩）柱的厚度。

4）利用岩石隔水性等值厚度的换算来预测
.这是智牙利在治水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将泥岩视为标准隔水层，其每来厚度的抗水压

能力为0.5×10'Pa。泥暑的等值系数为1，其它不同岩石可通过相应的隔水性等值系数换
算成标准隔永层（泥岩）厚度，即可用上述数值（每来标准隔水层能抗水压0.5×10"P&）
预测不同烩石在任意厚渡下能够承受的安全水头压力值。不同岩石的等值系数见表.3-9

-7.
以上2）、3）、4）三种预测方法都是通过个别矿山的实际经验总结提出的。每个矿山隔

水岩石的性质及水文地质条件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在僧鉴这些经验时，还必须结食本
矿的吴体将点，切勿生撞硬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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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3-9-7不同岩石隔水性等值系贮率

等髓系数岩 石 名 称

泥岩、真尝、粘土质试岩、粘土，感相沉积的炙省、角群指 1.0

赤岩将化的灰岩，说灰料 1.3

砂质页岩 0.

煤〈第三起褥煤） 0.7
砂、碑石、登德化的灰岩、混砂 夕 、

9.3 突然涌水的防治

9。3.1 矿井建设期间常用的防治突水方法和措施

矿井突然涌水防治的方法、措施很多，但归根到底，大部分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处
理突水水源;二是处理突水通道。前者包括对含水层的疏干、降压、放空老邃积水、进行
河流政道、防渗及其它一些与此有关的处理措施;后者包括在地下构 筑 防 渗帷幕、防渗
墙、留设矿岩柱、用局部注浆方法或挡水墙《水闸墙》的方式处理突水点，填堵塌陷等等。
此外，还可采用防水门，挡水墙来减小突水后对矿井的危害，采用超前钻探水来指导井巷
在有突水威胁地段的施工，以及采用其它一系列成熟的施工、生产安全管理措施。

9.3，1。1 矿并设计阶段防治突水的方法和措施
（1）对与矿床直接接触的含水层进行预先疏于。
（ 2）对与矿床间接接触的含水层采用预先疏干、降压、留设矿（岩）柱、或采用保

护矿体顶板的开采方法。
（3）对老窿积水采用放水排空的方法。

（ 4 >对威胁矿井安全的地表水采取河流改道、防渗铺底、修掘拦洪等措施。
（5>在排水引起的竭陷区、采矿引起的崩落区外围，设计排水沟、拦洪堤。
（6）在具备合适水文地质条件的矿区，设计防渗帷幕、防渗墙。
（7>在矿山防治水设计中。根据需要设计防水门，计算超前探水工程量，布设地下

水动态观测网、地表岩石移动观测网等。
9.3.1，2 矿井基建阶段防治突水的方法和措施
（1）从安全角度出发，含理安排施工顺序。一般在每个阶段开拓 时，首先开 凿水

仓、水泵房，保证排水设施尽快建立，然后施工防水闸门，再开拓其它工程。
（ 2）根据需要，为给矿井基建创造安全条件，可利用放水孔提前放水疏干。
（3）在施工组织设计中，对所有突水可疑地段的井巷施工，作出具体的超前探水设

计，布置好突水发生时的撤退路线。井巷施工的各环节，都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要求。
（4）在井巷开拓时期，提前完成观测网的施工并进行观测，以及时掌 握地下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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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指导井下工程安全施工。
（5》井巷施工时，及时进行水文地质编录、分析和研究。专职技术人员到各工作面

进行经常性的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 6）在基建阶段地表水对矿井就构成威胁的矿区，要合理安排地面防水工程的施工

顺序。受地表水体威胁的塌陷发生后，及时进行处理。
（7>在岩溶发育的裸露型矿床，暴雨后矿井有突然涌水的可能时，要与当地气象站

建立联系，以便及时预报并采取安全防御誉施。
（8）在井巷施工时，对矿床疏干无益和影响基建施工的突水点，采用注浆或水闸墙

予以封堵。
< 9）在施工中出现新的水文地质情况、发现疏干设计存在问题时，应及时提出修改

设计的意见。
（10）保证各项疏干排水工程按设计的进度要求竣工，并给予维护和保养，使地下水

位在预定期限内降到设计规定的高度。
（11）矿井突水淹没后，采用堵水、强排、排猪结合的方法以恢复。
9.3.1。3 矿井生产阶段防治突水的方法和措施
本阶段除需继续解决基建遗留的突水防治问题、保障采杨安全出矿以外，为使矿山能

正常持续地生产，还需随着采矿的发展和延深，适时地开拓新水平或新区段，因此，上述
基建阶段突然涌水防治工作的主要方法和措血，也基本上适用于本阶段。除此以外，尚有
如下工作内容∶

（1）对来矿形成的地面崩落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原地粘性土填堵裂缝和崩
落坑，必要时，在适当位置安设移动式临时泵站，以排除期落区内降雨积水;随着崩落区
的扩展，调整区外截水沟的位置。

（ 2）在地表水体或上覆间接顶板含水层下开采的矿床，及时建立项板岩石移动观测
网，并进行系统观测，以随时掌握开采过程中顶板岩石移动的发展情况，防止矿床顶板突
然涌水。

（3）按设计建议的治水方式。或根据新的水文地质惰况，采用其它夏 优的治水方
式，保证疏干降落曲线满足采矿延续时防止突然涌水的霉要。

（ 4 ）随着开采范围的扩展和延深及疏干漏斗的扩大，及时增补地下 水 动态观 测
孔。
9.3.2 避 前 探 水

9.3.2.1 超前探水适用的范围
超前探水是井巷施工时防治突水重要的措施之一。一些地下开采的矿山在整建阶段，

开拓工程多在高水位下施工，当存在突水水源时，施工的井巷工程都存在突 然 涌 水的可
能。因此，在有突水可能的地段，均须采用超前钻孔探水，并坚持"有聚必 探、先探后
揭"的施工管理原则。通常遇到下列情况都应考虚采用超前探水∶

（ 1）巷道接近导水构造带，如导水的断裂带、接触带、破碎带、裂隙带时，
（2 ）巷道接近或穿过强含水层时;
（ 3）巷道接近或穿过工程控制程度不足地段和通过含水性状况不 明 的 各 类接触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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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4）工作面接近或已进入预测积水老窿区或老采空分布区时;

（5）工作面接近已知的流砂层，淹没井、地下暗河、规模较大的溶洞和裂隙、陷落
柱等部位时

（6）在疏干区内，当工作面接近孤立及悬挂的地下水预测区时、

（7>工作面接近或须穿越用声波探测、无线电透视或其它物探手段预测的有涌水异

常的区段时;
（8>工作面接近灌过泥浆或充过尾砂尚未固结的采空区时;

（9>经主管单位撕准需掘开隔离矿（岩）柱放水，当放水卷道接近这些矿〈岩>柱
时;

（10）工作面出现滴水、'淋水、涌水、射流、挂红、官"汗》、发雾、水响、底鼓、
温度变化等异常水文地质迹象时。

9.3.2.2 超前擦水钻孔的分类

湖南省冶金工业厅在1983年编制的《湖南省冶金矿山水文地质工作规程（试行）》中，

根据金属矿山的特点，将超前探水孔分为∶超前探水深孔、超前探水中深孔、超前探水浅
孔。其孔深规定、主要作用、布孔规定见表3-9-8。

邮前操水孔的分抛及布置原则表 寝*9-8
分卖孔 聚（m） 拼喊蔷田 布 量 原 则

（ 1>教查地下水体的分帘规律， （1>凡在未经疏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山 施 工卉

盟前探水称礼
（2）捻制工作区夙内各种水文地 悔。卷沮时。均必须进行派孔超前择水设计;80～120

盛边界实际位置∶ （2>凡在穿触都水压力较高的裂隙及脊裔含水层的井憾、
（3 ）确定突水的安全隐思危险程 巷道时，露要布一个以上的扼水淋孔擅导安掘进;

员 （3】凡在炔乏工界控悯或在钻孔差制网度较称的构巡、
岩路、老霞分农区内情工井鞍工程时，猫必须率置深孔赵前

探水我

勤探水中幂弘
（I>控制采掘工作面的安全边外 〈1>所有情况下的超前操水都必须布置军秀钻孔进行安

竞E∶40-80 全都农;
< 2）对工作面进存降压或班放水 <2）本类估孔的深度、数量和按制粒愿，均宣保匠该井

穆工作面能在空向上与地下水体边界保持必须的安全距离

服轻张关察R
当并卷遇过的岩层含水性极不均匀 （1>粉孔布置应充已蓝工深孔和中深孔的基础上进行。5～15 时殷经中涨孔探水层，工作而在超 慧止全部肝浅孔知前钻来代赞中深孔进行探水;

前范图内仍有突水的可能 时，利用超 （2>浅孔只渣住于水压在20×19'Fa以内的灰岩地层和
首没孔对每个掘进作业循好 加密安金 水压在10×105Pa以内的完整砂页岩地层，在洛性酸?较软
烤查 菊的地层中，不宜使用此舞塔水扎

9.3.2.3 超前探水参数的确定
超前探水参数有探水起始线、超前距、帮距、孔数和孔的角度，孔径等，目前我国金

属和非金属矿山的主管部门多没有对这些参数作具体规定，为此引用了一部分煤炭部门的
有关规定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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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水起始线
煤炭部门依据距水患的远近，在空间上划出三条界线，见图3-9-8。
（ 1）积水线，实测或预测的积水区或水患（如被淹井巷或积水采空区。大型游洞、

裂隙，导水构造、强含水层等等）分布的轮廓线;

（ 2）探水起始线∶靠近积水线一定距离后，应该开始探水的起始线，
（ 3 ）警戒线∶探水起始线以外一定距离内，当井巷工作面进入这一范围后，就要警

惕突然源水的可能，这个界线即为警戒线。若在警戒线与探水起始线所包围的空间内，工
作面出现突水征兆时，就应提前探水。

探水起始线位置原则上应根据积水区或水感分布位置、范围，影态、规模、岩层的稳
固程度，工作面静水压力，资料的可掌程度等因素确定。

当设计具体确定这一参数时，可参考1983年出版的《煤矿安全规程执行说明》中的下
述规定。

（1）对本矿井采掘工作造成的老空、老巷、硼室等积水区，其边界位置准确、水压
不解过每平方瓢米10公斤时。模水绕至积水区的最小距离∶煤层中不得小于30mu岩层中

不得小于20m。
（ 2）对本矿井的积水区，虽有图纸资料，但不能确定边界位置时，探水线至推断的

积水区边界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60m。
（3>对有图纸的小窑，探水线至积水区边界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60m。对没有图纸

资料可查的小窑，必须坚持有疑必探、先探后掘的原则。
（4）石门掘开含水层前，探水线至含水层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20m。
2.超前距
超前距是指在巷道掘进方向上，允许掘进的终点与最浅探水孔端点间的 距 离，见图

3-9-9。
气J 查们“’

[
允许题矿中

et 起距商 超减距一

跟3-9-9 越前探水孔参数示意圈图3-9-8 积水区与超前怪水关系图
1—巷道;2—允许漏避染点，3一中心孔，1一积水戴;2一探水起始线; 3一雪戒峰

4一外群孔4一积水区或水像分布区

超前距的确定，主要决定于岩石稳固程度、水压大小，突水源规模等因素。在具体确
定超前距时，可参照如下文件进行。

（1）现行的《矿山井卷工程?工及验收规范》中规定，工作面中心探水孔深度（并
非超前距）不得小于20m（坚硬岩层不得小于10m）。

（ 2）《煤矿安全规程执行说明》中规定，在岩层中超前探水时，按水压的不同，超
前距要求的数值如表3~g-9。

3.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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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一8-9探 水 孔 的 施 前 距（m）

(Pa)水 压
岩石性质

<5×16 S×10～10×10 10×10'～20× 105

乌坚视岩石 记8
15： 松教者石 12 15

中心孔终点与外斜孔终点之间的距离称为帮距。一般帮距等于超前距，有时略比超前
距小1～2m。

4。孔数和孔的角度
孔数和孔的角度主要应根据突水源或积水区空间分布形态及其与工作面推进方向的相

对位置而定。空间形态复杂、水患区本身含水性不均一时，要求探水 钻孔 的 数量多;反
之，要求的钻孔数量少。

《矿山井巷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要求超前钻孔的数量一般不得少于4个，其中一
个钻孔布于工作面中心，其余钻孔应与巷道中心线成30°～40°夹角。

《潮南冶金矿山水文地质规程（试行>》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探水孔最少应达到以
下数量，

深超前孔（80～120m）1～2个，顺设计巷道轴线和巷道转弯的方向布置;
中深超前孔（40～80m）3～·5个，往巷道前进方向的顶、底和两侧布置，中深孔外

斜方向与卷道轴线夹角一般为30°～40°;
浅超前孔按实际需要布置。
5.孔径

探水孔孔径。应根据探测对象、积水量和水压大小而定，一般口径不宜过大，常用46。
～76mm，最大不超过91mm。如需取心采样，·可适当加大口径，但穿过含水层的孔段不
得超过91mm。

8.3.3 防 水 矿（岩）往

9.3.3.。1 防水矿（岩）柱的遁用条件
在受水害威胁的地改，如采用疏于、降压或充域采矿法等推施技术上不可靠、经济上

不合理时，可考虚使用留设矿（岩）柱的方法来解除水赛对开采的威胁。留设的矿柱威岩
柱本身必须具有隔水性。防水矿（岩）柱适用条件见表3~9-10。

9.3.3.2 影响矿（岩）柱尺寸的主要因赣
（1>静水压力∶矿（岩）柱直接和强含水层接触时，矿（岩）柱承受巨大的静水压

力，当矿层被开采后，原始应力状态被改变，如果静水压力大于矿（岩）柱所能承受的压
力，便有可能被破坏，造成突水。

（2>矿（省）柱的强度∶隔水矿（岩）柱强度越大，同样尺寸的矿（岩）柱能承妥
.的静水压力越大，矿（岩）柱强度大小还与其风化、构适破坏和裂隙 发 育程 度等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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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g-10防水矿（岩）柱适用枭件袋

思序号 示防水矿（料》挂的留设条件

矿辰露头直接为松能古水层所发送或位于地表水体之下，果用

其它治水摘加不级济或不可等；
由于廓层的影响，使矿层质部位于高水性强的含水层之下时，

因断层的影响使矿层一侧直接与强合水层接触时

e
因断层的影响，使矿层一侧直接与强含水层接盐臣被部分型含

水层所覆温时
竹

矿层在局部地酸与闻接底板承氏含水层参灶，若矿层果空后，

占 禾压水夹破底板的危险时

矿层在局部地段与间瘘顶板含水层接近，开莱后可能导数网接

顶板含水层突水的威胁时“
矿层在局邡地段与充东断层接慧时，
巷道或工作面痰活披光卷道成机水老能时

多

邮邵 1一地衰水体∶2一松散含水园;3—矿层或矿挂∶4一强含水层5一断触8一隔求层7一充水新
书 襄帽;8～卷道充水就老膏积水;aw防水矿桂的看直宽度或高度

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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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3）当强含水层位于矿层顶板之上时，还与采空后矿层顶板上方的导水裂隙发育高

度，矿山压力及静水压力对防水矿（岩>柱破坏程度，岩层移动角度有关，而这些因素又
取决于采厚、矿层产状要素、图岩物理力学性质等等。'

（4》开采方式、方法及其它人为因素等。

9.3.3.3 确定矿（岩）柱尺寸的常用方法

由于矿（岩）柱尺寸涉及的因素很多，各矿山其体条件又千整万别。至今还没有一个
比较完善合理的方法来确定，而且这些方法在使用时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般在留设矿
（岩）柱时，多采用几种方法对比后确定，同时强调在生产时要结合矿区的具体条件和实
殿经验加以调整。

以下接突水源的空间位置不同。介绍凡种确定矿柱尺寸的方法。
1突水源在矿体上方

当矿体产状倾斜，其上被第四系砂砾含水层覆盖（如图3-g-10）时，可在 剖 面 上
划出最大导水裂隙带高度《应包括冒落带高度、最大导水裂隙带高度和保护层厚度）界线
AB，其与第四系砂砾含水层底板交于B点，然后按采矿崩落角过B点作崩落线BC，此崩落
绕与矿体顶板的交点C右侧以上的矿体即为应留设的矿柱。当矿体上方有地表水 时，确
定矿柱尺寸的方法见图3-9-11。

了力

"
图3-9-10 矿体上部覆盖砂砾含水 图 3-9-11 矿体顶部有河滤时矿柱

层时矿柱尺寸确定示意图 尺寸确定示意图
1一砂砾告水坛，2一隔水屋∶3一矿性∶AB一愚大 1一河湾，2一隔水层;3一矿柱;AB一最大导

导水裂颇带示意界续;BC一崩幕界线 水裂霞将示意界线;CD、EF一期离界线

冒落带与导水裂隙带最大高度的确定见本篇第三章。保护层厚度应根据具体的矿床地
质和开采条件而定。用崩落法管理顶板时，可参考表3-9-11命中数值确定。

当矿体产状水平、其上被间接顶板含水层覆盖，并在局部隔水层厚度 变薄（如图3-
9-12）时，仍需在剖面上划出最大导水裂隙带高度界线AB。若此线全部处 于含水层底
板以下，则不需留设矿柱，若在隔水层厚度变薄处其厚度不足，最大导水裂隙带界 线AB
将与隔水层顶板交于C、D两点，CD段将位于该处隔水层顶板以上。分别过C、D点按采
矿崩落角作崩落线EC和FD，EF即为应留设的矿柱。

2。突水源在矿体下方

如在矿体下方有间接底板承压含水层，而且矿 底板隔水层厚度小于安全隔水层厚度

●滴自《煤矿矿井采矿设计手册》上册727页。煤炭工业出版社，1884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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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11用廓蓬法管速夏板时的保护烩属度（m）、
象 倾鼻 冀 层缓辆斜媒层

*芯根到 倾角大于20°银角小于70°
覆岩分央底部处敬层将证

覆 岩 分 樊

经模袁氧 中畏教第中硬 竖硬教易中腰坚硬

尊zM 3M 12当 ，s松散屡盛都粘土屋的厚 15

泳潍。
17叫”度大于2m

122当松做层燕部粘土服的厚 15 2210。住“一ea们 双度1～2m

品松顺康庭部粘在展的算 M 义17?M 24192度小于2π咸没有粘土 料a 仑’叫，
破察 自 15松散层全部为厚度较常 4 201013 18 ，6虹“’“等 丑一耳的粘土屋

注∶1、表中M为累计采厚，n为分层数。
2。当地表水律和松散层水体同时存在时，H保（保护层厚度）可聚用格数层水体的教值。
3对于倾斜爆层可按螺潮料媒层考虑。

时，矿体开采后将发生底鼓突水，如图3-9-13。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留设矿柱。其具

图3-β-13 矿体下伏承压含水层时图3-9-12 矿体上覆间接含水层时矿柱
矿柱尺寸磷定示意图尺寸确定示意图

1一问换 底板含水层;2—隔水星;3一闻接崖概1一含水鹰;2一隔水层;3一矿桂;AB一最大导
青水屋承压水位;4一矿柱;AB一抵杭底板禽水水裂障带示意养钱，EC、FD-期薷界吸

层水压断赁隔水层厚座界载

体作法是在剖面上划出抵抗底板含水层水压所需隔水层厚度界线AB，若 AB线全部位于矿
体底板以下，则不需留设矿柱，若局部矿体以下隔水层厚度不足时，AB线将与矿体 交 于
C、D两点，CD段即为应留设的矿柱。

确定矿体安全开采所需隔水矿（岩>柱厚度的方法如下
（1 ）用斯列沙辽夫公式计算∶

L（√重+8KH∶-以L） (3-9-3)：飞，， 4Kp
式中 t-—安全隔水层厚度，m，

L——采矿工作面最大控顶距，ny
p——隔水矿（岩）柱的容重，t/m3;

Kp——隔水矿（岩）柱的抗张强度，1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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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由隔水矿〔岩）柱底板算起的实际水头压力，10+Pa。

（ 2）根据Hs~t关系曲线确定。

（ 3 ）根据隔水矿（岩）柱突水系数经验值确定。
（ 4 ）根据隔水矿（岩）柱隔水性等值厚度的换算确定。 。
以上（2）、（3）、（4>确定隔水矿（岩》柱厚度的方法见本章9。2.3.2。
3.突水源在矿体侧方

如图3-9-14，含水层位于矿体一侧，留设矿（岩）柱时，应考虑地下水通过两种因
"系8门蛋viF》现素造成突水的可能;其一是能否通过侧向顺层突破 隔 水 矿 -

柱，其二是矿体开采后，能否通过导水裂隙带突水。
不造成顺层突水所需隔水矿柱的宽度a可用下式计算∶ ，a~05KL) (3-9-4)/3 777774 峰心”

图3-9-14 突水式中 a——隔水矿柱宽度，m; 溯在矿体侧方时矿柱尺
L-—巷道或留设的矿柱宽度，m; 寸确定示意图

Hs——由矿体底板算起的实际水头压力，10+Pas; 1～宫水限;2一篇水层;
3一矿柱;AB一最大导水Kp——隔水矿体的抗张强度，10*Pa;
裂霞带示意界绒;βE、FA

K——安全蒸数，一般取2～5。 一不向矿述尺寸的懒落界峰
判断矿体开采后地下水是否会通过导水裂隙带突水，可在图上划出 最 大 导水裂隙带

（包括冒落带高度、导水裂隙带高度及保护层高度）界线AB，然后在矿体靠含水层一侧，
由矿体端点开始，量取CD段，使其等于a值，过D点按采矿期落角作崩 落线DE，者崩落
线与最大导水裂隙带界线的交点E落于含水层一侧，则说明所留隔水矿柱宽度不足。此时
应过A点作DE的平行线AF，使其与矿体顶板交于F点，CF（a'）即为不产生导水裂隙
带突水所需的矿柱宽度。

当矿区H。值很大时，也可能出现防止顺层突水所需的a值大于防止导水裂隙带突水所
需的a'值。在确定矿柱宽度时，应取其中的大值。

9.3.4 防水门和挡水墙

对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有突水危险的矿井，为了防止突水量超过矿井排水能力造成淹
井事故。把水害控制在一定范围，应在各阶段井巷系统适当位置设置防水门或挡水墙。露
天开采、地下兼水的矿山，为了控制暴雨期间进入泵房的水量，也设置防水门。防水门有
临时性的简易防水门、低压防水门和高压防水门之分。临时性的简易防水门。其作用是在
矿井突水后，将酒水暂时引间其它空区，以便人员和重要设备的撒离;低压防水门（抗压
力为1.5×10Pa左右）一般只用在水泵房之入口处，其作用是将突水 暂时封闭于泵房之
外，保护泵房在突然涌水的初期，水泵能持续工作。以消除短时间的突然通水的威胁。上
述两种防水门都不能抵御涌水量特大、持续时间较长的突水。有发生 这 种 突 水可能的矿
山，需设置高压防水门。高压防水门又可分为专门为基建服务的半永久性防水门和为生产
服务的永久性防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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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1 防水门、挡水墙的遇用条件

为预防亦井突水，应按矿井整体设计要求，在有突水危险地段附近的适当位置，设量

防水门。防水门应在矿井突水前修建。

挡水墙则是在施工和生产中由于出现某些新情况后补设的，它一般 适用 于下 列 情
况∶

（i）为了施工或其它方面的需要，必须开凿新的巷道，其施工具有突水 的 危 险，
而且其施工后又使原防水系统的防水效果受到破坏时，可在新开巷道口 附 近 修 筑 挡 水

墙;
（ 2>采用强排方式恢复被淹矿井，当矿井中水位降低至突水点后，为减少矿井涌水

量，加速矿井的全面恢复，或为了避免由于突水点被堵后又再次突水，经常在突水点附近
修筑挡水墙，并在挡水墙内安设放水管和水闸阀，

（3 ）当巷道在较高水压条件下掘进，工作面及其周围岩石松软破碎，有发生突然涌
水危险时，可在工作面附近岩石稳固处修筑挡水墙。

9.3.4.2 防水门、拍水墙位置的选操
（ 1）应设在对水害具有控制性的部位或重要设施入口的部位，如保护水泵房的控制

部位、受水害威胁地段与其它无水害威胁地段的通道处，已经消除水害威协的生产区段与
尚未开拓受水害威胁区段的连接通道处、开凿于强含水层有突水威胁的专用疏干巷道的入
口处等等。

（ 2）所设位置应保证防水门、挡水墙使用期间的穆定性和隔水性不漫邻近部位及下
部阶段采国的影响。

（3 ）应设在辑石完整、岩性坚硬、岩体稳定的不遗水岩石中。诚段巷道开凿后，具
体位置应在现场选择标定。

（4'）在条件允许的惰况下，防水门应尽量设在较小断面巷道内，以减小其基础的掘
进工程量和防水门尺寸。

（5）所选位置要尽量兼顺防水门关启操作和故障处理的方便安全。
9.3.4.3 防水门、挡水墙设计水压的确定
1。地下开采金属矿山
地下开采矿山的防水门、挡水墙设计水压按如下愿则婴求确定。
（1）设计水压原则上应不小于所预防含水层的静止水位至防水门或挡水墙设置阶段

之标高差的水柱压力。
（ 2）当某阶段已具有较大的排水装机能力，而且地下水位已基本上降至酚段属边高

度时，根据矿山生产实践经验，其下阶段防水门、挡水墙的设计压力可不按静止水位计算，。
但不应小于防水门、墙设置阶段与已降低水位阶段高差的水柱压力值。

2。用井卷排水的露天开采金属矿山
用地下排水方式的露天矿山，设计水压应取下列两个数值中之大值∶
（1 ）防水门设置标高至设计最大暑雨时露天允许淮没高度的标高差的水柱压力值，
（ 2）防水门设置标高至所预防含水层静止水位间之水柱压力值。
3.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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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矿井采矿设计手册》中，对防水门及其硐室设计水压的确定有如下规定@，可
供参考。

（1）对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又未疏于降压的新建井，可以采用主要含水层最高静止水
位与开采水平高差的水柱压力作为设计最大水压。

（2）经疏干降压的矿井，主要含水层静止水位已经降低，可采用降低后的水位与开
采水平高差的水柱压力作为设计最大水压。

（3）矿井延深水平的防水闸门和硐室所承受最大水压，当保持原水平的排水能力
时，可考虑取氮有水平与延深水平间标高差的水柱压力为最大水压，并应留有一定余地。

（4）有水力联系的矿井群，井群综合酒水量与综合排水能力保持相对平衡，在设计
并群中某一矿井的防水门和硐室时，应考虑不存在井群同时淹井的可能。当某矿井排水设
备受水害停排时，相邻矿井仍继续排水，根据当时综合排水能力，该矿井的水位，会稳定
在一定高度，其水位可通过水文地质计算求得。该稳定水位与开采水平高差的水柱压力可
作为最大水压。

（ 5 ）少数矿井的浅层含水丰富，建井时，常用浅部截水措施。当建井期内在回风水
平或浅部某水平有强大排水设施时，亦可考虑以该水平标高与开采水平高差的水柱压力作
为最大水压。

9.3.5  遗没矿井的校复

9.3.5.1  恢复受消矿井常用方法

恢复淹没矿井目前常用排水和先堵后排两种方法。
在处理受淹矿并时，选择饯复方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矿井地质条件，突水地点和突水

特征。突水量的大小，涌出泥砂的性质和数量，突水地点的水压，淹没损失程度以及设备
安装场地的条件等，设计中应根据矿山具体情况确定。

1.强行排水方法

以排水的方式将矿井积水强行排除，若矿井地下水位降至突水点以下，突水口涌水量  
较大时，常在突水口所在巷道修筑钢筋混凝土挡水墙，以利全面恢复矿井。

1）适用条件 100

（1）突水水源以静储量为主时；

（2）突水水塬以动流量为主、但其值不太大，并巷断面能容纳在要求的期限内确定
的排水设施，而且电源有充分保障时；

（3）岩榕矿区强行排水不会导致新水源大量溃入矿井和引起塌陷等严重危害时。
2）排水方式

目前常用的强行排水方式主要有卧泵排水、潜水泵或深井泵排水、空气升液器排水三，
种方式。由于各种淹没矿井条件差别很大，当淹井涌水量较大时，还可能采用以上几种方
法联合排水。淹井恢复的各种常用排水方式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见表3-9-12。

2.先堵后排法

●  盖者促对黄定的个别文字作了参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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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3~9-12不同维水方式重用条件豪

神本 缺 牙用条件优 直点为式
（1）并憾断圆被大，能满<1>抑水设备液率高∶ 《1）聂体大面重，占操空阈大，

足布量卧冤紫件的矿井;悬品复杂（2>矿井积水排除后，排水设备梗

肉核端长 （2》兼水过程中，井内水于矿山账续使用 （2）排水过摆中设餐要随水位

位无较大反复时降骶频繁下降、接管，操作不方便，

强持中水位有且复时不安伞;
〈3）择水时人在粪内操作，剪

动条件较进

1>井筒衡服狭示、调水（1）诞智自身悬品，系统筒单∶设 一般矿山无此设备，需要临时调
量被大的矿井;酱占册空同小，可亮分发挥井筒的排水◆

物长展智染珠联索长
能力 （2）排水过程中，并内水

位反复频繁时∶（2>设备词一次下入水中理定位置，
（3>深井孤不能用于解并，无儒随水位降任颗管移豪，接管方梗;

遭水寒用于斜井时，要求裳道C3》水位脱复时，排水设备无水海
坡度大于20，且较度在斜长霍券攀
强内无大的变化（4）操作在井口。作业条件资全;

播水设备效率高
《1）井筒断固较小、涌水（1）捧水设备殖率街;<1）撺水设备领筒单，一般矿山都

量较大的扩井;（2）受沉没比的限制∶不能将能快遵制作，播水散管无起动部分，无
《2》落水过视中，弁内水水降至并厩;电圈设备，运转可靠1

位反复氯策时;（3）扬履低，要求大子70m时（2）设备质量轻，悬昂筒单∶占据

塑气升崔害禁求
（9）藩井恢漫不斌于卧票需采用拨力方式空厕小，可充分寓择井筒的排水触力;

排水方式、错水票和源井薏又（3）设备可一欢下入永中膜定位量，
摩于舞配时抵程较大时可混思续力方式，分次下入;

无雷随水位降低额繁称泵，水中含砂对

排水无影响
（ 4>水位反复时，推水设备无水湾

危险
《5）操作在井口。作业条件安全

淹井恢复时先注浆堵塞突水点，然后再排除矿井积水。
1>透用条件
（1>突水水源以改渍量为主且其值较大（特别在突水通道与规模较大的水源沟通的

情况下），井筒断面不能容纳在要求期限内排除矿井积水断确定的排水设施时;
（ 2>采用强行排水会激化地面塌陷，导致新水源的大量遗入或引起地面塌陷的其它

严重危害时。
2）先堵后排的堵水方式
先堵后排的堵水方式有两种，即封堵突水巷道外的导水通道和封堵突水巷道。各方式

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见表3-9-13，不闻墙水方式注浆工程布置及技术 要 求 见 表3~9
-14。

9.3.5.2 矿井突水后的水文地质工作
矿井突水后应迅速开展与突水有关的水文地质工作，其目的是为安全抢险提供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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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13不同墙水方式的适用条件表

增水 备 注适用条件 优 缺 点方式
〈1）突水通道截固积较小，含水层

蠕
（1>突冰通道（突水袭除、孩碎带 由于突水的实际惰况复

尊）额阊积小，容易射堵时; 故德时。注察帖孔溶易命中复标，封培 杂;为丁争取时闻和确保
（2）卷道直接揭露含水展突水，当 容易，注浆材料割耗较少， 注浆堵水质量，煤炭部门

含水屋厚度粒薄、容易好墙时 （z）含水层较厚、将滴和覆隙提樱 的矿山往往在海井恢置时
较大时，跑浆现象严重，注浆材料增多 同时采用可种墙水方式

射学突水荐灌
〈1>突水巷道位置准端，距地表较 〈】）突水警道位亚准确、更地表较

近时; 近时，帖孔容晶命中目标;
（2）实水通道或突水营水层位置不 《2）注浆封顶围难;

（3）容晶跑浆清最囊水含水腻蛛厚时;
《3》缝水通道成突水含水层岩淄、
裂原规顿粮大时

水文地质情况，为恢复矿井积累必需的资料。
1.突水后的水文地质工作
（1）迅速查明突水原因，找出突水点的补维来源;
（ 2）查猜突水时的涌水量及其变化情况，以及矿井淹没的发晟状况;
（.3）尽快掌握矿区地下水位的下降情况，查明降落漏斗的扩展方向，及时预报可能

发生地表塌府，沉降的发展范圈，为地表安全处理提供依据;
（4）加密矿山水文地质观测，及时整理、分析观测资料，查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

变化情况。
2.矿井突水后水文地质观测的主要内容
（1）观测井卷淹没速度。准确记录时间，并根据各段被淹井巷范围（容积），估算

不同时段的涌水量，若水位在某阶段稳定后，要测量该标高的横定涌水量;
（2）观测记录涌水的含砂情况，应采取水样和气样进行分析;
（3）对矿区所有层位的全部观测孔迅速加密观测，加密期限至矿区地下水基本稳定

为止;
（4）对矿区及外愿的井、泉进行调查测量，查明各井、泉的水位、流量变化及开

始变化的时间;
（ 5 ）岩溶塌陷矿区在突水后，应迅速向塌陷区和塌陷预测区的居民发出警报，同时

要根据塌陷区的危害程度，及时加强地表塌陷与沉降的调查、观测;
（6）突水关闭防水闸门后，要对闸内水压上升情况进行观测，详细记录升压过程中

井巷圈岩的渗水、漏水现象;

（7）突水发生后，要及时分析涌水量与地下水位的变化及其它有关资料，若发现突
水与地表水关系密切、涌水量因突水点被堵而突然变小闻能再次大量突水等重要情况时;
应及时报告，以便采取应急或预防措施。

9.3.5，3 婴道矿井恢复时的水文地质计算
1。突水后冬时段涌水蟹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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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增水方式注浆孔布置表 聚3-8-14

布孔技术要求及说明注浆布孔图示堵水方式

（1）根据突水含水层的厚度，治溶裂隙发A-A

商程度及注册孔可能达到的有效扩散半径，附
情和置义～6个注浆孔；
（2）注载孔高突水点不可太近，以归 审井

卷跑浆；亦不可太远，因太远不美命中主要翁

新潮营水景
溶乳酸。一般以3～10m为宜

（3）注燕孔的间距可微据设计注浆带的宽
定和单孔的扩散半径确定

（4）可先选择2～3孔端工，其余钻孔作
第一期注浆工程的检查孔和补充加圆注浆孔隔

老装实水卷道外胎漏湿
埃施工*b——制面图0一哥圆图

（5）为了检查注浆效果，突水点附近没有1一突水穆道；2—奥水点；3一生浆孔r
观测孔时∶应打1～2个沉测孔。观测孔皮等4一注浆粒图∶5～一含水层；r一扩散半径
近突水点、但又要离开注浆打散范围

（1）根据突水斯服、破碎带岩溶度骤欺发J-A

育情况并发点单孔注浆的扩散半径酌情布置2
～5个注浆钠孔。必要时注浆带可超深测含水
赝之内，

素培美术断层
（2），（3）、（4）、（5）两上

0一平面贸 b一路团圆
1一定水售过；2一定水点∶3——注浆孔；4——往浆范围
5一舍水层；6一同流；7一号水断层；.r一扩散半径

<1.）一般布置3个往浆孔。1*、2*两孔为A-A 8一8
主要注浆孔；其圆距按计算的封堵厚度确定；B'
其间3*孔作质量检查和补充注浆用!

（2）钻孔的孔位除根据着痘位置确定外，
尚迪考虑帖孔盖工信料国素，以免其明卷道相

1
向静斜，减小封堵厚度封 （3）钻孔贯通卷道后，用能扫卷配合高压

聚 6 A LY 水肿刷清理卷道感板沉积的沉砂
浆 （4）在卷道底板进行水下爆破，以扩成喇

a一A一A创配 b—B—B制图 叭形水 1一注浆钻孔；2一珍石充填范围； （5）充填时，先从端部的钻孔充填砂砾石
奖 8一水泥砂浆充填凿圆 以减少最被满失。高石拉径以10～10mm为
找 宜。辨用水力输送，并用底部带有兼扫器的钻

再能扫，将那石搅向四川，砾石每充填0，5边厚
时，用扇部聘需弯曲的钻杆靠近麻石腥表调注
策，边往边装转钻杆，如此反复充、注，直至善调
（6）砂矿石填光度后，下钻杆作全孔注浆。
如果孔内无压，可向孔内定量同歇注入浓水泥
砂浆或水灰比为0.5的帕灰浆<抽速灰剂>，还
滑将空调端毒严密
.（7）录后由补充注浆孔注浆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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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水时各时段涌水量系非稳定流量。通过若干时段酒水量的计算。可绘制突水过群非

稳定涌水量的历时曲线。这一曲线可反映突水过程中涌水量变化情况、一般最大突水量发

生于突水后不久的时段，突水高峰持续时间极短，随后涌水量便急剧降低，如图3-9-15

所示。
130ol某时段涌水量计算式如下;

当部分井巷被淹不排水时∶. 1600
1400WQ=- (3-9-5)“”“。 120.

（/世）1000.当部分井巷被淹排水时∶ BO00.。WQ= -+Qp 90ol(3-9-6)11-t 400
式中 Q——计算时段内单位时间的平均突水量（包括突 2zo0;

水前矿井正常涌水量），m3/min; 1吨46
t∶-计算时段起始时刻，如in多 T(d)
t.--计算时段终止时刻，mi多 图3-9-15 苏联某

Ⅳ-—计算时段内被淹并巷容积，m; 矿井突水历时曲线

Qp——计算时段内单位时间的排水量，mn*/min。
2.受淹井恢复时涌水量Qp的计算
排除被淹矿井积水的关键是把矿井水位降至突水点标高以下，因此恢复矿井的排水量

不能小于水位降至突水点标高的稳定涌水量。这一水量不能通过突水过程非稳定涌水量的
历时曲线求得。

由于矿井谈复时一般不具督完整的水文地质资料，淹井饺复时涌水量的准确确定比较
困难，一般采用如下方法近似确定。

1）Q-S关系曲线下推法

通过两个以上的稳定点作Q-f（S））曲线，然后将曲线外推或采用本篇第三章3.3。1.1经
验公式法求得水位降至突水点标高的稳定涌水量。

稳定点可采用如下方法选取r

（1）当突水淹没矿井水位上升到突水点以上设置排水泵站的某阶段，该泵站排水能
力可使突水水位不再上升时，测定其水位保持在本阶段的稳定流量Q1及降深值S11

（ 2）通过试验排水，求得试排的稳定涌水量Q，及相应的水位降深S2;
（3）加大试抽的排水能力或利用地质激探阶段有代表性的抽水试验或放水试验资料

取得另一降深下的稳定涌水量S。，Q8。
2）经验系数法

经验系数是矿井突水时最大涌水量和淹井水位恢复到突水点时的稳定涌水量之比，其
值随最大涌水量的增离而降低。稳定涌水量则可根据突水时最大涌水量与相应的经验系数
求得。不同情况的经验系数●建议采用如下值;

● E.Ⅱ。卡尔棉料夫，严为正、钟发握译《楼谊透水的费怕》，煤炭工业出康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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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系数最大涌水量（m /h）

100 ·0.8
150~750 0.5
1000～380 0.25

3.静储量计算7、
淹井恢复中静储量的计算一般应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宁3

（1）矿井积水井巷空间储存的静水量。严格地说，这部分静水量比矿井积水线以下
膏没的井巷空间体积小。其原因是矿井中积水线以下存在岩石的坍填、岩石受水膨胀、局

部封闭空气压缩空间等，但是对于金属、化工矿山，因岩石一教都比较坚硬。空气封闭氯

件较差，井巷掩没空间不大，计算时可近似采用海没井巷空间的实际体积。
（ 2）矿井潇没后由于地下水位上升储存在采空崩落区的静水量，在生产期间湾井，

采空区空阐较大时计算。根据恢复排水的实际经验，建议按采空区实际空间的40??右粗

略估算。
（3）矿井排水至突水点标高后，由疏干漏斗中释放的静水量，其计算方法见本篇第

五章。
因上述（1）、（2）部分静水量处于疏干漏斗中，当这两部分水量较大时，应在本

部分静水量计算中给以扣除。

4。矿井恢复排水时间的计算

_V4-Q-QD (3-,9-7)

式中 t——将地下水降至突水点标高时的排水时间，d;
V——将地下水降至突水点标高时应排除的静水储量（当突水水源为原井巷未疏硫干

的新含水层时，还应包括排至突水点后新含水层的静水量），m2;
Qp---恢复矿井的排水能力，m8/d;
Qp-—将地下水降至突水点标高时的动流量，m3/d。

在矿井恢复的排水过程中，进入矿井的动流量，实际上是一个随着水位降低不断增大
的非稳定流量，当水位降至突水点标高时，其值最大。考虑到迅速恢复矿井的需要，计算
排水时间时取最大值QD。

使用上式时，可以先确定参数Qp再求t，也可先确定参数f，再反求Qp。
5.放水钻孔的计算
有时矿井淹没后，可利用相邻朱淹矿井采用放量排水的方式恢复矿井;基建矿井周边

存在被淹老眶或废弃老矿井时，也可能采用这种排冰方式。
1）单孔出水量

Q=Cw√2gH (3-9-8)
武中 Q——单孔出水量，m*/s;

C——流量系数，其大小与孔壁的粗糙程度、孔径大小、钻孔长度等因素 有关，可
由试验资料求得，无资料时可取0.60～0.62;

w——钻孔的断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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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重力加速度，9.81m/s*;
H——钻孔出口处的水头高度，m。

上式中，由于放水时H是个不断变小的数值，为简便计算钻孔的平均放水量。可采用

钻孔出口处最大水头高度的40～45??
2）钻孔孔数
钻孔孔数建议按矿井恢复确定的排水能力计算，计算式为∶

对8 (3-9-9)

式中 N-放水钻孔孔数，个;
Q——矿井恢复确定的排水能力，m*/d;
Q-—单孔出水量，m*/d。

由于单孔涌水量是按放水孔出口水头高度40~45??算的，放水初期各散水孔的总煎
水量将大于排水能力，因此放水孔施工时，应装设孔口管和水闸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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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写单位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华北冶金矿山建设公司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李玉山王积兴

10.1 矿区地表水防治工程设计的原则和基本要求

10.1.1 住 务 及!特 点

矿区地表永防治工程是保证采掘工作安全的一种技术措施。借以防止降隔汇水和地袭
水直接流入或间接渗入露天采矿场、地下采矿崩落区和岩溶竭陷区，减少矿坑排水量，提
高采掘效率。

矿区地表水防治工程的研究对象多为汇水面积小的坡面径流，季节性河流、小溪、冲沟
等。其本济特征是早季水流很小，甚至干枯无水。而雨季水量骤增，特别在暴雨时常常泛
滥成灾。这些小面积汇水烃流，一般均缺乏实测水文资料，进行洪水计算时，主要采用洪
水调查、地区经验公式或根据暴雨资料进行计算的推理方法。因为流域小、集流快，所
以一般不推求暴雨点面关系，而以总雨量为全流城量，按全面积均匀降而计算。

地面防水设施主要由截水沟（包括水为的衔接和交叉工程）、人工河槽（河流改道或
河道防渗）、防洪堤坝、排泄隧洞和调洪水库等工程组成。

对于大型地表水体（大、中型河流、湖泊等）的防水工程，由于技术复杂、涉及范围
广，当矿山设计中遇到此种情况时，应专题解决或委托专业部门进行设计。

10.1.2 设计蒸本原则和要求

10.1.2.1 说计原则
（1）矿区地表水防治工程设计必须与矿山排水、矿床疏于统筹安排，并应贯彻以防

为主，防排结合的原则。
（2）凡能以防水工程拦截的地面水流，一般不允许流入露天采矿场、地下开采崩落

区或岩溶塌陷区。
（3）矿区地表水的治理，要注意保护农田和水利工程，在保证安全开采的前提下，

尽量不占或少占农田。
（4）对于大型地表水的防治工程，如大、中型河流的改道和围湖筑堤等。在作矿山

防治地表水工程设计之前，必须制订治理规划的方案，取得当地政府和水利部门批准后，
才能进行恰理工程设计。



761i第十章 矿区地表水防治

10.1.2.2 防治翼求
（1.）为防止降雨坡面径流涌入露天采矿场、地下采矿崩落区和岩溶塌陷区，可修筑

截水沟、防洪堤，将水流导出矿区。
（ 2）在矿区开采范围内（包括露天开采境界、地下开采错动区）和岩搐塌陷区有河

流直接穿越，采用保安矿（岩）柱或充填法采矿仍不能保证采矿安金，或在技术经济上不

可行时，可考虚河流改道措施。有时河流虽在上述范围之外，但河水仍可大量海入采区，

对边坡或开采有严重威胁，而采用防渗措施又不可行时。亦可考虑采取河流改道措施。

（3）当矿区内含水层露头分布区或岩溶塌陷区位于地面汇流积水区内，地表水可大
董渗源补给地下水并对矿井生产构成严重威胁，或对露天边坡有明显不利影响时，应考虑
进行地表水的防渗处理。

（4）当开采范围和岩溶塌陷区内有河流穿越，而地形、地质条件又不允许采用河流
改道播施或在技术经济上不可行时，应考虑采用水库调洪、排洪隧洞或排洪渠道泄洪的防
治方案，以保证矿井安全生产。

（5>在矿井井口、露天采矿场、弛下采矿错动区和岩溶塌陷区低于地表水量高洪水
位或设计频率洪水位时，应采取提高井口标高、筑堤防洪等措施。

（ 6>在受洪水和内涝威胁的矿区，如已有坚固的地区性防洪堤，可按防洪堤内内涝.
水进行防洪设计。内凿水的防洪设计可采用提高场地标高或用泵排涝等方式。当内捞或洼
地积水有可能侵入并下时，应采取拦截疏导、压实防渗、填废石造茁或用水 泵排除 等措
施。

10.1.3 股 计 标 准

矿区地表水防治工程目前尚未制订国家统一标准，各系统的矿山防洪标准，大多数是
根据矿山规模的大小确定、下列表3-10-1、3-10-2，3-10-3分别为冶金矿山防洪设
计常用标准和媒炭工业设计防洪标准，可供设计选用和参考。

冶金矿山防洪设计常用标准表 表3-10-1
工程分类及丁山观模 没计标准

韶水 沟 调洪水库河流改道及防洪堤 设计额率 ·较孩频率

(%)结 下矿露 天矿 露关矿 地下矿 入氯”总库密（10*m3）

100~105o一 0-33’
量、·大型 <100-- 0.5e大型 大雅 中型， ‘

中型火型 中型 小型 o 四‘
小型小氢中小型 b10：

社∶1.苓中频率是冶金矿山常用的设计标准，设计中可授据全业性质，失事后造或的损央想度等具体情况确电1
2，防洪水位标高应商于或等于校核水位，但序边防护以设计水位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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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2露天嫌矿防洪设计常用标准表

设计标准地面抑水沟 河流放罐及露天来
单望

其它采测 镉 按核频率（??设计甄率（??期每防洪是“ - 0.2
{- -特大型! 特大型工 0.33

特大型I 0.5绝大型! ”物大盟1、、e 2密汁端” 大。中型大显 e里 中型 大型 小型

小塑 中型 10‘
小型 10龟

20理
挂。1.特大型【为年产煤≥500万t。帷大型】为200万~500万唯，大型为150万、120万、80刀、B0万吨，中氢为46

万、30万吨，小墅为20万、15万、10万吨，
2，表中缩丽撑水沟只按设计飘率避行毅计。不加被筷!
3.地表排水沟中采矿酒水淘系抱保护聚矿埚之水淘，其它水鸿包括银护等土新等笑它造画事水沟，其泛重不败
食备露天采矿锅者;

L首区水系之供水有可董闻时淹没一个以上采矿场时，则应独其中最大聚矿杨的防狭吸别播高一歌标准设计6
如可能同时精没全才区时，则容许痰其中类显最大的解天矿《矿井）防洪级测缆高一颗派计;

5.防洪水位标高应高于（或等于》狭核水位，包岸边的护以设计水住为准;
6.楼暴实际制查所得的历史量高洪水位高于表中枚族水位时，应以历史藏膏洪水位作为根核水位。

8-10-3地下开采赚矿助烘设计保减表

按填额率（??设计须率（??最别 企业规模及工程性质
工 0.83大申斑矿井井口” 0.5小型矿并井口 “’，大中型矿井，大型选煤厂及肝V型矿区机电静配厂的Ⅱ 工业场地 ”小型矿井，中、小型选煤广以Ⅰ、1、置变矿区机电司 修配厂的工业稀地，屠住区

注∶ 1.矿区内例洪工粗可采用能一设计标症。包可按矿区内企抛型及工藿牲质，在宜不警确安全的条件下，分别
采用不同设计概准;

2.若跳测洪水《包指调查可靠、有重现可能的历史祺水）高乎呈述标准时，则度控观测膜水设计，经当观需燕
水的频事在】级防洪饭别鲜过0，5哪或官级府洪颖别超过1??。剿分则按0.5?1??行设计∶

8，扩并地画变电质、墙风机房、较车房以及与扩养井口相建前理道口（如风道、人行道等）搜网类型矿井势口
标准采取防洪措施;

4.本表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工业解1998年12月制订的《煤炎工业说计规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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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设计的基本内容

10。2.4.1 蒙水沟、
（1）平面布置及截水沟型式，

（ 2 ）确定防洪标准，和进行设计洪峰流量计算;

<3 ）断面设计，包括断面型式和水力计算∶

< 4）确定截水沟的护砌类型

（ 5 ）研究设置跌水或陡坡等消能设施的必要性;
（6）跌水、陡坡工程布置，水力计算和结构设计;
（ 7）截水沟工程设施的工程量计算。
10.1.4.2. 河流改道
（1）河虢改道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

（ 2）改河线路起点和终点的确定，改河线路的选择和平面布置;
（ 3 确定防洪标准和计算洪蜂流量;
（ 4）改河方案比较，确定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方案;
（5 ）新河道的断面设计，包括设计原则、断面型式及水力计算;
（ 6）河流改道附设的水工构筑物;
（7）改河工程设施工程量计算。
10.1.4.3 调浜水库

（1>论证设置调洪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调洪水库的工程布置;
（3）库容计算，死库容和防洪库容的确定，
（ 4 ）洪水计算，包括洪峰流量、洪水总量、洪水过程线及调洪演算;
（5）坝址选择;
（6）坝型选择;
（7）坝高确定;
（8 >坝体构造及断面尺寸的确定;
（9）坝坡稳定分析;
（10）筑坝材料及技术要求;
（11）坝体工程量估算;

（12）泄洪系统设计;泄洪方式的确定、排洪隧洞的选线和工程布置、泄洪量计算，
隧洞断面设计、排洪隧淘的结构型式;

（13>调洪水库各水工构筑物工程量计算。
10.1。4.4 防洪堤
（1）防洪堤设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
（ 2）设计频率洪水位及防洪堤标高的确定;
（3）防洪堤平面布置;

（4）堤体结构及断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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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筑堤材料及技术要求；
（6）工程量计算。 100

T0.1.4.5 河宋防渗欢迎光临

（1）河床渗流防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
（2）河流渗漏量的确定；
（3）采取的防渗措施； 100
（4）防渗工程布置；. 100%

（5）防渗工程量计算。
10.1.4.6 矿区内清水及积水处理
（1）处理必要性的论证；
（2）内捞水积水量的估算；
（3）内涵水及积水处理原则与方法；',
（4）排水设施
（5）内涝水治理工程量。
10.1.4.7 附图
 （1）地面防水工程平面布置图∶
标明截水沟的位置、中心线、起始点、各转点及终点、沟纵坡、流向等；  
标明原河道敛置、新河道的起始点、各转点及终点，新河道纵坡和流向，河流改道附

设水工构筑物的布置等。
（2）标明防洪堤、拦洪坝及泄洪系统等工程的平压布置。 100

（3）必要时附上水工构筑物剖面图。,
10.2  设计所需基础资料

10.2.1 水 文 气 象 资 料

收集工程所在地区的《水文手册》，如缺少该资料，应收集矿区最近测站的水文、气
象资料。其内容主要包括∶

（1）设计频率的最大24h暴雨量H；4p或历年最大24h暴雨量均值H；或历年日最大
降雨量及其变差系数Cv、偏差系数C.、暴雨强度通减指数n；

（2）多年一次最大降雨量及持续时间，历年三日、七日最大降雨量；
（3）地区暴雨参数及有关洪水计算地区参数；
（4）计算洪水的地区经验公式；
（5）当地土壤最大冻结深度及冰冻期；
对于调洪水库还要收集
（6）典型暴雨的时程分配雨型）
（7）相邻地区中、小型水利工程暴雨及洪水计算中所采用的有关数据；
（8）常年主导风向及平均风力、最大风速、风力及风向。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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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调 量资 料

10.2，2。1 初步设计阶段所需资料

（1>防洪工程地区流域地形图，比例尺为1t50000～1∶10000，著汇水面积很
小，亦可采用较大比例尺地形图。

地形图范圈应包括工程所在位置河道上游的全部主、支河道和全部汇水面积。
（2）戴水沟、河流改道线路和堤坝等防洪工程设施所在地区的地形 图，比 例 尺为

1 r5000~1:1000。
（3）河道横断面和纵断面实测图，对于显示洪水痕迹调查结果的河道横断面至少应

进行三个断面测量（间距50～150m ）并实测历史最高洪水位标高。
10.2.2，2 施工配设计阶段所需资料
（1>沿截水沟、新河道、泄洪隧洞线路的带状地形测最图，比 例尺1t100～1

50，测量宽度50~100mn。
（2>沿工程中心线进行地形剖面测量，比例尺1 ∶1000～11500。
（3》坝址地形图，比例尺1∶1000～1∶500，测量范围至坝址外30~～50m，标高

至坝顶以上10~20m。
施工图阶段所需各部分地形图应采用统一的座标高程系统，并尽可能来 用 同 一 比例

尺。

10.2.3 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资料

对截水沟、河流改道等工程设计一般需要如下资料∶
（1）岩层的名称、时代、岩性、厚度、产状及分布;
（ 2）基岩的节理裂隙发育程度、岩溶裂隙发育程度及规律，溶洞充填情况以及岩瘠

埚陷的可能性及分布规律预测;
（ 3）地质构造的类型及其特征、断裂破碎带的分布、宽度、产状等情况;
（4）含水层（包括透水层）的岩性、厚度、分布及埋藏条件，地下水位、透水性、

水力性质、涌水量和补给、排泄条件以及地下水水质、水化学类型等;
（5>岩士分析和试验项目耍求见表3-10-4。
调洪水库除需要上述资料外，尚应有如下资料∶
（ 6）可致滑动的弱层及软弱结构面的分布及特征;

（7）不良物理地质现象，如自然滑坡、崩坍、泥石流以及流砂等不良地质现象发育
情况及其对工程的影响程度;另外对地区地震等级资料要进行收集。
10.2.4 经 济 地 理 资 料

（1）调洪水库范围内的耕地种类、面积、单产量、征购价格及赔偿费用;
<2）上述范围内的林木种类、面积或株数，经济价值，征购价格及赔偿费用;
（3>水库内及其下游附近需拆迁居民户数，房屋间数、人口数、居民 可 迁往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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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搬迁费用及房屋拆建费用，
i:（ 4）水库内水井、坟墓的载量及其赔偿费用;

（5 ）民井的供水量及使用情况。

10.2.5 水文、地蒙调查资料

（1河道的最大洪水痕迹调查资料;
（ 2）河遗或水库汇水面积内的地貌、植被覆盖情况，山坡和河道的土 壤 性质等情

当
（3）库区内泉水的性质、数量、涌水量及用途。

10.2.。8 建筑材料调查贵料

调查粘土、块石、砂砾石等产地、分布范围、可 采 量、质量、开采 及 运输条 件
等。

10.2，7 试验与分析资料

（1）水质分析∶分析项目要求如下∶

阴离子有Cl"、SO2-、NOi、HCO3、CO$-;阳离子有K*、Na'、Ca*+、Mg2*、
Fe+、Fe2+、NH;pH值，总酸度、强酸酸度、总碱度、重碳酸盐碱度、碳酸盐碱度、

氢氧化物碱度、总硬度、碳酸盐硬度、非碳酸盐硬度、游高CO3、侵蚀CO∶、耗氧量和总
矿化度等。

（ 2）地表水防治工程基础岩石的分析和试验项目要求见表3-104。
（3）筑堤坝材料的分析和试验项目要求见表3-10-5。

10.3 截水沟和河流改道

10.3.1 工 程 布 置

10，3.1.1 截水沟工程布置
截水沟的作用是拦截从山坡流向露天采矿场、地下开采崩落区酸岩溶塌陷区的坡面迳

流，并疏引至保护区以外。
1.工程布置原则
（1>截水沟设计应与矿坑排水设计统筹考虑，要最大 限度地拦 截可 能流入保

护区（露天采矿场、地下开采崩落区和岩溶塌陷区）的汇水，以尽可能 减 少矿 坑 排 水
量。

（∶2）制订露天来矿场内、外截水沟布置方案时，应以自潇排水为原则，以采霸进度
计划为依据，配合采矿工程的发展，确定建一层沟或多层沟，建永久沟或临时沟。对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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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4地表水防治工程著盛岩土的分析和试验项目表

揉洪储洞坝基建（构>筑物 级水 沟或河道挡水（土）墙

一珍费土指占奖 砂类立 黄赭土类消 姆餐+睹土类粉 参教+贸输职+分析试脸项目名孵
叶计 石叶 至： ++ ：+十t密 度 ×+ +拳 *··十天法容重 十 十+十 十‘ ， 专中，： ·+；十孔 晚比 * 十 丰* *，

十天然食水量 * 务中+ ，市 中中 “中

*饱 和度 ；十 ：4 十+
可塑住 中干 十或× ÷ ：
首涡 着十+ 中中 ( 于

相对密度 ，： 十、
期粒分析 ； 十专1 .
帝善 1 C “，
f切 ，印② 中 ；，中 x，：
压 缩 士★ 丰重贵季中

匈你止角（于、提） 牛 十 邮；

*十疆 化 1
中 ，+一可谱盐含量

*有机质含量 1 I：
G番逊系散 步 ×

临界孔败比

孔燕水压少聚激

联化系数 ，
相对湿隋系敷 × 中

饱和自重压力下溪陷系数 ， 、 ”×，
*+湿陷题始压力 、

授舰抗压强度（干、湿）

界性模量 ×
泊 乘比 小

弹性抗力累败 拳；坚固系数 一 ；，
V 一 ，声被测试 "*，

注;1.寝内"+"号为需要者，其右上角数标为+①仅对多年冻土区粘性土和率温陷性土，其天然含水量小于费
裹时才需要）+②漫水剪切1+③有地下水的深挖成浸水填方时才需要温你止角;+④考虑基础排水时才需漠。

z，砂类土的试验项目指能养取原状土神时的项其，如只舱采扰动料，刷只逊行颗分和林止角试验。
3.红土《西南地区）试验项目，一般可参照粘性土满定，但应按工程具体情况适当增加膨联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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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5就是坝材科的分析和试验项目

利材项 。 案针有 料 砂 土砾 石多
中额粒组服 丰 +·，中岩石成份 ，。 令*可感盐及亚硫酿化合物含量 +

*十 专密 度 *
半着 +容重（干） ， 、吸水性 -x
中，善进性 然
女·一有机物☆量 +” 专极限统压强度（干，湿） · ，抗 冻性 ，
x+天然含水量
利宙 实
+一 、孔 略比 +1可塑性（塑底、液限） +剪 切 体
+·

压输 、款化系数
中孔障水压力艰数

？临异孔隙比 ；"安恩角（水下、干的》
膨胀及崩解 ，， *最大分于吸水量

注∶1.表内"+"号为需姜者;
2。如 号为在最佳含水量时的武瞳。

较平坦且采矿场外汇水面积不大的露天矿，以一层场外截水沟拦截采矿场外全部坡面径滤
为宜。对于采矿杨内截水沟，由于深凹露天开始形成，即深部排水工程投产之时，往往量
大载流水平尚未据进到最终位置，不能如期建永久沟。因此，只能分期分批地设置多层沟
或配合临时截水沟。（3）当截水沟需要改变沟整自然水流方向时，应注意防止对其下链村庄、农田水利
等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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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截水沟出口与河沟汇流处的交角一般应小于60°并以弧形连接;沟出口底 部标
高，最好在河沟相应频率的洪水位标高以上，-般应在常水位标高以上。

（5>截水沟通过坡度较大地殿，水流流速很大，且对下游建筑物或其它地面设施有

不利影响时，应根据具体地形、地质条件，设置跌水、陡坡等消能设施;跌水和陡坡不得

设在沟的转弯处。
（6）为避免水沟淤塞和冲刷，水沟弯段应以圆弧与直线段平顺连接，其最小允许半

径一般不应小于设计水位的水面宽度的5倍;对岩石沟或有加固措施者，也不应小于水面
宽度的2.5倍。

2.工程位置确定
截水沟的具体位置，主要根据安全条件、地形、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确定。
（1 ）设计中应充分利用各种自然有利条件，因地制宜地布置截水沟;
（2）截水沟距露关最终境界缓的最小距离，一般情况下不应小于30m;对地下开采

的矿床，裁洪沟距开采量终错动线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20m多
（3》截水沟应选择在工程地质条件比较好的地段，尽量避开流砂或有滑坡危险的地

段;
（4）截水沟应尽量避免布置在与矿坑充水有关的含水层露头、断层破碎带上，对必

须穿越的部位要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
10.3.1.2 河流改道工程布置

（1）新河道的位置选择，应考虑到矿区的远景开发规划。
（2）为保证边坡稳定性，要求地表水体尽量远离露天境界，以免水流渗入边帮影聘

其稳定性。河流改道应视露天矿边坡岩层的倾角、强度、渗透性以及弱层赋存情况，将新
河遵布置在安全地带，以防滑坡破坏新河道。

据需天煤矿经验∶在一般情况下，新河道距儒天境界不应小于 200m∶经边坡 稳 定验
算后，认为安全可靠且渗透性又不强的地区，新河道距露天墩界之最小距离亦不应 小于100m。

根据金属露天矿生产实践，应遵循地表水体尽量远离露天开采境界的原则。当地形条
件无法满足上述要求时，在开采深度较小、雷岩倾角与边坡倾向相反、围岩力学 强度较
高、渗透性差且无弱层存不的情况下，新河道与露天境界距离可以适当缩小，但在最困难
条件下，亦不应小于30m。距境界近且有渗流发生时，应采敢严格的防渗措施，避免地表
水对露天矿边坡岩层的水力补给。

（3）新河道厨地下开采最终错动线之距离。应根据矿山建筑物和构筑物的保护措施
要求，并考虑地表水体涌入错动区可能引起的后果性质进行确定。一般情况下，地表水体
水边线与最终错动线的距离不应小于50m;在地形条件布置有困难情况下，亦不得小于20m。

（4）在满足采矿工程对防洪要求的前提下，依地形条件和野外勘测资料，改河线路
应尽可能选择在既能使新河道线路达到最短，又能尽量利用天然河床和地形，避开滑坡、
流砂等不稳定土层等地段，还应尽量避免将新河道布置在与矿坑和边坡围岩充水有关的含
水层露头、断层破碎带上，对必须穿越的部位，应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

（5）改河起点应顺河势。不要硬逼水流急转弯，而且最好选在河床不易受到剧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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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的地段上。
（6）改河终点应业于河床较稳定的地段，且与原柯道平顺连接，尽可能做到不干扰

原来水流的水力性质。新旧河道交角不宜过大，以防冲刷对岸和引起下游河道的不稳和变

迁。
（7）新河道应大体符合当地天然稳定河道的规律，根据改河地段的长度及地形、地

质情况。选定最适宜的河道轴线。新河道弯段应以适当的圆曲费和直缓段与河 道 平顺连

接。圆曲线半径以在5～8B（B为稳定河宽）之间，两曲想胸直线过渡段的长 度， 以不

大于4B为宜。
（8）为引导水流由原河道进入新河道，一般要在新河道进口附近威其上游设导流堤

坝。导流堤坝距新河道衔接部位要有一定距离，以防导流填被水流冲说。

.10.3.2 洪峰流 量计 算

对有比较长期的实测流量资料的河流进行洪峰流量计 算 时，可 从 历 年 实 测流 量
中，每年摘取一个最大的流量值，用频率计算方法直接算得符 合设 计 舞 率 的 潍 峰 流
置。

无资料河溪的设计洪峰流量，可接地区经验公式祛，用暴雨资料推求设计洪峰座量的
推理公式法或者根据洪水调查等方法计算。

10，3.2.1 地区经验公式
这种方法是根据一个地区各小流城的实测洪水和调查洪水资料，设法找出该地区河流

的洪峰减量与各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以数学方程的形式表示出来，然后
利用这种关系推求缺乏实测资料流城的设计洪峰流量。这些关兼式，都是根据各地区实测
经验数据得到的，所以叫微地区经验公式。

地区经验公式是矿山防洪工程设计进行洪峰流量计算的主要方法之一， 公式可由各
省、区水文手册查得。最简单、最常见的形式为;

(3-10-1)Q=CpF 
兴母Qp-—额率为P的设计洪蜂流量，m"/s;

Cβ-与流域自然地理和频率等因素有关的系数;
F——流域面积，km';
N—面积指数。

Cp与N可由各省、区水文手册查取。
应当指出，地区经验公式适用的集水面积是有一定范围的。根据经验，使用地区经验

公式时，最小面积应不小于15km'，否则计算结果偏大。

10.3.2.2 公路科学研究所篝化公式◆
(3-10-2)Qp.申（A-z）4/nF*1*pβ

式中 Qp—-设计频率为p的洪蜂流量。m3/s;

G 河北省必道霍题设计胸，《公路小桥施手带》，人民交通出酸社，19B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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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运流厚度，mm，根据工程所在地区的暴雨分区从表3-10-6和表3-10-7、
表3-10-12查得∶

之——拦蓄厚度，mm，从表3-10-8查得;

φ——地貌系数，从表3-10-9查得;
F——汇水面积。km3;
γ——汇水面积内雨量不均匀折减系数，当汇水面积长度或宽度 大 于5km时，须

考虑降雨量不均匀造成逐流量和体积减小的作用，可从表3-10-10查得;
β——洪水传播流量折滨系数。当汇水面积的重心到计算断面处的距离 大于1km

时，流量应乘以折减系数B，可从表3-10-11查得。
为了简化计算，可利用图3-10-1a、b、c、d诺模图求设计洪峰流量。
按如下规则使用图3-10-1;
（1）使用公式∶Q=更（。-z）*1F4/s;

（2>在已知F、φ、（h-2）各值时，求解Q值，先对准下尺的F点（例 如0.45
血m2），再以水平方向对准（h-2）值（例如h-z=17），再垂直向下对准φ
值（例如φ=0.10），再以水平方向交于Q尺上所需变点，脚为所求之Q值（Q
=7.4m*/s);.

（8）求出流量Q值后，再乘以γ和β的折减系数，即为设计流量。
T0.3.2。3 简化推理公式

4SpF)sQp=之 -DμF”“””。mJ (3-10-3)

武中 Qp--设计频率P的洪峰流量，m2/s;
S，——一频率为P的暴雨雨力，mm/h;
F—计算断面以上汇水面积，km2;
L——计算断面至分水岭的主河槽长度，km;
m—汇流参数;
J—主河槽的平均坡降;
μ——产流历时内流城平均入渗率，mm/h，

A、B、C、D -—最大洪峰流量计算系（指）数，可根据n值由表3-10-14查取;
n——暴雨理减指数，当r≤1时，取们=#1，官>1时，取作=n。<班1、n∶可由当

地水文手册查取）;
—-流域汇流历时，h。

简化推理公式的计算步骤如下∶
先取x=n1（r≤1），查出A、B、C、D，并按下述方法确定出Sp、m、μ、J，代

入公式3-10-3即可求出一个Qp，然后再用公式3-10~10计算r。当计算的r值也小于或
等于1时，Q。即为所求;如计算的r>1 时，则应取n=xz重新计算。

有时可能遇到如下情况;设r≤1，算出的z>1，再设r>1，算出的r≤1。遇此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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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经流厚度h值表（简化公式用） 表3-10-6
洪  水  额  事洪 水 氛 享 区K

J*25 1:501*501*25
上填类别土壤类别 汇流时周（min）红洲时间（min）

9 弱 4630 80304530  B045308046?
967560B56854735645655041 7/

51 52 82067155■ 363532 6第
/"P 考

福 7417 59635141■ ■4831127 BB H1 福 61503951言界 4125 3020in H以 中10 20N5 20山 463529b 352133F 13
9 1719 13P× 235° 39A4 日

116856563 59 1057051TO58福 一I 356762 103765892I51■ 43U5第 6探 办 85 9555 6953BL47■45I 423832 32N 0 825938 4572脏66R37第 3127区 V吗 6 63公1 F344027T22 3620 282618
推 492425F 18P5 ^一一 号B*

9 B6小 58 746381G6 69931 20 1 G号 72II 册56870 7759II 4854 6>第B第 6658515953福70521644837° C47D 5388BP60 招46375432EP 41区 区 10
28 34329 822628 4434 303124

15109 ?小 15 9加302024F 613
715760676413877052 品 1641 69 5753 福38响 483511862n54- 第粱 H 5041349 463860 30■F351 39 64 104 3832278829声 246440 4535AN 5382 区区 21191516162 1825 53B20 235 1加 一-802T1818 -1112 一A

BO 684364504078602$43 48I /
55433450H 68313 85 I4060 佛帐 11 4B38284 M27I67SE Q62390T 114 四 35203024四4 3442 aN 区27 11 9少区 19121115D小 37第311 *2619 么

H15 1一19h④in 115 1

78的 62534B 72796152 一757481 5 66525848465 +51 √1455中401 55485085 41W:39 中品 124135勇 46I 427 3833B=6 纸 B区31富322P 心+ 25D 212110P12 好四 中国1419下* 40 4*N 555 B P A W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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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浓
跌 水 野 率洪 水 颓 率 冈区

12511501·25 1+50
土婆类别 土联类烈

汇流时同（min）汇流时间（min）

当别 雪 5808045 45304530 30兽 80
？ 的 45 6亡41 5448 H 5836 制旁 8 菖， 438高M第 歇ar2926 么” 纳可 41

窝 兽站 长 界器2424 40少 28 32寻鲜 ie凶 品20 嵩烈引 o”区 1821115 。20
高参a 坚。 10w，；， 13= ”一P ‘ l-1

504 7830 甾 们’- 6245 85码 电 富替当 2r 弘8 器勤。3425 淤 四!
段猫19 郭民 影4516 银： 6020 胃“ 号o 乌单四 等3r 8绍1 16 凶 50

24四 四- 器26u 色 司0胃 识
个

本= o乞w 。匀，
63霸标 69轴一 ， 57 8164527549

留器!
啥

四出$ 器长 貌一46r鲜 占需第 54vo
吕 2so 扮4018 57色 高邻

叫团 争2 四 g萄 33良 身。 On 413328区 v色多 提 32252 ？ 2220
利 H白10。？置 自 6

柱，1。"区别"的划分，简参照表3-10-12确定，
2。"土螺狭别"由我3-10-7查得;
8.汇滤附风i根据汇水回钒F的大小，分别采用。当F≤10km2，!*30min;10<F≤20，1=4∶20<F≤30，tm80。

按土壤名称确定土壤炎别表 囊3-10-7
土壤土壤 土壤土蜜 土壤土痰特征及分布 特征及分布名 装征及分布潜逼 名称美别 名称类剂 

无壁 地 分布较广，特证是表层例不风化或风化很少的 阐剪坐{分布于东北、内蒙。盘碱土窘若光秀石山 辈片状，并有白色滥霜
度 色森分布于华光平乐四端及位于森林嫂以上，言现以 豪， 气候严寒。永冻层高地 由地冻土 海每处。[～■ 下地区，分布于青酶西 ‘面很低的地带 草御土

藏高原，四北、西南山地 【分布目双东半岛、辽宁
素崩覆时可拨成条。弯曲不 西南播、长江澄岸、西漫时可拨成条，弯时断厘粘土 粘土 都山地高原一带。新 八橡： 分布河北末北警、弹北乙旦分布在斯西酸在山雪 额而基鲜红色，分布于 平原西编，货土筒原东幅土按强土 红接线以上绝区，四川西部 长红以南，东南沿酶， 南部、西北及四川西幕

芸贵等堂橙蕉高山高原顶部。 ～r 山地
按招泽地蓬地带，长零“了 分布地区和红集同，以 新覆、四北和内豪等沙薏攀好 武积求" 果钙生费州最厂 读盘地区周分布很广

（分布宇年北及西北黄土割面是紫色，分布以四水器土种植水稻的地带。 紫色土 黄土高原上，以边西、陕应 川袋广，云贵亦有
其愈几省较声

醒时可垫威条;弯胸难蛄土 灰楞土分布于内豪沥疆等地 结砂土帮’ 湿时不员鳖威编- I～y
于燥时开裂，隔后璐缝急裂地 分布于内蒙、断疆、甘 w 停演钙±的 湘西都与宁夏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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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3-1-8拦 蜜 厚 底 Z 值 表
心“。引详”地 面 特 征

e密草高1.0m以下，焉霾木丛，幼林（离1.5m以下）

10幼林（高1.5m以上）藏末丛
15畅林（解阳度40??
25中等稍密林<都闭度的0??右）

35密林人都阳度0??上》

20~40阻塞地、青苦泥招地洪水时期长有农作物的耕地

占敲漫茎嫩的季田农作物 和麦类

20履涕鉴超的早因农作物如窝果

10山地水看图《梯田）

19平地凉屑田

注，郁韧度为树冠所巡盛的医积占汇水菌积的百分比。

表3-10-9地 魏 系 数φ值 表
汇水面积F（km）的范围云主湾沟平均坡度

地 形 20<F<3010<F<20F<101(‰)
0.05 0.-05“己”平 地 0,05

006-0.06平 0-05少画原
0.060.070.09190,1,20酸句’
6.07山 0,896.10地 27,355

0.11 0.90.1360～10岭占
0.1100~26
·0.15200～400
宁400~BO0
0.17800~1200

裹5-10-10折 减 系 数? 表
西北和内蒙绝区李餐风气候地区汇涨时间 ，《km 汇 水 面 积 长 度 成 宽 度-

5 3520101aa50(min) 3525
0.7 0.60,830 0.90.80、9 0.81.0

0.70.9 0.80.9 1.00.91.045
0.70.名0.90.51.060
夕。宁召1.01.08o

0.8 0.8.10o
1.0 0.9150

1.02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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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3-10-11折 减系 败 β 表

10“叫” 多 65 ”汇水面积重心至桥两的距离Lo（km

平地及丘酸汇水区 0.70|0.690.750.800.85-0,9090.5？ ““ o.80.90山炮及山姆汇水区 0.95 0.700.80’
注，1.当汇水画积长度或驾度大于5k皿时，计算流量应乘y值;

2.当汇水回表的盈心剪桥额等建筑物处的距高L0大于1km时，计算流量皮乘β值;
8.将整个汇水圆飘象随开将本一样，分为左右相似、相等的两边。书本中阅装订边的长度即为汇水面积长崖。

调 周 分 区 及 各 区 范□ 表 表3-70~12
分 区 界 饿区 财 分 区 批 圜四 北易拼

刻 黄河 燕山山称五台山、太行白薄河入海处 主要是太行山东面山区，包酱;河北西， 起重太行山东 a 北部、河商西北知、山四水幅一小部分
区 二喘

舞区 黄河贫河 由海河入海处起至太行山承紊 华北平原，包括;河批大部分、山东黄
河以粘、符南贫流以北的宗北角一小都分

硝 贫海 沂河 黄河、渤译运河 山东半岛。包插∶山东大部分、江苏裳

升言区 部一小部分

黄海
第人区 天目山、黄山 沂河、运河、黄武当山、葛山 灌河消域和长江下游平原，包括;江苏

大别时、大洪 河、嵩山 全部、安微、河廊的绝大部分，烟北北部
山、翔山 一小部分、山东西南角

第言限
武爽山 政聪山脉大夹的和沿广 黄山，大购山、 长江派域中游平原，包括。频病全部、

習北部省界山 大拱山、荆业江现、潮北一邢分、安撤纠虑角新江广药
脉 一小铎分
罗泽出、九连曲啉占薯州 天眼山武夷山、大夷 东博丘陵区，包括;溯江、福建、广东事 日寿日区 号 j岭，北江四江 大郁分、江西东南角

分求岭

缺~以 东降、台狗海 繁高巢指苍山、戴云韩江、九龙江 东南丘酸区，包括、浙江、福座一郁分

咏 日分水岭

四界渐酱摘日随
韩江、九光江 东南丘及区包括，广东省一大部分，广罗漂山、九
分水酵 四南闭一小配分连山、云开大

山、十万大山

绵句改 北江、朗江分 沿经105°山云开大山，十 沿省界山脉菌 东南丘胶这，包括∶广近省大部分，广
脉水岭 万大山 易占那 东西译一小部分 ，

武设山冰薪名区 韵岭、国异 汁四手浴竖度107"山 云贵高账区。包恬，贵州全部、疾四、
默、大委山、潘 溺北、四川、云南的一挪分和广国四北角
经注104"山脉

劳孔区 国界 北络z&°国界沿影度104"山 云资高原区，包插∶云南大都分，四川：
南 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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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 区 界 镜

分 区 孤 图区 孵
称 北四萄’

大尝山

静谱良
米仓山、爆天装坪山、寒来滑经度167"山 欧川金地区，包括∶四川一大都分

的”弊： 山、来金山、
大相始

长城 黄土高原区，包括;山西大部分、河北、太巴山 姿河、经河发;

静站区
大兴安岭、太

嵌圆、甘常的一部分画山脉分水龄衍山，五台山、
武当山、翌山

大兴安命 品仔。邮尊售太行山、五台贺兰山。六盘 北部高原轴黄筒高原包括∶内酸自论区

禁叫区 马 特、国界 的大部分、河北、山霞、甘角的一小部分、
操给s 小兴安幽 国界大小兴安岭南大兴安够 黑竟江和内蒙的一部分

童
国界大小兴安

攀诲飞
大兴安岭国果龙汇山、照界 松花江平威，包括∶暴龙江、吉林、这

宁、内蒙的一都分卷强触公主输、双山、
燕山山就

善 双山大兴安岭东配千山、辽东湾 运河平原欧，包括，辽宁的大部分，宵龙江山、公主

群剪品 鲍 林、内歇河北的一部分

美谱区 园期鲜意看户 江东半岛区，包括∶红宁的一儡分龙江山、平山

注。A。海南岛地区用第8区暴刚资料，兰州可用第14区的鼻丽资新、
2，新辑、西藏等地区。因形成是大洪水多半为融蜀水，不在本分区方案之内;
3.台湾青岗未分区∶

4.区内山区撼风族常出现较大易则，分区用的降河景——历时——置测疸曲线痛代表平均前况，因此，在使用
时应加详堂。述些山区搜播观有资斜了解有∶养山南面山区∶大别山山区;黄山山区;幅区山区」缘翩山山
区，邓来山区1青冲附玩，横断山脉广百省西北山区。
还有受台风膨响的滑海筋区，在这些趋区的迎风坡上常有大朵丽出病。

岸叫宁”想 率 换 算 高 数 表

售” 骂 5810？洪水原辈（?? ？’
080.70.8夕“按公酷科断那简化公式求得《F≤10kma）

况，可取★=巴+胜进行计算。叫
Sp、m、了、μ及的确定方法如下∶
（1）Sp的计算

_H29 <3-10-4)S=- 卓消醇7)
Hzsp=KpR?

式中 H∶p——期率为P的24h降雨量，mm;
Kp——模比系数，由附录表附3-9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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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4----年最大24h降雨量均值，mm，由当地水文手册查取；
#∶————暴雨递减指数n的取值，此处因r=24>1，故取n=n2.

（2）m的确定
此值除与河床及山坡的糙率、断面形状等因素有关之外，还反映与流量形成有关的其  

它一切在公式中未能反映的因素，对流量影响很大，工程设计中应尽可能从当地新整编的
水文手册中查取，如无此项资料时，m可参照表3-10-15选用。

（3）1的计算

J=(Zo+21)l)+(21+Z3)li+⋯+(Zn-)+Zn)li+22,L4

(3-10-5)
式中 Z·———主河槽纵断面上，设计断面处的地面标高，m；

Z∶、Z∶⋯Z∶———设计断面上游各计算断面处的地面标高，m；
11、l2、⋯In——各相邻计算断面间的水平距离，m；

L-———设计断面至分水岭的主河槽水平长度，m。
（4）μ的计算
入渗率μ值可先按公式3-10-6求出∶ ·

y=x(-5) (3-10-6)http://

式中  X、Y一一计算二（指）数，根据nz由表3-10~16查取，
hR————历时tR的主雨峰产生的迳流深，mm。对于有暴雨迳流相关资料的地区，可根

据主雨峰降雨量HR=Spt gl-"由暴雨迳流相关图上查得；对于无上述资料
的地区，则可按公式3-10-7计算历时24h降雨的迳流深hR∶4，取hR=hR:4.

hRay=aatHup (3-10-7)
式中  a∶4———历时24h的降雨迳流系数，可由表3-10-I7查取。

在计算出u值以后，应用公式3-10-9进行复核∶

te=[(1-m)-Se Jm<tre<tre (3-10-8)L

式中  tc————主雨峰产流历时，h
fR————主雨峰降雨历时，h，取tR=24h

其它符号意义同前。
复核结果如满足公式3-10-8的条件，则按公式3-10-6计算出的p值即为所求。如tc>tR，则应改按公式3-10-9计算μ值∶

=(1-au)Hu (3-10-9)24
式中符号意义同前。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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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go1.25008°0 922°0 00-1HL-0L-93 SL-OL-E等SPECA896°05020 EPZ*I 001~00L =882°0 71~11.2~1.4I'I~I'I

注。麦中数值只代表一颗炮区的平均售沉，相应的设计运算水泵74～150mmy 塑大于150mmy，四值串小。小于70mm时，加锥暗有增加。我中8=1./1
886°0st2*10.684 EPE'O92°0
806°0SZZ*S99°0 I'8'0HY0

0.646  818*01.219 GSSPOZ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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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8°00.7341.183899*0 幕790 ●

941℃ LZE'0201*0Lis°o 第090
汇

周易性水泥陡床陡塞，宽纵涩泻满，河宋中为组砾石，滇域内偿被覆盖， 雨量率沛泄泻地区，河宋有山区型邺石，砾石，河槽沉填内植被霾重周期性成整常性水宽，闪束中主要为卵石，有限地∶并长有亲草；满
8L0°0 SZE YO1.168Sestere8S°0
0.652 GZE-01.1636TS*099°0 ·
F29*0SST 'I I2E*0990PS*
855°0 0.3191.150 流域钙道惰况 c61°0v90

货土沟壑地区，实水期扶骨大量泥砂.0.572SHI 0.3180.48109*0

顺内多为湘木欢田地一味-
中华-a 较好或多为水稻----“一”(1)-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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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的确定

LT=0.278- ( 3-10-10).14rJ

式中符号意义同前。
10.3.2.4、用调查洪水责料推求洪峰波量
在流城的设计断面处或附近洪痕易于确定的河段，找当地老年人调套历史上出现的洪

水位及其出现的年份，并绘制该河道的纵、横断面及洪水位，据此进行洪峰流量计算。
1.调查洪水的洪峰流量计算

(3~10-11)Q= wC√
式中 Q-计算流量，m3/s

u——过水断面面积，m2，可取调查河段几个实测断面的平均值，
C-—谢才系数，可根据R、n由附录3谢才系数C值表中查得;
——-河槽水面坡降，一般可近似取为河床坡降;
R——阿槽的水力半径，m，对宽浅式河槽可取为平均水深，
n—河槽的粗糙系数，可由附录3沟渠糙率表中查得。

2。调查洪水频率的计算
在被调查者所知前年限内发生过几次洪水，其中各次洪水的颜率可接公式3-10-12近

似确定。

_M (3-10-12 )P=- × 1O0%N+1
式中 P-——调查的历次洪水的频率，%;

M—调查的历次洪水由大至小排列的次序数，
N—-调查的历次洪水发生的总年数。

3。由调查断面的洪峰流量推求设计断面的洪蜂流量
当设计断面距调查断面有一定距离时，设计断面处的洪峰流量可按 公式3-10-13计

算。

a-（另）纠Q: ( 3-10-13 )

式中 Q、Q∶—--分别为调查断面和设计断面处的洪峰流量，m°/s，
F 3、F分别为调查断面和设计断圆处的汇水面积，km2;一，，小流栽（F≤30km"）可取α=0.8。5a-——汇水面积指数，大流填a=}方

4.设计频率的洪峰流量
由调查洪水推求设计洪水的洪峰流量可按公式3-10-14计算。

Q-2-O (3-10-14)pu



763第十章 矿区地表水防治

式中 Qp、Q12——分别为调查洪水和设计洪水的洪蜂流量，m°/s;
Kpr、Kp2——分别为调查洪水和设计洪水的频率P、Pa的模比系数。，可由附录

3中皮尔逊Ⅱ型曲线模比系数表查取。

70.3.3 沟振 断 面 设 计

10.3.3.7 沟瞩断面恶式

矿山防洪工程中的截洪沟和小型河道常用断面形式为梯形，在岩石中开凿的或有衬砌
的沟渠工程也可采用矩形。对于流量较大的新河道设计，考虑到洪水期和枯水频流量相差
最殊的特点，可以采用复式梯形断面。

19.3.3.2 沟渠断面水力计算
1。设计沟渠断面水力计算的基本要求
（1>满足沟集的过水能力和不冲不淤的基本要求;
（ 2》设计的断面在相同的过水断面、底坡、糙率等情况下，具有较大的过水能力;
（3）便于施工。
2。沟渠水力计算中有关参数的确定
1 ）沟渠过水断面、湿周、水力半径和水面宽度的确定
各种断面沟粟的过水断面面积（z）、湿周（x）、水力半径（R）和水面宽 度（B>

的计算公式见表3~10-18。

水沟断面的水力宴杰计算式 表3-10-18
新固形式 触显岂撕面画积<z） 水力单轻（R） 本橱宽度（B）
矩影a一B-

导，，
h b+ 2血 占b+2直

神形
(b+mh)h合己 6+2lv b* 2 mh1中m b+2k/i＋m

复式梯彩 一宁：茎时己产 ”！心写言的，谱

+Cb1*ms《h-+2h√T+m b2+2m;(A-E》艺义；己
。

_6
3

*2(-h:)√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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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边坡系数的确定

边坡系数m=ctgα（α为断面边坡线与水平线的交角）。一般根据岩土性质、挖 填 深
度、水深大小以及砌护形式等因素选定。

（1）挖方沟渠边坡系数

当沟渠挖方深度小于5m，水深小于3m时，最小边坡系数可按表3-10~19选定。 ，
表3-T0-19挖方沟渠边碳系数（m）参考表

地墩系缴边激美章 岩土类则岩土姜别
1.5~2.0置砂土粉、螺确 8.0~8。5

厘黏土。黄土、新土 1.5~2.62.0~2.5普遗密度的粗、中砂

风化尝石 0;25-~0,501.5-2.密实的粗、中砂
0.00~0.25.1.5~2.5 未风化滑石毒吞、卵石

对混合土壤的边坡系数应按稳定性较小的土质选定。
对铺砌块石护坡的水沟，开挖的坡度可视实际情况采用暂不崩塌的坡度。
（2）填方沟渠边坡系数
当填方高度大于5m时，边坡角度应通过稳定分析成参考已有的经验予以确定。
对于填方离度不超过5m的沟渠，如图3-10-2所示，其边放系戴可参 照表3-10-

20选用。

~10）上际胃些环‘

铵溢端孕铸滨数仪消冽么分‘

禺 3-10-2 填方沟集示意图

衰3-10-20填方沟集边橡系数（m）参考骤

“自句’物’
0.50.5~2,02.0~10.0>10.0沟聚土质
外 被外 内 坡菖一孳一悼  坡外玻外马岸 内嘻’
1,01.00 1.001001.00 1、0o1.26 1.06粘土、置壤土、中缴土
宁号1.001.001.001,25 ,001,00轻 蜜土 1.50
1.-251.25125.501.50 1.501.251.75砂旗土
1.5业、1.50传 1.501.75 1.75当吕2.008,2生砂

8）沟渠超高的确定
矿区地顽截水沟和河道的安全超高，是保证在设计频率洪水发生时，不致造成沟秉河

道验流所必须的高度。
矿区地面偏洪沟成新河道设计的安全超离可参考下列数值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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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水面积大于3km2∶安全超高0，5～1.0ms
汇水面积1～3 km';安全超高0。3～0.5m多
汇水面积小于1 km'∶安全超高0.2~（。3m。

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允许用水沟挖方土作安全超高，其加高部份应保证设计婴
求尺寸并应夯实。

4）调才系数C值的计算

我国通常采用曼宁（Manning>公式或巴甫洛夫（H.H.IlanxoBcKx盘）公式进行计

算。

R曼宁公式∶ 。？“ (3-10-15)”
上RI巴甫洛夫公式∶ (3-10-16)ew义当’

y=2,5√F-013-0.75√F(√m-0.1)
式中 R—-水力半径，m;

n——边壁糙本;
1-指数。
从曼宁公式和巴甫溶夫公式可以看出，沟渠糙率值对谢才系数C值的影响很大，也就

是说在设计中m值的选定对沟奠断面平均流速和流量的影响很大。所以在沟第 设计中，必
须椹据具体情况分析影响沟渠水流阻力的各种因素，参考已有的经验，尽可能定出符合实
际的糙率值。各种沟槃的m值可按附录Ⅱ中的自然、人工河槽、沟奠糙率表选用。

5）沟渠纵向底坡的选择

沟渠的纵坡应根据工程所在位置的地形、岩土性质和冲刷等因素，经综合分析确定。
底坡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沟渠中水的流速，因此，底坡的选择还必须使相应的流速满足截水
沟或新河道不冲不淤或冲淤平衡的要求。

根据我国煤矿开采的实际经验，土层中的水沟纵坡在3～5??效果良好，2～3%
时有淤积，5～7??略有刷底及刷帮现象，故在设计中一般应采用3～5 ‰ 的 纵坡为
宜。但在水沟有局部冲刷而不影响其它构筑物时，纵坡可采用6～7??

对于新河道的设计，其底坡除紧密结合地面坡度、冲刷淤积等因素外，还应仿照原河
道确定。一般情况下，设计的新河道可较原河道略陡些。但需符合稳定河道比降要求。

不论截水沟还是新河道，同一地层条件都应尽可能设计成一个坡度。
3.沟渠设计的水力计算方法

在沟渠设计中，对于具有规则形状断面和较缓纵坡（不超过临界水力坡度>，且二者
均无急剧变化的一般沟渠，其水力特征均可视为明渠均匀流。

（1>明渠均匀流计算公式

明渠均匀流基本公式

Q=wCVR=1wR/√T (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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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形断面;

人””（b土m员）h
（b+mb）h【5+21+靠心叫 (3-10-?9).

复式梯形断面。

4迎R∶2）T彩比化”十Q (PLR2, ( 3-10-19)当r1 言

用∶=+"

W, 业。WR1=了 ,R:=6+br台“凹十扣“备+。，
式中 n- 率;

W——过水断面面积，m2;
R--水力半径，m;
i——水力坡度（均匀流时和底坡相等）;

h——沟渠水深，m 令管

m——边坡系数 e 3八乡 ，占寻其余符号见图3-10-3图示。
61

（2 ）沟票断面的计算方法

图s-10-3.复式梯形断面计算图示（1）沟票水力最优断面的计算方法
对梯形断面沟巢，满足水力最优断面的宽深比6m的条件为;

βmFom= 2(√1＋m2-m) (3-10-20)力部
相应的水力半径Rm为;

加的-当”叫 (3-10~21)2
相应的流量表达式（应用曼宁公式计算谢才系数）为∶

入牺 (3-10-2)Q= 4(2√1+m-m)(
水力最优断面的水力计算步要如下r

当已知Q、i、n、m，由式3-10~22求得水深hmy继而由3-10-20式求得底宽bmy
接着求相应的新面平均流速Vm。以校核是否满足不冲不淤的要求。

按水力最优断面设计的沟渠断面，当m= 0即矩形沟 粟pm= 2，为宽 浅式。 但当
m>1时，即对常用的梯形断面沟渠为窄深式，这种形式对施工是很不利的，不能达到经
济目的，因面大型沟票常不按水力最优断面设计，而设计成宽浅式的沟渠断面。但对子中
小型沟桌，其造价基本上决定于开挖的土方量，在没有特殊困难的情况下，可参照水力最
优断面来设计。对于有村砌的沟奚，有时也按水力最优断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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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沟渠实用经济断面的计算方法
既考虑施工方便又能基本上满足水力最优断面要求的沟巢断面为实用经济断面。实用

最优断面的过水断面面积w与水力最优断面xm相近。

当Q、i、n、m已定的情况下，并应用曼宁公式计算谢才系数，可得某一断面与水力
最优断面的水力要素之间有如下的关系，

八的巳中+a=0 (3-10-23)

2 (3-10-24)。8='[e 五 （2√1十mF-m）-mam
.L（县）·"W。“沁斗” (3-10-25)

公式3-10-23和3-10-24为实用经济断面水力计算的基本公式。

实用经济断面的水力计算步骤如下.

（1）按水力最优断面计算出有m值;

‘犁（2）取一个a值，由式3-10-23解 得一小于1.0的- 值，即得实用经获断面永 深
乎季五∶

（3>由式3-10-24求出日值，即得其相应的底宽b。其中α值的选择应根据设计中 对

h的要求和经济的观点去确定。为简化计算，给出表3-10-21以供应用厂
（4）核算断面平均流速V是否符合不冲不淤的要求。

10.3.3.3 沟集加国

当戴水沟、新河道等沟渠工程的设计平均流速超过容许（不冲刷）流速时，或者沟渠
开挖在松散层中，为了保持边坡稳定需要采取加固措施。在土层中开挖的沟第，普遍采用
于砌石加固;而在流速更大情况下，可以采用浆砌石加固;对于有特殊要求的采用混凝土

加固。浆砌石和混凝土砌护设计详见本穿10.6节。
干砌石加固是利用块石或片石砌成规则的沟渠护面，以保护沟集边坡稳定和提高抗冲

别能力。
1.适用条件
（1>用于无防潍要求的各种梯形断面沟第;

（2）用于开挖在砂、砾石和各种土层中的沟渠z

（3）满足极限流量时沟中允许（不冲刷）流速要求，见附录3中的容许流速表。
2.干砌石厚度
砌石厚度依据抗冲要求确定，一般经验数据为∶
单层干研石厚度∶20～30cm
双层干砌石厚度∶40～60cm

3.垫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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糕叫上气业实用经济断面水力计算赛

1.02 1.061.031.01.00a
0.760 0.71B1.00慢言 0.633夕能”

纠血
纱业葛3.530贮管 4.4622.0000.00

3.7501.561 2.4590.25 3.3682.946
8.3rs2z,9882.0sr1,2360.50 2.564
3.1542,7461.860.75 2.39少宁
3.0781.78 2.8522,2260.8281.06
3.10参2.1991,8730.704 2.8541.25

2.712 8,2022-2211.63夕客1.60
1.58 3.3322,.8022.271175 0.s28
1.710 它尝2.37T .533宁含2,00

3.707“式o.420 3.65息2.4e32,25
3.925as2542.582,5 1.8080.30
4.407?贮雾名.967 思.68志0.8203.00

当松散土层沟藁水流速大于土层允许（不冲刷）流速。为防止水渡淘刷细颗粒时，
般应设计粒径为2～4 cm，厚15cm的砾石垫层。

在细粒土中并挖的沟菜，一般应设计双层结构的垫层，总厚度不小 于25cm。垫层的
下层粒径为0，5～2cm，摩10em!上层粒径2～4cm，厚15cm，如图3-10-4所示。

4.隔增
为防止沟渠砌石因局部冲毁面扩大，一般每隔10～20m的间隔设计一排隔域（图3-10-

5）。隔墙多采用较大粒径的块石于商或浆砌到沟集可能的冲刷深度以卞。隔墙形式是沟
皱为直线形，沟底为拱形，拱顶迎着水流方向。

DadGcID点egAC)1

G:L3Sa[aOB

资针气卤式材DY上005

图3-I0-5·沟席拱形隔墙图3-10-4 干潮石梯形断面沟展
1一神感南石;2一8角石∶3一隔堆.1一淘巢水面;2一干高石护面;3一砾石垫准

4一水泥方陶

5.材料要求
<1）块石应选送未风化的硬质岩石;
（2）块石的极限抗压强度不小于200×1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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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块石边长尺寸应大于15～20cm;

（4）垫层应选用干净的砂砾石，含土量须在5??下，否则应经筛选。

6.施工注意事项 r
（1>先蒴沟底后砌沟壁，沟底和沟壁的坡脚和坡顶，均应选用尺寸较大石料。

（2>砌石应嵌合紧密，其间空隙用碎石填塞，表面要求平整。
（3）粘性土质沟底应先夯实后再铺设垫层和护面。

10.4 跌 水 与 陡 坡

跌水与陡坡是沟梁工程中应用量广泛的落差建筑物。矿山截水沟和新 河 道 等沟集工
程，其设计的基本原则，是在保证适过防洪流量要求的前提下，使沟渠河道不冲不淤。为
此，必须使沟渠保持一定的纵向坡降。当沟第河道通过地面坡度过陡的地段时，为使沟渠
设计达到经济合理。尽量避免深挖方、高填方沟段。最常用的工程措施，就是根据沟渠设
计坡降和实际地形情况，将沟底高程的蒸差适当集中，并在落差集中处修建跌水或陡坡，
作为沟草上下落差连接建筑物。

10.4.1 跌水与睫坡的工程布量

10.4。1.】 獐差建筑物位置和形式的选定
当矿山截水沟或河流改道线路已确定，即沟集坡降一定时，结合沟线 通 过 地段的地

形、地貌等因素，按下列原则确定落差建筑物的位置、数量和形式。
（1》开挖土石方量应尽可能小;

（2）跌差较小的地段或冰冻较剧地区的沟渠可采用跌水;地形变化较均匀而跌差又较
大时，宜采用淀坡;

（3）当地形陡峻或呈合阶地貌而落差又很大时，可采用多级式跌水或陡坡。
0.4.1，2 多缴默水、能嫩的布置

多级跌水、陡坡工程的布置，在一般情况下，设计成各级首尾互相衔 接 是比故合理
的，但其级数、落差等，往往受地形条件限制。如级数过多，将会影响各 级 消力池的布
置，故宜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特别是对深挖方或高填方沟段的多级跌水、陡坡工程，
在设计时应因地制宜。不必强求各级首尾紧密连接。有的级间也可布置一段沟渠，而且也
可采取跌水与陡坡互相配合布量，以求工程经济合理。

10.4.2 跌水、陡坡工程设计的基本要求

铁水、陡坡消能构筑畅设计的基本要求如下∶
（1）跌水、陡坡的水流流态。应尽量避免设计成淹没泄流，而须按自由出流进行泄流

能力设计和计算。因为淹没流态，不易保证沟渠上，下游水位和流量的稳定，而且将降低
下游消能效果。实践证明，在地形条件一定时，因保持自由出流而增加的少量落差，对工
程量的增大是有限的。

（2）落差的确定，跌水的落差选取一般以5m为上限，实际工程也很少超 过5m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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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证明，跌水落差过大时，会遗成开挖方量增大和跌水墙混诞土《或浆砌石）工程量加大，
从而使工程造价增高，也给下游消能带来麻烦。

能坡的落差大小，主要根据地形条件和陡坡坡面护砌材料的抗神流速大小来确定。一

般惰况下，健坡可以造应较大的落差。陡坡面的护砌工程，主要是保 护 坡 面免遭急剧冲
刷，比跌水墙设计要简单一些。各种材料抗冲流速见表3-10-22。

表3-20-22各种建筑材料抗冲允许孩速

一般条件下 修要很图∶减时

水夜平均源度<m）
序号 村 郸 名称

D. 2.01.0.3-02.01-00.4 .3.0

平均流速（如/3）

（1）水混砂骤酮体
2.a2.01.-7“2:9 4-d4.08.5.1 教明沉积岩块翻体，石解标号不彪于10号
7.5⋯ 5:0 6.9|14 字夕1210中等蛋度沉积岩块石耐体 白’

1412”“ 1 9.08.87.216 6.0坚要石料的块石溯体，石鲜探号不低于300号

（2）搅凝土或钢筋混就土

9自 141125监2218 12混源土标号为C1●

6 25 18工8“1252524混量土标号为C13

25 2025 191613s骂25响 很是土标号为C10

比 23“些 2525 181526!混量土标号为C∶37

（3）一般陡坡的坡降（tga））均大于临界坡降，上游下泄水流不受陡坡段内 水流运动
的影响，但坡降大小却对水流在陡坡段扩散流态有明显的影响，并对下游消能也有直接关
系。就工程范围而直，在落差一定时，坡降越大，陡坡长度越短，工程量也就越少，所以
在实际工程中，陡坡多采用较大的坡降。但是，在陡坡缩构设计中，铺砌护面主要用于防
为，一般不考虑驰城底部基硅的滑动作用力影响。这就是说，只有在健坡坡降不超过基础
土层的内摩接角时，才是稳定可掌的。所以在土层基础上的陡坡燥天坡降宜根据土层内连
擦角大小来确定。

（4>在中小型陡坡设计中，一般认为陡放段水流压力变化对工程的影肩可 以忽略不
计。但对大落差、大流量的高速泄洪陡糟的设计，则应估计到这种压力的变化对工程的影
申。

（5）在地下水位较高或土层渗遗性较大的地带，对落差较大的胞坡段。应考虑设置地
基防渗和排水的工程措施，以保证能坡的工程安全稚定。

（6）对需差很大的旋坡，或者落差虽然不大、但位于土基上的跑坡，为 利于下游消
能、减轻下游沟氟冲刷，单宽流量不能太大。一般为了减轻下游消能段的负担，多从进珂
后开始采用乎面逐渐扩散的陡坡形式，如图3-10-6。陡坡段扩散角可采用公式9-10-26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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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13 (3-10-26)

”点二
式中 0。=0.8～0.9，当tga大时取小值，反之取大值;

Q——水沟流量，m°/s;
ga—陡槽的底坡坡度;
P——落差，m。

（7）消力油的底宽至少应与沟渠底宽相同。采用复式断面时，宜使惩于沟底的池深部
分为矩形，高于沟底部分保持与沟渠断面相同。底宽小于沟粟底宽的消力池消能作用是很
差的，应极力避免。池深和池长应按水力计算确定。过大的池深和池长对消能作用的提高

并不明显。
（8>池后连接形式对平稳下游沟渠水流流态有很大关系。此连接段的平面布置与横断

面形状，应根据消力池末端断面和沟渠断面情况来确定。实践证明，把池末端作成陡坎不

如作成仰坡好。仰坡坡度可用1∶2～1∶3。如池断面为大于沟断面的梯形时，池后衔接
收缩率应不小于纵∶横= 3r1，以使其有较好的東水导流作用;长度一般应等于池中跃
后水深的三倍。

.10.4.3 跌水和陡坡的水力计算

下述方法适用于季节性水流的中小型工程计算，对常年性水流的大中型落差建筑物请
查阅有关专著。

10.4.3.1 戳水

跌水分为单级跌水和多级跌水两种形式。
1.单级跌水
单级跌水由进口、跌水墙、消力池和出口四部分组成，如图3-10-7所示。
1）进口宽度的计算
跌水上游沟藁水流为均匀流。修跌水后，跌水前沟段将产生水面降落，流速加大，会

引起沟渠的冲刷。因此，常将跌水进口编窄，以减少水流断面的宽度，使上游沟渠保持或

多？

7

图3-10-8 陡坡段平面扩散角 图3-10-7 单级跌水示意图
1一进口;2一出口;8一跌水墙;4一消力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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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沟中原有水深。常用的跌水进口有矩形和梯形两种形式，见图3-10-8。
矩形进口宽度（自由出流）可按下式计算∶

(3-10-27)Q= ebm√2gH。8 /

幻，b= - 7Em√ 20万。色“
式中 b——跌水进口宽度，m;

H。——计入行近流速的堰上水头，一般可取上游沟渠水源，m;
m——流量系数，当堰口底坎与上游沟底齐平时，可取m=0.385y
e-—钩收缩系数，可取0.85～0.95。

梯形进口宽度（自由出流）可按下式计算∶
(3-10-28)Q=e(bo+0.8nch)m√/2gH,*/E

叶1~0,2。目叶 净胃

bc-梯形进口底宽，血;
m-梯形进口边坡系数;
h——上游沟渠水深，m;
m——流量系数，令M=m√2g，M值随进口的形状和水深为而变，可由表3-10-

23选敬，梯形进口的形式如圈 3-10-9所示;

g——重力加速度，9.8m/s*。
2）消力池深度的计算

/tP。

5 C

图3-10-9 梯形出口形式示意图图3-10-8 烘水进口示意图

聚3-10-23佛 形 进 口 M 值 案

沟 蝶 水 深 A.<m》
梯形进口形式 3.02,01. 2.51.0

1.950 2.00亡影1-80o1.740进口为光滑面雅 图3-10-B（a
1.86G 1.9201.84o1.781.760透口为喇叭口形 图3-10-8（b》

I.800 “
(b/h=2.65(l/H=2.8进口为直线段喷道 图3-10-9（c） 一2.88）一2.5》

住;本袭应用范圆障表中注明者外;其余造用于上游响系新酬的宽深比b/H=1，S～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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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水流从跌水进口经过垂直跌坎落入消力池后，水流在消力池形成水跃。修建消力池
的目的，就是利用在池中形成的水跃，充分消能，使出池后的水流，不致严重冲刷下游水
沟。因此，消力池的深度加上池后沟水深要略大于跃后水深。即∶

S=ghe"-ht (3-10-29)
he"=I.66DP·27P (3-10-30)

D=GF (3-10-31)

式中  S——消力池池深，m；
σ————安全系数，一般采用1.05～1，10

ke"————跃后水深，m；
ht————下游沟渠水深，my
q——单宽流量，m2/sm；
D-一跃落指数，
P————跃水上下游沟底高差，m。

3）消力酒长度的计算
消力池长度婴求确保容纳水跃后不使跃出池外，以保证消能效果。由图3-10=7元

知，池长曲水流跌落水舌长度Ld和水跃长度Ti两部分组成。
Ls=Ld+0.8Ly (3-10-32)
Ld=4,30D°·17P (3-10-33) .
Lj=3he" ('3-10-34)

式中  L∶————消力池长度，m；
Ld-一跌落水舌长度，m；
Li-——水跃长度，mg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对于小型沟藻中跃水的水力计算及有关尺寸，可参考表3-10-24。

2.多级跌水

多级跌水的进口和最末一级的消能出口部分的水力计算与单级跌水相同。
多级跌水的缓数应根据地形及水流条件确定，一般取各级跌差相等。为了在保证每一

级内都能发生稳定水跃，各级末端应设置消力槛，槛高按下式计算，
C=1,05h*c-H' (3-10-35)

HI=H'-20HE H'=( 2/2_9__ __9____
 2 gmy

第一级平台长度Lt=Ld＋0.8（1.9h'c-hc）+ocr he=0.54D°-4**P消力坎顶长度δci=（1～2）H∶
式中 H'——消力楹褴顶水头，m；

m————流量系数，由于消力坎为矩形实用堰，可取m=0.421
P——各台阶的水头落差值；其余符号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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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24小型映水流量、水头，口宽，消为油尺寸囊

P= i。0《曲）P= 1.5(m)映水口醇水头 挺形进口宽度 流 量
消力池长度 钠力盖泽度 惰力池保度溯力鸿长霍

Q（m3/s）b(m>H(m) L(m)Ls(m> S(m>S(m)： 0、71.501.3o 5·3.16 4.5 0.6
占2.53 4.5：1.201.30 0.7 ，0.8。 。
、占2.10 4.51.0 9.7“答 夕印

0.82，相31.50 4.5 0.5s,01.10 ~1-94 0.6--2.10 0-54.5 4,01-20
o.6东.51.62“宫3.10 0.54.0、

451.00 0.81.3 生00.90 0.5
3.5O.5 0.64.54.96G,90 0.5

9.64.50.99 ‘a,6 夕8.56.72
3.后1.011.09 0.84.5 0.50.8

0.5夕翟0.领 3.50.84.50-B1
宁？ 0.40.8 3.00.64.50.50、

3.5O.B0 9.40.70 3.00.5D.66
0.50 .5 0.43-00-50-70 0.60 .

3.50.63 0-0.80 5.00.59-80
0-4- 0.53.50-409 3.0宁图 e.80

10.43.2 陆坡
陡坡由进口段、陡坡段、消力池和出口段组成，如图3-10-10所示。
1.进口宽度的计算

晋’陡坡进口的水流和跌水进口完全一样，因此，
可以采用和跌水进口相面的计算公式。

2。陡坡（陡藉〕的水力计算
陡稽断面一般采用矩形，也可采用梯形。陡

榴的水力计算，是为了确定槽身断面尺寸和撒内
水深变化情况。确定槽内水深变化，一是可据以 谨降！十！器蠕球，十

进口防确定陡槽侧墙高度，二是陡槽末端水深可据以确
图3-10-10 陡坡示意图定消力池的尺寸。

陡槽是底坡i>ik的水沟，因此蔺中水流是 急 流。一般情况下，陡槽上接 缓坡
（i<i）水沟。由明填非均匀流性质分析，从陡坡上游缓坡水沟进入槽内的水 流，在 陡
槽起始断面上，水深为临界水深，起始断面以下，植内水流流速越来越大。水深越来越小，
如果陡槽较长，可能在旋槽下段产生均匀流，水深保持不壹。因此，陡擅上水深最大的是
起始断面的临界水深hs。hA可根据下列公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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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断面。

??? (3-10-36 )

梯形断面。用下式经试算求得∶

20*Q: (3-10-37)=
的”g

初A=（be+nehx）h
BA=be+ 2nchk

式中 0f——临界水流时的过水断面面积，m2
Bk——临界水流时的水面宽度，m;
g-—重力加速度，9.8m/s2;

其余符号同前。

有了临界水深hA值，就可大致估算侧墙高度。如果槽内水流流速大于10m/s时，水
中会掺入部分空气使得水深增加，边增高度较掺气后的水深还应有一定的安全超高才能保
证陡坡的安全，即边墙高度为;

“雪十比平 (3-10-38)

y(1t 局” .00
式中 h一—陡槽的安全超高，对小型陡坡可取0，5m」

ha—-—掺气水深，m;
h未掺气水深，m;
V—--计算断面的平均流速，m/s。 “

3。消力池深和池长的计算
消力池深S，可按3-10-29式计算。
消力池长度Ls可由式3-10-39估算，

Ls=4,6"。 (3~10-39 )
小型陡坡的尺寸，可参考表3-10-25中所列数值。

10.4.4 跌水与陡坡的结构设计

70.4.4.1 蹼求墙
跌水墙一般可按挡土墙原则设计。中小型跌水工程常用的型式有重力式和悬臂式挡土

墙，如图3-10-11。
1。重力式跌水墙
可用混凝土或浆砌石修筑，结构简单，施工方便，墙高限在5～6m以内。跌水墙的

横断面为上小下大的梯形，背坡为1∶0.25～1∶0.5，顶宽0，5～0.8m。
重力式跌水增具体结构参见图 3-10-12。
为了适应派度变化和不均匀沉陷的要求，一般每隔10～25m需设置一 道 伸 蝙和沉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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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3-10-25小型能坡的流量、水头、遗口算、销力池尺寸表

(m)映 差进口宽b（m） P，
班口前

1.00.-8. 2.52.00.50-4水深压 0.5 1、5
心8” Ls“”LsLs “（四） 流量Q（m/3）

0.50-43.60.43.4每.3 乡田0.22C0.180.4 0.29 3269.14,
0.4 0.50.54.40-4 4.a0.30 4,24-00.400.260,20。调

0.60.5。体 6.04.通。8 5.20.5雪诊D.6 0.40 0.530.26
04 5,80,65.65-2 0.65-0 0.50.500,42 0.56D.0.2

B.6.00.5 0,76.60.60.50.61 S.目自.1 0.81中 0.48
0.77,2680.8 0.77夕 0.8夕葛0.120.600.9
0.37-80.7十司 与“8.00.61.130.65 7.01.0

0.70.7,20.77.8 乡1.20“”
注。表中酸坡循身墩度不宜大于1·4。

0,《
S司

匀？
：营

专0.3~0.5,
7业 -们

如.65AAAa 些 aLa

图3-10-11 联水墙式样图（单位∶m>
o一置力式 6一悬喷式

1一反输层，2-排水孔;3—浆砌石、《一混凝土;5-直墙∶6一前脏;
！沥下叶的！六馨置馨松！畜莆

键，缝宽2cm。当有防渗要求时，缝内设置止水，填塞以沥青或嵌入木板条等。
为了降低墙后的水压力，通常在墙身布置适当的排水孔，孔径 4～5cm，间 距2～

3 m，孔后设反滤层。
重力式跌水墙的设计，可参考表3-10-26，表中符号如图3-10-12所示。
2.悬臂式跌水墙
墙体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轻型结构。由直塘和底板两部分组威。见图3-10-11（b）。

，，
12直墙顶部厚度一般不小于15cm，底部厚度一般为墙高 的;}

这种形式跌水墙的特点是厚度小、自重轻。通过调整底板的尺寸可以改善稳定条件和
基底压力分布。加长前趾增加稳定性，加长后趾改善基底压力分布条件。悬臂式跌水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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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3-10-28熏力式融水墙遇用设计套

H φ30*每”岂” 低”泻” 引
B B B“ 。自， ”(m) a bbn雪e

o.7o.s1.0 0.3一夕”o2 o30.2创.8o.0.2合“” 0.5
3.s 宁偏o.35a.75 0,250,7 0.350.50.50.251.0 0.26.350.3

0.350,80.350.250.100,251.3.2.0 .250,60.80,35I,0 0.5

2.5 1。0于。3.25 占自。250,4 0.25].051,35 略， D，Y历

902.03,0 1.251。7 Q,4040.31.80,4 雪物.0

543.5 0.302.92;3 0.31.9 。“1.50, 0.3，
2.64.0 0. 夕命：2.30,30 1.75合印0.302,2。驴 .9、D 产

2,63.04。5 0-45o.30.20 !0.45I0.32.5占。 2.0.5

0.35 0.853,35.0 0,52,30.50.53.0 0.352.75 一：24

2.6s5.5 o,560.350.55 0553.!3.3 0.353。 2.7Ad 0.35 2，
5.0 0.4 2.80550.55o,40 3.853.6 0.550.43.0o0,550.46.5 乡“宁绍3.65 a.553.95 0.$3,25 这.7

罗 0.450.45，7。0 0.8。占o.60 335 0.80.4够销 S.0
g.605.17.5 0。60.454.25 0.5岁 3.66D:45 b.454,65 3,25

少品 4.650,s 各.60.50.65。08。0 宁驾421 夕”3.9 065
陛。卖中φ值为跌水堆的内摩擦角。

0.5.
体

的

Ke,
断面A~A"

图3-10-12 重力式跌水墙结构示意图 图3-10-13 陡披底板下排水系统
1一于管;2一横问支资，3一积向支官，4一排管

5-降石;6一砂
度不宜超过6~10m。

10.4.4.2 陡坡底板
1。岩基上陡坡底板的构造

当岩参坚便完整而落差比较小时，可将陡槽直接建造在岩基中不做衬砌。一般 情 况
下，均要求进行人工衬砌。

陡坡底板衬砌按工程重要性分为钢筋混频土、素混凝土和浆砌块石衬物，其厚度可采
用下述经验值∶

（1）钢筋混凝土砌厚15～20cm。
（2）素混凝土砌厚20～40em。
（3）底厚30cm浆砌块石，面层10～20cm素混凝土。
（4）浆砌块石底板，一般采用3～80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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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应考虑承受温度变化的影响，衬砌要设纵横伸绵缝，接缝间距10m左右。
对于落差大的高流速的陡坡，对混凝土村砌要用锚杆进行整体加固，锚杆深度一般插

入新鲜岩石40～60d（锚杆直径）。

垂直于流向的底板横缝一般做成搭接式，接缝处做好止水。对于平行水 流 方 向的纵

缝，可用平接式，也要做止水。

排水设备均设置在村砌纵横缝下面，并应将纵横缝下排水连通成网<见图3-10-13）。
纵向排水一般在基岩上开挖椭沟，沟内设置10~20cm直径的瓦管，管的接口不封闭，

以便收集渗水，管的周围用碎石填满。当渗量较小时，纵向排水也可在基岩上开凿的沟槽
内，填满不易风化的弈石。横向那水也通常采用在岩石上开挖沟撒的方法。其尺寸视渗水

量大小而定。
2.土基上陡坡底板的构造
在土基上陡坡通常也采用混凝土或浆砌块石衬砌，但不采用钢筋混凝土衬砌。
由于土基有可能发生不均匀沉降，为了满足稳定和强度要求，一般土基衬砌厚度要比

岩基为大。素混凝土村砌厚度采用30～50cm。混凝土接缝必须采用搭接形式，保证 接 缝
处的平整，有时还在下块板的上游边做成齿墙，插入地基内，其深度为0.4～0.5m左右，
以增加村砌的稳定性。底板接缝处止水和排水系统布置与岩基陡坡基本相似，排水系统的
构造见圈3-10-14所示。

10.4.4.3 睫破边墙
陡坡段是一个急流植，其断面有矩形和梯形两种。由于陡坡段流速高，故边墙也都进

行护砌。当断面为矩形时，边墙可做成挡土墙式，梯形时可做成护坡形、如图3-10-15所
示。护坡式边墙可在开挖的边坡上做浆腐石或混凝土护面，一般竣度为1∶1～1 ∶I。5，护
坡底部厚度可与底板相同，上部可适当减小。

边增在结构上应注意排水和分缝问题，应设沉降缝和伸缩缝。以适应地基变形和温度
变化的影响。

工

(

图3-10-15 梯形陡槽断面护坡武边墙圈3-10-14 土基陡坡底板排水采统构造示意阳
c一反湖瓦督排水 6一有绝层反冰瓦管排水

1一反渣;2一遗水瓦管;3～防止退凝土猎浆覆盖展;
4一砂 乾屋;5一碎石r 6一砂浆封死迹水瓦管

10.4.4.4 第力池

中小型跌水、陡坡的消力池横断面多数采用梯形断面或上部为样形、下部为矩形的复
式断面。对于铁水消力池，特别在高寒地区的跌水消力池也可采用矩形断面。

矿山用中小型跌水、陡坡工程的消力池雇板可采用浆砌石、混凝土或下面用浆谢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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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用混凝土护面的砌护形式，只有在重要工程才考虑采用钢筋混凝土砌护。
采用浆砌石或下面用浆制石上面用混凝土护面的底板砌护 厚 度t，可 按以下 数值选

用∶
q2m*/s8 t=0.3～0.4m
q=2m3/s P<2 m t =0.5m

P=2.5m t=0。6～0,7m
g>5m·/s或P>3.5m 1=0.8～1.0m
为了节省工程量，可采用前厚后薄的衬砌形式。
消力池底板与跌水墙及侧墙用接缝分开，当消力滋较大时，底板本身也要适当分缝，

一般多为纵缝，也可加横髓。

当地下水位较高时，池底应铺设反滤层以保护基础土层不被渗流冲蚀。若渗流压力较
大时，还要设置排水系统。在土基上可果用平铺式排水，沿地基表面 铺设 透 水性大的碎
石、砾石或卵石层，按反滤层原则捕设。同时要在混凝土或浆砌石底板中预留排水孔，使
地基渗水经反滤层由排水孔滋入池中。

基岩上的消力池，通常采用沟状排水。沟状排水设于底板接缝和排水孔下面，呈互相
沟通的网格状布置。排水孔距2～3 m，孔径5～10cm，前后排水孔应交错布置。

为增加底板的水平抗滑稳定性，池底板的始末端均应设置齿墙，埋置深度一般在0.5～
2，0m以内，混聚土齿墙应与消力池底板一起浇筑。

矩形消力池的边墙为挡土墙，梯形消力池的边塘采用护披式。
10.4.4.5 跌水、旋坡进出口段
1.迹口段
进口连接段一般采用扭曲面、八字墙和直墙等型式。通常采用浆砌石或混凝土筑成，

对于一般工程，采用浆砌石的厚度为25～30cm，混凝土砌厚为10～12cm。
进口连接段底部也常用浆砌石或混凝土湖护，厚度一般采用20～30cm。
·2.控制堰口段
一般多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浇注而成，小型工程也有采用浆砌料石砌筑成。逢常

厚度采用30cm。
3.出口段
出口连接段结构与消力池相同，末端以齿墙深入基础，深度不小于0.5m。整流段一

般用干肉片石砌护，当防冲要求较高时，采用浆砌片石，厚度为30～50cm。当下 游段为
土沟时，砌石下面应设置垫层。

10.5 防 洪 堤

10，5.1 一 般 设 计 原 则

防洪堤设计一般应遵循下述原确。
（1））尽量选用当地材料;

（2）提坡脚应高开岸边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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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浜堤轴线应和洪水源向平行，

（4）在容易发生冲刷瑜段应进行砌护。

10，5.2 堤顶高程的确定'

防洪堤堤顶高程按下式计算
(3-10-40)H=h+h+Zh+ha

hp=3，2h;Ktga<堤临水面边披系数m≈1～4时》

h;=0.76+0.34√L-0。26N工

。“当司商

号锰
式中 /Hr--某点堤顶标高，m》广

h—-设计洪水位，m;
hp--波浪爬高，m;

Lh-- 河流弯道引起的超高，m;
h——-安全超高，一般为0.5～1.0m，平原地区取小值，山区取大值;
h;—浪高，血
K—系数，与护坡糙度及渗透性有关，混凝土护坡K=1.0，土坡或草皮护坡K=

0.9;砌石护坡K= 0.89

a-—防洪堤临水坡坡角，度;
L--最大水面宽，m;
m--临水坡边坡系数; 哼豕访芬材 涤

V——河水流速，m/s1
图3-I0-【6 土堤断面示堂匮B——水面宽度，n;

R--河弯曲率半径，m

g--重力加速度，m/s*。

10。5.3 土 境 断 面 设计
当土堤高度小于10m时，可参考图3-10-18及表3-10-27数据设计;当 堤高 超过

10m时，要作稳定分析，进行专门设计。

袭3-10-27土提边玻系数m参考表

背水接阳a着习满父自飞 临水腹m1堤 寓 H<m）
1.31.51.5≤5 1.8～1.52,0 1.s6~7

1,5~1。75 1.5～1.7S2.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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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河床渗漏的防治

当河床通过露天采矿场和地下开采崩落区附近，或流经岩溶塌陷区时，河床渗漏会使

矿坑澜水量增加，降低露天边坡的稳定性，恶化开采技术条件，甚至河水直接灌入矿坑，

造应突然涌水，严重影响矿山正常、安全生产。

例如，西石门铁矿（地下开采），马河横穿矿体，该河为一季节性河流，流经矿区石灰
岩渗漏段长2100m，河宽300～700m，最大洪蜂流量1000m8/s以上，1973年雨季河流渗
入矿坑的水量达72000m8/d。

生产多年的黑旺铁矿，滴河由露天采矿场东侧40m处流过，河 宽300～800m，最大洪
峰流量5000m2/s。雨季河水渗入露天采矿场的渗漏量达150000～170000m2/d。

泗顶铅锌矿的泗顶河，从矿体南部通过，流量0.012～58，6m2/s。由于矿床疏干排
水，引起石灰岩河床多次塌陷断流、使矿井受淹。矿坑最大突水量可达24、04m3/s。

因此，对此类矿山要进行渗漏防治设计。

10.8，1 河流渗漏量的估算

影响河流渗洞量的因素比较复杂，难于准确确定，特别是在石灰岩岩溶塌陷矿区的河
滴，其渗滑量的确定更为困难。目前，河流渗漏量只能粗略地进行估算，通常用实测法或
公式计算法。公式法在均质或相对均质（透水性》岩层中采用，而对各向异性非均质岩层
中的河流渗编量，一般采用实测法进行确定。

10.6.1.1 实测法

一般采用动水测定法实测矿床渗流量。它是在河床渗漏段的上游进口地段及下游出口
地段较规则的断面上进行测流，两断面的流量之差，即为河床渗漏段的渗漏量。

红。自红；凸。 (3-10-41)
式中 Q———河床渗漏地段的渗漏量，m*/d;

Q—-流入河床渗漏段上游进口断面的水量，m·/d;
Q∶——流出河床渗漏段下游出口断面的水量，m*/d。

10.6.1，2 公式法

当地下水埋藏很深时，自由渗漏形成恒定状态的渗漏量可利用式~10-42和3-10-43
式计算∶

Q,=KL(b+2vhiv1+mr (3-10-42)
式中 K—一渗漏段的平均渗透系数，m/d;

L-—河床渗漏段长度，m;
6--渗编段河床的平均宽度，如;
v——河床侧向渗潇修正系数，一般取p=1。1～i。4，构造裂隙发商、渗透系数较大

时，选用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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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渗漏段内水流的平均深度，m；
m————渗漏段内河床平均边坡系数。

(3-10-43)Q;=KL(B+Ah)
式中  B———渗漏段河床水面的平均宽度，m；

A————与m积L有关的系数，由曲线图3-10-17查得。
其余符号同前。
当考虑土壤毛纲管渗吸影响时，对于大型河藻，式3-10-42中的h应为Ar）对于小型

沟渠，式3-10-43中的A、h应分别为Ar、hr。
(3-10-44)hr=h+0.5Hk

试中 Hb——毛细管水最大上升高度，m。
不同土壤的H点值见表3-10-28。

当河床下不深处有强透水层的恒定渗漏量，K。-------时，用3-10-45公式计算。1

木同土壤的Hu值表 表3-10-28
粘 壤 土 ●之 砂复土土壤种类 砂土0

Hi(m) 1.5~8 0.5~11~1.52~4

Qs=NTK(b+4.671s TC/T/1+m) (3-10~45)T-b

式中   T————河水面至强含水层顶板的距离，m，见图3-10-18g
K。---强透水层的渗透系数，m/d。

B.E
2

10F-

Kaol [
2.0

A,A

图3-10-18 河床下不深处有强透水腰剖面示意图图3-10-17 A.A-值曲线图

10.6.2 河床渗漏的防治
防止河床渗漏最彻底的方法是河流改道。当河宋渗漏对矿床开采构成严重或胁时，自

然条件允许并有利于河流改道，且技术可靠、经济合理时，设计应优先考虑河流改道。
对于地形地质条件不利于改道或者改道在经济上不合理时，通常采用人工防渗河槽防

治河水大量渗漏。人工防渗河槽是在河床渗漏地段修筑一条用防渗材料衬砌的河槽。依村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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砌防渗材料不同，防渗河床常用的有土料压实河槽、浆砌石河槽、混凝土河槽称沥青材料
防渗河槽等。

10.6.2.1 土料压实防渗河槽

土料压实防渗是在渗滑段利用粘土、砂粘土、戴土、壤土、粘土混凝土以及灰土和三

合土等，建立压实的防渗层，减少河水的渗漏。
1。土料压实防渗河槽的适用条件

土料压实防渗有就地取材、技术衙单、造价低、投资少等优点。但压实后的防渗层抗
冲能力低，一般允许流速仅0.5~0.7m/s。且土料压实防渗层耐冻性差，往 往由于冻融
等作用而疏松、剥蚀，降低防渗效果。此法适用子气候温暖、流速不大的地区。若在流速
较大或纂冷地区，应增设保护层，其厚度依当地冻土深度和河流的冲刷流速而定。保护层
材料有砂砾石、碎石和卵石等。

2.渗透系数的确定

选好土料后，应通过试验求出其干容重与渗透系数的关系。并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设
计干容重及其相应的渗透系数。通过对黄土和灰土试验研究，得出干容重与渗透系数的关
系式3-10-46、3-I0-47，其相关数值列于表3-10-29中供参考。

原状土及夯卖赏土，灰土渗烟系触 辗3~10-29
土脾 干容盟好渗遗系数的关系值

非墨陷性菌土，干容重在1，4以上者K=0、041?～0.243cm/min;龈脂粉的黄土K=0，0417
原状土 ～0.104cm/min;一般古土壤【红主）干容煎在1，5以上者K=0.00694～0，084Bcm/mi四;

一般黄土、古土壤交情坡积区，K=0.0348～0.J3cp/min

平容重（g/cm3） 1.501.401.30 1.60 1.7黄土想实
渗透系戴（cm/mip） 0,00024l0.00390 O,00147 .00092 0,00057
干容重g/cm'） 1.20 1,25 1.35 1.I.30113灰土夯实

0.00472诊透系数{em/min3 0.000390.000130 0.0009 0.0Q25

黄土夯实 K=0.2023×10-2·p (3-10-46)
113灰土夯实 K=9.554×1010-1·9Y (3-10-47 )

式中 K一-防渗层的渗透系数，cm/min，
?——防渗层干容重，g/cm3。

3.压实防渗层厚度计算

学：沁？二。哔8=(4.1× (3-10-48)en
式中 d-——压实防渗层厚度，m;

Q。——原状土河槽的渗漏量，m2/d;
Q;——土料压实防渗河槽的渗漏量，m3/d;
K，——压实土料的渗透系数，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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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原状土渗透系数，m/d;
HA——基础土壤毛细管水最大上升高度，无实测资料可参照表3-10-28选 用。

4.防渗土料量优含水量的确定

土料含水量对压实影响很大，含水量过小或过大都会纺压实带来困 淮，影 响 压实效

果，因此必须认真掌掘防渗土料的量优含水量。天然沉积土壤的含水量大多数都接近于最
优含水量。一般采用的土料含水量与最优含水量之差不应大于1～2??不闻土壤最优含
水量列于表3-10-30，供设计参考。

兼3-10~30土鼠 最 优 含 水 量

出 钻 土重粘猿土中贴集工 四轻粘澳土 命  生砂墙 土土壤名称

12~1 ～3015~17 19~2. 25～2822-2521～23婚优含水量（??

5.土料防渗层的压实方法
土料防渗层的压实应依据施工场地的条件，所用土料以及对压实厚度的要求等来确定

其压实方法。以其使用的工具不同，可分为碾压法和夯实法。
（1）碾压法是利用沿土面滚动的具有自重的静荷载对土壤压实。碾压工 具 一般有石

碾、平碾、羊足碾、气胎碾等，压实土层厚度一般为25～30cm。施工场地需 较大 的工作
面，其长度一般不应小于100m，宽度应便于压实机械的回转。

（2）夯实法是利用工具落下时动能形成的冲击荷载对土壤进行压实。施工工异有木
夯、石破、机械夯板、机械夯锤、蛙式打夯机、爆破夯等。夯实深度，人工夯实较浅，重型
凯械夯锤夯实深度可达0.5～1。0m。

10.6.2.2 梁砌石防渗河箱
浆砌石河槽是一种很好的防渗方法，它的防海效果好，抗冲、耐磨。依衬砌所用石料

不同，可分为浆砌卵石、块石和片石等。
1.断面 设计
浆砌石渠槽多采用梯形和挡土墙式断面，如图3-10~19和图3-10-20;
断面设计一般是报据既定底坡求出水力最优断面，然后考虑施工条件采用实用经济断

干：

畸手
劣私

优0、

图3-10-20 浆砌石聚槽挡土培式断面图"3-10-19 浆砌石渠槽梯形断囤
1一河斓水位;2一边增浆潮石;8一底板浆砌有1~河惨水位，2一麻板菜训石，3一边增浆砌石

面。在初步设计中，可先依3-10-49式算出水深，再依选定的边坡系数。算出沟底宽和水
面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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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8/万 (3-10-49)
式中 h-—设计河槽水深，my

Q---设计洪峰流量，m/s;
A--系数，A=0.3～0.5。

2.边坡系数
梯形断面的边坡系数依河槽工程地质条件确定，一般采用1～1.5;挡土墙式 断面内

坡边坡系数多用0。15～0，3。
3.沟渠的衬砌厚度

梯形断面的厚度一般为20～50cm，挡土墙式断面的河槽坡顶部多采用20～30cm。
4。沟第伸缩缝及填料

浆砌石沟渠一般每隔20～50m设计一条伸缩缝，缝宽一般为 2～3cm左右，缝内 浇注
填料，见图3-10-21。

的

20-50a

畅
区XN

图3-10~21 浆砌石河相伸缩缝平面图
1一水流方向，2一边端网石，3一淘槽感板收筋选;4一两槽底和石;5一河槽胺沉降缝

饰缩缝填料性能的好坏，是决定河槽防渗效果和寿命的关键因素。故对伸缩缝的填料
一般要做到如下要求。

（1）具有一定的耐热性，当气温最高时，填料不流淌，其耐热 度 应比 最离气温大
25℃。

<2）具有良好的抗凑性。当气温最低时，填料不冻裂或不剥落。
（3）具有良好的伸缩性，在缝口张大时，填料不裂缝;缝口缩小时，填料不被挤出。
（4）与河槽面具有良好的粘结力，在负温下粘结面不脱开。
（5）耐久性能好。
现将水电部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试验配制的沥青混合物填料及性能列于表3-10-31;

陕西省水利科学研究所试验配制的几种填料及其性能分别列表3-10-32和表3-10-33。
10.6，2.3 诞凝土劲渗河槽
1。河槽断面及边坡系数

混凝土河槽多采用梯形断面，边坡系数的确定与河槽基础土质、混凝土浇注方法及工
程的重要性有关。

固定模板浇注混凝土沟槽边坡应缓些，活动模板浇注混凝土的边坡可陡些。
沟中水深小于3m，不同土质的边坡系数列表于3-10-34中。
2.混凝土标号及原材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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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81沥膏水泥石锦砂浆的配比及性能

喇孝 韵固跑一短包室素品厢整户
附比〈质量比）%配

设 第
石水背 力 赵力西 度 度酬 。MPa MP嵩 单 %30号20号 。 15,80.66.543211. 6545 0～17.6

表3-10-32几种填解E方衰<kg）

闭 科

哀氨乙椅树堕
奥窗

美乙增须售的号嵩“ 省御号 蒿鼎植“煤熊：莓 
基 三散线实二端一

学二甲散、钟草
年，

存 一哨集 料 名 赤
在第 矽 丝婆础”蜀传 ◆，长、。萨” 蕲

龄抬零 叫莆 参表 鹅3配 3真铝二胎漂隧

名10o1090114一80号沥背粉煤灰砂账

名1001eo 114～20号沥育粉煤灰砂家 -1a!占六号六乞30013塑化煤煮滴砂装 -20 10o 101o塑10 6o
& o.5“占一10o50型10 ？Eo 2o.54o5o塑油，

1占一ls4o骂莱乙
占气 504of .I

2D茶乙! 八岂
占宫一 1e吕so200塑1 t； ”too 当一10消轼“募浸磁

工10foo 台改掺粉煤灰的聚氧乙烯胶混 (o
10 1占一 10雪掺60粉煤灰的聚氟乙烯胶混

表3-10-33几种填料的物理力学性能表

划缺座施到抗拉强度每混凝土粘绪力（MPa）延伸值（cm） (MPa
维 料 名 称 -18℃一岂司斗-18℃17～1821c 六一25℃i-197 -18℃ 六义,25℃ g/emp20℃ t

骂 “0.880.2 0-42)114～30号 身体 ，沥青粉煤灰砂敬

5 吵色1.0.0±80.3114~200号 0.9新青粉媒权砂浆
0.414 1.98骂o.160.,7 囚刺一3.756113蟹化煤焦油珍浆

出 ， 1.261.9岂19o o.c2r(一宁名喊工 以上
兰 少端s.19019o ，宁o.89显10 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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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位高查酮烙度扰拉盟度佩著蓝合目” 每梁凝土粘结力《MPa》 “宏”填 料 名称

17～18-18C20℃25| 一岂句-17℃-18℃ 1rt25℃ 18c2℃B 六古？g/cm2)
盟油。 “产”一 宁器 0.037 o.49 1.3 1.38中

日莱乙! 0.92 1.3o.02s o.064 1.37901.2
0.0zs200莱乙; L8s 0.5 1.269oo.58以下
o.0290.7 ：200盟∶1 且4.5 1.389配响”

東氯乙烯胶泥 ;20℃时51.5 0.3 1.8o.04sl 1.13靶醉蔓
激善粉煤灰的 l9o℃时3.3 S.6 0.9z0-04 1.19聚辆乙烯胶泥 孙蓝.
掺60??煤灰 3.618.2 1-2夕 90 1.36的聚氯乙烯胶泥

混凝 土 渠 檀 边 坡系 戴 袭3-10-84
累土 边 效系 数

沙、碳石、申等粘壤土、黄土 il.00~～1.26
砂、传实砂继土，轻壤土 1.25～1.50
松散砂土、砂瀛土和冲积层 1.50~2.00

混凝土标号应根据衬砌目的、气候及地质条件等因素选择。混凝土强度标号R∶。（标
准试件在28天龄期时的抗压强度）不应小于C1，一般采用C1～C1。抗渗标 号 多采用
B7长梯准试件在28天龄期时，在0，39MPa压力下不透水）;在东北、内蒙和新夏等严寒地
区可采用抗冻标号M。。～M，s。（M。。为标准试件在28天龄期，经过冻融50次，其抗压强度
减少值不大于25??，一般寒冷地区可采用M25～Ms9，温暖地区可不做防冻要求。

为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和抗冻胀性，可在混凝土中添加适量的气剂、塑化剂和减水剂
等塑性外加剂。防渗河槽最好用硅酸盐水泥，其次为矿渣水泥和火山灰水泥。采用的水泥
标号与混凝土标号有关，一般按4RA>Rs>2Rh的范酬选取。Rh为混凝土 标号，R。为
水泥标号。

3.混凝土的衬砌厚度

依部分地区的经验}混凝土和钢筋混颞土河槽的村砌厚度，在一般 条 件下 可参考表
3-10-35中所列数值进行选取。当河槽中水流含推移质泥砂较多，颗粒较粗时，表中的数
值尚应适当增加磨损厚度。

4.伸缩缝及填料

为防止由于温度的变化，使混凝土胀缩引起裂缝，破坏渠精，需布设适当间距的纵横
伸缩缝。纵向缝一般设在边坡与渠底的连接处，当渠宽大于 8 m时， 一般应在渠底设计纵
向缝，渠梢边坡一般不设纵向缝。在遇到下列情况时，才考虑设计纵向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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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子~10-35课凝土河糖的衬咖原度参考我

酬 衬砌厚座<cm）

多 其 它 拨 施钢断德源土遍 条件

自心混视土单 屋双 层
3~6尔叫 3～4cm厚的流凝土衬谢，一般采用豆力砂、砂毒石，砾滑，风化岩;

喷射法施工>2 4~10有裂欧的岩石，无浮托力

<2 4~8密实的砂浓土，砂土。挖方要
需砾石坐层

>2底，无浮托力 6~12
<? 4~8句黄土，轻壤土的填方票废，，冲 需垫层，粘性土壤地段需助冰胀拾施

E~10>2 8～15职层，红砂土，有浮托力

6~12<2 每层3一4 单层接缝要处理好。不使漏水，双层中阔亮含石膏质土，湿陷性大孔隙土，

> 8~20 不进水层，上屋为馄激土，下层为铜筋浪凝土受筑段 每层3~8

.（1）河槽较深。
（2）填挖方的交界线附近。
<3）沉陷性差别较大的两种地层的交界处。
（4）折线渠槽的折角处。

横向缝的设计可参考表3-10-36，伸缩缝的填料参照浆砌石巢槽。

委3-10-38溴凝土颈想横镰妈距表
横 瞳 同 吧（m）衬 力 厚 度tcm）

2.5~8.55~7
3,5~4,08～8
4.0~5.D>10

10，6.2.4 沥膏材料防渗河槽
主要有沥膏薄膜、沥青康、沥青砂浆和沥青混凝土防渗河槽。
1.沥青薄膜防语"
在需防渗的河槽中平整土层后，喷酒一层热沥青，

形成一层隔水薄膜，然后覆盖保护层，如图3-10-22
所示。 图3-10-2 埋藏式沥青薄膜

1 ）沥青薄膜厚度的确定 菜着断面
1一河精水位;2一砾石懈兼崖;喷洒厚度应侬防渗要求确定，一般厚度为 4～8

3一沥青幕膜防掺屋;4一保护土层;mm。沥青用量每平方米4.5～7 kg。
2）保护层厚度的确定
其厚度揽河槽大小、流速和风浪作用等情况确定，一般厚为10～50cm。
2。沥青席防渗
沥青席是用玻璃纤维布、石棉毡、第席、油毯、麻布等材料涂沥青制成的一种防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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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辅设河槽时，一般要从下游往.上游铺。接头互相搭接，搭接宽度5cm左有，接缝用熟

沥背粘结。防渗层之上回填保护层，其厚度依冲刷深度和冻结深度确定。

3.沥青混凝土防渗'

1）河槽设计
沥青混凝土村砌河槽的断面形式多用梯形，其次为弧形。衬砌厚度一般为5～15cm，

防渗层下设反滤层，在反滤层上面涂一层沥青玛颈脂或沥青乳剂。在不设反滤层的地方，
可设一层松散的沥青混颜土结合层，厚度一般为3～4cm。防渗层上部一般设覆盖层，其
厚度和材料视寝盖目的确定。

2）沥青混凝土配合比

配合比是依据要求的沥膏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质，通过计算和试验来确定组成材料之
问的合理比例。防渗河槽所用沥青混凝土的质量比一般为∶沥青7～9??碎石35～50??
砂30～45??矿粉10～15??

10.7 调 洪 水 库

当露天采矿场、地下开采崩落区或岩溶竭陷区横断河流的情况下，设计可考虑采用水
库调洪、排洪隧洞（或渠道）泄洪的防洪方式。

矿山防洪水库的库容。主要用来调蕾水库上游出现的设计洪水，削减下 泄 的洪峰流
最，即起到滞洪作用。

矿山调洪水库采用排洪隧洞进行泄水的居多数。在矿山防洪设计中，一般水萍库容要
求全部放空，洪水来临时，隧洞就开始排洪。初期入库洪水流量大于下池流量，部分暂时
排不掉的洪水置存在水库中，使水库水位上开，而下泄流量也将随着水位的升高而增大，
直到入库洪水流量与下泄流量相等，此时水症水位最高，水库的下泄流量也达到最大值。
随后入库洪水流量小于下泄流量，水库蓄水量逐渐减少，水库水位逐渐下降，下泄流量也
逐渐减少。

通过水库调节洪水后，入库的洪峰流量Qm，被（Q）
削减为出库的最大下泄流量 gm，在涨水历时·即0～
 时段内，水库中滞蓍的那部分洪水（相 当于 图3-
10-23中两曲线包题的阴影面积>所需的库 容，就叫
作水库的滞洪库容或防洪库容;在t时刻，水 库 的 方

水位达到最高值，这就是设计洪水位。 图3-10-23 入库洪水和排洪
隧洞泄洪流量过程线图3-10-23中的曲线是在排洪隧洞断面已定的条

1一入即设计洪水过程线;2一下件下得出来的。当排洪隧洞断面改变时，下泄流量过 渔流量过县罚
程线就会发生变化，防洪库容和最大下泄流量的数值
也会改变，即两曲线的交点.A也会变换位置。如果设计洪水改变时，其它各项也会相应改
变。可见设计洪水、排洪隧洞断面与防洪库容和最大下世流量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的。因此，确定合理的防洪库容、泄洪隧洞（或渠道）断面和设计洪水位，是做好水库防
洪设计最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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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防渗库客和设计洪水位的确定

10.7。7.1 摩容计算

1。没计低水位的确定
矿山防洪小型水库，其设计低水位的确定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
1）设计低水位应保证水库自流排泄
在保证自渣排泄的情况下，水库设计的艇水位主要取决于排洪工程出阳高程，根据排

洪隧洞出口的高程和隧洞的纵坡和长度，可以推算出排泄隧滴进口清底的高程，亦即矿山
防洪水位的设计最低水位。

2）死摩睿应满足泥砂淤积的要求
在泥砂较多的河溪上修建水库时，除了满足上述条件外，还必须校核死库容能否满足

泥砂淤积的要求。矿山防洪水库一般建立在没有实测泥砂资料的河流上，故常采用简易方
法进行估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V 1b4yPr ( 3-10-50)

式中 V——滴足泥砂龄积要求的死库容，10'm";
y。——流域的多年平均径流深，mm9
F--水面积，km'z
α--反映流城内水土流失程度的系教。可根据各地统计资料确定。

经计算如果不能满足泥砂淤积要求，则应提高设计最低水位，以加大死库容。对于含
砂量很少的河流，可以不计算泥砂淤积量。

2.库容计算
水库的蓄水量和水面面积的大小均与薏水水位的高低有密切关系。水位愈高，薏水量

愈大，水面面积也愈大。从水位和菁水量的关系曲线（即库容曲线）与水位和水面面积的关
系曲线（即面积曲线）上，可以查得湘应水位的警水量和水面面积。曲线的绘葡方法如下∶

1）水面断面法
在有库区地形密的情况下，可采用水平断面法推求和绘制岸容曲线和面积曲线。水平

断面法就是将水库容积分成很多水平层，每一层的高度根据需要的精度而定， 一般 可 取
2～5m。总库容的计算，是先由下面上算出每个水平层的容积，然后累加起来。同时。
在计算中还可以求得各种水位时的水面面积。

例如;最低的一个水平层，其高度为△H，底面积为A，顶面积为Az。该水平层的容
积即为;

(3-10-51)(A.+A)4H:V,=,
第二个水平层的容积为∶

,(3-10-52)“下”叫入吟十岭”“让”
这祥一重计算到水面的水平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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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库容按下式计算∶

‘汹“”汹丶工十产岭 (8-10~53)

以表3-10-87为例，列出某水库库容计算表供参考。
根据计算结果，就可以绘出水库的容积曲线和面积曲线，用纵座标表示水位，横座标表

示库容，将表3-10-37中数值标绘在方格纸的相应位置上，连成一条光滑的曲线，就是水库

的容积曲线;以纵座标表示水位，横座标表示水面面积，将表3-10-37中数值标绘在方格
纸的相应位置上，绘成的曲缀就是水库的面积曲线，如图3-10-24所示。

第水 库 障 容 计 算 表 表3-10-37
平均调积水位离程 醋谢水面面积 分层库容 累计库容(m) “字印”（J0m2） 部”(204mty <10*mso95 自多15 45

98 30 4523 eS10o 36 “”r40 an102 。 19？52 104104 60 295e65 130106 70 425r73 146108s 76 571e83 1068n0 90 笔e97 194n2 104 931e120 240n4 136 “岂”“菡 276.16 1460 1447”147 294228 154 7a1
自

2）经验公式法

在可符性研究或规划阶段，有时为了初步估 125.
120算水库的容积，可以采用下面经验公式进行粗略 1六良 水位~客积曲线

荪茅。 S10o因一

V=0BHL 10s(3-10-54)
1o),式中 P一-水库库容，m*， 86 传一一谷与

H——满库时坝前最大蓄水深，m; 2000 m20 100 F110'm7)仑

B——满库时坝前水面宽度，m; 图3-10-24 水库水位-容积和水
L—满库时水面长度，m; 位-水面面积曲线
0——地形系数，依库址地形特点决定，可按

表3一10-8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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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3-10-8， 地 形 系 教 B 敷 值 宗

形河 .谷  状
河 注 纵 坡

开阀 彩狭 谷 形

0.8忽陡名平 0.2
夕比较平顺 0.3

上睫下平 0.6秒

10.7，1。2 设计类峰遗量的握求

设计洪峰流量的推求见10.3.2节。

10.7，1.3 洪水总量的推浆

设计洪水总量按公式3-10-55计算。
(3-10-55)Wtp=1000a;H;pF

式中 Wtp——历时为、频率为P的洪水总量，m';
a1——与历时∶相应的洪峰流量径流系数，az4见表3-10-17;

Htp~—历时为t、濒率为P的降雨量，血m;
F-——流域汇水面积，km2。

10.7。1，4 设计洪水过程线的建录
小流城的设计洪水过程线，常用的有概化单峰三角形过程线和概化多峰三角形过程线。
1，概化单峰三角形过程线

在已知设计洪峰流量Q，和设计洪水 总量四∶p的惰况下，洪水过程线的总历时T可用下式
计算 一一 ”“：口，“心泱下 ·.(3~10~56)QP
式中 1、t∶—4为涨水历时;1为落水历时;f∶应大于t，差一般在15～3.0之间，：

鲁

其它符号同前。
概化单峰三角形过程线的绘制见图3-10-25。

概化单峰三角形过 程 线计算 简 便，但洪量过于集

o) 中，偏于安全，可能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
2.概化多峰三角形过程线

概化三角形 概化多峰三角形过程线结合了推理公式的特点，/洗水过程线w, 并能反映我国合风季风区要雨洪水的特点，比较切合实
际，适用于中小型水库工释设计。卟，-. 概化多峰三角形过程线的基本原理是想定一段均匀

图 3-I0-25 概化三角形洪水过程线 降雨可相应产生一个单元三角形洪水过程蛾，此三角形
Qp——设计频率供缘流量?

的面积等于该段降雨产生的洪水量 体t，三角形的底长WP~设计频率拱水总量
相当于该段降雨的产流历时与汇流历时之和，而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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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即相当于该段降雨产生的洪峰流量Qm。把设计雨型按下述原则分为若于段，把每段
降雨所形成的单元三角形洪水过程线按时序迭加，即得概化多峰三角形洪水过程线。

1）设计暴雨时程分配雨型的确定

设计暴雨的时程分配雨型，一方面要能反映本地区大绿雨的特点（如时段雨型，时段分
配，雨峰出现位置，降雨历时等），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到工程设计上的安全要求。有条件
时，可按地区编制的综合标准雨型采用。

当无条件取得雨型资料时，则只能从水库安全运用角度出发，作一些假定，从而定出
H2Ap的时程分配。 ,假定如下

（1）一般可将主雨峰置于设计降雨历时的四分之三或稍后一些的时程上；
（2）次雨峰对称地出现于主雨峰两侧。
降雨分段的各段历时t。，对于主雨峰可取te=r（T是流域汇流历时），对于次雨峰可

取to=T，也可取tc=br（b为整数）。
以主雨峰为中心，按公式Ht=Spt--"确定不同历时t的降雨量（历时t的取值，对于

对称区间的次雨峰取为两对称时段间各段历时之和，对于对称区间以外的次雨峰则取为计
算段起点至一次降雨终点的各段历时之和）。

次雨峰各段的降雨量，对于对称区间以内的次雨峰为Hp JHti-Hti-1，对于对称
区间以外的次雨峰为HR=H街-Hfi-1。

2）概化多峰三角形过程线的绘制
（1）时段峄量的确定
各段均匀降雨产生的单元峰值流量可按下式确定。

Qm=0.566 hRF (3-10-57)tettr

hR=HR-μte
式中 Qm——时段峰量，m3/s，

te————时段历时，h
F————流域面积，km2；
r---流域汇流历时，h；

ha——tc时段降雨产生的径流深，mm
He——时段降雨量，mm）
μ——土壤入渗率，mm/h，见公式3-10-6和3-10-9。

（2）主峰段过程线的绘制

主峰段洪水过程线一般可按三点进行概化。有时为了提高计算准确度，则需根据分析
 资料按五点进行概化。

三点概化过程线∶

三点概化过程线的起点A与时段降雨起点对齐，终点B位于时段降雨终止后延长一段
集流时间r的地方，最大流量Qm=Q。位于时段降雨终止的地方（如图3-1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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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点概化过程线;
如图3-10-27所示，DF=Q。为涨水过程钱上的特征点流量，EG-Qb为落水过

Sa A
产 >.用D 色 G[p纠

图3~10-26 三点煮化过程线 图8-10-27 五点癫化过程线

程线上的特征点流量。
Q=K。Q (3~10~58)

(3-10-59)Qb= K。Qp
(3-10-60 tr=tA+(1-2Kw+Ka);
(3-10-61)f。= tA+r
(3-10-62)te=tA+(2-Kb)r

““广泓 (3=10-63)

式中 tA——主峰概化过程线的起点时程座标;
。tF、1~、tG——分别为Qa、Qp、Q，的时程座标;

t B——-主峰概化过程线的终点时程座标;

1-2KE5xr48·K。=-占”0C' ，”K7
_面积A.0CDAKw=面积A日ECDA

Ka、K、KT、Kw——为过程线的形状特征系敬，有时可以从地区水文手册中查

到这些数据。
。（3）次峰段过程线的绘制

单元三角形过程线的起点与该段降雨起点对齐，染点则在该段降雨停止后延长一段集
流时间r的地方。峰值Qm出现的位置视该段洪水出现于主峰前后而定， 如在主峰之前，则
峰值位于该段降雨的终点位置，见图3-10-28。如在主峰之后，则峰值位于该段降而起点
后延长一段集流时间r的地方，见图3-10-29。

按上述方法计算绘制出各段单元洪水过程线之后，将它们按时序迭加，即可得到以暴
雨时程分配雨型为根据的一次晕雨癜化的多峰三角形洪水过程然。

10.7.1.5 调溪量算
调洪渍算 目的是根搬既定的排水系统确定所需的调洪库容及囊洪流量。对一定的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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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线，排水构筑物愈小，所需调洪库容就愈大，坝也就愈高。设计中应通过几种不同尺

心了
红

图3-10-28 主峰前的次峰过程线 图3-10-29 主雄后的次峰过程线

寸的排水系统的调洪演算结果，合理地确定坝高及排水构筑物的尺寸，以便使 整个 工 程
造价最小。

1.公式法
对于洪水过程线可概化为三角形，且接水过程线可近似为直线的菊单情况，其调洪库

容和遣洪流量之间的关系可按公式3-10-64确定。

VLq=Q,(1- (3-10-84)W。
式中 q——所需排水构筑物的泄洪流量，m2/sy

Qp——设计频率为P的洪峰流量，m°/s;
V∶——某坝高时的调洪库容，m';
孜p-频率为P的一次洪水总量，m°。

对于一般情况的调洪演算，可根据来水过程线和排水构筑物的泄水量与水库的蓄水量
关系曲线，通过水量平衡计算求出泄洪过程线，从而定出泄洪流量和调洪库容。

水库内任一时段△t的水撤平衡方程式如公式3-10-65所示。

 （Qs+Qa）41-号（φs+q2）4Vz-Vs (3-10-65)

式中 Qs、Qz—时段始、终水库的来洪流量，m3/s;
g∶、q∶——时段始、终水库的泄洪流量，m2/sy
Vs、V。——时段始、终水库的蓄洪量，m3。

令Q-2（Q2s+Qz），将其代入公式3-10-65，整理后得;
下：叫色止、”幻十。”’心台” (3-10-66)

求解公式3-10-66可直接计算，但需预先根据澄流量、库水位、调洪库容之 间的 关

系绘出q与（P+qa?）和q与（V-5q△t）辅助曲线备查。
2.图解法
对于来水过程线可概化为三角形，而排水过程线不能近似为直线的情况，图解方法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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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三角形洪水过程线绘于第一象限，水库的调洪库容与泄洪流量关系曲线绘于第二
象限，如图3-10-30；

（2）从原点O向左取O。=洪水总量V=-2Qpt（∶为洪水过程总历时）；
（3）自三角形项点6向左作水平线，与y轴相交于c，连接ac与Vt-q曲线相交于d；
（4）自d点向右作水平线与退水过程线相交于e，则e的纵座标即为所求的qny
（5）自d点向下作垂线，与x轴交于h，则oh即为所需的调洪库容。

对于一般情况的演算，可先根据沧洪量q与调洪库容Vt之间的关系求出各个q值时的

——+____值。将洪水过程线绘于第一象限，q一φ曲线绘于第二象限（见图3-10中国△t 2

-31），然后按下述方法进行图解。
（1）自O点向左取ob=oa（a为时段中点），再从b点向上作垂线与q-φ线相交于c，

自c向右作水平线与过第一时段终点t的垂线相交于d，则d的纵座标即为所求的第一时段
终点的泄流量q1.1

9.0 9.0
VIS 寸一步

TBt 手

程3-10-31  调洪演算图解图3-10-30 调洪演算图解

（2）自c向左作水平线，取cf=de，自f向上作垂线交q-φ曲线于g，再自g向右做水
平线与过第二时段终点t∶的垂线交于h，则h的纵座标那为所求的第二时段终点的 泄 流量
99

（3）重复上述步骤，即可求出各时段终点的泄流量q；直至qi=0为止。当过点p向
右作水平线与过相应时段终点1.的垂线相交之点q已超出于洪水过程线之上时，则须改由
p点向右取ps=qr，并由s向下作垂线与q-φ曲线交于a点，再向右作水平线与过t。的垂线
相交于U点；

（4）过o、d、h、I、g与咖苔点连线，则曲线odhlqu即为所求的泄洪过程线g-t，Q-i与
Q-t曲线交点的纵座标即为最大泄洪流量qmy

（5）根据qm2，从库水位与泄浇量关系曲线即可确定最高洪水位。

10.7.2  拦洪坝

10.7，2.1  坝址壤绎
坝址选择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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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坝址选择在能最大限度阻截地表水流入露天采矿场、地下开采崩落区或岩溶塌陷
区等地段;

（2）坝轴线短，土石方工程量少;

（3）坝基处理衙单，两岸山坡稳定，尽量蓬开溶洞、淤泥、断层、滑坡等不良工程地

质条件地段。
10.7.2.2 坝型选择

1.坝型选择的因素

在选择坝型时，主要根据坝及库区的土、砂、石料、地形、地质、水文和气象等自然
条件以及施工没备、工期要求等进行综合分析，对可能采用的域型都应做全面技术经济比
较，从中选出最优方案。坝型选择一般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筑坝材料∶各种土料，如粘土、壤土、黄士、砂、砾等都可做为筑坝材料。应根
据材料的物理力学性质、储量及分布情况，开采、运输和填筑条件，按照各种坝型的特点
进行全面分析，从中选用合理坝型。

（2）坝址区的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条件;主要是分析研究坝基覆盖层的性质、厚度、
相对不透水层的埋藏深度与厚度，结合对防渗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坝基防渗措施，从而选
择合理的坝型。

（3）施工条件∶主要根据工程要求完工的期限、施工期气象、水文、导流合龙条件、
施工设备等情况综合考虑，看选择哪种坝型有利。

（4>在工程的总体布置上，根据选用的泄洪及排水建筑物的形式，看选择哪种坝型更
有利于和这些建筑物的结合。

（5）工程量和总造价。
2。坝型选择
我国矿山防洪坝、根据矿山蓄洪时间短、矿山剥离废石多的特点。因而常用土坝、土

石混合坝和堆石坝。
1）土坝
实际工程中可按下述原则选择土坝坝型。
（1>当地基不透水或透水性不强时，坝址附近有适合于筑坝的遗水性不强的砂填土料

时，可建均质坝;

（2 ）当地基具有压缩性或湿陷性较大的土层时，可以考虑采用除硬性心墙和斜墙外的
各种埋型;

（3）当工程附近不透水性土壤极少时，可考虑采用斜墙或心墙坝，
（4）当筑坝地区处于严寒或酷热地带，则应避免作斛墙坝。
图3-10-32是采用最多的两种土坝坝型。第一种坝体的主要部分由同一种土料筑成，

即均质坝。第二种坝体由透水性较强的土料筑成，但坝体中部分有透水性小的 土 料（如
粘性土;）心墙，即心墙坝。

2）堆石坝
在缺乏土料而石料多的地区宜建造堆石坝。当采矿有足够的合乎要求的废石，且运距

较近时。应优先考虑采用。

矿山防洪用的坝型可以选用塑性解墙堆石坝和刚性斜墙堆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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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斜墙堆石坝是将防渗土料构成的斜墙斜卧在堆石坝体上，如困3一10—33所示。

停才为利？我？

14

u
。够秒过针总朵这心梦注研泠刮！

T...:ir.·..
6R项还万材2E7号M下限k10E2，

图3-10-92 土坝坝型示意图 图 3-10-33 塑性例墙堆石坝示意图
了一防净土料;2一干砌块石;3一堆石体c一均质坝b一心墙坝

4一干砌块石护城 5一蓬水层1一上诱水位J2一上游护坡，

3一坝顶;4一下赞护猿，

6一慢满绣;6一拖水体1

7一下游水位t 8一公墙3

9-蒙水墙;L0-坝体

刚性斜墙堆右坝的防渗斜墙，常采用浆离石或混凝土结构，个别情况采用钢筋混凝土
结构。刚性解墙除防渗外，在空库时，还能承受下游堆石的推力，起到挡土墙的作用，在
上游有水时，刻与堆石体共同承受上游的水压力。

采用这种坝型时应注意，凡是能引起较大沉陷而会造成坝的防渗结构破坏的地基，如
游泥、软粘土以及可冲刷的粉砂等，都不宜采用这种坝型。

3）土石混合坝
在渗透性弱的土料相对较多的地区，可修建心墙式或斜增式土石混合坝。
土石混合坝的防渗体的厚度较大，一般渗透性较小的土料占坝体总体积的一半以上。

这种坝型结构简单，施工容易，在有条件的矿山均可采用，图3~10-34和图3-10-35为常
用土石混合坝坝型。

2.1:3.0.
纾

2 先等得 党岁艺

墙。
专存飞

6
图8-10-35 斜墙式土有混合坝示默图图3-10-34 心墙式土石混合坝示意图

1—护坡，2一较土辩墙;8一过渡带」4—难有体1一上游煨石体!2一粘土心墙;3一注渡带;
5一徽水编;6一基岩;7一土基4~下游堆石体;5一截水槽! 6一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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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3 坝高确定
坝高常用下列公式确定;

(3-10-67)H=h+hp+ha
式中 H—坝顶高，m;

h—-设计水深，m;
hp——波浪爬高，m，其确定方法见公式3-10-68，如图 3-10-36;
ha———安全超离，对于低坝取0.5～1.0m。

当用上式计算的坝高小于校核频率水深时，现高按校核水深进行设计。

图 3-10-36 波浪爬高示意图

hp=3.2Khatgα ( 3-10-68)
式中 K——-与坝边坡粗糙程度有关的系数。对于光滑的坡面如混凝土护面或土坡，

K=1.0;对于铺砌成草皮护坡的边坡，K=0.9;对于粗糙的表面，如大块
碎石或块石堆成的坡面，K=0。77;

gα--坝边坡对地平线的倾角正切;
hb——坝前波浪高度，m，按3-10-69式计算∶

hb=0.0208I/5/4 D1/3 ( 3-10-69)
式中 V——计算风速，m/s，取多年最大风速的1.5～2倍;

D——库面的波浪吹程，km，通 常是指从坝起沿着库水面直到对岸的最大直线距
离，但如果库形特别狭长，应以5倍平均水面宽度为限。

常用边坡的波浪爬高经验值列于表3-10-39。

7∶2护砌边坡的波澳爬高值（m） 表3-10-59
网 (m/s)、切

疲稿长度 13 17
L(km) 好 彩H岑知 (m)”“ 骨 2 ” se
10 0.75 1.3 1.6 0.8 2.251.3’1.3a.75o 1-3 少0.8 1L-8es 0.75 0.95 4.05 “纠0.8 “i- 0.75 0.76 0.75 1.050、3 1.05
0.5 宁君 0.60 0.800.69 0.8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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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4 坝身构造及断面尺的确宫

1，坝顶宽度
坝顶宽度当有交通安全要求时，可按行车需要确定;无交通要求时可按表 3-10-40确

定。

糕叫！中含埚 顶 最 小 宽 度

<10 >2010~20蜡送一自”

22.5 ≥4.≥8.0筑 预 宽（m）

2.坝玻坡度
1）土坝坝坡
土坝坝坡可根据坝高和坝基的特点、筑坝土料及颈型等条件，参考已建成的同类土坝

拟定。一般由于上游坝坡经常被水饱和，并且常有水位骤长骤降情况出现，故上游坝坡应
比下游坝坡缓一些。表3-10-41、表3~10-42和表3-10-43所列的经验数据可供选用坝坡

时参考。
对高于10m的土坝，按表中所列坝坡采用变坡。坡度变化的地方，遇常设置平 台，其

作用除增加坝体稳定外，还可作过坝交通便道，在运用期侯检修坝坡用。平台上一般设有
排水沟，使乎合的雨水能沿沟排走，以免冲刷平台以下坝坡。

2）堆石坝坝坡
坝坡与坝身构造、坝高、材料性质、施工方法及坝基地质情况等有关，一般堆石坝坝

坡∶计角度取小于堆石的自然安息角。
堆石的自然安息角取决于石块的尺寸、形状、级配及其堆筑方法。可通过试验确定。

初估时可参考表3-10-44选取。
坝的下游坡，当地基为岩石且坝高小于30m时，一般可取1s1.3～1，5;非岩基时，

还应取得锻些，可取1 ∶2.0。下游坡面应用大 块 石堆 筑 平整，每 隔10～15m 高 度设
表3-10-4T均质土坝著本断面各部分尺寸聚

部、 土承针闽  填制 质 箱页 针土 。 下游坝坡上爵域域食 平下游期坡 消上爵浆定寻 坝模 高
顶 常 由上雨下级歌(m) 由上而下顶 宽 由上而下要章(m) 曲上雨下 《m)人目” ； 12.012,251235 <15 1-012.5直 便一1.6<15 12,2512.5012.512.75

12,21r2,6e12.51r2,75 2.018~25疗2.0 1+2,615～25 12,761:2、75173.的
18,28142.5102151-2.76

含 12,6240 12.7526～30毒 02,752.0 113.002E-30 1:2,253+3,2513,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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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3-10-42塑性心墙境基本断面各部分尺寸表

分部坝壳 心 墙 及 截 水 横 部 分

平台 顶 宽下二、.坡上游壤坡境 高 铜水微水擅虚宽山坡粮水椭底宽
边 镇顶 窝(m》 投数 《m)一目（由上随下）<由七而下） m)“自”

2~25口 11.75~2.01.6<15 1/2水头“偏 1/4水头30.212.0～2.2512,25~2.5
12,25～2.5 12,0～2,2516～25 2.01~2) 12～1/3水头2.0 1/～】/8水头110.15～1-0.2512.5～2.75 1;2.25~2.5
1t2.5~2.75 1:2.25~2.5o2.0铝了驾 2,512,75~3.00 1/2～1/3承头10.15～10.251;2.5~2,75 1/4~～】/8水兵
1:300~3.5 1*2，75一3.00

论。《1）顷亮部分边坡范图与土质有关。粉砾及山皮土可用较陡值;
（2）心墒郁分边坡整围与心墙土料不遗水的强病有关，不透水性强着可用较健位∶
《3）水头系指土烘上下蕾水位。

表3-10-4型性斜墙坝基本断面尺寸豪

9 薄 分”着 斜 墙 及 截 水 棚 部 分

平 白高药 上龄坝坡 上部厚（m）下游项坡 正禁绪详搐稀满魏水溃鹿置下部厚（沟）
顶 宽一自” 级缴（由上而下） （垂重频坡）（由上M下） 一自（垂直螺坡）） 一自”(m)

<15 号课库12.012.5-1.5 境高 损高0.8 e e12。75 1:2.25：15~25 12.5 叶淳鲜二坝商11,252.0 1。0 坝高lw173.0 12.5 d
12.75 1:2.25

日25~30 须高2、0 是频高1.21z2.523.0 是频商色 ]e ]o“合 12,75

考表岩 堆 安 息 角手 骤3-10-44
岩 角 （度）安堆 e岩 石 类 别

汁 本 均着 *善
砂质片岩（角砾碎石>与砂粘土 42 25 35
砂岩（块石、碎石、角砾） 2860 32
片岩（角砾，碎石）等砂粘土 36产细 38
片 岩 2943 39
石家誉（摔石）与砂粘上 吆45 3d
花 岗岩 37
靠谣停饰 4,5 致密石灰岩 88，5~3艺片察 岩 塑云母片岩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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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宽1～2m的平台。
坝的上游坡应不陡于保护层或防渗铺盖的自然安息角，并应考虑反滤层施工条件，一

般不陡于1∶1.5。
地震区，坝坡放缓10～20??

3）土石混合坝坝坡
小型土石混合坝下游坝坡一般为141.25～1t1.75;上游坝坡与防渗形式有关，斜

墙坝的上游坝坡与土坝的上游坝坡相同，心墙坝的上游坝体为堆石体，故 坡 度 较斜墙坝

陡，一般为1 ∶1。75～1 12，26。

3.坝的护坡
为了保护坝面不受波浪、冰冻及穴居动物的破坏，土坝上下游两固都必须设置护坡。

小型土坝常用的护坡材料有块石及草皮、碎石等。上游护坡一般采用块石，从坝顶开始护
至最低库水位以下1.5～2.0m，块石护救应采用坚固和不易风化的石料。为防止波浪淘刷
及库水位禁降时渗水的破坏作用，护坡下应铺设反滤层。

反滤层采用粒径不同的2～3层无粘性土，如砂、砾石、卵石成碎石等做成，每层宴
铺设得大体和渗流方向垂直，沿渗流方向由细颗粒逐渐增大到大颗粒。反滤层每层厚度为
15～50cm;依施工条件和反滤层颗粒的粗细雨定一般常用每层厚度25cm。

下游坡常采用草皮护坡。若下游坡为砂壤土、可直接在坝坡上种草或铺草皮;如坝坡
为砂土、山皮土，则可先铺一层庸植土，厚0.1～0.15m，然后种植草皮。如 材 料来源半
富，下游坡也可采用碎石护坡。

下游坡上常设置纵缝连通的排水沟，以防暴雨时对坝坡产生冲刷，沿土坝与岸坡结合
处设岸坡排水沟;沿平台内侧辅设纵向排水，多用浆砌块石铺成梯形或矩形断面，一般底
宽0.3m。

4.坝体防渗
1）防渗体
水库坝体防渗，一般采用粘性土料、浆砌石、混凝土、沥青混凝土以及钢筋混凝土等

材料筑成的心墙成斜墙。

心墙位于坝体中央或稍偏向上游。心墙项应高出设计水位0.3m，且不得 低于校核洪
水位。为了防冻和防裂，心墙顶至少要低于坝项0.5m。为了施工碾压方便。墙顶最小宽
度为1，5～2.5m。心墙自上而下逐渐加厚，边坡最大采用1 ∶0.15～1∶0.25，并保证心

增底宽不小于坝前水头的1～言。
斜墙顶部厚度（垂直于斜墙坡面>不小于0.8～1，0m。斜墙底部厚度规定为坝前水头

的~且不得小于3.0m。斜墙的迎水面应设保护层，以防冲刷、冰冻或干裂。保护

层厚度一般不小于1.0m。
当坝基为遗水层时，为了防止坝基素水，心增或斜墙底部一定 要向下延伸到不透水

层，将坝基渗漏截住，所延伸部分即为截水槽。截水植的底宽随坝前水头及截水槽所在部
位（河床或山坡>而不同，具体尺寸参考表3-10-42和表3-10-43。

2）排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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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体的作用就是将渗入坝体的渗选水引向下游，以降低坝体的浸润曲线，排水体由

透水性强的砂、砾石组成。

小型水库的坝排水体多用以下两种形式∶
（1）贴坡排水
贴坡排水是一种最简单的排水设施，优点是用料省、易维锋。对坝体施工没有干扰，

可以在坝基填至一定高程后再铺筑。但它只能防止渗水在坝坡逸出处的冲蚀作用，不能降
低浸润曲线、因而一般只适用于低坝或有防渗体的坝。

贴坡排水的顶面高程应高于浸润曲线与坝坡的交 点1m以土，或下游最 高水位 以
上1，0～1.5m。反滤层的第一层为粗砂、层厚0.2~0.3m;第二层为小砾石，层 厚8.2～
0。3m;第三层为块石或卵石。贴坡排水结构见图3-10-37。

（2）堆石棱体排水
堆石排水糖体是由堆石组成的一个棱柱体。如图3-10-38所示。堆石棱体排水多 建

于土坝的河糟部分，它除有排水、降低浸润曲线的作用外，还可以支撑下游坝坡，有利于
坝体稳定。排水棱体顶部应高出下游最高水位1.0m，顶宽1.0~2。0m，内坡常用1r1
～111。5，外坡常用1∶1.5～1∶2。0。反法层的组成与贴坡排水相同。

.0～2.0n

网W泽陪贷外夕兴伐么

图8-10-37 贴坡排水示意图 图3-10-3B 堆石校体排水示意图
1一规拨;2一块石;3一反滤屋;4一下端术位 1一坦坡， 2一反滤坝，$一反遗层

矿山调洪水库。由于蓄水时间较短。库内大部分时间呈放空状态，因此，对坝的排水
要求，主要是从保证坝体稳定性角度提出的，只要保证坝体安全，可以对排水要求降低甚
至不做坝的排水。如矿山用废石堆筑坝体，其坝体尺寸远远超过筑坝要求，在这种情况下，
坝的排水可以不做。

10.7.2.5渗选计算

矿山调洪用小型水库的土坝渗透计算，主要是为了确定坝体浸润曲线的位置、下游坡
出逸坡降，据以校核坝坡和坝基的净透稳定，确定坝身和坝基渗透量，以及估算水库的渗
漏损失。

1.渗透计算

根据矿山调洪水库平时经常处于放空状态，汛期发生洪水的历时很短的特点，一般在
土坝内不易形成稳定的浸润曲线，但从安全角度出发，设计还是要求按一般 水库贮水情
况，对上游正常高水位时的渗透进行计算。

对于土坝不同情况下的渗透计算方法见表3-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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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纠纷土壤渗透系数K。■一坝体土壤的渗透露微K2一斜塌厚度在垂线上的投 与坝基峨的交点处误润yu一N点的纵座标。m，谈oc——斜蹬的平均厚度，四 点位于斜墙的下游边线 Jm——下游坝坡逸出段鲁流量 脚或排水设备之间的距L一座杯轴或某断圆至坝状K∶一心墩土壤的渗透系败，ocp一心墙的平均厚度，四p1.辨证前驱动算所以上一10a——斜墙对坝基线的倾角；
续表

影像，z=becosa， 的比值，nFEE的维吾松
CL

圈线的延长线上，了一送水层厚度，加 大坡降∶/mm 日*中国

将具有不同善遭系散的心墙与坑把组成的心墙填
(BO)

（8）化引烘有同一当造菜贩的均质填（7），此时心墙
SZ+HDHA(8)(81) (YZ)(SU)(82)(17) (25) (28)

然后按前述的均质训练遗付算方法进行计算。浸润幽娥和溶液盖计算公式 SWA-H)+皖AA1
X

CHEDULEDO
NKLETINA+J)

*1

HA-HING -D
H

冬生1 +1452 D0162DUISOOM ·· d 120187-8 的化甲泽星为。蛋x-8 00!5L=SNA=K
A

-ENA A=K**K

TMA (t) -HI T

￥
Pri

公 f 45
Mil图 1

PPQP?
? (9)

ZN

(l)(S)
W 了

订97

℃ B ?黄 ②45

YINGONALEDI得***0

上海水位 理**T ◎# 二 32

上游水位LO+H

·二L

H

设收你作水，下 透水层，设控体熊水塘修坑到不造水地盖，将 搏水，下酱无水不透水熄垂。 敢贴坡作水或无持水，下绑无水游无水的情况近用条件 不透水地基，名牌* 的情况
胡老老3 N 将 坝 摘 T#K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1676

续表 独
霜

台湾

(SS)L1F0+(S+0+1tu)Fy(H+12)-9*0+1my=D
(IS) (ZS)(67) (06)(87)(12) (95)

(18).(910+10)-14)-7（38）武工+++）-K.I+H）'M=D 2gx=Ki++2K:Th-Kyi-2KiTy(W-DITE
浸润鱼绸和浸流量计算公式 通过下游坝坡边出吸的溶流量通过心墙后下游坝壳的演流量

50

GING0.
通过心境的渗流量!your7-19+17/19 LHX 1.1.10LI 坝体浸润线11.00 n1

117=0青u=4 =b

(at)5*fl 3￥

?
d国 (6)(8) 4

0 3
0LaP加

@ ?

上游水位 醇水位
上游水位# 1

A+
H

辨水，下善无水没贴就拌水或无地高上，熊水端在有限深透水 欺骗不遗水尿，设横体排水，下不透不堪基 游无乐的情况适用条件 的情况
填深圳市 墙Q *



1677第十章 矿区地表水防治

2.渗透稳定性的评价

1）渗透破坏形式
土的渗透破坏形式有管涌和流土两类。

（1）管涌;在渗流的作用下，土体中的细覆粒首先发生移动或被带出 的现象 称为管
涌。一般在土的不均匀系数n>10~20的非粘性土中容易发生管涌。

（2）流土∶在渗流作用下，土体内所有土颗粒同时发生移动的现象称为流土。一般在

n<10的砂性土或粘性土中容易发生流土。
2 >土的临界渗流坡降及允许渗流坡降

土开始发生渗透酸坏时的渗流坡降称为该土的临界渗流坡降，一般与 土 的 性 质（容
重、孔隙比、粒度和不均匀系数等）有关。

在上升渗流作用下。n≤10的砂性土及粘性土根据极限平衡可求得临界坡降∶

11=TQ-(1-m)= 4-1 (3-10-70)
械 1+E

ro=d(1-n)
考虑粘聚力时∶

“”深！八“‘仰 (3-10-71)r· 旨

考虑土的摩擦力时;

Ie='2-(1-n)+0.5n (3-10-72)T·

式中 Ie——土的临界渗流坡降;
0.2

rg——土的干容重;t/m2; 渗流驶环区0.6
r。——水的容重，一般为，t/m2; gn—土的孔隙率; 0.2 1z-

允许墩障区 4俱e—孔酿比，e=~ 10 15n 20 3025
1-节' dan=?1i

---土的密度，t/m3; 图3-10-39 非粘性土临界渗流坡降曲线图
C——土的粘聚力，t/m2。

对于一般非粘性上，可根据不均匀系数n由图3-10-39中的曲 线 查得临 界 渗 流坡
降。

适用范围∶n=2，3～39.3，d。。=0，1～8 mm，
d1。=0.057～0.28mm

设计的渗流坡降应小于允许渗流坡降Iy，可按下式计算∶

l" ( 3-10-73)

式中 Ks——渗透安金系数，对粘性土采用1.5，对非粘性土，一般小型水库工程可采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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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符号同前。
10.7.2.6 稳定计算

稳定计算的目的在于校核坝体的稳定性。如不稳定，应将频坡放缓。土坝、堆石坝的
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应根据工程等级和荷载情况，参照表3-10-46选用。

表3-70-46告蓝。莓引菊辉怜沸擦沁善等

别级的频
荷 花 组 含 ，W

“岂”1.20高本组合（设计）

1.0宁省特撤胆合（较核》

注，（1）当坝址工程地质条件特别发杂戚采用实贱经险较少的新坝型、新站构时，可提高一级。
（2）如按床容、坝高分级指标，若两项捷近同一级别的上限时，可提高一级。
〈s）财可能危及下游重要城镇、工矿区、铁路于规或其它重要政治、经济章义设施的小型水库工程，可提高一
增

对于坝高小于15m的小型水库，如下游无重要的厂矿和城镇，坝址处又无复杂的地质
条件，且对稳定性确有把握时，亦可不进行稳定校核。但当无排水设备时，为避免下浓坝
坡上浸润线逸出段，发生坍滑破坏，应使下游坝玻的坡度满足下列条件;

“旦众心区 (3-10-74)

式中 m-—-下游坦披的边坡系数
φ—坝体土壤的内摩擦角，度。
当不满足上述条件时，必须设置排水

设备或者放缓坝坡。
1。均质土坝坝坡稳定计算
在一般情况下，均质粘性土坝的滑动

NV lg◆
破坏面，往往是圆弧面。均质砂性土坝的K, siao;N;=W: eowo; 滑动破坏面，也近似是圆孤面。因此，通
常采用圆弧法进行坝坡稳定计算。图 3-10-40 圆弧法坝坡稳定计算示意图

按圆弧法进行坝坡稳定计算时，把滑

动土体分为著干条宽度为b=0.1R的土 条（图3-10-40，R为滑弧半径），O号土条中
线应与过滑弧圆心O的垂线重合。求 出各土条的质量、滑动力、抗滑力，则坝坡稳定安全
系数可按公式3-10-75计算。

(3-10-75)K * ZGicosaritg免土Cl2Gisinai

式中 G;——-各土条质量。浸润线以下，下游水位以上土体质量，对守滑动力按 饱和容
重计算，对于抗滑力按浮容重计算;浸润线以上则不论滑动力敢抗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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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用湿容重或最大干容重计算;下游水位以下都用浮容重计算;

α;——过各土条中线的滑弧半径与过滑弧圆心的法线间的夹角，°;
【—--滑弧长度，m;

C、φ--总应力抗剪强度指标。
最危险滑弧的确定方法如下;
1>确定最危险滑弧圆心的范围

（1）过坝坡中点D作一铅垂线，并由该点作另一直线与坝坡面成85°角（倾向坡脚），
见图3-10-41，

（2）以D点为圆心，用R1和R∶为半径分别作弧，交以上两直线成扇形。R;、R。值随
坡度而变，可由表3-10-47查得∶

一般情况下，最危险滑弧圆心位置即在扇形面积内;
（3）作AM，和B;M，两直线，其交点为M，，此两直线的方向按角β2和β;确定，两角之

值随坡度而变，可由表3-10-48查得;

R1，R∶值 表 集3-10-47

13坝 软装度 “” “岂” 了 145
内半经R 0.76H 0.75H 2.2H1.5H2-0H
外学径R? 1.5H 2.3H1.75H 4.8H3.75H

的∶、问a髓 表 表3-10-48

角 度
规 墩 坡 度 坝 玻 坡 角 β. 8.

亡” 48' 28 邕”
1r35 26“创艺” 3s°
n2 s*26"s 屹”

18*26*1+3 唱 35°
154 14Pos 23 36*
15 119 26" 37°

（4）将距坝顶以下 2H、距坝脚以内4.5H之点定为M;点，联连M;M;并延长，则ed
即为所寻找的最危险滑弧圆心的大概范围。

2）最危险滑弧试算

（1）在坡脚附近定出一些B点（B、B;、B⋯⋯），如图3-10-41所示;
（2>在cd线上任选几个点O、O∶、O⋯⋯为圆心，过B1点作圆弧，求得各滑弧的穆

定系数K标于O;、O2，Os之上方，连成曲线，找出较小K值点;
（3）通过K值较小的一点（例如O点），作N1N，线垂直于MjM，缓，在此线上再任

选几个O1'、O2'⋯⋯-为圆心，亦通过B1点作圆弧，求各滑弧的稳定系数，将其 值 标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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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1'、O2'的上方，连成曲线，找出最小的K值点（例如O1'点）;
Ⅳ人 （4>在多数情况下，此O，'点之K值即为

最小值。如为了更精确起见，还可通过O.'点再

作NsN，线垂直于N1N;线，在NsN，线上定f-de
几点为圆心，作几个滑弧的K值计算，求得最。 小值即为通过B1点滑弧的最小安余系数;

f R （5 ）对B2、B⋯⋯各点作类似的试算，可
A5° 求得各点的最小K值，分别标在B1、B2、B。

平

⋯⋯的上方，画K值曲线，曲线上的最小值，e B1 Bs
即为所求坝坡的最小安全系数。

此外，当坝基强度很高（如为基岩）时，-4.5H-幼 最危险滑弧有可能通过坝坡而不通过坝脚，敌

B。、Bs⋯⋯等点也可以选在坝坡上。图3-10-41 最危险滑抓四心范围示意图
2。堆石坝坝坡稳定计算

坝坡稳定计算可按圆弧法（见土坝坝坡稳定计算）或折线滑动法进行。
折线滑动法稳定计算的基本假定;
（1）滑动面由若干直线连接而成，
（2）每一滑块都视为一个刚体，相邻滑块之间没有摩擦;
<3）每一滑块在极限平衡状态时，其力的作用不影响相邻滑块。
设滑动面为折线ADC（图3-10-42），每一滑块力的分析见图3-10-43，其安全系

缴为∶
食●E 7 sin6ccs0G:

不售哈核
“够侈 -CCcvi话6Gsin0'

修3- D 人PC8

图3-10-43 每一滑块力的分析图3-10-42 滑动面示意图

k12 2Gitgdicos*0i (3-10-76)
G isinicos0i

式中 En--抗滑力在水平方向投影的总和，
Ea—--滑动力在水平方向投影的总和;
φi—--各滑块的摩擦角;
G——各滑块的质量，水面以下用浮容重计算，水面以上视坝料的不同取干容重

或湿容重计算;
θj——各滑块滑动面的倾角。

通过试算，可求得坝坡稳定最小安金系数，其值应大于表3-10-46中所列数值。
上游坝坡的稳定，因保护层和反越层与坝体是两种不同的土体相接触，坝坡往往沿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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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面滑动，故应计算以下两种情况;

（1）保护层与反滤层共同沿反滤层下游面滑动;

（2）保护层沿反滤层上游面滑动。

计算不同土层接触面的滑动时，其抗剪强度值最好通过两种土层的剪切试验确定，否
则应采用两种中的较小值。地震区坝坡放缓10～20???要工程需通过计算确定。

10.7.2.7 坝体工程量估算

先将河谷断面简化为抛物线形 或梯形，然后按相应公式计算。
（1）抛物线形河谷

V=LH(b+0.8mH) (3-10-77)
（2）梯形河谷

v=气(1+L)H{b+mKH) (3-10-78)

式中 V-——坝体体积，m3;
L、!——河谷横断面上、下底宽，m;
H--坝高，m贝
b-—— 坝顶高度，m;
m——-内外坝坡系数的平均值，用下式计算

苦一十当叫。言门” 包？
K——系数，见表3-10-49。

系 数 K 值 囊 表3-10-49
WL 。 0.30.1 0.4占“ 0.70.5 0;30.6 1.009
K 0.67夕 夕图 0.920.78 0.890.88 0.94 0.96 “宁区0.98

{0.8 泄洪 隧 洞

10.8，7 隧洞选线和工程布置

矿山防水工程中的泄洪隧洞，除个别情况下直接应用于河流改道外（断面按洪峰流量
设计），主要用来配合调洪水库泄洪，放空水库。保证矿山不受地表洪水侵害。

泄洪隧洞洞线位置应根据防洪工程要求、地形和地质条件来选定。
进出口应选在地形较陡的部位以便于施工在上游应当是进水平顺、引渠短或者基本

上无引水渠;在下游应与其它建筑物不相于扰，便于布置消能工程，并与下游河道连接顺
畅。

洞线岩石坚硬完整，无大断层、大破碎带和避开石灰岩岩溶发育的地段;隧洞轴线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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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层走向应使其有一较大的夹角，还应使洞线通过岩层倾角较陡的地段;洞顶以上的岩石
厚度通常应大于3倍洞径，进口应选在岩体完整稳定、无滑坡危险的位置。

对于傍山隧洞（隧洞的一侧岩体较薄），除洞顶以上有足够厚度的岩石外，还要求山
体的较薄一侧也需有足够的岩石厚度，以防止滑动。

洞线最好是直的。这样施工方便。水流条件好。如必须布置成弯道时，其转弯半径应

大于5倍洞径，转弯角度应小于60°，弯道两端的直线长度应大于5倍洞径。
隧洞底高程要满足放空水库、导流引水高程的要求，对于多泥砂河道还要雅免隧洞进

口的淤积。一般进口底高程常高于河床1，0~2.0m。出口底高程应接近下游河水的正常水
位，以减少消能设施的工程量和便于水流衔接，一般出口底高应高出河水0.5～1.5m。

有压隧洞的纵向坡度常采用1∶100～1 200;无压隧洞的纵坡不应大于维持正常水
深所需要的坡度，以使洞内为无压均匀流。

隧洞的洞线及工程布置，都不应危及拦河坝的安余，并使交通联连方便，又便于工程
管理。

如果根据下游引水的要求或工程总布置的安排，必须使隧洞通过地质条件较差 的 地
段，或者洞线量短的方案必须经过地质条件较差的地段时，只要洞顶以上有足够的岩石厚
度，也可开洞，不要轻易的因地质条件差就给予否定，但在隧洞结构上要作适当处理，施
工要注意安全。

10.8.2 隧洞的漫流量计算

泄洪隧洞按水流的流态分为有压隧洞（淹没出流），无压隧洞（非淹没出流）和界于
二者之间的半有压隧洞（局部压力流）。

矿山调洪水库中应用的世洪隧洞的水流流态对一次洪峰来讲为无压——有压——无压
的混合过程。

从工程安全角度出发，这种隧润的泄流量设计可按有压隧洞即淹没流计算。
矿山河流改道工程中，因地形地质条件影响，把泄洪隧洞做为河流的组成部分使用，

隧洞断面通过设计洪峰流量时，按无压隧洞（非淹没出流》计算。
10.8。2.7 淹没出流的泄薇量计算
对于出口淹没惰况下的出流，其泄流量可按下式计算。

(3-10-79 )Q= μw√2g（H。+-ha>一
2gl佼”、K

式中 Q——隧洞泄流量，m3/s;
μ—流量系数;
u——-出口断面面积，m2;
g—量力加速度，m/s';

月——包括行近流速的上游水头，m，一般可认为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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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洞底坡;
-—隧滑长度，m;
hn—-水位超过出口洞顶时的下游水深，m;

2gl. -沿程摩阻损失系数;“召’
C-——谢才系数;
R-水力半径，my
E;——局部水头损失系数之和，用下式确定。
26=ξ1+在2+Gg+C4+⋯⋯

其中与=β（2）八sinc（圆筋栅条β=1.8，短形栅条β=2.5，8为栅条宽度，b为研

条净间距，a为拦污栅与水平面的倾角），一般可取ξ;=0.1;
<2=0.1～0.2（流线型进口取0.1，一般平顺进口取0，2）;
ξ。=0.2～0.3<转弯半径R=3～7倍洞径）;

k4=1.0（出口水头损失系数）。
10.8、2.2 非淹没出流的泄流量计算

Q=μt√2g（H。+i-nhm） (3 -10-80)

1
骥丶身。

/1+22+e
式中 n——系数，出口为非淹没出流时，

7=0.85～1,0;
！！凿孙。日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泄洪隧洞水力特征见表3-10-50。

10.8.3 隧洞结构

量 洪 隧 渭 水 力 特 征 姿 囊3-10-50
孔 径 流水断面滇 量 临界水深 入口水矢临异坡度临算流速
D(a) 女自 Vx(m/s)区日 I<%)hE(m》 H(m)
2-0 17 3.85 2,01 4.39 10 3.41
3.o 7.55 2.70：： ，5.04色’ 4.58

卢、514.0 2,6710-08 5,07 4.52
宁。 63 2.6612.62 自5-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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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3.1 隧满断面形式

泄洪隧洞常用断面形式见表3-10-51。

解 谓 常 用 断 面 形 式 表 表3-10-51

图断网形 状 马障形（R"2r）彤 马障形（R=3r）国拱点墙式

示 惠 图

同左，有利于机械化水力学数件驶国拱属工级方便，水为从水力学和结构力
指工学条伴较圆形差 直熵好。德工较复象特 点 学的观点看量有利，

但施工园难
量用条件同左有压槎洲 贝部、两州和底解无侧网肉山着臣力的

具有较大山岩压力雅坚硬岩层;无压和慑遮用兼件
压睫洞 用（御岩石较教舞）

时，无压和低压隧洞

70.8.3.2 噬洞进出口
隧洞的进出口洞脸及两侧边坡须保持稳定，尤其是进口洞脸，如节理裂隙发育、岩石

易于风化时，除应将松动的岩石清除外，还需结合实际情况予以加固，如采用 喷 浆 措 施
等。

隧洞进口处须设置拦污栅，其倾斜坡度为1 ∶0.3～1∶0.5。拦污栅面积需根据洪蜂
流量及入栅流速等确定。入栅流违常采用1。0～1.5m/s，最大流 速亦不宜超 过3～4
旦

隧洞进口前的引渠底高程，应低于隧洞进口底高程1.0～2.0m。进口两侧的岩体，按
照地质情况，分水上和水下不同工作条件。做成永久性边坡，必要时还应在进口前的两侧
或一侧修建翼墙，以防止岩石坍塌堵塞洞口。

有压隧洞出口水流速很大，根据需要是否设置消能设施。

10.8.4 E 洞 的 衬 砌

压力隧洞一般都进行村砌，其目的是防止由于内水压力、高速水流及地下水压力的作
用，而造成洞体围岩的场落，并可减少表面糙率。

对于地质构造简单、滑体岩层坚硬完整、透水性小、抗风化能力强、在内水压力和高
速水流等外因作用下，不致冲蚀破坏，能保持稳定的岩石，亦可不进行衬砌。

中小型水库的压力隧洞衬砌形式有∶
<1）护面衬捌
这种衬砌仅能降低表面糙率和防止岩石风化，属于不承受荷就的结构。它适用于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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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完整、地压力和透水性很小的隧洞。护面衬砌一般采用喷砂浆或喷射混凝土衬砌。
（2）加固衬砌
这种衬砌除有护面衬砌作用外，还要承受岩体地压、内外水压力和其荷载，以保证围

岩稳定。对于围岩比较稳定完整、岩石亦较坚硬、隧洞埋藏较深、而且洞内水流流速较小
时。一般采用浇灌素混凝土杖砌形式∶对于不稳定岩层和高速水流的压力膨润应采用钢筋

混凝土衬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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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采矿业的发展，矿坑水的利用已经有了一定进展。目前我国已经有愈来

愈多的矿山全业都在不同程度地利用矿坑水作为矿山各种供水的水源，给矿山企业带来了
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这些矿山根据矿坑水的水质和水量，本
着优质优用的原则，已经逐步解决了矿区及附近村镇的生活用水、工业用水和农业灌溉用
水问题，参见表3-11-1.

矿坑污水的排放关系到矿山环境保护问题。从国内外矿床开发实践来看，伴随着某些
矿床开采所产生的酸性水、高悬浮物水、高矿化水以及含超量放射性元素的矿坑水，不仅
给采矿作业带来严重危害，同时，矿坑污水的排放又污染了周围环境和水源，给矿山附近
的工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受矿坑污水危害严重的矿山，由于
逐年的经济赔偿损失，已经影响到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

矿坑污水的形成是受多种因素制约的，如矿床类型、矿体和围岩的化学成分、矿床地
下水的化学成分、水文地球化学分带以及采矿方法和开采工艺等。因此，在矿山设计和矿
床开发过程中，根据矿坑污水形成的主导因素，采取积极的预防性措施，可以消除或减轻
矿坑水的危害程度。必要时应建立矿坑污水的净化设施，变害为利。经处理后的矿坑水，
可以作为矿山的供水水源而加以利用，或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后再予排放。

11.1  矿  坑  水  的  利  用

11.1.1 矿坑水利用的特点

11.1.1.1  缺水地区矿坑水利用的特点
干旱少雨和高山等缺水地区的矿床开采，由于水源贫乏，矿区及其附近村镇的生活用

水及工农业用水困难，因此矿坑水的利用就显得更为重要，这类矿山企业矿坑水利用的特
点是∶

（1）由于水资源贫乏，首先是解决有无的问题，因此利用矿坑水势在必行；
（2）矿坑水一般需经水质处理后才能加以利用，特别是作为生活饮用供水时；
（3）由于矿坑涌水量一般都不大，故可供利用的量亦不大，不能作为大宗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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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矿山矿扰水利用情况一览表 贵子17-1

 矿坑水量（m3/d）矿 坑 水 的 科 用
可山名称 注利用草 曲委会无箭花 消息冷却用水财务 治炼|发电消防 农业用水 (%)

一
用水用水

2 3 12115~ 10O 吕 17 04

田韶铁矿 2000  B0
石茶铜拿 2000 0008 混  两3000 10000 60~50

儿口铅锌矿 0008 雅歌

清泉金岭铁矿 并下用水
向山南餐厅 200D
孤石佳铁矿 12000 90
玉泉岭铁矿 2501500  co~8500
马龙快矿 |3780| +100m阶段 6000 60 做玩涌水

一路茶柳官山桐矿 终却用水1000 灌田66600m3
甘井子石灰石矿 600 170

000Z鸽子源煤矿   3240~3000
铁山南煤矿 144151.2
平庄西国天煤矿 720D1200 就干堪道水100
郸桥煤矿 JIAAO  13000 1200  80一
五阳煤矿 13000 4000 曹田721261m2
虎远煤矿 1200
阿干镇煤矿 352  43.13
石门沟煤矿 50 450 52
王家山煤矿三号井 B00 23.64
王家山煤矿四号井 800 38
熟家地煤矿 4000 设计资料171
红会煤矿一号井 445 51
庄渔作煤矿 23 16.84
江苏山湖* 120 9,52
马营沟煤矿 灌田133820m2 17.22
玉门早映煤等 40 ).B5
亲信新富煤肴 360 683 85
庆阳净石沟煤矿 I40100 32.05.
华亭东联耀矿 500 40
安口煤矿一号井 900 75
武口煤矿二号井 6D0 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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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大水矿床矿坑水料用的特点

采用疏干方法开采的大水矿床，由于开采过程中地下水的深降强排，引起矿区和区域
大范围内的地下水位下降，使矿区及矿区附近村镇井泉干涸，对此必须考虑排供兼顾和排
供结合的问题。这类矿山企业的矿坑水利用特点是∶

（1）应妥善解决矿山开采后如何保持矿区附近各用水部门原有的供 水 量 与 水 质 问
题

（2）由于可供利用的水量大，一旦利用矿坑水，往往就可以获取明显的企业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3）选择合适的疏干方法和合理的工程布置，往往即可获得很少受采矿作业污染的优
质地下水作为生活饮用水的供水水源。

11.1.1.3矿山生产时期矿坑水利用的特点
从国内矿山利用矿坑水的实践来看，绝大部分矿山是在矿山生产时期开展矿坑水利用

工作的，这个时期矿坑水利用的特点是∶
（1）多数矿山把矿坑水作为辅助水源和调节水量而加以利用；
（2）对矿坑水可供利用的水量及水质容易作出可靠的评价和预测，能够保证矿山持续

均衡的供水；
（3）利用矿坑水均可收到一定的经济效益。
矿坑水的利用就其研究和利用领域来说，把矿坑水作为矿山企业的各种供水水源，解决

供水问题是主要的，此外，对某些热水矿床热能的利用、与矿泉水成分相似的矿坑水的利
用，以及矿坑水中有益组分的回收和利用等，也都是矿坑水综合利用的组成部分，具备杀
件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11.1.2 矿坑水利用的一般原则

在矿山设计或矿山生产过程中，开展矿坑水利用的一般原则如下。
（1）对开展矿坑水利用的矿山，必须按照国家颁发的各种用水的水质标准，详细研究

矿坑水的水质和水量是否具备可供利用的条件，并确定可供利用的程度。
（2）在保证可供利用质和量的条件下，本着优质优用的原则，首先满足生活饮用水的

供水蛋求，水质不宜饮用者，应最大限度地满足采、选等工业用水要求。
（3）大水矿床的排供结合，必须从矿山安全生产和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等方面进

行全面评价和论证，以做出合理决策；大水矿床除本矿区利用地下水外，还必须对矿山附
近地区各用水部门进行调查，协调供排关系，必要时开展排供结合的可行性研究，以期最
大限度地利用矿床地下水；大水矿床疏干方法的选择应尽可能的和供水方案相结合，把获
取优质地下水作为疏干方法选择的因素之一加以考虑。

（4）利用矿坑水作为各种供水水源时，必须从供水角度预测矿坑长期排水过程中，矿
坑水水质及水量的变化，以保证满足供水的要求。

（5）当矿区有几个可供利用的供水水源时，如何合理利用，应通过详细的技术经济比
较确定。

（6）对可供利用的矿坑水，必须采取保护性措施，防止水源的进一步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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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矿山各种用水对水质的要求

矿山用水主要包括生活用水，工业用水，此外，还有砂山附近农业撒溉用水及渔业用

水等。目前，国家已颁发了各种用水的水质标准，这是评价各种用水水质的基本依据。
11，1.3，7 矿山生活饮用水

矿山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见表3-11-2。

裹3-11-2生括饮用水水质标准（TJ20一78）

项号 准标●
感官性猫标∶； 色 色度不超过15成，并不得星其它异色

亭 浑激度 不超过5度3 粘当搏 不得有异臭、异味
6 不符含有肉眼可见懈

化学搬标∶
5 pH位 6.5~8.5。 总硬度{以CaO计） 不超过250mg/1

歌 不题过0.3mg/17
南萨 不超过0.1mg/l
银 不超过1.0mg/l0

不超过1.0mg/!予 警
不超过0002mg/挥发附奖11

12 不超过03mg/!阴离于 台成洗缘剂
毒理学担标。

13 不超过1，0mg/l，适用被度0，5~1.0mg/I算化物

氰化脚14 不超过0。05mg/l
单15 不祖过0、04mg/1
题16 不超过0.01mg/

不超过D.001mg/l17 密1 畜 不组过0.01mg/l。
夕 不橱过0.05xg/l临（六价）
20 不超过0.1mg/1都

细菌学指标∶
21 细菌总数 1ml水中不过100个
2 大肠岗群 11水中不超过3个
23 能商性余讽 在接触30min后应不低于0.3mg/1。螺中式给水除出厂水应符

合上述测求外，管网末端不低于0.05mg/!

注，分张式给水的水质，其毒理学措标应符合本条差定，其它指标如暂时达不到水质标准时，有关都门应 发 动 群
众，职极开展受因卫生运动，改善环境卫生，采取行之有效的饮水净化措施，不断樱高给水水质。

月前在国内除国家制定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外，还有某些省、市或单位制定的生活
饮用水水质参考标准。由于矿山多采用分散式给水，故除毒理性指标应严格符合水质标准
外、其它指标如暂时达不到水质标准时，应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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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3.2矿山工业用水
1.采矿用水
对井下采矿作业用水的水质一般要求见表3-11-3。

寝3-11-并下采矿用水水质一般要求

蒿项 若即号绵 、 11水中不超过3个大厨钎截e 6.6～~9,pH值
不超过50mg/L圆体悬浮物3

总硬度 不望过20需国度，
2.选矿用水
选矿用水的水质要求，随采用不同选矿方法而异，浮选用水的一般耍 求 见表3-11-

4，洗煤用水的一般要求见表3-11-5。

寝3-11-4选用水水质一般要求

标酬四 1编 号 当
越少越好工 可帘性盐类（跳腔盐、糕酸盐、硝酸盐，锈、铁，的的混化物及硅的化合

物）、快、佩、弊离子
不大于17德国度性 硬 度3 墙多地赶善萄肯

表8-~11-5洗渊用水*质一般要求

盘目当 目项” 悬浮物
15Omg/l清水（无浮选时）
10aomg/l满水（有浮选时）
80mg/1循环水 6～8记单2 0.5mg/l硫化氯3
照 迹崇。 20mg/l” 善醋儿岸强
5～20mg/l。 游商氧

凸 气院 2
3.冷却用水
矿山压缩空气站冷却用水要求见表3-11-6，一般冷却水允许的硬度见表3-11-7，

允许的悬浮物含量见表3-11-8。
4。钢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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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6压缩空气站冷却用水要求

日 醋 标着
pH篮 不少于6.5，虽中性

100-150派激度（mg/1）
暂时硬度（德国度> 心般不大子12度，当进水盈度较低洲，硬度允许量当增高，详见表3-11-7

含油量（mg/） 5
25有机物含量（mg/>
不超过10～25进出水温差（℃>

不超过49排出水器（℃）
0.1d7~0.294水 E（MPa）

净却水中CO2告量不陶时所允许的硬度 嵩叫丫”
不同温度时，冷却水中所允许的淡肿盐硬度龄离碳险的含量CO∶

(mg/1) 艺3020° 岂 7050°
学仍 6197.69,1 5-86.410
10.4 9.511.520 7.38.08.7
12.013.2 9.210.010.930 8,3
18、2 11,014.5 12.0 10.140 8.1

15.6 t4,2 10.911.812.9 9.850

186.6 15.1 12.613.7F0 10.51).6
38.3 16.660 13,815.1 12.8 11.5
19.7160 14.16.“产回 13.8 12。4

冷却水中允许的悬浮物含量 表3-11-8

冷却求中悬浮物最大允许含触（mg/l）
冷 凝 管 形 式

洪金 年 平 均 期*
第式，（一））风口 15 30

当（二）其它冷凝器 60
管式，（一）风口、时渣、出获口 50 1c0

（二）其它冷凝器 10 z00

锅炉用水的水质标准见表3-11~9。
5。蒸汽机车锅炉用水

蒸汽机车锅炉用水的水质要求见表3-11-10。
11。1.3.3 农田灌溉用水

我国农田灌溉用水水质标准见表3-11-11。
71，1，3.4撞业用水

我国渔业水城水质标准见表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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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9钢 炉 用 水 水 履 标 准

参 炉a项 火管镉炉， 高压锅炉大容量锅炉水管锅炉 4.90～12。25MIPa2.46～A,90MPa1.4;～2.5MP.0.4c～1,47?MPa
100～300200～500 20～s040～1D00总陈度（mg/）

不作舰定①不作规定①不作规定①SiO;<mg/> ，。’
10~5 10~50PO、(mg/l>

501co200消能钢KMnO，（mg/l） 一
003560.71780.73 0.0534每升毫克当量

总硬度 0.1③2② 0.150.5德图 度
台、自- -0.5腔矫氯<mg/l） 。ee游离CO（mg/l） 0 一乙言、10石治（烘油、汽油）（mg/l>

不低于7不低于?pH值 .
①如烘被度不小子上述数值时，则在抵于4.90MPa气压的锅护中，SiO不作规定;
②报好不大于I赘园度∶
⑧当压力大于7.84MPa时，总硬度应降低到0.05德区度，在短时网内不超过0.1德凤度。

表3-11-10燕汽机车铜炉用水的水质要求

日 赚限等
每升0、9邀克当量非碳敌验硬度
每升4，5毫亮当量取12.62善国皮总见
少需甘花发瘦法 ，：：：

69mg/L悬浮 钩 ：
“号由含氯量

1.1.4 可供科用矿坑水量的预测和评价

11，1.4.1 设计阶段对可供莉用矿坑水量的预测和评价
1。可供利用矿坑水量预测中应注意的几个主要问题
（1）可供利用矿坑水量预测基础资料是矿床地质或水文地质勘探报告，而勘探报告是

专门为了研究矿床开采的水文地质条件、预测矿坑澜水量以及为矿山防排水设计提供依
据，因此基础资料不一定能完全满足供水评价要求。 乍

（2）在一般矿山排水及矿床班干设计中确定的矿坑涌水量，在计算参数选择上，都是
从偏安全的角度出发，而计算出的水量是在矿山开采期间内可能出现的最大水量。在供水
水文地质计算中，则要求确定地下水可开采量要有较高的保证率。即在矿山开采期间内可
能出现的最小水量，因此要以多年一卷的枯水年补给量作为评价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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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11农函滥源用水水质标准（TJ24-79）

工编 号 准项 标， 水 品 不超过36℃，e 岂酶 5.5~8.5
秒 含盐量 非盐豫土农阳不超过1500mg/1

钢化物（按C【计》 非盐眼土发田不超过300mg/I
L 不超过1mg/碗化物（按S计）

色 汞及芃化合物<按Ⅱg计） 不超过0.001mg/， 不超过0.005g/隔及其化合射（披Cd计）

脚及其化合物（按As计） 不超过005mg/1
不屈过01mg/L六价筹化物〔按Cr*·计）春

10 铅及博化合物（按Pb计） 不超过0.mg/I？ 铜及其化合物（按Cu计） 不超过1.0ag/I
12 不超过3meg/{轮及其化合物（按Zn计）
13 晒及其化合狗（按Se计》 不届过0。01mg/l
品 氟化物（按日计） 不超过83mag/1

癫化物（按游寓系煨计〕15 不超过0、5mng/l
出耶谱16 不矫过10mg/37 挥发性醇 不超过1mg/L

)8 孝 不超过2.5mg/l1 三氯乙醛 不超过0.5mg/I
W矫20 不短过0.5mg/1

注，散射性物质的怀准，应接现行的《煎封性防护规定》（GBJ目一74）中关于露灭水源中散射性物质酸剂浪度的
规定执行。

（3）矿床疏干排水是保证矿山安全和正常生产一种防治地下水的技术措施，其目的是
要在长时期深降强排地下水的条件下，保证矿床开采工作安全、顺利地进行。这从供水角
度来看，是破坏性的开采地下水资源，是供与排本身固有的难于统一的一个矛盾，在评价
矿坑水可利用量时，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4>设计中一般只考愿矿坑水中多年最小稳定流量的利用，对于降雨或通过采矿崩落
区渗入矿坑的雨水以及疏于排水降落漏斗范围内的静贮量设计不考虑综合利用问题。对于
矿坑边界条件巳查明、矿坑水补给来源清楚、以静贮量为主的矿山，是否考虑矿坑水的利
用，应慎重研究。

鉴于以上复杂情况，为了在矿山设计阶段能对矿坑水的利用作出比较可靠的预测和评
价，要求在矿区水文地质勘探过程中，不仅要研究和评价矿床开采的水文地质条件，而且
也应把地下水视为一种资源，对其作出初步评价。

2。可供利用的矿坑水量预测方法
在矿床疏干排水设计中。一般只过算矿坑的正常酒水景和最大通水量，不计算破坑量

小涌水量。而考嫩把矿坑水作为供水水源加以利用时，为了保证矿山持续均衡的供水，则
必须计算出矿坑最小涌水量。矿坑最小涌水量一般出现在早季，是矿床开采时的矿坑地下
水最小稳定动流量。

当进行可供利用矿坑水量预测时，一般要求选用两种以上计算方法或计算公式周时计
算，以便相互比较，相互补充。最小稳定动流量的计算方法和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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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3~11-72遍业水城水质标准（TI35-79）

日编 号 准标项 ““ ，。
√ 色、良、味 不得使鱼虾贝蒸类带有异色、异典异睐e 源浮物质 水面不得出现响显袖膜戒净萍

悬浮物度 人为增加的量不得超过10mg/I，而且意浮物质悦积于底帮后，不

得对售虾贝癫类产生有客的影略

pH值 痰水6，5~8，5，高水7.5～8.5专
坐化诸氧量<五天20℃》 不超过5mg/1;冰封期不幅过3mg/5

参 2Ah中，16以上必须大于5mg/l。其余任何时候不得骶手8mg/l搭解铝
对于能科鱼类栖息水城冰封期。其象任何时羡不得低于4mg/1

警： 不超过0.0005mg/I

名 不避过0、005mg/1e 不题过0，1mg/l责严
不超过1.0rg/!10 备

雾 不超过0.01mg/L19
南 不想过6.1mg/L12

不超过0.1mg/l课13
不隧过0，1mg/l碑16

5 不储过0.02mg/氧化物
不超对0.2mg/L硫化物16
不超过1。0mg/L煮诈墙17

不制过005mg/辉发性酚人学
不超过0.002mg/贯 确19
不超过6.05mg/l石油类20
不趣过0，7m/丙始瞻21

汕兼酬 不超过0。02mg/I22
不超过0.02mg/责子 六六*
不照过0.001mg/1社， 就滴器

25 不超过0.05mg/1马拉硫磷

2 不超过0.01mg力五氯酚钠
不雕过0.4mg/127 茅 底
不焰过0.10g/1对确基氯莱28
不超过0.1mg/l对躯基忘险29
不解过0，01mg/L水台瞬30
不题过0.06mng/l邻举二甲酸二T除31
不趣过0，3mg/1松节油32
不超过6，06mpg/133 1.2.9—三氰翠
不超过0，02mg/L1.245四家律%4

1>地下水动力学法
（1）计算方法及计算公式的选择与计算矿坑酒水量类同（参见第三章 稳定流 解析

法）。
（2）计算矿坑最小桶水量，应选择旱季枯水期有代表性的水文地质泰数。
（3）采取疏于措施的矿床，除进行矿床疏干的一般水文地质计算外，考虑矿床地下水

的利用，必要时应计算疏干系统的最小出水量。
2）比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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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方法参考第三章矿坑涌水量计算中的水文地质比拟法。
（2）计算参数应选用矿区历年最小实测矿坑涌水量资料进行类比计算。
3）折减系数法
折减系数法是根据我国部分矿山预测涌水量和实标涌水量统计的误差，矿定折 减 系

数，对计算的矿坑正常涌水量进行折减，即为可供利用的水量。

我国冶金、有色、煤炭、化工，建材和核工业等部门36例矿山62个阶段通水最的统计

对比资料（见表3-11-13），可供计算时参考。
从表3-11-13统计对比资料可以看出∶在36例矿山中，预测涌水量大于实际通水量的

矿山有26例，占矿山总数的72??表明大部分矿山的矿坑通水量预测 成 果 是 信 大 的。

为了利用矿坑水，必须把预测的矿坑涌水量值进 行折 减，方可作 为 可供 利用 的 水
量。

在36例矿山62个阶段涌水量统计资料中，相对误差小于50??有45例，占矿山总数的
72.6??相对误差小于60??有51例，占算例的82.2???对误差小于70??有55例，占
算例的88。7??其中也包括了实际涌水蚤大于预测涌水量的矿山，因为从 供水的角度来

看，它们更为可靠）。这表明大部分矿山可供利用的矿坑水量可以按预计水量30~50??

区间值考虑。
采用折捷系数法确定可供利用的矿坑水量取决于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和矿坑涌水量计算

的可靠程度，因此，在确定折减莱数值时，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因素、
（1）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查明程度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查明程度是预测矿坑通水量的基础，直接影响预测矿坑涌水量的可
靠性，因此、也直接影响可供水量预测的可靠性。

（2）矿区主要含水层性质和分布

矿坑充水主要岩层的岩性、透水性以及含水层的厚度和分布范围，是矿坑涌水量大小
和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厚度大、分布广的砂砾石层和岩溶发育的 石灰岩层，一般来
说，矿坑浦水量可能比较大而稳定。

（3）矿区的补给条件

矿区达界条件和矿坑水补给来源，是进行涌水量预测的主要条件。必须注意识别以静
储量为主或动流壁充足的矿床，因为静储量为主的矿床，矿坑涌水量在开采过程中将逐渐
减少而难于保证稳定的供水量。

在充分考虑上述因豪后。对矿坑通水量预测可靠程度高、矿区分布有良好含水层且具
有充沛补给来源的矿山，确定可供利用矿坑水量的折减系数可取得大些，如50??否则可
根据矿山具体条件，适当降低折减系数。

11。7。4.2 矿山生产时期可供利用水量评价
在矿山生产时期进行可供利用矿坑水量的评价时，应进行以下工作∶
（1）建立矿坑涌水量观测系统;
（2）分析研究矿坑涌水量与降雨、开采面积和开采深度变化的关系，为确定可供利用

的矿坑水量提供依据。

在矿山生产期间利用矿坑水作为各种供水水源时，其可供利用量，主要依据矿山历年
的动态观测资料确定，特别要分析涌水量在雨季和旱季的变化幅度，必要时可以确定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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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13翌国部分矿山预计矿航澜水量和实际集水量对比聚

晋 相对误狂开采阶矿床充 矿城循水量（m2/d矿床水文
社备地质显杂矿业 名 称 段标离

预 计 实 际 误差值号 类 <%)水类型 (m)售、 。 自e司v一乙 3； 10
14.a09St0 1985年7月海184311413十50

结资料1671凡口好锌矿 80518516主0 4,87港善溶洞复 染：
-15261台乞22042 一89-24-40

-179,21一32690客当18241石默钢就引 若容能识复 杂 ：
z20o台 4l,7516771+160马庄铁矿 复 杂必海裂窝 13.7337000 85264562&+50

-15.07-3300252002196o复 杂 -400读影岂娶福由铜矿4

1586100o 正常雨水疆61,372586+1703 杂玉有洼铁矿 译瑟潜量 复 700o1067 稍本期资料53.54B067
会号 散小涌永量42.86S90700oto +100岩博彩院中等~复家玉泉的跌矿

3.3916.192687542894了 复 杂岩溶裂院企岭召口矿区

45-0131251.1 2583,888 复 杂 56835岩溶裂减金岭铁山矿区

8725 3.37587412599-100o金州石的矿 复 杂岩挖樊赋 2.11]170oo 5671367-200
正常痛火坐-13.12-89860opn53D4-90
正常涵水量置盆 a3.22408e6310中 婷融幕减10 一I40焖冲确矿（北段）
正常燕水量-21.92- 15108400G800- 180

9.781921838420376兰中段
4892 16.42z40962B488五中段复 杂器酸喘勤水口山铅锌矿“ 18.8zs4s1e 878041376│九中段 21.891184389e1251696十一中段

8200 50.r4乡 &446中 等岩溶 16648-20阳卷碱铁矿
83.331050o200o 2000崇善 -20衡单～中登程削铁矿，合” 12.072709e 272030616-90容将裂隙稍国铁矿 复 杂1e 4.515230o 23965298-165

3800 45.94s06o+25 6880
40.7a5500800020 13500中静来鱼均矿区胃号矿体署痛裂欧15; 4,00 j600140o1500065
57,50810161750017681+120中 等摩蔷煜闽16西林铅锦矿

30g a000 72,721100中 等订 岩溶染癫出江萨仲
年参涌水量一11.46(-12511,60S3230.6415719.0422复 杂18斗笠山媒矿香花台井者海溶洞 副锑着徉悼- 3748,Bd-183.406603,9228284,08
楠喘踏兴触-86,07！也究乌一1592 2158,-100复 杂井 |岩凝密弱19斗密山爆矿潮坪井

一2048"4476.02它路 2631,82复 杂20 1操炭圳煤矿西峰仑段岩溶将例
-7,42一B84.2811916.3412800.62复 杂21 煤炭坝煤矿觉离山腰岩停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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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表
9 相耐误差矿床充 矿坑涌水量（m2/d）矿末尔文∶开采阶

针矿山名称 段标高地质复杂 喉实 际 谋差值预 (%)水※型号， (m)樊型; 紧
3 自垄”6、占的 - 10“

-175417|-62808岂 866435856；宫复 架谐迷造恩口燥矿1号井 -209.4dl-56448 26952 03400
-9.93-432048512 478S2623 岩舟将洞恩山媒矿I号井 。消复

下芯盈 31752 19104 -39.95
-13320 -40.96|192003252D-15024恩口煤矿业天井 尚欲溶洞 杂‘ 24456 1610A8352 +65.35

-110 口涵处溶新阿煤矿25 31305.6 2534.33840复 杂

60+200 -381,53-76.341993.66岩溶26 中等～艺杂南岭煤矿关溪井出
-173.45一6850。613949.3 080o+100

一）80 38,452520041616 16416
27 验海韩桥煤矿夏桥共 西部“它名57600复 杂 密己台-830 62.5

43761-330 尔部748 82.898623
52801.269884-40 24.4217092.8

杂峪葛 1022a28 34560-110韩悸煤矿韩桥并 70,422d36复 
-200 1526-415840,17487.2 8-47
-70 14506 85,862194167o裂晾 中 等29湘潭猛矿红旗井 一150 143424203 8,9832669

骂 简 单裂败 3-57194十七一六矿莲花矿夜 72018 [

1152+32 16.879B0 192磋酮 简 炒31七一六矿怎费岩窝致
961872“当司‘记 -5-41

240o+170 1684816 66
等袋脉 台35七一五矿3 +145 16858400 80.18弯 +95 L4ao 56678160G240

3 转混叫韵部物韩望 简单裂隙 206-180 48.87“名 999构段
34 裂度 1500-20茂名湘页岩矿 164516645中零～复杂 9.38

复 杂新福费矿35 3808-50孔豫为主 2303350& 腺千流砂足7.97
+468a中 等联隙为主36 1707.“名847.1平庄煤矿酒露天矿 59.96

时期的可供利用量。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根据矿山取得的实际资料确定深部矿坑水的可
供利用量，但要随时注意深部水质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

11.1，5 可侯利用的矿坑水的水质预测和评价

11，1.5.1 预测和评价要求

从矿业的开发实践来看，大部分矿床在开采后，矿坑水的水质和开采前的地下水水质
没有明显改变，矿坑水可以直接被利用或者稍加处理后即可利用。但是也有一部分矿床，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1698

在开采后水质明显恶化，不经处理是不能作为各种供水水源而加以利用的，甚至排放后对
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水质明显恶化与天然地下水的化学成分、水 化学分 带、矿床类
型、矿体和围岩化学成分以及矿体和围岩的硬度等因素有关。因此，在进行水质变化趋势
预测和评价时，应注意研究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

为利用矿坑水而进行的矿坑水水预测和评价要求如下;
（1）在矿区水文地质勘探阶段，研究矿区地下水的水 化学 成分，确定 水 化学 类

型;
（2）研究矿区水化学分带的特点;
（3）详细调查和掌握矿区内地表水和地下水化学成分的背景值;
（4）研究矿体和围岩的矿物和化学成分及其可溶性等，为矿床开采后水质的变化趋势

作出可靠的预测;
（5）在矿体埋藏深度大的情况下，特别注意研究地下水化学成分随深度变化的规律，

为深部开采时水质的变化趋势，提供预测的依据;
〈6）研究炸药、机械没备油污等人工污染的程度，
（7）在矿床开采时期利用矿坑水，应建立水质监测站，对矿坑水水质不断进行监测，

一旦发现水质有恶化趋势，可果取相应技术措施，以改善供水的水质。
11.1.5.2 水质变化趣势的预测和评价
按照矿坑污水形成的规律，矿坑水质变化趋势预测和评价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研究矿体或围岩含硫较高的铁矿 床、硫 铁 矿床、多 金属 硫 化矿 床、煤矿

床、浅海沉积锰矿床以及某些铀矿床的开采时，必须注意预测产生酸 性 矿 坑 水的 可 能
性;

（2）对于矿层顶、底板属软质岩石的矿床以及采用水砂充填法开采的矿床，应注意预
测产生高悬浮物矿坑水的可能性;

（3>开采干旱地区矿床科开采埋藏很深的处于封闭水文地质循环区的矿床时，应注意
产生高矿化矿坑水的情况，

（4）在开采轴矿床时。应注意研究矿床开采后，产生含超量放射性元素矿坑水的可能
性;

（3）研究地表水渗入的影响，研究地表水体的水化学成分，并预测其水化学成分对矿
书水质的影响;

（6）开采滨海地区的矿床，应特别注意研究开采过程中，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海水
混入的可能性。海水混入、往往使矿坑水质变坏，

（7）开采以充填溶洞为主的岩溶充水矿床时，通过对岩溶含水层充填溶洞 的 分 布 规
律、充填率的研究，预测矿坑水中的泥砂含量。

11 .1，5.3 矿抗水质预测方法
矿坑水质的预测。一般采用类比法、统计法和模拟法。
1.类比法
当设计矿山与已开采矿山的矿床类型、埋藏件、矿体和围岩的化学成分、矿床水文

地质条件和水化学成分以及来矿方法相似时，可以进行类比，以确定设计矿山矿坑水的水
质类型和水质变化趋势。特别是当设计矿山附近有相似开采技术条件的生产矿山时，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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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类比。
2.统计法
统计法主要是通过研究矿区或区域地下水化学成分和上部开采阶段的矿坑水水化学成

分，用统计的方法，将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对比，以确定砂坑水水质随着开采深度加大的变

化规律。应用统计法不仅能够确定矿坑水中各组分和开采深度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查明

同一深度的地下水和矿坑水中主要成分含量之间的规律性和相互关系，并以这一相关关系

来预测矿坑水的水质。

3.模拟法
模拟法是在采区的物理摸型上，通过实验来研究矿体和围岩与地下水的相互作用，并

确定岩石成分对矿坑水水质形成的影响，以便使用物理-化学模拟的方法获得矿坑水 主要
成分含量的预测值。

在实际工作中，主要是采用类比法进行矿坑水质的预测，因此，必须不断总结生产矿
山矿坑水的水质形成规律，为讨坑水水质预测提供类比资料。

11.1，5。4 矿坑水的水保护猎施

利用矿床地下水作为矿山的各种供水水源，特别是作为生活饮用水源时，必须注意水
濒的卫生防护要求。这些要求应在矿山设计中提出并在矿山基建时，就应采取如下的保护
措施。

1.防止井下采矿作业污染

矿坑水作为矿山各种供水水源，特别是用于矿山车活饮用水时，应尽量避免或减少井
下采矿作业的污染。实施这一要求的主要技术措施是∶

（1）矿区采用降水孔疏干时，应尽量采用在矿带外蟹布置降永孔的方案;
（2）采用巷道疏干时，应尽量采用在矿带外围布置专用截水巷道;
（3）疏、供结合的疏干井及降压孔，应布置在专用的疏干巷道里;
（4）为疏干露天矿边坡使用降水孔排、水平孔或疏干巷道，
（5）在具备条件时，采用带压开果，保护上部供水水源并使原有供 水系 统 正 常 工

作。
2。清污分流、分贮、分排
为了防止井下清水的污染，必须在井下采用清水和污水的分流、分贮和分排措施。实

施该措施，不仅可以提供直接被利用的清水，同时也可以减少污水的处理量。以节省处理
要用。

在开采滨海型矿床时，海水常常是从靠近海胖一侧沿岩溶、裂隙或构造断裂带侵入开
采区，使矿坑水受污染，而且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海水侵入量逐渐增加。在这 种条 件
下，为了利用淡水，在井下应设置两套排水系统，使威、淡水分流、分贮和分排。

当存在不受污染的地下水和在开采过程中形成的酸性水时，也应采取酸、淡水分流、
分贮和分排措施，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净水或减少处理酸性矿坑水的水量。

3.建立卫生防护带

当矿床地下水被利用作为生活饮用水的供水水源时，应在含水层补给区建立卫生防护
带，避免将尾矿、废渣、污物排放至含水层的补给区，注意防止工业场地各种污水管路、
矿浆输送管路和贮水设施的漏失，以保护水塬不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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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 矿坑水利用的经济评价

矿坑水利用的经济评价，应从两个方面进行。

（（1）矿坑水达到工业或生活用水水质要求，可以直接予以利用的矿山，根据其可供利

用的矿坑水量，计算年经济效益。采取疏干措施开采的大水矿床，由于可供利用 的 水 量

大，每年可以节省大量的供水费用，经济效果显裘。

（2）经过净化处理后才可供利用的矿统水，一般也可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因为矿
坑污水不经净化处理。达不到接放标准不能排放，而净化处理后，却提供了可供利用的水

资源。对于需要净化处理后才能利用的矿坑水，应通过经济论证予以评价。

国外一些矿山，如苏联卡拉干达煤矿，由于实现了矿坑水的净化和利用，节约大量铁
水费用，从而降低了采矿成本。矿区每利用1m°矿坑水，乎均成本为4。5戈比，而使用地

面供水管网的水费每m"为9.5～13戈比，其水费降低了52。7～75.4??按日净化和 利用

45000m2矿井水计算，矿区每年节约供水费用45万卢布。联埃基巴斯都兹煤炭联合公司
露天矿，利用净化的矿坑水，每年节约供水数用43.7万卢布。苏联伯 朝 拉 矿区利用净化
水，节省供水费用20??每年可节省10～20万卢布。

我国矿坑水的综合利用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表3-11-1所列的国内31例
矿山利用矿坑水的情况可以大致看出。

在进行矿坑水利用的经济评价时，应注意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1）利用矿坑水的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当矿山存在几个可供利用的水源时，利用矿坑水，特别是矿坑水需经净化处理后

才能利用时，应对不同的供水方案，作出技术经济比较和论证;
（8 ）大水矿床的排供结合，必须详细论证排供结合的经济合理性。

11.1。7 利用矿坑水的矿山实例

11.1.7.1 石衰制矿
石矿铜矿采用地表降水孔疏干露天矿富水的大理岩含水层。疏干系统在保证采测作业安金的情况下，

 供了质优量大的矿床地下水，供矿山三个生活区和职工医院生活用水以及采场、选厂、冶炼厂及修
配厂的工业用水。在正常疏干排水的情况下，每日供水量为4.5万m3，占总排水量的50??多余 的 水则
排点农田，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该矿1985年持水技术经济指标分析见表3-11-14。

表-11-14石装制矿排供结合经济效篮分析泰
营薯效 盖供端 水水

扣隙电费纯收入崇振萍脊雷淘 按水厂供水年侯每m2捧水电费|年供水利用总量|年总排水电费年总插水骨 （万元>（万无） 水费用（万元）一阁” <万m>（万元）（万m3'）

的8.55 60.081642,5 38.570.91858.453285

按上表分析，当每目持续均衡供水为4.5万血3时，如水厂供水每m8为0.06元，则年节省供水费98.55
万元。扣除这部分水的排水电费，绊收入仍可达68.98万污。此外，不仅节约丁另瞬水源的用电，不与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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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水，还用矿坑水支援农业藻摄等，也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益。

11.1.7.2 平庄器霍天媒矿
矿区疏干巷道位于露天矿北端帮和哈尔脑干河之间，见图3~11-Ⅰ。

。置之言

晋
制4章o

L
-2

召

图3-11~1 疏干巷道位置图

1一-干卷道;2—刚天开采最弊境界1s一优淀池;4～深井蔡结;
5一排水井，6一管工斜井

囊干巷道是专门为拦截哈尔脑于河的渗流保持罐关边坡的稳定性而设计的，于1962年5月开始施工。
1955年完成，全长1340m。从1965年竣工到1981年5月，该疏干巷道澜水量的变化见3-11-15.

按涌水量350m3/h计算，其供水量占该矿总供水殿的50??各供水点的供水量，见 表3-11-16。

疏干卷道酒水量变化一监表 表311-15

阅时 水 量 （回3h）薄

1965年竣工时 637
196年至1972年冬孕 500~450
1974年至1975年冬》 450~～400
197日年冬率 400~35D
1979年4月 40~370
19RO年5月 37C~350
182年5月 370~330

经卫生应疫站化验室检验，证明疏干卷道中的矿坑水水质符合生活饮用水水质要求，其各项指标见
表3-11-17。

平庄四露天矿排供结合的经济效益分析见表3-11-18。
从上表所列数据可见，用于疏干露天矿边坡的疏于毯道投资，通过利用矿坑水 作为供永水源所得纯

收入，已在13.7年中完全回收，每年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377.1.7.3 金州石捣矿

金州石棉矿为地下开采矿山、濒临黄褥大窑湾，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海水混入享高达65??为利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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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3~1-J8B各禹水点供水量一蔗表

水 系 塑 号集 工 时 阅 出水能力（如'/h）供水点名称 实际铁水量（m3/h）

396×H330 S650球干善遣 19865年
10lo ×15 80 201975年降水!号井

号 80两1母水井 1973年 命
1D]0×16 兽8o南3号水许 198V年

鸣。 81930年西s 号水井 10180×15
89 8D10J80 ×15181年罚目崎水井

750 690全矿合计

囊3-17~17蔬干巷道水质卫生检验袭

标皱项 目检

1985每3月2日送检时闻

色 。
理 明透 明 鹿

无 啤味

?24mg/i串圈南

。的PH
12.g°总硬 度

0.04mg/l铁

小乎0.1mg/L虹 氮

0,00Smg/l亚硝默益氯

1mg/硝融尘集

“硝 酸 盐

小于3个大肠扦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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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18平庄面重天矿排供结合经济效盐分祈表

指项 警令
216年供永总量（万m3）

电 轭 29700
工 断 95?4.08
设备及悲道缠修费年供水混营费《元） 5775.76
设备托旧 87389
合i 47899.84

12869年水费收入（按每m20.06元计）（元》

年供水疼收入（元） 617i0.16
回收疏干卷道投资纺时间（年》 13.7

水和处理威水，在井下-250口阶段采用了谈水和咸水分流、分贮、分排办法，设计和施工了两套排水设
施，见图3-1I1-2。

色句饭 ⑧

①②③③O9

图3-11-2 金州石棉矿-250m中段威淡水分贮分排示意图
1一淡水水仓;12一淡水泵勇; 3一族水变电所。
4一谈水管路15一主 井; 6一充殖井;
?一戚水变电所; 8一戌水泵房） 号一淡水流动方向，

10一限水流动方向

该矿威水从靠近矿区东南端的海滨沿断裂构造带渗入采区，经由平巷近2000m长的揉水沟流人 威 水
贮水仓，排至地面。淡水则来源于矿区西北部的石英岩裂隙水，经-250m阶段誉道汇入淡水水仓，排至
地面。

11.2 矿坑污水的排放

11，2，1矿抗污水的形幢

矿坑水主要是由进入矿坑的地下水和由于采矿而引起的地表水渗入的混合水绍成。矿
坑水的形成与不同含水层地下水的混合作用以及与地下水和矿体及其围岩的湘 互 作用 有
关。矿床地质、水文地质和采矿技术等因素对进入矿坑中的地下水天然成分的改变也有明
显影响。

矿坑水的化学成分和总矿化度与坑道周围含水层中的水不同，这与开采过程中氧化作
用的发展、岩石淋蚀作用的加剧、水中气体和细菌成分的变化以及开采过程中金 属 的 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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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炸药、油污和悬浮物的污染有关。而决定矿坑水形成条件和规律性的主要因素是地下

水所处的人工形成的氧化环境，人工的氧化环境一旦形成，天然永化学环境被破坏、地下

水的化学成分就开始改变。

同一深度上矿坑水与地下水化学成分的含量明显不同。一般矿坑水中S口3-4、Ca**、
Mg2+离子的含量和矿化度比地下水高，特别基硫酸盐含量和矿化度比地下水明显增高。
此外，在不同深度上，矿坑水的水质也有差异，这是由于深部矿坑水是从不同深度上进入
矿坑的混合物，所以形成了不同深度矿坑水成分的差异。一般情况下，矿坑水的矿化度随
开采深度增加而增大，并产生矿坑水中硫酸盐和氯化物富集及重碳酸盐减少的情况。

矿坑污水常见的有害成分及污染物质，见表3-11-19。

寝3-11-19矿轨河水常见有膏戏分及行染物质一览奏

拳 败性种

铁 快过多具有播性，引越急性铁中毒，严重者可导致死亡。水中快含量达img/I时。有明显金属
赣

大量铜的摄入可使人致病，当拨入量为D0mg/时，财消化道有制激或引起覆愕、水中含调大锈。 于1.5mg/时有金属蛛

锰 过量引起锰中毒，水中锰含数短过1.5mg/1时，对感官性软产生不良影响
离

影 薯积性很坚的毒物，超过1ng/l时，引起慢性中需，当水中含量法2～4mg/时，水呈观混族
 

名 超险额入可引起中毒，水中含量虿过10mg/l时，县观混油，在5mg/l时，出现金属味

泵 摄入汞和长期患触汞引起慢性中意，损坏髓及中报神经系统
神的化台物有则物，每月摄入置超过0.5mg时，可引起中斋，地面尔对砷存一定的 自净作用兽
摧入摇叠的铀、短，对人的健康有危害，一是糊金属及其化舍物的薯性危售，另一要本身的放

拿部 射性危喜

无饥酸 酸对金属、混凝土的慢蚀和并下、地面环境的污染 。，
蜱塑 含超量恐浮物质使矿坑水温浊 ；；：_

矿坑污水含超量矿物垫，甚至形成盐水矿物述
使矿坑水表面漂浔油出，造成行染油类物质

从表3-11-19中可以看出，开采某些金属矿床时，矿坑水中所含有毒金属造成的污染
危害最大，其次，酸性水中无机酸的侵蚀和污染也不容忽视。事实上，也只有在酸性矿坑
水的条件下才能含有大量金属离子，因此，酸性矿坑水是采矿业中最主要的污染源，其危
害最大。

11，2.2矿坑污水的类型及水质特征
冶金、有色、煤炭、化工、建材及核工业部门的矿山，常见的矿坑污水类型及水质特

征见表3-11-20。
由于矿坑污水水质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有时矿坑污水的水质不

属于表3-11-20中某一类型，而是两种以上类型的混合。如凉水井煤矿矿坑污水 不 仅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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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0矿航污水粪型及水质特征表

类 型 矿 山 实 例开采的矿秀型水 质 特 征

酿性矿城 <1）硫跌矿床∶（1）p值小于5，一般为2～41 向山硫铁矿、潭山安铁矿、

污水 T家山阙矿、湘潭证矿、本水（2）多金属疏化矿保;（2>硫酸把腐子含量相当简，有时

（3）含殖的煤矿床;每升可达数千癫克， 井煤矿、761矿、万山 汞矿、
〈4）含 就的沉积堡矿床1（3）企屑离子含量明显增酱，可含 大塑山多象属矿
<5>含碱的铀育床有焕。铜。证。悟、杆、汞、碑、油，

中候、铁高于食量布时每升可达数
千毫克

高悬深物 （1）矿坑水混浊度很高，水中含有 （1）采用顺落法开采的矿床 凡口铅锌矿、成远煤矿、铁
矿就浮么 里小的岩石覆粒; 吕酪菲伟和窗岩报软的矿床

（2）愚浮餐的窗量超过排 放标 准 （2）采用水砂、尾砂充填采

(500mg/1》 矿法开果的矿床;
<3）媒矿床;
（4）岩溶充填率离的矿床;
（5）水力剥离和水聚的矿床

高矿化矿 （1）矿坑水的矿化度大于3g/I （1））开采干早、高矿化水地 复州离粘土矿、王家山煤矿
坑污水 （2）矿坑水的总高使和永久硬度孩 区的煤矿床及其它矿床 三、四号井及貌地经井、祝街

到 （2）升采位于深部封闭水文 矿务局二矿及三矿、阿平镇煤

矿（3）水中侧、销离子的含量相当高， 地质摸环的矿床
有时筒高达每升截千毫克 （3）开果底海地区的矿床
（4}水中氯离子含量柑当离，有时

可达每升数干适克
（5）水中硫酸权离予含盐可离达每

半增械紫涡

放射性矿 冰指叫（1）水中含超盘的皴取霍 含钠或成轴矿床
坑污水 ·（2）有时具隍性水的水质特征

酸性水，同时也是高悬浮物水;阿干镇煤矿不仅属高矿化矿坑污水，同 时也 是高悬浮物
水;此外，761矿矿坑污水不仅是含超量铀的放射性矿坑水，同时也是酸性水 等。矿坑污
水类型的划分和确定矿坑污水的类型，有助于选择适宜的矿坑污水处理方法和工艺流程。

11，2.3 矿坑污水的危害

11.2.3.7 酸性矿坑水的危害
1。对井下采矿作业的危害
1）对金属材料和设备的腐蚀

酸性矿坑水对井下采矿作业中的金属材料及设备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对金属的腐蚀主
要是矿坑水中无机酸的腐蚀、溶解氧的腐蚀、电化学腐蚀和微生物活动的腐蚀等，致使矿
山在生产中不得不频繁更换排水设备和管路，甚至不得不采用造价高昂的耐酸排水设备和
臂路，增加了设备费用。酸性矿坑水对钢丝绳、矿车、钢轨的腾蚀，也使其缩短了使用寿
命。

2）对混凝土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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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矿坑水对井下的混凝土预制件、水泥制品有严重的结晶性侵蚀作用。这主要是由

于水中的SO。2-与水泥中的某些成分相互作用，生成含水硫酸盐结晶引起的。续晶体的形

成使预制件和水泥制品体积增大，结构疏松，产生的膨胀力导致混凝土破坏。

3）对生产作业环境的污染

酸性矿坑水中含有大量的无机酸和硫酸盐以及金属离子，直接污染了并下作业区，危

及井下工人的身体键康。

2.对地裹水系的污染

酸性矿坑水不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向矿山附近的地表水系中排放，可能造成较大范围的
污染，距排放点愈近，地表水污染愈严重。永平铜矿、湘源锰矿的酸性矿坑污水对河流污
染情况见表3-11-21。

兼311-21酸性矿优污水排放污染河流实例表

折分茅 质
注污聚河流 取 水 排点 位置 备

矿山名称 ” BeFeZn富pHE
Be以ppb3-372.04[2?,0o酸性水入口到交集河下菌 0o.97夕？名4.00 计量其它以交集河 250m处

Pp血计量
夕图交紫同入帆水江河口下潇 0.1o0-360.0830.205.80永平栩矿 制水江 r5km处

o.10交集河入翻木江河口下遍 0-370.880,022|0.00496.00苗肖 坚当诈
矿区接放点 a56～A,5s

6.89辨旅点向北10k-m流入潮
（炭扩子》江前湘源锰矿 江憋
6.75排放点向商15Lm流入湘

江前 （竹埠憋）

根据表3-11-21所列实例资料，永平铜矿酸性矿坑污水排放污染的河段闭达24km，
湘潭锰矿的污染实际已波及到距矿山10～15km外的溯江。地表水系经酸性矿坑水 污染以
后，对生态平衡以及用于供水和农业灌溉时，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3.对饮用水源的污染
酸性矿坑水的排放，常常对矿山及附近的水源造成严重污染、取用漫 层 地下水的井

泉，可能因酸性水的严重污染而废弃，不得不由矿山组织统一供水。取用地表水作为生活
饮用水水源时，如果水源遭受严量污染，也不能饮用。如龙游黄铁矿，由于矿山样放酸性
水，污染了龙游河支流，使沿岸几十公里的村镇居民不能饮用河水，而不得不由矿山解决
村民的饮水问题。

4.对农业的危害
矿山的酸性矿坑污水不经处理就地排放，将造成矿山附近大范围内的农田污染。受酸

性矿坑污水影响严重的矿山，由于污染农田而带来的经济赔偿损失，逐年增加，已经影响
到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见表3-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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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3-11-22部分矿山截性水急害农业的经济赔器损失实例表

每月排放量 污染农团及水地面积
矿 山 名 称 每 年 经 济 贝壹 信 贤《万ml） (m2)

1957～1969年仅青凿赔根达39，8万元，1.5一2.0湘源钱矿 农田73328dD
最高每年达7万元

一般0-34万元农田131982~2,5i山硫铁矿
水塘34683 最大7.78万元

2,1 8万元污染浏阳测5k血七宝山硫貌矿

一般5-21万心2048795～2325767英德疏快矿
蛰大8，50万元

17~28博白费铁矿 A~6万元20646~2310
一般5~5万元0.3 06560云台山疏铁矿 ‘ 最大9.6万元

受酸性水污染的农田，降低了土壤的pH值和提高了土壤中有害金属的含量，明显的 改变
了土壤的理化让质，抑制了农作物的生长。以永平铜矿为例，该矿采场附近污染与未污染
土壤pH和土壤金属含量变化情况，见表3-11-23。污染土壤的物质可以进入农作物的根、
茎和果实中（见表3-11-24），从而影响人体健康。

永乎铜矿买场附近土镇金属含量对比表 驼311-23

PbC. Be皆pRH Fe量 战污 染 物 备

取样深度0～20cr，B∶衬染土澳 “多“2.5 广客”180 8.122
以ppb计级，其余以ppm
计量7?来污染土壤 富2.801805.4 4.1e0

豪3-1-24永平钢矿附近聚污染土填的水稻金属含授表

Ca Pb分析拌品 肿Zn 章
1024土 200 “

以pa计量312-5 97.593.75椅’
茎 18046,35

5475 1-25 2启.数
铜、铅、锌、铁的硫酸盐、砷酸钠对水稻产量影响的实验资料见表3-1I-25。
从上表可知，水稻产量是随金属离子的增加而增加，当金属离子增加到一定数值时，

稻产量下降，而在金属离子浓度达到某一较高浓度时，即可引赵水稻枯死。
5。对渔业的危容
酸性矿坑水排入养鱼水体，将改变水体的pH值，使生长在水体中动植物 的 机体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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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3-11-25金属离子依度对水稻产量的影响

Fe2nPbC As金属离子浓度

霭迫” 水 期 产 量 百 分 比己
100.0109.0100.0160.0 160.00-0

10129.5 104.198,61079“。
9.1 (108.4107.2101-6104.710-0

勺予匀 79.(10s.0)101.9(<17.2)25.0
55.2103.3g6 103.5E0.0 98.1
23692106-0(103.1)99.075.0

e.7 95-7 18.390,880.510.0
枯死9.078.732.7 8自.6250.0
节死473柏死 73:1674500.0
桔死88,58,955.临班00.0

注。1、袭中的金属离子是以碱酸盐形式、砷以帅酸的形式得在于土壤中的试验楠果。
2。有（ ）着;指对水精生长兼有利的鱼属离子在灌凝水中的含量。

无机酸的腐蚀。焦类生长环境的污染，影响鱼类的繁殖，降低水产的教量和质景。大部鱼
类在pH值小于5.0的水中，就不能正常生活，当酸的浓度加大和有毒金属含量增加，可以
引起渔类死亡。

11.2，3.2 高晨浮物矿坊污水的危害
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高悬物矿坑污水，不经处理直接排放，也会污染矿山和周

盟环境，特别是对农业和渔业造成严重危害，
（1）高悬浮物矿坑污水的形成。使井下排水效率降低，增加了水泵叶轮的靡损，降低了

水泵的使用时问。
（2）当大量超标的悬浮物排入水体，固体悬浮物将使水的透光度减弱，影响水的自净

作用。
（3）高悬浮物矿坑水排入河流，造成严重污染，破坏了供水水源，使河水不能为发展国

民经济所利用。例如，田湖铁矿在开采赤铁矿的过程中，坑内排出的红色高悬浮物矿坑水
及洗矿的红色尾水，每年可达334 ×10*t，直接排放到附近沫河，使25km的河段变成红水
河，污染后的河水既不能饮用，也不能灌溉。

（4）影响鱼类生长和繁殖。悬浮物混入水体，限制了鱼类的正常活动和回游，使鱼类
得不到充足的食物，同时也减少了水中的溶解氧，破坏了生物生存的正常环境。

（5）高悬浮物矿坑污水排放至农田。在土壤表层形成结壳。妨碍土壤的隔氧，形响农
作物的生长，降低农作物的产量。

11.2。3.3 高矿化矿坑污水的危害
从表3-11-20高矿化矿坑污水的水质特征可 以看出，水中K'+Na'、Ci"、S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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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含量相当高、水质类型一般属硫酸盐-氯-钠盐水，这种矿坑污水排放也会造成周围环

境的污染，但由于这类矿床的分布受地理区域的限皱，危害的性质和范围较小，由这类矿
床的开采引起周围环境严重污染的矿山尚不多见。

高矿化矿坑污水的矿化度一般大于3000mg/1，靖远矿务局王家山煤矿的矿坑水矿化

度最高达19010mg/1。这种矿坑水排放到河流中，实际上是向水中排放大量的矿物盐，对
河流构成严重污染，如果河流是矿区的供水水源，则造成了水源的严重污染。苏联顿巴斯

矿区，矿井水的含盐量为3～5g/1，每年排入矿区附近瓦尔雅契河和撒马拉河等河流的
矿物盐就高达50×10*t以上，对河流构成了严重污染。当高矿化矿坑污水排放到农田时，
就会使土壤盐溃化，造成农作物的枯萎。

11.2.3.4 故射性矿坑污水的危膏
含超骄放射性物质的矿坑污水引起的污染主要是铀、镭等毒性及放射性的污染。由此

造成的污染。一般在较长时间内扬将起作用。这种污水排放至农田、可以使稻米中创含量
比对照点高达8～10倍。镭比铀更容易被农作物吸收、毒性强，长期用这种矿坑污水灌溉

农田，可使稻米因镭含量超标而不能食用。放射性矿坑污水排放至养鱼水域，会给渔业带
来严重危害，水中的鱼类和贝类等都具有吸附和宫集放射性物质的能力，遵 受 污染 的鱼
类，其肉和鳞的含铀量可增高20～140倍。此外，排入地表水体中的含有 铀、辅悬浮物的
矿坑污水，在河流的下游沉积后，成为产生长期污染的二次污染源。

11.2.4 矿坑污水排放和处理的一般原则

（1）严格邀照环境保护法的要求，矿坑污水必须经水质的净化处理达到排放标准后方
于排煎。

（2）对超过最高容许排放浓度的矿坑污水，不得采用稀释方法代替必要的处理。
（3）当采用各种不同方法处理矿坑污水时，应来取必要的技术措施，避免合乎排放要

求的矿坑水混入，以求降低处理费用。

17。2.5 矿坑污水排放要求

对矿坑污水排放，我国且前尚未制订专门的标准，现摘要列出国家制订的一般工业废
水排放标准中有关部分，以供验考。

11.2.5.1 我国工业·三度"排放试行标准（GBJ4—73）
（1）根据水源的不同用途，对工业废水的排放，要有不同的要求。对饮用水源和风景

游览区的水质，要严禁污染;对渔业和农业用水，要保护动植物的生长条件，动植物体内
有害物残毒不得超过食用标准;对工业水源，不得影响生产用水的要求。

（2 ）工业废水中有害物质最高容许排放浓度，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能在环境或动植物体内蓄积、对人体健康产生长远影响的有害宅∶质。含此类有

害物质的废水，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备排出口的水质，应符合规定 的 标 准（见表3-11-
26），不得用稀释方法代替必要的处理。

第二类是其长远影响小于第一类的有害物质，在工厂排出口的水质 应符合表3-11-
27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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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26工业康水最高容许排放浓度（GBJ4-73）

序号 数乌容许排放法度（mg/t>有 各 物 质 名 称

于 0.05（按Hg计）秉及其无惧化合易

eu 0，1<按Ca计）福及其无机化合物

e 0.5（搬Cr*·计>六价倍化合做

0-5 （兹A营计）典及其无机化合钓v
1。0（按Pb>怡及其无机化含物

表3-11-27工业康水最高客许排敢浓康表《摘白GB34-73）

项目 名 称 最 高署许 排 煎浓院序 号 有 客 

6~9pH位。’
500mg/” 悬浮响（水力排灰，疣嘴水、水力冲蓬、尾矿水）

60mg/L3 生物需氧最（5天20℃）
“子司化学托领景（重俯酸懈法）一
1m3/L硫化物占
mg/L<征Ca计》0 铜及其化合物

5mg/!<按Zn计）7 锌及其化合物
10mg/1（按F计）”售 翼的无机化合物

11.2.5.2 国外工业废水排放要求
1.樊国对排入地下的工业污水的控制指标
美国对排入地下的工业污水控制指标，见表3-11-28。
2。英国向内陆河道工业废水放泄标准
英国摩赛河道管理局内陆河道工业废水放泄标准（摘录>见表3-11-29。
3.部分国家制订的矿山废水标准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制订的矿山废水排放标准见表3-11-30。
表3-11-30的各项指标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在许多方面都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饮用

水标潍相当或更高一些，以实现无污染排放。
11.2.5.3 我国放射性泻水排放标准
我国放射性同位素在露天水源中最大容许浓度的规定，见表 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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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3-11-28美国对舞入墙下的工业污水是大控制指标（摘录）

B项序 号 最大粒麟指标（mg/l）、 当 0.1
? 2.0e 0.2瘤

氯化物 500
饲 0.4
氟化物8 3.0
并 宁印7

铝 0.10名

9 0.6令
硝酸盐10 20.0
硫胶盐11 500
总可解性圆体12 )0D0

18 锦 0.6
图14 8,5～8,5

英国摩赛河道酱理周内陆河道工业废水散金标准（摘录） 豪5-71~28

拳序 号 作 染 允 许 范 禹标” 沉淀后亚明度（可见深度，以噬血计> >1002 pH值 5~9
3 悬浮同体 <.40mg/!‘ <50mg/l疏度（酚酞，按CaCO1计》

酸度（甲基赶，按CaCO;计） 无5

硫化物（按H∶S计） <1mg/1G

浊 脂 <10mg/17

多自

”串制装佣酬
9
10
1 <1mt/个别或总和12
13

需14
镍15
溢挖16 <,5℃

17 可溶解随体 500r-g/L
无放射性物质18

心18 其它对鱼类政鱼食有毒的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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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30其供国家制定的矿山康水排放标准

关国1973年煤 综 合 性 英美国帮舞蹈专用书院纱    妖 有非一理用标准澳大利亚标准鄂令(mg/1) 矿霞水限度水80天平均值要求 准

6.5~8.56~9 5.5~9.56~9pH值 6～9
悬序固体 3020 30 26-

2.510脂油 1 一 一
0.01Cd 0.05 --一

/Cu 0.05 1.0m-
0.34.0Fe 1.0 一-

Hg 0.605 -一 I一
1.00-05Pb 0.2 一一

6.0/ 5.0Zo 0.5 一
化学儒家量 7550 -1 -

0.050.5Mo 一11
0.50.05AS 一1

0.5薄性金属总量 -- 一一
在白人种族主义考统治下。

表3-11-31放射性同位素在重天水源中的眼睛浓度（GBJ8——74）
0 索位风性载

雕天水碟中的融制放度（Ci/1）
号名  称 符

1×10~10Ra411
a×10*1*Razt4

福 3×10711Ra2*
2×10~11Ra218
7×10*10U**
2 ×10-10U**

U* 1×10-9
1 ×10*9Um

铀 1×10-9U215
1×10°9USIA
0.05(mg/1)Una
0.05(mg/I)U（天然）

11.3  矿坑污水的防治

11.3.1  酸性矿坑水的形成和防治
一般矿床在开采前地下水和矿床开采后矿坑水的pH值大都在7～8之间，属中性或

弱碱性。但在矿体或图岩含有一定数量的硫化物时，经氧化作用后，往往在矿井、露天采
矿场或地面废石场形成酸性水。

为了给井下采矿作业创造正常的条件，减轻酸性水排放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必须对酸
胜水采取防治措施。对于酸性矿坑水的防治，应该坚持以预防为主、治理为辅、防治结合
的方针。对可能受酸性水危害的矿山，采取预防性措施可以消除或减轻酸性水的危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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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把酸性水控制在小范围内，对于酸性水危害严重的矿山，在实施单一的预防性措施不
-1 能凑效时，可以采用综合治理措施，使其达到工业废水的排放标准后，方能排放。

11.3.1.1  酸性矿坑水的形成
1.形成酸性矿坑水的主要矿床类型
在矿床开采过程中，一般当矿体或围岩的含硫量超过1.5～2.0??，在有充足氧气和

水分的条件下，往往就可能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产生酸性水。
硫多以黄铁矿赋存于某些金属和硫铁矿床或煤矿床中，因此，在开采以下几种矿床

时，常产生酸性水。
1）破铁矿床及多金属硫化矿床
在开采碗铁矿床及多金属硫化矿床时，由于矿体和围岩中硫化物含量很高，因此，伴

随着开采形成酸性水的情况是常见的。
2 ）沉积锰矿床

对于某些浅海沉积的锰矿床，如湘潭锰矿床、棠甘山锰矿等，在矿层顶底板黑色页岩
中含有黄铁矿和有机碳，见表3-11-32。

潮潭烟矿耦色页岩化学成分院 表3-11-32
成分（?? Fe510Mn Al:O;o C CaO MgO P 挥发分  友分

2-13~ 3.07~51.08~ 2.55黑色贝兴 7.59~ 1.71~2.83~4 0.062~1-22~ 4.06～ | 86.16～61.94.5 0.1512-5111.21201 1.80 9.75 90.11

在矿床开采后的氧化环境中，黄铁矿强烈氧化，可造成黑色页岩的白燃，同时形成酸
性水。

3）煤矿床

在煤层或在夹矸中含有黄铁矿或单体的硫磺球，在适宜的条件下，通过一系列化学反
应生成酸性水。

4）钠矿床、铁矿床和多金属矿床
在开采铀矿床、个别铁矿床和多金属矿床时，由于伴生有黄铁矿，在适宜条件下，也

常有酸性矿坑水产生。
2.酸性矿坑水水化学成分的特点
国内部分矿山酸性水的水化学成分见表3-11-33。
综合上表中资料，酸性矿坑水的水化学成分有如下特点。
1）pH值低
酸性矿坑水的pH值一般小于5，常为2～4，属酸性或强酸性水。
2 ）金属及重金属离子含量显著增高
在酸性水中溶解有大量的金属及有毒的重金属离子。溶解的金属离子种类，因矿岩物

质成分不同而异。在开采锰矿床时，酸性水中锰离子的含量每升可达数于毫克；在开采疏
铁矿床时，铁离子的含量每升可变化在数百毫克至数千毫克之间；在开采铀矿床时，酸性
水溶解的钠明显增加。由于各种矿床类型中的确多以黄铁矿、磁黄铁矿等形式存在，故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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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1-33围内部分矿山酸性水化学成分表

滥崔离响
向山滴貌矿南山铁矿 富水井煤矿潭山减铁矿化 学 成 分 761矿

红旗片区

2.753-74A~32-6 4～63-0～3-9pH值
94·844～超时。讨人日硬 92628020~220487.7

Ma二（mg/l> 651～1473214
150Alp*《mg/1l) 31,9782134
宁o,、27Cu?*(mg/l) 7I,3

Pb*<mg/> 0.080.3
1.60-2As1《mg/1) 0.015 2.1s

F-(mg/lD .90.92 4-733
U(mg/L) 0.039～0,82

36606 1952!70675 23~8343186～856850.2*(mR/l)

开采各类矿床形成的酸性水中，其共同特点是三价缺及二价铁的含量明显增高。
3）硫酸根离子含量显著增高

开采各类矿床产生的酸性水，其疏酸根离子的含量显著增高，通常每升酸性水中可达
数千毫克;最高可达数万毫克。

3。酸性水形成过程
矿体或围岩中含有黄铁矿，在开采过程中氧化形成酸性水的主要反应过程，可概括用下

列化学反应式表示。
（1）黄铁矿在氧化作用下形成的矿坑水含有大量二价铁离子和游离硫酸，并具有酸性

反应;
2 FeS。+ 7 02+ 2H,0—→2 FeSO,+ 2 HaSO。
（2）由上述反应产生的硫酸亚铁，在有游离氧存在时极不稳定，可以进一步被氧化为

硫酸铁∶
4FeSO,+2H2SO,+O.—→2 Fez(SO,)。+ 2HxO
（3）硫酸铁在弱酸性水中很容易发生水解作用，产生游离硫酸，使矿 坑 水 进一步酸

化∶
Fe2（SO，）;+6H∶O—→2 Fe（OH），十+3H2SO。
（4）硫酸铁本身是一种氧化剂，可参与黄铁矿的转化;
FeS,+Fe,(SO);-→3 FeSO,+2S
（5）硫直接被氧化生成硫酸
2S+3 02+ 2HA0-→2H2SQ,
上述反应是连续进行的，各化学反应互为条件，相辅相成，每完成一个反应都使酸性

水的浓度增加。实际上酸性水的形成远较上述过程复杂，它不单与化作用有关、而且和
矿石、围岩的成分，矿床水文地质条件，采矿方法以及微生物的作用等因素有关。

4。影响酸性水形成的主要因素
从酸性水形成的主要过程可以看到，硫化物、水及气是参加反应的物质基础，而温度

是转化的重要条件，酸性水水质的变化是各种因素综含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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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不可缺少的反应物质，黄铁矿在干燥环境中所生成的二氧化确硫只能在含铁的水中

才能酸化而形成酸性水。氧是一系列化学反应中不可缺少的组分，主要来自水中溶解氧和
空气中的氧，而空气中的氧尤为重要。在缺氧的环境中，形成酸性水的化学反应过程受到

限制，因此也限制了酸性水的形成。温度是一系列化学反应的重要条件，黄铁砂氧化也是

放热反应，随着温度的升高，又加速了氧化作用的进行。从而也就加速了酸性水的形成过
程。

当矿体赋存在酸性岩体中，由氧化作用生成的酸性水，在得不到与含钙镁岩石产生中
和作用的情况下，由硫化物氧化形成的矿坑水就将保持酸性水的特征。相反，热液充填交
代型硫化矿床产于碳酸盐类岩石中的硫化物氧化形成的酸性水，能与富含钙的石灰岩、白
云岩等发生中和作用，生成中性的含钙和镁的硫酸盐类矿坑水。

11.3.。1.2 酸性矿坑水的预测

对于含硫的矿床，在勘探期间，应研究矿体和围岩化学成分的特点。采取有代表性的
样品测定硫的含量，研究硫化物赋存特征和分布规律。同时，应结合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的
研究，查明矿床地下水的水化学成分，与同类型生产矿山酸性水资料对比，以预测矿床开
采时产生酸性水的可能性。而后，在矿山设计中，应选择有利于控制酸性水形成的开拓方
式和采矿方法∶在排水系统和排水设施的设计中，应考虑采用控制酸性水的排水方法以及
选择有利于控制酸性水的地而废石堆置场等。

对已经产生酸性水的矿山，应根据矿床地质、水文地质和水文地球化学方面的特点，
研究酸性水产生的规律，建立水质监测系统及水量观测系统，为制订有效地防治措施提供
基本依据。

11.3.1.3 酸性矿统水的防治

1.预防性措施
1）选择有利于控制酸性水形成的开拓方式与采矿方法。
在矿山设计中。当在矿床地质岗探阶段预测到矿床开采可能产生酸性矿坑水时，应结

合技术经济比较，尽量考虑选用有利于控制酸性水形成的开拓方式和采矿方法。如湖南潮
潭锰矿第一期扩建区采用崩落法开采的结果，在含硫黑色页岩暴露一个月后，即产生自燃
并生成酸性水，给井下采矿作业带来极大危害。根据这一情况，在第二、三期扩建区采用
水砂充填法开采，解决了井下火灾问题，同时也控制了酸性承的产生。

2>合理确定井下排水系统，把井下酸性水控制在有 限范 围 内，与 非 酸 性 水 分
流。

当酸性水可能接受某一水源补给时，应该在矿井中把非酸性水与酸性水隔离，分别排
放，特别是当酸性水危害严重必须建立中和处理站确定酸性水年处理能力时，就显得更为
重要。

对果用地下疏干的矿山，应分别建立疏干排水系统和酸性水的排水系统，特别是利用
疏干排水系统排出的水做为矿山生活饮用或工业用水的水源时，尤其需要两套排水系统。
对采用接力排水的地下矿，也应考虑不同开采阶段的酸性与非酸性水分别排放。当采用分
级排除酸性水时，应尽量降低水泵扬程，以求降低水泵磨损和腐蚀的速度。当酸性水的出
水点标高较高时;应设法在中途拦截，尽量避免流入下部水仓，必要时应单独增设上部水
仓及水罪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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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井预先疏干

采用矿井预先疏干猎施，主要取决于速下水对安全采矿的影响程度。但对于可能产生
酸性水的矿山，可以把控制酸性水的产生作为这类矿山采取预先疏干的因素之一来考虑，

特别是当矿层本身和雷岩不仅含硫化物而且又是含永层时，采取预先疏干含水层的措施将
对淀制酸性水的产生起到良好作用。如湖南湘谭锰矿第二、三期扩 建 区，采 用 矿 井 预

先疏干使同采工作在地下水疏干的情况下进行，对预防酸性矿坑水的产生起到了 良 好 作

用。 。4）采用耐酸排水设备
当矿山服务年限短霞小矿山建立酸性水处理设施在经济上很不合理时，采用耐酸排水

设备也可以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
5）经常疏通井下排水沟
在井下酸性水pH值很低的巷道中，必须设置排水沟，并应经常疏通;对局 部 积水漫

流地段要及时处理，以减少对钢轨、矿车轮轴及铜丝绳等漫泡庭蚀。
6 ）封闭产生酸性水的康旧巷道

在矿床地质勘操阶段和矿山生产期间，应注意调查已有老瘤及废旧卷道是否含有酸性
水。如果含有酸性水，就必须注意研究老廉及废旧巷道中的酸性水和新区开采的可能联系
问题。老窿酸性积水区如果危及到深部开采时，应采取留够浅部保安矿柱的措施，阻隔酸
性水向下部采区的渗透，或者采取充填和水泥注浆等措施减少老窿或废旧卷道的酸性水渗

入。
7 ）她面废石堆的整治和排水
地面废石场产生的酸性水就其污染的危害程度来说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破坏了矿

山的自然环境，还直接污染了地面水系，同时可以造成较大范围的污染。
当围岩含硫高可能产生酸性水时，对废石场的选择，应考虑是否有利于 排 除 地表径

流，使含硫废石尽可能减少与永接触的机会。在废石堆置方面，应尽可能地将含硫化物的
废石和其它废石混合交互成层堆放。此外，为了防止硫化物氧化，采用废石与粘土成层混
合堆放，也可取得较好的效果。废石场复田和植被以及加快废石场的排水和必要时采取废
石场疏干猎施，椰有助于防止酸性水的产生。

2。酸性水的处理
国内外一些受酸性水危害严重的矿山，都相继采用以中和法为主的处理措施，取得了

显著效果。目前中和法可以分为石灰石中和法、石灰中和法以及石灰石-石灰中 和法。这
些方法各具特色，但中和的技术经济效果有差异。因此在逸择处理方法时，一定要根据矿
区的其体特点，因地制宜，通过各处理方案的详细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技 术上 可能、
经济上合理的最优方案。

1）石灰石中和法
石灰石中和法是以石灰石为中和剂处理酸性水的方法。该法利用石灰石在中和滚筒中

不断滚动碰撞，并与同时纳入的酸性水壳分接触产生化学反应，达到中和的目的。
石灰石中和酸性水的原理和反应过程，首先是酸性水中的硫酸与石灰石中和，从而使

酸性水的pH值升高，当pH值大于3.5时，三价铁离子开始水解，生成氢氧 化 铁 和 部 分
硫酸、这部分硫酸又与石灰石作用，使中和反应不断进行，直至最后提高了pH值，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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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水溶解的金属离子;

CaCO:+ H:SO -→CaS0.+H.0+ CO:t
Fe:(SO.);+6H20-→Fe(OH)a+H。SO,
上述反应式表明，采用石灰石中和法处理酸性水，可以 除 去 三 价铁离 子而 生成

Fe（OH）;沉淀。但硫酸亚铁在酸性溶液中较稳定，虽然水中有足够的溶解氧，氧化反应
仍进行得缓慢，因此石灰石中和法清除二价铁离子的效果较差。

石灰石中和效果与石灰石中CAO的含量和石灰石的表面积有关。CaO含量高∶采用
石灰石粉末或粒度为200～300目的石灰石，效果就更好。石灰石中和法的一般中和流程如
下。

酸性水→扬水曝气→石灰石中和滚简→反应池→沉淀池→排放
2）石灰中和法

石灰中和法以石灰或石灰乳为中和剂处理酸性水。该法与石灰石中和法比较，具有中和
性能好、中和反应较快的特点。采用石灰中和法处理金属离子，其关键是控制和调整水的
pH值，只要pH值适宜，便可达到提高pH值和清除水中重金属离子的预期效 果。各 种金
属氢氧化物完全沉淀时的最小pH值，见表3-11-34。

石灰中和处理的一般流程如下; 金属作为红氧化物宪全沉淀时的最小pH值
酸性水→搅拌槽（投放石灰>→沉淀 表8~11-34

池→排敢
最小pF位金 屏 离 子

该法工艺简单，设备安装、操作及维
Sn+ 步鸣修方便，可以缩短基建时间。缺点是中和 F。1* 43

沉渣细、渣量大、脱水困难、成本相对较 AI正· 5.2
高。目前正从使用凝聚剂、高效股水设备 Pb2* 6.3

Cu及寻求沉渣的综合利用等途径予以解决。 7.2
Zn2· ’。

3 ）石灰石-石灰联合中和法 9.3Nz·
石灰石-石灰联合中和法实质上是二 Fe2* .5

Cd?· 9,7步中和法，该法利用不同金属离子在不同 Mnt 10.
pH值条件下的沉淀规律，达到消除水中金
属离子的目的。有些矿山酸性矿坑水含二价铁离子高，而采用石灰石中和法效果不显著时，
低铁成分不能有效除去，会使水的pH值再度降低，因此，可采用石灰石-石灰 联合中 和
法。

石灰石-石灰联合中和法的第一步是利用石灰石（粉末）中和酸性 水，控 制 pH值在
5～6之间，使Fe8+、A!3等金属离子转换成氢氧化物沉淀。第二步利用石灰中 和酸 性
水，控制pP值8～9，使Fe*'、Za*+等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被除去。

石灰石-石灰联合中和法的一般流程是;
酸性水→石灰石中和滚筒→石灰反应池→沉淀池→排放
石灰石-石灰联合中和法，可以获得与石灰中和法相似的处理效果，沉渣量 小，沉 降

蓬度快。但与石灰石中和法、石灰中和法比较，其基建费用及经营费用较高，而且中和工
艺也较复杂，操作管理繁琐。

<>酸性水中和处理弯山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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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石与石灰中和法处理酸性矿坑水的矿山实例，见表3-11-35和表3~11-38。

表3-11-35石灰石中和酸性水矿山实例

川 翠 煤 矿目单 克圆煤矿（ 美国》M 山 铁 矿

3-630～70处理量（m23/h） 10
2.70.-3372-6石架石量（kg/m'）

象 41000×800康筒中100×600淑筒 455升反应池，搅拌机设备规格
175011~19n转速（r/min）

件 I--[-y*1-I-I-I+中和混粒 1]-1-W-V+

403.0职污水 3.0
pH级 5.1。中处理后 4、0数

末控12.0原污水 308
Femg/1) 1、8 未橡端韵处期后

果 未检1212原污水
Fa'(mg/b) 来检息，4末被处理后

0-7o0.02～0.03。回每m3处理费用（元）

注，表中丨一勤性矿坑污水;1-■气1一中和反应;B一反应池，V一况旋泡

表3-11-38石炭中和脸性水矿山实例

甲 算山 陈性矿向 山 硫 使 矿东 乡 顿项  矿

50～6047125处强量（m2/h>
1,80 1.50石实欣（kg/ml）计

105.石灰乳浓度<??
1-2-3+中和工艺流程 1~I-]+

脊 2~34～区4.原污水
pH值 7~37,1处理后 7,2

尊 原污水 25.21 原污水∶Fe**+Fe2*为926原慢水，Fe2+Fe3'为28BO
Fe*<(mg/t) 费处思后

2.5 处理婚，Fe+Fe为0;1～原污水 处理后，Fe*+Fe为1.08果 0-2Fe'"(mg/1) 微处理所
0.03忍~40.640.09～0.15每面3处理费用（元>

注∶表中1一融性水;1一略气反迎隐 ■一沉淀油，1一腔性水，2-选矿中和，3-尾矿R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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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高悬浮物矿折水的形成和净化处理

11，3.2。1 矿坊污水中杂质的特性

水是溶解能力很强的溶剂，矿坑水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溶解或者混进各种杂质。

这些杂质除井下采矿作业的废弃物外，可以分为三类∶悬浮物、胶体和溶解的物质，各类

杂质的大小及特性见表3-11-37。

我3-11-37矿坑水中杂质的分类及特性续

型类 胶 体意 浮 物 事 数 质 可 溶 课 杂 顺

粒径（mm） 了中 10-*~10-。 <10
不接解和难以抗淀的胶体纂状 态 悬浮状 盔的颗粒 可溶制的高子和低分子、平

普温监频镜识别方法 质子显微镜电子星败镜

兽画谱鲜驾响 尝照下混技

各种金属寓于及阴商子，无吻质相或 钻土卖土的意粒各种岩石搬粒、泥浆等
机融及可溶气体等

1.悬浮物
矿坑水中凡是粒径大于10~'mm的杂质统称为悬浮物。它们主要是在采掘过程中产 生

的岩石微粒，属无机物质，以悉浮状态存在于矿坑水中。这类杂质能使水呈现明显的浑浊现
象，在静置时会自行沉淀。矿坑水中所含的木屑、杂物及垃圾等较大物体，一般均在流入
井底水仓前用筛网拦截或在水仓内沉淀后予以清除。超过10"'mm左右的杂质 颗粒，在水
中比较容易沉淀;而颗粒大小在10-2mm以下时，比较难于自行沉淀。

2.胶体杂质
矿坑水中胶体杂质的大小天致为10-4～10-'mm。胶体杂质共有两个重要特性，即

光线照射上去被散射而呈浑浊现象;由于单位容积中胶体的总表面积很大，因而吸附水中
大量离子而带有电荷，使颗粒之间产生电性斥力而不能相互粘结，颗粒始终猿定在微粒状
态而不能自行沉降。矿坑水中胶体杂质多数是粘土性无机胶体，并且是造成水质混浊的主
要原因。

3.溶解杂质

这类杂质以低分子或离子状态存在于矿坑水中，其大小一般在10-°mm以下，由于这
些杂质能溶解在水中，不会使水产生外表混浊现象。矿坑水中溶解的阴、阳离子主要来自
涌入矿坑的地下水和渗入矿坑的地表水，以及来自矿坑水在形成过程中所溶解的矿物盐。
矿坑水中溶解的低分子物质主要有无机酸及碳水化合物等。

11，3.2.2 高悬浮物矿坑水的形成
矿坑水中产生的悬浮物主要来源于矿体和围岩。伴随着采掘工作的进行，形成的矿岩

微粒混入地下水和采矿污水中。当悬浮物含量超过 500mg/I时，便形成 高悬 浮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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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水。
矿坑水中悬浮物含量的多少主要受矿岩性质、矿床开采的工程她质条件、采矿方法和

采矿工艺等因素的控制。

1。工程地质条件
1）矿岩硬度
一般矿层和围岩属硬度比较低的软质岩石时，在开采过程中容易产生矿岩 微 粒 而形

成高悬浮物矿坑水。例如田湖铁矿赵家冲统口，由于开采质软易碎的赤铁矿，在红色高悬
浮物矿坑水中的悬浮物含量可达5356mg/1，大荣元坑口竟可高 达7823mg/1。在 开采某
些质软易碎的煤矿床时，矿坑水中的煤粉微粒等愚浮物的含量亦常达数千mg/1。

2>岩溶发育、充填程度高

开采岩溶充水矿床时、由于矿层项底板碳酸质岩石溶洞发育，充填物多为粘土及粉细
砂，充填率高，在矿床疏干排水时，往往水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质，形成 高悬 浮 物矿坑
水。例如、凡口铅锌矿采用井下预先疏于时，溶洞中的泥砂伴随地下水涌出，使矿坑水中
悬浮物的含量高达1000~5000mg/1。又如在煤炭坝煤矿，当形成井下"泥石 流"时，短
时间内就使矿坑水中含有大量的悬浮物质。

3）矿体上覆盖层
矿体上部覆盖粘土、粉细砂层时，由于开采措施不力或者上覆松散层位于开采塌落区

内，使之产生大量悬浮物质。
2，采矿方法和开采工艺
采矿方法和工艺过程对悬浮物的产生有影响。一般采用水力剥离和水力开采时，容易

产生大量悬浮物质。采用水砂、尾矿充填法的矿山，由于细粒充填料的流失，会使矿坑水
中悬浮物的含量增高。采用崩落法也会比采用房柱法采矿产生的悬浮物增加。

17.3，2.3 高悬浮物矿坑水的净化方法
处理矿坑水中的悬浮物质，主要采用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物理方法是污水处理工艺

中联简单、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几乎是任何一个完整处理工艺中不可缺少的方法。这种方
法可以单独采用，有时也可与其它处理方法联合使用。

1.物理处理方法
在物理处理方法中，使用最广泛的是戴力沉降法和过滤法。
1 ）重力沉降法
重力沉降法是靠重力除去可沉降的悬浮固体。有些矿山排放的污水，由于悬浮颗粒很

细，不易沉降，可以采取机械絮凝。通过对液体强化搅拌，使悬浮懒粒相互碰擦和附聚形
成较大、较重颗粒或絮体。迅速沉淀下来。在沉降法中，沉淀池是很关健的设施。按池内
水流方向不同，沉淀池分为平流式、竖流式和辐射流式三种。近年来，多数在沉淀池中加
斜板式蜂窝斜管，以提高沉淀效率。

2）过滤法
过遮法是除去污水中悬浮物最基本的物理方法。如果污水中悬浮物粒度大，应在污水

排放处设置筛网。筛网形状很多，有棒条师、方格筛及椴密细筛等。固定 筛 网 要经常更
换，因此实际工作中常采用转动筛网。此外，采用砂床过滤法和加压过滤法都可以加快过
滤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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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物理方法处理高悬浮物矿坑水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它是一种一次处理法，经过
一次处理达不到预期的处理效果时，就必须采用二次处理法、即物理-化学处理法。

2。化学处理方法

化学处理方法种类繁多，但使用最为广泛的是絮凝沉降法。

在高悬浮物矿坑污水中常有一部分胶质状物质。污水中， 1～10μm 粒度 范围的微粒

虽不属于胶体，但性质与痰体相似，因此也作为胶体处理。在水中的胶状物质以粘土矿物

为最多。采用絮凝沉降法处理矿坑污水时，絮凝剂的选挥是至关重要的，一般应结合矿区
的污水处理试验进行选择。架凝剂分为无机凝聚剂和有机絮凝剂两大类。在处理矿坑污水
时，主要采用无机凝聚剂，常用的无机凝聚剂有以下几种。

三氯化铁（FeCl3·6HO）;其使用范围广.适应性强，一般不受水温 及pH值的

限制，但缺点是腐蚀性大，使用时必须加强防腐。

氯化铝（A1Cl3·6H，O）;在处理矿坑水时，用氯化铝凝聚剂，所震反应时间短，
对矿坑水水质变化适应能力强。

硫酸亚铁（FeSO·7H2O）;其泥凝效果比硫酸铝好，货源充足，但必 须 先进行
氯化、提高pH值范围至8.1～9.6才能使用。由于腐蚀性较大，在使用时应注意 防 胞。

硫酸铝〔Al2（SO.）。·18H∶O】∶硫酸铝是长期以来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凝聚 剂，去

除混浊度时pH值为6～7，8，超过这个范围数果不好。目前，由于聚合铝剂有显著优点，
故有逐步取代硫酸铝的趋势。

在矿坑污水中，投放絮凝剂后，有助于在矿坑水中形成足够大的聚集体，促使悬浮物

沉淀。絮凝沉降装置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混合搅拌糕--—使污水和絮凝剂混合;

絮凝槽——混合后让絮凝物生成和长大;

沉降 液缩装置——使絮凝物沉降分离，最后得出处理水。
11.3.2.4 矿坑水净化处理的步骤

矿坑水净化一般包括混凝、沉淀、过滤和矿泥处理等过程，如果利用净化后的矿坑水

作为矿山生活饮用水的供水水源时，应在过滤后壤加消毒处理工序。

1.混凝处理
混凝处理主要使水中的悬浮物和胶体杂质便于沉淀，特别是水中带电的胶体杂质由于

相互间的电性斥力而处于稳定状态。混凝的目的是借助于投放凝聚剂来破坏这 种 稳 定状

态。消稳后的杂质经过接触反应逐渐增大，以利于沉淀。混凝工艺可分为三个过程。
1 ）投放凝聚剂

按照矿坑水的性质和特点，选择适宜的凝聚剂或絮凝剂投入矿坑水中。
2）混合
混合的主要作用是让凝聚剂迅速均匀地扩散到水中，并立即溶解和 发生 物理 化学反

应。
3 ）物理化学反应

在反应池中创造一定的水力条件，使胶体杂质在一定时间内连续凝聚成较大颗粒，以
便在沉淀池下沉。

2.沉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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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处理的目的是使凝聚的颗粒下沉而使水变清，常用的设施有平流式沉淀池、竖流
式沉淀池、斜板或斜管沉淀池，加速澄清池及脉冲浸清池等。

3.过滤
用过滤来净化水主要是接触凝聚作用。水通过滤料时，水中杂质与砂粒表面相互磁擦7

接触，由于分子引力作用，杂质颗粒便吸附在砂粒表面或悬浮物上，这样就使水变清。过
滤材料性能和规格见表3-11-38。石英砂不宜用于过滤碱性矿坑水，因石英砂在碱性水中
易溶解产生硅酸。而大理石或烧炼过的白云石不宜用于酸性矿坑水的过滤，否则，会使水
中重碳酸钙增加。

裹3-11-38过滤材料性能和铜格表

无   烟  煤大  理    石石  英  砂标指

0.5~1.2 0.8～小5D.5~1.2应（m）拉

1.2~1.80.7~0.80.7～0.8男教平均童径（mm）
I

2.5~2.8 I.d~L.7真密度（1/m3） 2.6~2.7
0.75~0.901.8～1.71.8~1.7雅密度（1/m3）, b35十35空隙百分率（?? 964
0.50.5磨拱率（?? 0.5

/ A破碎库（?? 4!
1010年 耗 率（?? 10

滤池的工作分为过滤和反洗两个阶段。滤池经过较长时间的过滤，滤层中截留大量污
泥、须采用强力水流进行反洗，以保证滤池正常和有效地工作。

过滤池的种类很多，一般广泛采用重力式普通快滤池和重力式无阀滤池。与普通快滤
池相比，重力式无阀滤池有许多优点∶运转全部自动进行，工作稳定可靠，结构简单，节
约材料。与相同净化水量的普通快滤池相比，其投资可节约30～50??右。重力式无阀继
池一般适用于中小型净化水的工程，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陋就简，以砖石结构或开
凿岩石成池等办法代替钢筋混凝土结构。

4.消毒
当使用净化后的矿坑水作为矿山生活饮用水水源时，必须经过消毒处理。消毒有两种

方法
1）物理方法
物理方法不采用药剂消毒，一般采用加热、紫外线照射和超声波等方法。
2）化学方法
化学方法是在水中加入氯气、臭氧、重金属离子和其它氧化剂等。
5.矿泥处理
在矿坑污水的处理过程中，矿泥的处理及处置都较自来水厂的污泥处理工作量大。矿

泥的处理工序包括∶固体————液体的分离，浓缩及脱水。矿泥的处置包括矿泥的储存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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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71，3.2.5 矿坑水净化和利用的工艺流程
1。净化和利用矿坑水的基本工艺流程
利用沉淀池、澄清池和过滤池净化矿坑水的基本工艺流程见图3-11-3。

学产如

利用（1级净化水用户）贮 水 沟中当

粪 剂 处 理

当|级净化<沉淀）
响

触药 剂 处 理 水 他

访饨水的药剂处理 上额净化（过滤）

消洗水的浓梨 利用（1经净化水用户>青啦和槲消 

4 干

西矿混的贮存征浓蜡 留水-
矿洗的药制处理 矿泥的利用和站 祥铌 脱 水

图 3-Il-3 矿坑水净化和利用的基本工艺流程图

在矿坑水净化和利用的工艺设计中，应按照矿坑水的性质、成份和对净化水质的要求，
通过净化处理试验，。调整基本工艺流程中的某道工序，可取消或合并某一工序，以达到预
期的净化效果。在同一个工艺过程中也可以使用不同的装置。这就决定了净化方法和工艺
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处理的效率和技术经济指标也各不相同。

对净化工艺系统和净化设施的设计要求是∶
（1）净化工艺系统必须包括三个基本阶段;清除水中的悬浮物质，消 毒，矿 泥 的处

理、利用或储存;
<2）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证净化水的水质符合要求;
（3）净化设施必须工作可靠、经济、简单、布置紧凑、占地面积小。
2。常用的净化工艺系统

根据净化设施的生产能力和矿坑水中悬浮杂质的含量的不同，现列出四类矿坑水净化
工艺系统供设计参考。



7724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1 ）四类净化工艺系统的适用条件

四类净化工艺系统的适用条件见表3-11-39。

豪3-11-39各类净化工艺系统的运用条件囊

悬 评 泉 质 量mg/1>营 j净化设伟生产能力
在净 化 水 中在 屎 蛤 水 中净化工艺系统

一自巴 总 含量 【镀净化后】级净化后其中张应奇质

不 限 1n5～5着！煤 不大于150不 限
15~5不 限 30～50不大于5不小T150第 二 樊

不 限 1,5～5不 限 30~50第 三 葵 不大于1200

不 限 10~15不 昆 1.5~5不小于150第 四 类

2）第一类净化工艺系统
第一类净化工艺系统见图3-11-4。本系统利用上升水流的过滤器净化 矿 坑水，经

氯化消毒后即可利用，矿泥贮放在贮集池内。其优点是单级净化，系统简单，一般只用聚
丙烯酰铵一种有机絮凝剂。缺点是矿泥贮集池占地而积大，当矿坑水中悬浮杂质含量超过
150nig/1时是不经济的。

嗽将溢

-610

丁亿马Vb 有
素自井下

lw 守 二调下了名 3-12
可 之* 腰入水体6-13

图3-11-4 第一类净化系统图
1一中和贮水泡;2、8、11、】3—系;3一空气分离御;4—带上升水流的过藏器;5一净水鸿;6一加氧器主
?一絮滋剂由被想;9—熬被荆消耗摘;10—浮子式计量猛;12一般风机;14一矿泥贮集池，Ⅰ一原始矿坑水;

】-絮微剂癌液;■一氯水;H一滑洗水;V—净化的矿填水;胃一澄清求，胃一矿泥;置一空气

3）第二类净化工艺系统
第二类净化工艺系统见图3-11-5。本系统利用澄清派将矿坑水澄清至悬浮 杂 质 含

量为30～50mg/l后，再排入快速过滤器进行净化，净化水经氧化消毒后，即可使 用，矿
泥贮放在澄清泄内。它适用于悬浮微粒小于10～20μm含量不超过50mg/1的矿 坑水，对
粗粒杂质含量不限。

该系统的优点是简单，澄清池既可澄滴矿坑水，又能贮存矿泥。净化过程中一般只使
里聚丙烯酰铵一种絮凝剂。缺点是澄清池占地面积大，对矿坑水中骶浮微粒的含量有所限
制。



1725第十一章 矿坑水的利用与排放

2
喘粕浮 温

瘤为菌 迎

才夕-证I-” 入水体下一心并还
喘西型 D-10

用户u-b入？

图3-11~5 第二类净化系统图
叫‘！着踏喘。怜，”，“宁“宁！树。少；！淳喘泓善墙。乓！善米徉如‘酋算道。。翰首檩蕲善，即，嵩载羞

消施精1g一浮子式计员器，11一鼓凤机;1—旦始矿坑水，【一絮凝剂溶液;【一氯水;W一清洗水;节一净化
的矿境水;W一空气

4）第三类净化工艺系统

第三类净化工艺系统见图3-11-6。本系统首先使矿坑水絮凝、在沉淀池内沉淀，使
水中悬浮杂质含量降到30～50mg/1后，再排入快速过滤器进行Ⅰ级净化，经氯 化消毒后即
可使用，矿泥在离心脱水机上脱水。

该系统的优点是能获得脱水矿泥，便于运输、储存和利用;净化设施布置紧凑，占地

面积小。缺点是系统较复杂，要同时使用硫酸铝及聚丙烯酰铵等无机凝聚剂 和 有 机絮凝

剂。

高教凝剂
章、1r、、传 乓15些gn 小4“ 一 .r下蚪 下任*.营 博

来自井下上

引高接入水体 昏p3` 郎下 unl用户 夕、

审 QV'l，理 P28
矿泥单
”

图3-11-6 第三类净化系统图

1一中和贮水池2、10，15、18、19、23一泵;3—恨仓器;4一絮凝室;5一薄层式沉淀池;6—快邀过滤
器;7—净化水泡∶8一娘氧器;9一凝聚荆谐液贮存情∶11-凝聚剩消耗槽，12、17一浮子式计量器;13～数风
机∶14—絮凝剂培放情∶18—取凝剂消耗精;20—矿泥淘主2】一寓心脱水机;22一脱水矿混食;I一顾始矿坑水∶
【一凝聚剂培液;Ⅰ一絮板剂澄液;H一氯水，V一调洗水!目—没消水;辽一经离心脱水机脱出的水;谓一净化

酌事坑水;监一原始矿泥;X一观水矿配;Ⅱ一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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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类净化工艺系统

第四类净化工艺系统见图3-11-7。本系统首先使矿坑水絮凝，在矿泥悬浮层澄清池
内净化，使悬浮亲质含量降到10～15mg/1，然后再排入快速过滤舞进行】级净化。净 化
水经氯化消毒后即可使用。矿泥与石灰乳混合后在压滤机上脱水，该系统可适于悬浮杂质
为任意含景的矿坑水。其优点与第三类系统相似，主要缺点是工艺复杂。要 使 用 三种药

剂，净化过程中要使用凝聚剂和絮凝剂，矿泥脱水过程中使用石灰乳。

司凝聚剂
羊术种]3

夕端”听财
单15，“中，

物
14~; 37

来百序下
道压气一 播入水体24、 空6s

区 照户零19
~2Z25 古灰29-光 _27哨诸鄱 26 烟

盈 协
图3-11-7 第四类净化系统图

1一中和贮水池、2、11、16、19、21、22、28一泵3—谶合部;4～絮凝器，5一空气分离防、8—滞洲泡
7一快蓬过想器;β一净水池; 9一加复器;10—要聚剂溜液贮存横;12一爱聚剂消箱情∶13、18一浮子式计量
排;14一蚊只机，15一默凝椭陪液椭，I7一某凝剂消耗糟;20—矿泥治∶23一混合器;24一压湾机;25一我水矿泥
愈∶20一石穴柴池;27一石灰乳池;20一石灰乳计量器;l1一脱拍影坑水;1一凝聚剂溶液;■一猴凝剂溶液;百
一氯水r一百次乳，Ⅵ一爱消水;谓—净化的矿坑水;覆一消浅水s一压滤机的过滤水X一原姐矿尼，万一

脱水矿泥;理一鼓风机的风沌;夏一压风

11.3.2，8 高最博物矿坑水处理实例
1.凡口铅锌矿矿坑水的井下处理
凡口铅锌矿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岩溶充水矿床。矿区主要含水层囊天灰岩岩离发育，溶洞究填大量

混砂，充填率高，是凡口铅锌矿产生高悬浮矿坑水的主溪原因。此外，采用尾矿胶结充填，使矿 坑水中悬
浮物和铅锌离子超标。-40m阶段是矿井的主要瑰干排水阶段，疏操水囊为2～4 ×10'm3/d。矿坑 水中
含固体悬浮物1000～6000血g/l，与采矿污水混合后，固体悬浮物含量超过排放标液2～10倍，锌离子超
标1～3倍，铅商子超标2～25倍。为此，企业每年支付排污罚款300多万元。

从综合治理、变害为利的指导思想出发。对疏干的高悉浮物地下水和采矿污水进行分别处理，设计
施工了清污分流工程，竖流式沉淀池澄清、油隔离泵排泥工艺。-40m阶段城干的高忍浮物池下 水和-
80m阶段采矿污水分流和综合处理系统见图3-11-8。-40m阶段疏干的高悬浮物水，首先进入 捞 砂 室
初步沉淀并在进口处投放碱式氮化铝和3号絮凝剂，以加速固体悬浮物的沉淀。大 予1mm. 的粗颗粒泥
砂和杂物在捞砂侧室用捞砂机扒入矿车运至地表排弃，而夹杂着小于1mm泥砂的污水，则滤入回个党
径为12m的竖流式沉淀池，经澄请后的上那清水溢流至-40m阶段东都滑水仓，然后泵 至 地 悉。下部泥
浆则经管遵泄流至~80m阶段泥浆泵房的抛拌捷。经搅拌后，由YJB-60/40型油隔离泥浆泵排至地表泥
库贮放。采矿污水则集中于-80m阶段另行设置的水仓直接篝至地表泥库贮放。经过处理 后，疏 干的高
悬浮物地下水，含悬浮物降至20～30mg/1，可用作为矿山工业用水的备用水源。排至泥库的混浆 和采矿
污水，经再次自杰沉淀和一定时间的日晒、噪气之后，其溢流清水亦可达到污水排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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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8 凡口饼锌矿矿坑水综合处理示意图

2.威远煤矿高悬浮物矿坑水的净化和利用
威远煤矿为了补充生活用水不足。利用了经过处理的高悬浮物窝坑水。矿坑水污杂严重。水中含有

大量煤粉微粒而呈黑色，悬浮物超标200倍，大肠杆菌超标7000倍。

为了处理矿坑污水，经过水处理的混凝试验和过滤试验，确是选定氯化铝为凝聚剂（矿坑污水pH=
8）。矿坑污水经过凝聚、过滤，星然除去了水中悬浮物质。但为了作为生活饮用水。还必须投放漂白

粉消毒。
其水处理工艺流程比较简单（见图3-11-9>，首先将矿坑水直接排到混凝池内，按 处 理 的水置

计算投放AiCl3·6H2O和CaC1OC1的用量，静置3～4h，用水泵将水打入压力式过滤器内，控制流

速15m/1h，过滤器反洗问隔为6h，再流入满洗池便可利用。经处理后的矿坑水，各项指标 均达到生活
用水标准。

矿 坑 污 水

L.按波AECI3，8H2O爱影剂

一2.投放CaC10CI消毒池酯 7*

3.兽置3～《
矿泥浓编，脱水

压力式过滤 器

矿观利用取储存

洗沸

生活及生产用水

图3-11-9 威远煤矿矿坑水处理系统示意图

11.3.3 高矿化矿统水的形成和净化处理

11.3.3，1 高矿化矿坑污水的恶成

从矿业开发实践来看，在开采下列矿床时，多产生离矿化矿坑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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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采干旱、高矿化地下水地区的矿床
由于自然地理池貌等因素决定，在某些干旱地区赋存的地下水，其矿化度异常增高，

水的总硬度和永久硬度及K*、Na"、Mg**、Cl-等离子含量相当高，水质类型多属氯化
钠型及氯化钠镁型（苦咸水）水。在这类地区开采各种矿床时，涌入矿坑的地下水易形成

高矿化矿坑水。可参见表3-11-40列出的甘肃靖远矿务局及窑街矿务局各矿井矿坑水的水

质分析资料。

表3-17-40靖远及富街矿务局各矿井水展分析赛

净 F街 局务客图远靖 A
矿井名称

二 尊 二 并院家地竖井王家山四号井王家山三号井 三矿囚井

8.07.87.1pH值 B.L7.8
97.58L8℃ 76.27总硬厘（德国度）

12.2L 62.8079.02水久便度<德国塞>
7910 455613638.23 434012280（1）5W）助余网试浆

1106.05B12.932782.373683.57K*+Na*(mg/I) 3185.4
71.28 216.03260.4Ca*(mg/I) 33L.06343,38 -
38.98613.52 271.11 199.61543.36Alg2+<mg/I)

706.45 1213.903509.594202.1Cl-(mg/D) 3670.8
1559.382091.041231.624295424 462J497SO: (mg/t)
514.95403.91121.09258.45HCO j(mg/l) 153.17

2.开采滨海地区的矿床
开采位于滨海地区的矿床时，由于矿区含水层中的地下水在天然状态下常与海水有联

系，因此，地下水的矿化度比一般内陆地区偏高，如之在矿床开采后，海水的侵入，随着
开采深度的增加，矿化度购显增高，形成高矿化矿坑污水，如表3-11-41列出的华铜润
矿、金州石棉矿及复州湾粘土矿海水、地下水及矿坑水的矿化度及水化学类型对比资料。
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这些矿床在开采前，地下水矿化度的背景值比一般地区的正常值偏
高数十倍，水化学类型与海水相似。

3.开采深部封闭水文地质单元的矿床
当开采深部封闭水文地质单元中的矿床且深部存在高矿化封存水时，随着开采高矿化

封存水涌入矿坑，形成高矿化矿坑污水。此外，在地下水矿化度偏高地区，当开采深部矿
体时，由于矿坑水的矿化度随开采深度增加而增高，并产生矿坑水中硫酸盐和氯化物富集
的情况，也可能形成高矿化矿坑污水。

11.3.3.2  高矿化矿坑水的防治
对于可能形成高矿化矿坑污水的矿山，可根据矿床水文地质特点和开采技术条件，采

取以下措施控制高矿化矿坑污水的形成∶
1.防止海滨矿床的海水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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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绸调矿、金州石棚矿、复州湾粘土矿水质分析成黑对比聚 囊3-11-41

水 化 学喘 型矿化童
取样时阅水神位置及样号矿区名称

(g/L) 按布罗德斯盖分类 按器卡列夫分舞

CT-SO;-N--Mg' 红‘予’毒 水 32。01973.5.28
四降区帖孔1734 CI-Na·CI-501-N*-Cat13-81964-12.1华巢棚矿 Cr-SO}--Na*—Mg 臼子’1977五大井二阶段掌于200 “”
五大并钻孔78 Cr-N'一M'CI-SOf-Na'-Mg'15.919778。15

C1一Na"23.81977.1卷 水 C['-SO3-Na'-Mg*

CI*一Na'20.71977,11 CI-SO3-Na'-Mp-200m阶教南大巷S33

Cl-Na*“高金州石棉矿 1977.1t CI-SO{一Na*-Ca-200m阶覆南大卷S315

C!-一Nat-200m阶段南大卷S37 Cl-SOF-Na'-Cat1977.1 小-

CI-NatCI.SO-Na'-Mai18.91077.11-200m阶段酶大卷S357

CT--SO-一Na'一Mg''潍 水 CT-Na"39.5919755,9
盐田水（皮电） CI-SOH--Na*-Mg' CI-Na·1975.5.9 40018s

复州湾粘土矿 大口径轴水津井 CI-NaCl-sSO1-一N·一Mg*23.931975.5目
中类统-125如阶段爽

空自党平‘安予釜永初期 1657.3 CT-N28.53

防止和减少海水渗流的主婴措施有;
1）注浆防渗帷幕

具备条件的矿山，当技术上可能和经济上合理时，采用注浆防渗帷票阻截海水向开采
区渗流，可以控制高矿化矿坑水的形成。

2）防渗墙

当海水通过第四系松散层向开采区渗流时，在技术经济条件合理的情况下，可以构筑
防渗墙，拦截海水向矿坑侵入。

3 ）局部注浆堵水

当海水通过局潮裂隙和孔隙向开采区渗流时，可采取局部注浆封堵措施，防止海水侵
入，也就防止了形成高矿化矿坑水的可能性。

2.高矿化矿坑水的地下封存

由于高矿化水的净化处理费用高，当矿区不宜用处理后的高矿化矿坑水作为供水水源
时，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采用地下封存措施。当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和开 采 条 件允许
时，可采用注浆墙水措施，将高矿化地下水封存在含水层中;在开采区附近如有可供利用
的废旧巷道储水时，可采用废旧巷道封存高矿化矿坑水。此外，在开采层之下存在吸收层
时，若吸收层储放高矿化水不会带来环境污染，亦可通过吸水钻孔，把高矿化矿坑水泄入
吸收层中封存。

11。3.3.3 高矿化矿坑污水的净化处理
高矿化矿坑污水的处理一般分为预处理及脱盐处理两个阶段。预处理主要为以后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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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处理创造必要的条件。

1。高矿化矿坑污水的预处理

高矿化矿坑污水的预处理主要是清除矿坑水中的采矿废弃物、悬浮杂质和胶体杂质。

预处理的方法及工艺流程详见高悬浮物矿坑水的净化处理。通过预处理之后，可蒸得

溶解大量矿物盐的澄清水。

2。高对化矿坑水的脱盐处理
从表3-11-39及表3-11-40所列各矿山高矿化矿坑水的水化学成份可见，矿坑水含有

大量的K*、Na*、Mg+及CI"离子，实际上形成了威水和苦威水，因此，须进一步脱盐以解
决咸水和苦咸水的淡化问题。

常用的成水和苦威水脱赴方法主要有电渗析法和反渗选法。
1）电渗析脱盐法
电渗析脱盐法是在直流电场作用下，利用离子交换膜的选择透过性进行电渗析，把电

解质从水中分离出来制得矿化度小于1g/1的淡水。用离子交换膜和特制的隔板 等 部件装
配起来的电渗析器，既能用于咸水和苦咸水的淡化脱盐，又能把威水浓编。电渗析法常被
用来从事海水的淡化工作，以补充淡水供应之不足。

电渗析脱盐法的优点是∶当原水浓度在1000～10000mg/1时，为 获得最 终含盐量为
500~1000mg/1的淡化水，耗电仅1～5kW·h/m"，其生产淡水成本低;仅用电能可
以连续制得淡水，并能机动地调节产量，装配方便，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

电渗析器有立式和卧式两种，其主要部件由浓、演水室隔板，离子 交 换 膜，极水隔
板、电极以及锁紧装置组合而成。用隔板把膜隔开，构成水流通道，向极永隔板引入极水
导电，电极连接直流电源，锁紧装置用于把有关部件锁紧。

电渗祈的运行方式及其优缺点见表3-11-42。
2 ）反渗透法
反渗透法和电渗析法都是属于膜分离范畴，反渗透是通过反滤器的反渗透膜把溶液中

的溶剂分离出来;而电渗析是通过离子交换膜把溶液中的盐（灌质）分离出来，实现高矿
化水的淡化。高矿化水在大于本身渗透压的压力作用下，水分就会从高矿化水一侧透过半
逐膜渗透至淡水一侧，提取淡 化水。反渗透法和电渗析法相比，具有所需能量少、设备简
单、体积小、单位体积产水量高和各种规模生产都能适应等优点。

目前国内运行较多的各种反渗透器的单位体积产水量及使用 优 缺 点 等 见 表3-11-
43。

表3-11-44及表3-11-45列出了两种不同形式反海遵器谈化苦威水 的水质 分 析 资
料。

11.3.3.4 高矿化矿坑污水净化中利用的矿山实例
甘肃省画干镇煤矿矿坑水的净化和利用∶阿干镇煤矿的石门沟和阿干镇两 对 矿井的 排 水量各为

960m2/d和816m2/d，用于井下灌浆的用水量各为450m1/d及352m*/d，各占总排水量的52?43.13%
其余水量排入雷运河内。由于矿区用水日趋紧张和排入黄河支流雷运洞的矿抗水超过国察 规定的排放尿
准，所以对矿坑水必须进行处理。

根据1982年11月的矿坑水质分析资料统计，下列几项指标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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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子-71-42电 渗 折 姻 行 方 式 简 表

行避 优式力 点 运用规惧缺

在一对电极阿，利用换向隔板构成 可连续制水，脱盐宰离。但内 小 规视多段申联一般多段 部压力损失大酬 一次脱盐 在一对电被闷，串联几个小膜罪 可连续制水，靓盐率尚。但内 水置稍大
刺心控泪汁

块 一级一段吧曲析约多台，进行多段 可连续制水，每级脱盐率约在

啤税 35~60??但是一且电阻增大， 中、大规额多级步段
工作性能迅迟减列一次脱盐* 在一台电渗析器中设共电极，构成 中。小规模步级多段串联

浓水和谈水分别通过体外循环梢进 适用半滚益水脱盐。可达到任
奋 分批循环式 行循环 中、小规模意脱盐事，但不笼连续制水，辅

助设备多
一台电渗析靠的波水和（或）浓本 淡水产转和水质二定，可连续

环 进行部分循环 都水。淡水部分循环时。订以满
小郑 模连恢部分 足广泛的脱盐要求。但是淡水产

量 低，辅助设备多” 锦环式 多台电渗析器连续部分葡环，即多 优点间上。淡水产量大，但辅 大 规 模疗母崩 助设备多，投资大

各种反浪透盛的单位体积产水量及优缺点 裹3~11-43
单位体积内 单位体积操作压力 透水是①型 式 应优感装载阿积 产水 量 缺 成<Pa) （m3/m*·d）（m2/m方） 一目心当“己义

（!>设备费用<1）装置牢固，
<2）能承委高压; 贵∶板 驱 式 r.0256×10493 500

（2>透水流动（$）占地面积较小;
（4>述行经验积果校多 状态差

（1）单位体飘<1）进水诚动状态好;
管 式 “岩 < 2）基安乾、易清洗、 内膜装载56×10' 3361.02（外径1.21mm> 易拆换! 面积大;

（3）运行经验很歉较多 （2）占地面积大
（1）设备费用低， 〈1）容品堵塞;
（2》单位体积内要装载〈2）清洗函难

强增汁螺旋卷式 “品6B0 56×105 B7 （3）洁构紧澳，占地面
积小

<4）运行轻验积累较多

<1）设备变用低; 《1）容易堵鑫;
（2 >单位体积内感轮栽客名中空纤堆式 < 2>摄难清洗0.07328×10s 673

面积大;
（3》结构敏紧澳

桂④。原寂，500PPmNaCI，除盐率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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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44内外五索管实苦感水镜化的水质分析衰

苦赋水（mag/1l） 镁化水（mg/1》蓄 着
阳离子

6.0421.8C·
451.6 B2卷Mg"*

153,2Na*+K° 1076.2

阴离子 41.5结却HCO;
s Ot- 24.62368。是

82.6cI- 18687.0
79.0NO5 130.0
0190。27F-
4306483总 固 体
6。8当详 7.2

表δ~11-45螺族着式苦度水痰化水质分析豪

横化水（mg/1l）苦威☆（mg/l）”军莓

解离子 5.6357Cai' 3.4221Mg2* 106,0900岁。”
2.828K*
0.1Fet 0.04.1Ma2

阴 高学 1.8HCO; 61
2.9sO3- 612
180.02260CI 0,00.9NO; 0.13.1P- 6.4路SiO:
2B.01800总 硬 度 300.04490培解通体 6.06.0pH值

悬浮物∶800～1000mg/1
含锰∶1.74～4、70g/
总商体∶1310～1742mg/1
其余含量详见表3-11-46，根握水质分析资料，矿坑水作为工业用水或生活用水都 应分别 加以处

理。
设计总处理水量为1200m2/d，投资为28万元，其处理工艺流程见图3-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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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干黑爆矿矿坑水水质分析表 表3-11-46

网 干 樂镇 分
 析    项    目分

阿 于 棋 矿 井石门沟矿井

总现度（德国度） 44.49 62.95
永久硬度（德国里） 35.01 69.24
pH值 7.64 8.04
总破院（每升毫克训量） 3.53 1.57
酸    度 0.2 0.00
酱真CO∶（mg/1） 8.8 2.20
总固形物（mg/1） 1310.0 1742
F*(mg/l) 0.56 0.63
SiO:(mg/I) 5-20 4.50
K*+Ns*<mg/D 108.10 86.02
Ca**(mg/l) 136.07 245.29
Mg2*(mg/l) 1.10.60 124.48
FeP*(mg/l) 0.00 0.02
Fea*(mg/1) 0.14 0.17
NHz(mg/D) 0.34 0.58

机

V

贮水 淮
投放FeCI200mg/t

1 级 净 化 →I去用户

河泥浆缩油 1

无同淮淮过滤
官动板裤床裤机 1

舞节推 --去用户脱水

矿区利用或销存 --
养盐50~50%

电源行洪化器 饿水20~40t/h
浆外线消毒（除菌98?? H+

生产及生活用水

图3-11-10 矿坑水处理工艺流程示意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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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单位 化学矿山规划设计宪

编 写 人 孙增辉 陈白桥

12.1 监测站网的设立

12，1.1 监测目的与任务

监测的目的是∶
（1）为掌握在采矿排水或矿床疏干的影响下，矿区地下水及地表水动态变化规律;
（2）为矿山生产安全而进行矿坑水害的预测和治理，以及矿井延深和扩建积累必要的

水文地质资料。
主要观测对象是地下水。其次是与地下水活动有关的气象及地表水的动态变化。
监测的任务是∶
〈1）了懈地下水与地表水或气象因素之间的关系、各含水层之间的水力联系、断层的

导水性以及矿山突水的水源等、
（2）掌握矿井涌水规律和疏干效果
（3）为以水文地质比拟法或相关分析法进行矿坑（井）涌水量计算，提 供 可 靠的参

数∶
（4）积累地下水动态资料，为矿山防治水提供依据。

2，1.2 监测站网的设立原则

2。1.2.1 监测站（点）的种粪
按监测对象、内容和项目的不同，把监测站（点>分为，气象监测站、水文监测站和

地下水动态监测站等。
12，1，2.2 站（点>的设立原则
1.气象监测站
在下列情况下，可设立矿山气象监测站（点）∶
（1）以大气降水为主要充水来源的露天开采矿山;
（2>采矿崩落区大气降雨严重渗入的地下开采矿山
（3）由于排水疏干引起岩溶场陷的矿山。
大气降水不直接影响矿坑充水的矿山，可不设气象监测站，必要时可收集矿区附近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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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站资料即可。若矿区附近无气象站或附近气象资料不能代表该区降水特征时，也必须建
立一个以观测降雨量为主的简易气象站。

2。地表水监测站
（1）对分布或流经该矿区，而且对矿坑充水有影响的山溪、河流、溯泊，水库、大型

塌陷积水坑等，只要原来未曾设置观测站（点）者，均应设置水文观测站（点）。
（2）测站数量的多少，以能满足控制采区或塌陷渗漏区的流入水量和流出水量的要求

为原则。
3.地下水动态监测站

（1）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矿山●，以利用勘探阶段所设动态观测点和矿山排水点
为主。另外针对矿山具体情况，对可能影响矿山安全的地段设点观测。

（2）矿床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的矿山，除对勘探阶段保留下来的观测点继续观测外，对
尚未控制到的，或由于采掘工程使水文地质条件发生变化的各个有代表性的地段，均应增
设新的监测站（点）。

（3）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山，为保证监测资料在时间、空间方面都具有较强的
可比性、连续性和完整性，就要求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监测网。

（4）凡在矿区采掘范固内出现的涌水点，均应进行流量观测，当 流 量 小于0.5L/s
时，可分区段汇流观测，当流量大于11/s且稳定期超过一个月时，均应成为 长 期 观测
点。

（5）对各项采掘工程施工中新出现的涌水点，雨季时涌水量剧增和重现的旧涌水点，
以及由于地层岩体不稳固而又未搞好安全处理的涌水点，均应安排短期观测，以便确定其
补给状况和发展趋势。对15日后涌水量仍无大幅度衰减者，应转为长期观测点。

12.7。2.3 监测网的构试

地质勤探阶段已经建立起一定数量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监测站（点），在矿区开发过程
中仍应充分利用。监测工作不仅要监测矿区地下水天然流场的动态变化，而且根据矿区开发
的需要可以有效地监控采矿影响下的地下水流场动态变化规律。根据矿区水文地质特征和
矿区开发的需要。合理地布设气象监测站、地表水监测站和地下水监测站（点），把各类
监测站（点）的布设和观测项目的确定有机地联系起来，组成完整的监测系统和观测网。
获得在时间和空间上连续、完整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监测资料。为矿 山建 设 和生产的安
全、水害的预测与治理提供资料。

12.1.3 监测项目的确定

每个矿山在选择观测项目时，既要考虑当前的实际问题，也要考虑矿山发展的长远需
要。一般情况下可根据本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类型和矿山基建和生产阶段来确定。
观测项目的选择可参见表3-12~1。

带见用聚3，3《矿山巷工程篇工及酸收规范》（GBJ213-79）"水文地质条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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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3-12-1矿山气象及水文动态胎源项目选择表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美 曲奖别 鹌观鹏项目 本”杂高丰 偏 复杂谱简单

1.地下水位麦气压影响较 大的 矿

言言寇貌电气室蜡哦舞 O《维断翠坚账）
在好 区，可造当开展气压观测。勺降 刚量 人

< 2。以国屠和调混水库防水，并受风八。参 蒸 发 量
浪影常软大的矿区;才酱开展风速风

现 obl气 温 商观测六

凸 八。义 3。若矿区处在帽近气象站观测莅围测 △相（施）对医度
内。矿山不必另立观测站

* 4 1、烟珞表场陷雅明是的"天窗"补to) 。△河（溪）流速流量 给的矿区，才开疑地表水渗入量 观

梦 (0)C△>地袭水渗入量 虞。

费 O一入它河薄、湖泊水 △ (O) 2。水胺、水温、含妙量应银紧供水今
位及洪水位 环保和防治水工覆的需要面确定

固 (△) △)tO A)水质、水温 f,(O)

听 么o L.一般情况下，所有矿山每需开展。心地下水位《孔、井）地 A 一它“cO) 2。采用降压摘施开采的矿区应侧重幻域内水压
坑内水医长期观测o△△下 A O牌水 量 O。

施下膛量 O4 4在一穿”(A>丁坑总涌水量 O* 4一少今？(△) O 9突水点覆水量
(O)公 D小？：良部量

魂 铅防水、振水和水文地质科研臂要小？义亲半八誉，馨 （公> △ 而息取）益度
态 嵩 O)甾咪瑛。温 。“？△

治温度

着 根据供水、环保、金属组分髓收。o △ co)。 (O)△求 排水水质 设备防肩蚀和充水补输造径研究的膏
(△co)自 (△><o)]闽 要而定排水含砂量

说明。△一—代表基建期必须开展的工作p
O-——代表单产期必须开晨的工作;
（A）或（O）——代表阻摇矿山实际雷要西开凝的项目。

12.2 气 象 监 测
12.2.1 气 象 站 址 选 择

（1）观测场地尽可能选在四周空旷、平坦而又不受局部地形、地物、气候条件影响的
地方。

（2）观测场地不应选在山顶、陡坡、低洼地、丛林旁、农田水利工程设施范围内以及
高大建筑物旁等地方。

（3）一般摩碍物与观测地边缘的距离，至少不能小于障碍物本身高度的两倍。
（4）当选址受客观条件限制达不到上述要求时，要求可酌量放宽，尽可能放在较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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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风势较弱的地点，但也要满足如下的要求;当降水成倾斜时，周围物体不致于挡住雨水
落入雨量器中，而障碍物上的雪又不致于掉入雨量器内。

<5）观测场面积∶若仅设一种雨量器时，面积为4 ×4m2;若同时安装 丽 量器及自

记雨量计时，其面积为6×4m';综合观测场地面积为10×12m2。 ‘
12.2.2 观测内容及要求

观测项目的选择要考虑矿山发展的需要，常用项目有降雨量、气温、蒸发量、相（绝》
对湿度、气压和风速风向。

12.2.2，1 降水量观测
（1）一般只测记降雨、降需、降雹的水量。

（2）降水量记至0.1mm，不足0.05mm的降水不 做 记 载，时 间 记 录要求 至分
钟。

（3）每日降水以8时为界，从本日8时至次日8时的降水量为本日的降水量。降雨之
日，每天要检查一次，发现故障应尽快校核储水罐内的雨水蛰。

（4）汇总每日总降雨量、降水日数、一日最大降水量，编制降水量直方图、日 降 水
量统计表，并需提供有代表性的不同历时的暴雨过程曲线、降雨强 度、暴 雨 频 率 等 资
料。

.2.2.2，2燕发量观测

一般矿区不必开展这项工作，但对要采用水均衡法校核涌水量时，并需作贮排平衡计
算的露天开采矿山，在基建阶段应开展燕发强度（液面进行>观测。

（1）观测仪器;矿山一般使用口径80cm的蒸发器为宜;安装时仪器要保持水平，安
放位置要高出地面0.7m，仪器附近应无遮挡。

〈2）观测方法与要求∶一般可采用容量法或称量法。测定工作通常在上午8时进行，
蒸发用水应保持清洁，冰冻期需注意倒出器皿中的存水。

（3）观测精度应读至0。1mam。
（4）日蒸发量（E>计算法;以80cm蒸发器测量结果为例。

E='（h;一h）-P (3-12-1)
式中 p—-—每日累计降水量，mm）

h;—加入的水源，的ms
h。--吸出的水深，mm。

当蒸发量出现负值时，一律作"0"处理。
12.2.2，3气温观测
（1）一般采用DWJ型双金属温度计较为方使。

（2）仪器要安放在百叶箱内，以防阳光直接照射，并需定期用标准温 度 计（精 度达
0.2℃）校核原记录。

（3）观测精度要求到±1 ℃。
（4）资料整理∶利用已修正的日记气温曲线，登记每日最高、最低 温 度，求 其平均

值，并标记在矿区水文地质长期动态变化曲线上。
12.2.2.4 相对温度凝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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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配合矿区蒸发量的观测进行。采用DH;型湿度计为宜，观测精度应读至±

5??
（2）用百分比（??表示，只取整数。

以上各项气象观测的具体要求，应按国察气象局现行的有关规程执行。

12.2.3 提交成果

（1）原始资料，各项目观测资料要求按时间顺序分别装订成册。并注明观测仪具的名

称、型号，规格及放置高度，以及观测处的地面标高。

（2）绘制气象要素随时闻变化关系曲线图。
（3）编制降水量与矿坑（井）涌水量变化关系曲线图。

12.2.4 仪具配备

简易气象观测站仪具配备见表3-12-2。

表3-12-2气象 观 测 位 具 配备 表

适 用 芯 惯 臂单烧 格观测项目 名 称 及 级 号

用量湖 口轻2Dcm
吨 z 今用 量杯
面 单盲

红表雨量计 “畸量 自记丽量计

时！含溢潍诈触帐
?食80带蜜丝燕发群传量 燕 发显 20cm

DWI型双金属港度计
力 适用子气温高乎-10℃时干湿球温度计 2义退用气减>-86℃水樱盈度计出

可用于<-36℃酒特温度计

湿 用于气温低予-10℃时毛发湿度妻 兴
响 蝥用于无法用百叶箱的图难采件"下通风平逻表

高 宽 深（mm）

币叶氧 个612< 460 x 460 1平
637 x 看60x 290小

注;本表不包括备用品的效量。



1739第十二章 地下水及地表水监测

12.3 地 表 水 监 测

12.3.1 监测站（点）位置的选择

（1）需作径流流量观测的水流，对于小流域的矿区，测点应选择在地质构造有利于地
下运流，渗入或排泄河段的上下游;对于汇流面积广、流量大或地表积水多的矿区，测站
可根据防渗的要求布置。

（2）河流、溪流、引渠的观测站，应设立在其出入矿区或采区、含水层露头区、地表
塌陷区及支流汇入点的上下端。

（3）对用河床断面流速法测量流量的河段，要求选在河道顽直，稳定、水流集中、控
制条件良好、无阻流杂物、无回水现象的地段。顺直长度，一般不小于洪水时主河槽宽度
的3～5倍。当用堰测流量的溪流段，要求来水速度不大子0.5m/s，具有形成非 淹没式
自由流所露的落差条件。

（4）对山区河流，在保证测验工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选在急滩、卡口等控制断面
的上游，尽盈避开变动回水、急剧冲淤变化、分流、斜流、严重漫滩等不利影响，避开可
能妨碍测验工作的地貌、地物、结冰河段，且必须避开容易形成冰塞、冰坝的地点。

（5）对水库、湖泊水位观测站，应设于岸坡稳定、具有代表性、便于放置观测设备、
便于观测的地方。

〈6）测站应埋设施测断面标志桩、断面桩、基线及固定水尺。水尺的零点或校核水位
基准点的标高，应作不低于三等水准测量。

12.3.2 观测内容及要求

】2.3.2。】 水位观测

（1）一般观测内容有水尺读数、计算日平均水位、每日出现的高低湖位。
<2）观测精度读至0.01m。用水尺测量时，每日要在同一时闻观测;用自动 水位计

时，每周检查一次。上下比降断面的水位差小于0.2m时，比降水尺水 位 可读记至0.005
m;对基本辅助水尺水位，有特殊精度要求者可读至0。005m。

（3）观测时间，一般每日一次，但雨后或洪水期应适当增加。另外当采揭工作接近或
通过地表水体之下，或通过与地表水有可能发生水力联系的断裂带时，观测次数根据具体
情况适当增加。

12.3.2.2 流量观测

（1）一般测流方法有流速仪法，浮标法或堰测法等。其选用原则是∶保证所用方法的
观测精皮能满足查明河段渗漏强度的要求，浏流方法及其所露要的仪器设备的选择，应保
证安全、经济，而且便于使用及保养。

（2）观测次数应根据控制水流历时变化特征的需要来确定。总的要求是能准确推算出
逐日流量和各项特征值。对于水位与流量已有稳定函数关系的测站，每年 观 测不少于15
次。对全年中的典型时段（如平水期、洪水期、村水期），要加密测流次数，对每次较大
的洪水过程观测次数不少于3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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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体施测方法，可参照现行水文测验手册中的具体规定执行。

12.3.3  设备及仪具
（1）一般水位观测只用水尺及自动水位计，见表3-12-3。
（2）流量观测仪器∶流速仪见表3-12-4。

赛3-12-3垣表水位男满设备裹

我备名称 第一章节主要我术性能 用型       号 童

构造简单，观赏方便 航这样运不危害水尺的侧贴直立式

颜料式 应固定在发岸坡
水     尺 用于不适应直立式水尺的测点矮 桩 式

用于有坚固睫岸、桥紧的地方悬 锤 式
记录时间，一天 自动记录江、河，水库等水5W..日记式水位计 重庆水文仅赛厂水位受锅∶<10m

位变化过程净悔直径∶200mm
记录时间一天 适用于农田燃调和地震处观SW.0-1 重庆水文仪器厂日记式水位计 浮筒直径∶φ70mm

测地下水位用φ100mm

记录时间81d
SWY:0 用于无人管理的水位观测结 置庆水文仪器厂月记式水位计 水位登幅∶<10m

浮筒直径201mm

用于江、河、水库等建立静记录时间，一天 重庆水文仪器厂DS-3电传水位计 水井设备的测站水位空幅<10m
可不建满井测查江、河、水水位变幅10.5~9.99m 重庆水文仪器厂SB-2超声波水位计 可直谈肾时水位 库湘沙等水位

当洪水期因受设备性能及条件的限制或结冰期的影响而不能采用流速仪时，可采用浮
标法。当水深小于0.16m时，可改用小浮标法测定。
12.3.4  成  果  揭  交

（1）水位观测应随时整理和摘选有代表性的水位曲线，测算测站间的水面比降。
（2）测流成果包括∶
实例戒果统计表，
垂直流速分布曲线
永道断面和流速横向分布图；
渗漏对比测站流量变化曲线；
绘制洪水淹没及最高水位线；
绘制潮、水库等的积水范围及水深；
计算有关河段的漏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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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3~12-4流速仪型号及技术教想泰

测量粒测 工作水聚：塑 说设备名称 生产厂家朗(m)(m/5)

1.S10 >0.10,1～40 计数墨另购
LS12 >0,10.05~7,0

嵩奠式谨速仪 LS20 0.2～400,03～5.0
LS25-a 0.2~409。04~10,0

LS25-1 才业0,06～5.2
适用于常年泾流量较大的河段

0、2一5.0LS25-1A 和ZLS-】型基示锤配合使用~24
LSe8 >0 计数器另购0r2～3.5

触轿式溢溢纹
重庆水文TS68-2 适相于断面宽流建小的河及>0,20.42～0.5
仪 暑厂LS4 0.015～0.5 0.5~0.5

LS45 0,015～0.5 .25~1.。0 适旧于浅水河微、明沟、迳流实险站和
水工试验室LS78 0.02~0.5 >0.2

2LS-1 0.20～50 ~24

堂读式藏溢仪 ZLS-1 可以自动计算直接显示时段的平均流速
周消翰 0.2~10,0
ZSX-1 0.2~3,0
2SX-1 ~240.2～~3.0

12.4 地 下水 监 测
12.4.1 地下水脸测任务及内容

12.4.1.1 任 务

（1）及时掌握涌水量变化与排水、疏于漏斗发展关系，监测矿床疏干效果，并为完善
矿床防治水设计，提供基础资料。

（2）及时掌握开拓区水位降低情况，以指导矿并基建和矿房回采工作安全进行。
（3）加深对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认识，进一步验证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为解决勘探

阶段遗留问题积黑资料。
（4）掌握矿坑充水途径的变迁情况，监视地表水体补给强度的变化。
（5）为新采区的探放地下水。确定安全边界与开采范围、预测突水可能性等。提供必

要的水文地质依据。
（6）为矿井延深或扩大疏干范围、预测矿坑涌水量提供基础数据。
12.4.1.2 内 客

地下水监测内容有水位、水压、涌水量，水温，水质以及与地下水活动有关的工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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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现象等。主要对象有∶泉、并、钻孔、淹没矿井及生产井巷等。

12，4.2 霸站的一般要求

（1）建站前必须编写包括观测项目。观测层位、钻孔，深度、钻孔结构、施工要求。止

水方法、止水要求、孔口装置以及管材选择等内容的详细设计。

（2）矿区地下水观测，必须把各个观测站（点）组成一个完整的观测网。
（3）地下水观测点的分布要与水文观测网协调一致，对与矿井安全关系密切的观测项

且，要求采用自动记录仪进行连续观测。

72.4.3 监测站（点）的布设源则

（1）一般监测站（点）应布置在矿坑充水来源地段。如;开采设计范围内影响矿坑充
水的含水层、岩溶发育区段、构造破碎带、接触带;老窿积水区;地表水体与矿坑间以及

由于采矿影响可能成为矿坑充水因素的含水层等;勘探期间尚未查明可能对矿坑充水有影
响的区段。

（2）进行预先疏干和采用帷幕注浆，防净墙防治水的矿区监测 站〔点>的 布 设，观
测孔控制到疏干与堵水区的外围，以检验治水效果和监控地下水对采矿的影跑。

（3）观测孔组成的观测剖面，应控制不同水文地质单元和动态变化特征不同的区段。
一般矿区，观测剖面不得少于两条;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区不得少于三条，每 个 剖 面

2～3个*测点。
观测韶面线的组合形式，一般有"L步、"T、"＋"、"+"或放射状等儿种 型

式。各矿区具体布设形式的选用，视本矿区水文地质特征而定。
（4）在有河流通过的矿区，观测剂面应沿地下水流向或垂直河谷方向布设。当剖面横

切几条河流时，观测点应布设在溪流、湖泊、水塘、洼地的边上。
（5）监测地下水液向时，应布设在有代表性的地段，并使观测孔构成三角形观测网。
（6）观测点不应设置在居民多、用水和排水量大的地段以及能影响观测资料异常的地

段（如排供水装置地段、监测水质点应避开污水流经地段等>。
（7）尽量利用地质勘探阶段已设置的地表水及地下水监测设施。地下水监测要利用一

切可供利用的地下水天然或人工露头。利用地质钻孔时，尽量避免采用小口径和泥浆钻进
孔。
12.4.4 蓝测内容及婴求

12.4.4.1 地下水位（压>监测
1.注意事项
（1）地下水位观测点，应以长期观测钻孔为主，并尽量利用被淹没矿井、不常用的民

并以及能反映岩滔含水层水位的落水洞或落水井等。
（2）当矿区内同时有几个含水层时，应分层观测水位。一个观测孔揭露几、个含水层

时，可分别设管、止水分层观测水位。
2.观测孔分类及布设要求
（1）采区边缘孔∶布置在距开采边界50m的地默内。当分期开采和露天开采阶教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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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充分利用上部坑道或露天合阶重新布孔，使观测孔不远离采区。当采区与不均匀含

水层接触边界较长时，除剖面上的边缘孔外，尚应沿边界加密观测孔。加密的孔距，在岩
溶含水层为50m，孔隙、裂隙含水层为100m。

（2）中圈孔;孔位应设在勘探或设计所预测的疏于漏斗水力坡度发生转折地段。
（3）外围孔;布设在补给边界和影响边界的附近，掌握降落漏斗发展方向及预测爆陷

区的扩展范围。
（4）安全监测孔∶孔位可根据塌陷区的安全问题，不稳定的补给区和起重要阻水作用

的构造、岩脉、岩层等隔水边界的分布状况来确定。这些地段中的勘探评 价孔，应 保 留
1～2 个钻孔作为长期观测孔。

3。观测孔设计及质量要求

（1）口径∶一般口径应大于9lmm，终孔口径不得小于75nm。需安装自记水位 计的
钻孔，口径应大于110mm，若动水位埋深大于50m时，口径要求大于150mm。

<2）井壁结构∶井壁地层为稳固基岩的观测孔，可采用裸露井壁;井壁地层为不稳定
着层或松散岩系时，必须安装套管和过滤器，过滤器的孔隙率应大于10??

（3）观测第四系以下含水层水位时，对第四系岩层需下护壁套管，严格止水，止水类
型宜用水泥或粘土止水。

（4）对观测孔孔口的固定测点、地面标高，均应作四级水准测量和座标测量。
（5）孔口需加盖、上锁或安装保护装置。

（6）只有抽水单位涌水量大于0.1l/s，m，注水单位吸水量大于0.51/s，m或注水水头抬
高Im后，水位能在2h内完全恢复的孔、井才能作为长期观测点。

<7>观测孔的孔深，必须低于疏干时该点的最大降深水位，靠近疏干钻孔泄水点（或
坑内泄水点>的观测孔，其深度必须保证在泄水点的标高以下，透水性良好的岩溶、裂隙
等漏水地段。

（8）观测孔孔斜要求每100m不大于2°，自记观测孔孔斜为1"。
4.水位观测要求
（1）观测时间见表3-12-5。

主要测点的观测工作，应与矿区长期观测网的其它项目同步进行，一般要求在同一天
内施测完毕。

〈2）观测精度∶水位埋深在50m以内、观测精度为±1cm。大于50m者，观测误差应
小于±0.05??

（3））每年观测一次孔深的变化。
5.设备及仪具

地下水位观测设备及仪具见表3-12-6。
6.提交成果

（1>把每个测点的水位埋深及标高、水位变幅等记录，分别装订成册，并注明该站出
现备种事件。

定期校核自记站记录曲线的走时、水位，并标记水位标高，每年记录装订成册。
（2）应提交的成果∶
地下水位变化曲线图;



“：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矿区地下水动态观测时解间隔表 袭3-12-5

补糊扩大范照基理期及观腾点 发生憋井灾客痫下凿生消单 海排夜复期 及"铁 京 期 一-- -直-- ， ” ”。 ，项 日 名 称

逛 线感理坡亚 r日i-u 包活井筒在内海15分10 。采区边缘孔 日 i刷
煨 钟观测一次至水位稳定n广的151~5 !中■孔 1 亡’反 (-售 <0.6- 3030外园孔长 夕’

砷连 <0.5连 紫 1015位 30塌陷区 值部。
5岂 <20.5占5 。隔水边界孔

喜自”， 自 定矿其 连胺我自记含、s 1-s105~10 济型国监1~s 10即记益酒水兼

要卜长铝响 约 日 记自a i1~5日 10自 记10”，矿坑排水量
-t直自；-煎水孔及

董要衣点 。5畜； 30 。熟 流量
本 按矿山实际管要丽定钻 孔

上酬 网涌水 点
网 上带本 点本
同调水点 、色、

问 按常 要 而 定撸水吉砂量

备 注 I一水文地质集件简单类型;1-中等类型;Ⅱ一复杂类型;表中激字单位为每次测测刚隔的天数

豪子-12-6地下水位观测设备及仪具表

用 生 声厂酬型 号 主要技术性的名 称

测量深度度 10m 保定辉矿轻型电
。名言！ 适用于钻孔、并长期藏测水位之用 祝够厂电教尺寸。912mm蘑并陪半 长20mm

上海地质测温产图0～50℃ 可连缘则量井《孔》中地下水的水位、水盗、
DWS 仪器 厂最大调整-0.2～＋0.8℃三用电导仪 矿化度。宜予在环境酮度-5～50℃应用

仪器质量2kg

上海地质自记日期一月 适用于连续具须繁变化的《孔>水位观测窝
仪器广记录镜度主1。5cm

多孔抽水时观测孔水位的观调红膜一自记水位仪 直径φ?0.φ50
井口直径不小于中8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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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地下水等水位线图（每月一次，1 ∶2000～1 ∶5000）;
疏干漏斗剖面图;
各中段的疏干边界图（ 1 ∶1000，根据生产需要）。

在矿床疏干稳定阶段，上述资料可改为每季提供一次。
12.4.4，2 地下水放量观测

地下水流量观测对象，除对未疏干的含水层泉点外。主要是矿坑（井）的通水点的流

萌。
1。涌水量观测站（点）的布设及位置选择
（1>浦水量观测站（点）分固定站和临时站两种。在一般情况下。矿井的每一个开来

阶段。每一阶段的不同开采翼、不同开采层。疏干石门或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开采区城，

或某些重要的水点（长期涌水的大突水点、放水孔等），都要设立固定站，长期进行涌水
量测定。采掘工作面的探放钻孔、一般出水点、井简新揭露的含水层等，通常都设置临时
站测定涌水量。

（2）重要水点附近、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区域、排水井的下游、疏于石门水沟的出口处
或各主要含水层水沟的下游、不同开采属大巷水沟入水仓处等，都是设站（点）的位置。
还有如巷道或回采工作面在地表水体、上覆强含水层、老廖积水区以下通过地段;或穿越
导水构造带、岩溶发育带和接触带等处（见图3-12-1）。

浴

,8。
~[·

图 3-I2-1 某矿坑道和矿坑水动态观测网分布综合平面函
1一中央矿井;2一主宴逆新层;3一南塑断层;4一坑内动态观测点;

5一含水裂隙的产状要紫;6、7、8一一、二、三水平巷道

（3）大巷水沟设站处3～5m内的水沟要顺直，断面要规格，沟底坡度要均匀，流水
要通畅稳定。特别是大巷入水仓处的测站，要远离水仓口20m以外，避开紊流段。测站处
要用油漆书写站名并设有明显的标志。

2.现测时间
一般按表3-12-5规定的时间观测，雨季应加密观测。
竖井一般每延深10m，斜井每延长20m，测定涌水量一次。每新揭露一个含水层，每

封完一次水，虽不到规定的测水距高，也要及时测定涌水量。
3，观测方法
1）容积法
适用于Q<11/s时的短期测点，计量充水时间不应少于20s，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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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y (3-12-2)“’
式中 Q——-涌水量，m*/s或m'/h;

V——量器容积，m8或l;
r—流满水福所需时间，h或s。

当测定顶板淋水时，可用塑料布接水汇入容器，按上式计算水量。通常重 复 测定 三
次，取其平均值。

在井愉开凿时，常利用迎头水窝来测酒水量。其方法是∶用水泵将井底水窝内的水位
降低一部份，然后停泵，测量水头升高到一定位置所需时间，按下式计算。

。哔 (3-12-3)

式中 F——水窝断面积，m';
H—水位上升高度，m;
——水位上升时间，h、mi或sy

Q—-澜水量，血8/、m3'min或m/s。
当开卷淹没时，也可用此方法测定涌（突）水量。
2）浮标法
适用于有规则排水沟和大流量的短期观测点。测水沟上下游过水断面平均 值（F>及

浮标流经两断面距离（L）及所用时间（t）按下式计算;

。义 (3-12-4)

此法简单 易行，涌水量较大时效果较好。由于水湖的粗糙程度和通风的影响，计算时
常乘以水面流速系数K（当水深为0.3～1.0m时，K值取0.55～0.77;断面很粗糙 时取
0，45～0.65，很光滑时取0。8～0.9;当水深大于1.0m时取0.78～0.85）。

注意事项;浮标漂流总时间一般不能短于20s，如果水流很大，可酌情缩 短，但最少
不得<10s

浮标数量一般每次2个，重复测两次，两次漂历时间差，不得超过10??
3）堰测法
按螺口形状分为三种，见表3-12-7。
注意事项∶
堰板四周不能漏水;
堰的口缘应尖锐，没有缺口与凹痕，堰刃口应朝向下游;
堰下游水位应低于堰槛，以保持射流下空气能自由流通;
三角堰堰口角度为90°;
梯形堰堰口边坡1∶0.25。
4）流速仪法
适用于水量较大的矿井中。此法使用方便，运应性好，精度高。测流时断面位置要选择

在巷避比较规瓣平直。水流比较平穆的区段上。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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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3-12-7遵 测 法 计 算 公 式 表

理板种类 适 用 散 国 符 号 说 明计 算 公 式

遁用于?=5～30cm三 角 耀 Q=tch?√Th Q薄量1/s，Q<5001/s
h一过堰水位，cm;B*20,40,42,60,64cm梯 形 堰 Q=0.018Bh√万 g一堰口底宽，cmrh=25～150cm
C—三角墠测法的康阻系

继口窄乎水沟时 Q=0.01B38（B-0.2k》h√万
数，确定方法 见 装

矩 形 履 堰口年水沟一样宽 3-12-8B=20,40,50cm Q=0.01838Bh√万ha 5~30cm

摩 限 系 数 表 表3-12-8
ch(em) h(cm) c

0,0142<5.0 15.1～20.自 0.0139
5.1~10.9 0.0141 20.1-25.0 0.0138
10.1~16.0 0.0140 25，1一0.0 0.0157

V=Kn+C (3-12-5)

(3-12~6)“诞
式中 V———流速，m/s;

K--仪器的倍常数;
m--旋杯转速，r/s3
N——旋杯总转数，I;
T—相应的测速历时，s;
C一仪器的摩阻系数（见表3-12-8）。

用水流速度U乘以过水断面S，即得涌水量。
Q=VS (3-12-7)5）水泵有效功率法

利用水泵铭肿排水量和它的实际效率来换算涌水量，一般实际效率只有铭牌的95??6》流量计法

观测矿井总涌水量时，根据本矿并总涌水量大小、排水水质和排水方式等情况，选择合适的流置计进行观测。
4.观测仪具及设备

根据不同测法选择仪具和设备∶容积法需用秒表和量水桶;堰测法根据水量大小选择
各种不同规格和型号的堰箱和堰板;流速仪法可参考表3~12-4。流量计法见表3~12- 9。
选用适当的仪具测流。水泵有效功率法不用专门仪具，利用原有的排水设备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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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9流 量 计 法 测 流 设 备

适用管诚 常用流量范圈进/h适用条件

亲生产厂戴吟学口散 准号递 工作题力张小 当铋号周量惕单片一 <Pa)（m通>

矿 清 水05 o.4 10xI5 i天律市自LXS5010 ,10
1.10j 同出85 1×105BO 上 动化仪表放翼覆式水表

三1.4o I 上10×1053250100
同 上2.4063106“客 10×10s
上3006co 10×105“z20LXL型水平

35 网 上闭 上“空一 10×105750300顺翼式水费
阀 上茎一 1×10'4600 2800 考’
网 上岂 20 26×10°10o100 XSF一40型与XSJ一41型LWC型轴入式

300 同25X 105告。皆予 上 积算绩率仅配用150锅轮流量变迭
国上250室酬 18×1055 上200 今

网 上120450200 16×10390
网上1z00 16×10570022048o

工 3.5宫 16×10 满流霍派量值可设定为20～LD型电蕴揽量
9 16×103680 10m/s任意最侧。乌’崩端载

灵长管那搬积阳
“富 ]6×10“2858 袭中所列为1m/s的流量与

上国 LDZ~1型转换蕃配用150 64 “128 10×10
220 55 10×10>20 114
3oo 90 10×18S1825b

 z4e120 10×105含30
ao8040o 1×10si2zo

0.571.18嵩 2.26 与LDZ-1泰转摘播配用裁LDF型甜患电
么、、25 测粮摔电导率>1~5磁流量变送器

网 上 同16×19* 上自80 一仓自”“s8 “儡“冥 56
32150 。128
2235880孔板流量计
38 20×10*152 60气 85

吕14 可 自 行 加 工6312o 水滴
62台” 03120 n 20×10'125iv31402o3
108175162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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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料整理及提交成果
（1）通水最统计∶首先把不同层位、地段测得的涌水量长期观测资料汇总，然后统计

各阶段不同层位的总涌水量的动态变化及矿并总酒水量的动态变化。
〈2）编制矿井充水性图∶充水性图。一般以比例尺1;1000~I r5000的井巷工程平

面图为底图编制。对范围大、阶毁多的矿井可分区或阶段编制。

对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含水系数大于5的矿并，要求每季编制一次;含水系数2～5

的矿井，每半年编制一次（分丰水、枯水期）;含水系数小于2的矿井，但具有水害威胁
的每年编制一次;无水害的可不必编制。

一般矿井充水性图应包括如下内容;并巷揭露含水层的地点、标高和面积;井下涌水

或曾经涌水的地点，涌水日期、水压、水质、涌水量和涌水特征（一般填写最近 -次教

据）;防治水工程位置，如防水矿岩柱、防水闸门、挡水墙、超前探水涌水孔及疏干放术
孔等;老窿及被淹井的积水范围和积水量;矿井排水设施的分布情况、数量、排水能力及

矿坑排水流经路线;充水断裂、强岩溶带、接触带及裂隙带的位置，大小及导水性;各区
段岩矿层的富水性及隔水层的分布状况等。

（3）编制涌水量与有关因素的关系曲线图，常用关系曲线如∶
浦水卧——单位卷道长度关系曲线图;
涌水量—-单位采空面积关系曲线图，
涌水量——-随开采深度变化曲线图;
涌水量——大气降水量变化关系曲线图。
12.4，4.3 矿区水质观测

1。水质观测的目的与任务
（1>研究各种水源对矿坑充水的补给关系，查明补维水源和补给途径的变化，为矿坑

水的防 治 提供依据;

（2>研究矿坑水的侵蚀性，为并巷构筑物，机械设备等的防蚀工作提供资料;
（3）观测矿区供水水源的水质变化，为保护供水水源免受污染提供资料;
（4）研究地下水中有用组份和有害组份的含量变化，为矿坑水的综合利用和防止环境

污染提供依据;
（5）基建矿山及投产的头三年内，对矿区主要水质观测点，每月须取样化验一次，以

便确定水质变化规律和开采后的水质变化趋势;
（6）水质良好而且变化稳定的正常生产矿山，对其排水和供水水源每年至少要做1～

2次检测。
2。水质观测点位置选择

水质观测点的布设取决于井下通水点的分布，地面钻孔、井、泉的位置以及它们所代
表的含水层层位。其位置如下∶

（1）可坑排水点的总出口处;
（2）在坑道内占总涌水量5??上的涌水点;
（3）水砂充填和水力采矿场的汇流水沟处;
（4）水质异常及地热异常的涌水点;
（5）位于矿坑充水主要迳流方向上的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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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矿床底板承压含水层及可能与矿区含水层有水力联系的地表水体和桌水;

（7）采样点力求布设均匀，般主要含水层不少于三个点，次要含水层1～2点s

（8）地表永取样位置应分布于矿石、废石、尾砂的堆放场及工业废水排放 点的上下
游，并尽可能与流量测量位置一致。

3。水样采集的技术婴求
1.）采样的一般要求

（1）坑内涌水点采样时，应尽景靠近出水点，以免炮烟、粉尘混入g
（2）坑口排水点采样时，应在排水沟内收赛，以利于抽水时混入的空气遇出;
（3>钻孔采样时，放水孔和涌水孔可在孔口接取∶孔内取样要用定深取样器在已确定

的进水部位采集。
采样位置确定后，固定不变，每次观测都在相同部位采集，以利对比。
2）含不稳定成份水样的采集要求

含不稳定成份水样的采集要求见表3-12-10。

3>采样数量及存放时间
简分析样∶500～1000ml，全分析样;2000~3000ml;综合分析样（包括特殊项目）;

5000ml;细菌分析祥∶500ml。清洁的水;容许存放72h;稍受污染的水;容许存放48h;

康3-12-70含不稳定藏份水样的取棒法

康样数量不 热 定
 事 项处置方法及瞻定剂数量 柱1

<1)胶 份
同时取商（全）分析禅.25~0.30煎尊味己” 加2~sg大理石粉
称水样（带孤子）的置量加L0ml1∶醋融制音藏球加2～3al25??0.3~0.5总硅化物 验融钾溃液和1ml4 ??氢氯化韵溶液
所用盐酸不应含有欲测的 金 属 高1.0钢、铅、伴 加 5ml1}盐尝溶液

子，严摘炭止砂土颗粒温入

如水样洞浊，需迅速过沸，再接左淡水加15~25ml顾酸一醋遵缓净海液（pH
列寻缓进行0.5铁 =八>;乳水及殿性水加Smllu1碱酸润液及

0.5～1.0g硫酸氢
事先险取样氯的容量，取样时挂怠加1-3ml碱性碘化弹洺液，然后加3ml家

惠内不过猫有空气，并记聚加入试剂化锰，播匀密射。当水样售有大量有机物及
0.3 总体积和水温还际物质时，荫先加入0.5ml澳水（或高幅溶 解氧

酸钾），摇匀放置2dh，然后加入0.6ml水
福脱糖皇。再拉上述手续进行。

保持冷冰，尽快送运分析0.5命叠 每升水中加2g氢氧化钠园体

网 上上国0.5图化窃
中豆中 1.0 加力.7ml浓碗酸酸化：

加4～5m1浓盐酸酸化8～3南
比色达需取2～3盐酸酸化章钠慧好奋 一鞘祥

样瓶内不应置有空气，详细记录取用预先抽成真空的破璃扩散蕃取样，无扩0.1肯 祥时阔。灌免搅动水鸭散涨时，可用干净的普磨口玻璃桌的痰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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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污染的水∶容许存放12h∶细菌分析的水;容许存放4h。
4，水质分析项目及误差检查

1 ）水质分析项目

（1）简分析;包括水的物理性质（温度、色、口味、气味、透明度）、HCO3、SO4、C1-、

NOz、NO5、Ca2+、Mg2+、Na*+K*（差减法）、游离CO2pH值、总硬度、暂时硬度、
永久硬度及总矿化度等。

（2）金分析∶包括水的物理性质（温度、色、口味、气味、透明废）、HCO;、SO+-

Cl"、NOz、NO3、CO号、F-、Br、1、K*、Na'、Ca2+、Mg"+、Fe+、Fe*'、Al**、
NHt，Cu2+，Pb2、Zn*+、游离CO。、侵蚀CO2、H2S、可溶性SiO3、pH值、耗氧量、
总硬度、暂时硬度、永久硬度、楚干残渣、灼热残渣等。

（3）生活用水;包括水的物理性质、肉眼可见物、pH值、C1~、SO2-、HCO3、CO3、NO∶
Fe3+、Fe*+、Mn+、Cu=t，Zn2、Pb*+、As3+、Se'、Hg、Cd*+、Cr°、氟化
物、氰化物、放射性物质、挥发酚类、农药（DDT、乐果等）、阴离子合成洗涤 剂、游
离性余氯、耗氧量、溶解氧、细菌总数、大肠菌类及杂菌。

（4）工业用水∶pH值、重碳酸盐碱度、游离CO2、Ca*+、Mgi*、CI7、SO?7、总硬
度、暂时硬度、永久硬度。

（5）特殊项目分析;通常是在总结矿区水质变化规律之后，再根据矿山需要提出某项
元素或多项元素组份的分析。

2 ）水质分析结果审查
（1）阴、阳离子毫克当量总数在理论上应该彼此相等，但在化验分析实验中，因各种

原因会产生误差。简分析的分析误差不得超过5??全分析不得超过2??相对误差X可
用下式计算（钾、钠离子为直接测定）!

。三K-三A、100%X=÷豆K+工A (3-12-8)

式中 汇K——每升中阳离子毫克当量总默;
Z.A——每升中阴离子毫克当量总数。

（2）总含盐量与溶解固体的审查∶溶解固体的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相差不应超过
5??当含盐量小于100mg/时，可允许相差10??

总含盐量=互A+EK（毫克当量/升）

HCO0（毫克当量/升）一溶解固体=EK+>A- 61.022

（3）HCO5、游离CO。含量与pH值的关系如下;
pH=6,37+lgCHco;-IgCco。

式中 CHco3—HCO;含量，mg/l;
Cc∶——游离CO∶含量，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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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来的pH值与实测值之差，不应大于0。1，最大不得超过0。2。

（4）HCO5、Ca*+Mgt+、HCO7+ SO-的关系，一般关系如下∶〔HCO3<

〔Ca2*+Mg2+）<〔HCO3+ SO〕（毫克当量/升）。如果不符合上述关系式，则应将

分析结果与该种水质的其它分析结果相比较，进一步鉴别水质分析的正确性。

（5）总硬度、碱度与离子间关系;Ca**+Mg2+（毫克当量/升）=实测总硬度（毫克当
量/升）误差不应超过1毫克当量。当有永久硬度时，（CI-+SO社）2>（K++Na+>;

总硬度>总碱度;暂时硬度等于重碳酸根离子的含量。无永久硬度时，总硬 度=暂 时 硬
度;总硬度<总碱度。

（6）高耗氧水中，遗明度小，色度大，否则即含大量亚铁盐或硫化氢。
（7）天然水中如无NO3，则亦不含NO。

5。资料整理及成果提交
1>资料整理
按观测点把逐次水质分析结果填入"水质分析成果汇总表"，对分析成果进行水质物

理化学分类，并评价水质变化趋势;编制主要离子"水化学玫瑰花图"。
2）提交成果
每年按测点水质分析结果编制"测点水化学成份变化曲线图"、矿区水化学特征分布

图或剖面图（比例尺1/1000～1/5000）、标志元素含量变化曲线图或等值线图;提供水
温观测成果表;对有热异常的矿山，还需编制矿坑各阶段等温线平面图、地温剖面图和钻
孔井温与地温梯度曲线图等;必要时应提交"矿区水化学观测报告书"。

12.4.4.4 含砂量观测
1。观测点的位置选择

观测水量、水温、水质的观测点，若发现地下水浑浊，就要进行含砂量测定，尤其是
岩溶矿区更应加强观测。观测点数量及位置视本矿区具体情况及观测要求而定。

2。观测时间
一般观测时间间隔10d左右，雨季增加观测次数，疏干试验期间，间隔30min至4h。
3.观测方法及设备
（1>比色法，利用不同浑浊度目测水拼的含砂量，用于鉴别需否进行含砂量测定。
（2）沉淀量高法∶含砂量较小时适用。水样注入量简，加明矾搅拌后静止一定时间，

测其沉淀高度，计算含砂量。可在预先试验得出沉淀高度与含砂量的关系曲线上查得。
（3）简易密度计法∶含砂量大于10kg/m3时，预先用密度计测定配制好已知含砂遗的

水样，绘制密度计读数和含砂量的关系曲线。
观测时，用量赁取水样，摇匀后，测得密度计数，再用曲线查得含砂量。
（4）干砂百分质量法∶采一定质量的水样，烘于称得砂质量，计算干砂的百分质慨。
（5）主要仪具有比色管、量筒、天平、密度瓶、密度计、烘干箱等。配备数量视其观

测点的数量和观测期限的长短而定。

4.提交成果
提交矿区内各观测点地下水含砂量测量结果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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鳙写单位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编写人李玉山林参

13.1  矿山防治水设计经济评价的特点和要求

13.1.1  防治水设计经济评价的主要特点

矿山防治水技术措施是保证矿山正常和安全生产的必要手段，同时也是进一步提高矿
山企业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在进行矿山防治水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评价时，不但要对设
计方案本身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可行性作山可靠的评价，而且要对防治水措施在提高矿山
总体经济效益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论证。

实践证明，矿山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水措施后，采场在人工疏干条件下的无水采搦作业
冈未经疏干的自然状态下有水采掘作业相比，后者因受水害而增加的生产经营费用往往要
比前者用于防治水工程的总费用（包括工程投资和直接经营费）还要多。也就是说，矿山
采取了适当的防治水措施后，给采掘工作带来的经济效益，有时要远远大于防治水措施本
身所支付的工程投资和直接经营费用。这种情况在我国矿山开采实践中，无论是露天开采
或地下汗采的矿山都不乏实例。

例如山东黑旺露天铁矿在1976年以前未采取疏干与防渗措施时，采场最低工作水平的
采揭工作均在水中作业。据统计，其设备效率、材料消耗、运输作业和劳动条件等各方逼均
与上部工作水平的无水作业有很大差别。其中，在有水条件下的穿孔效率约降低50～60??
炸药消耗增加0.68～1.41倍，需管消耗增加1，72～3.21倍，导爆线消耗增加1.00～4.82倍，
防水套消耗增加3.70～10.62倍，挖掘机工作效率降低约24～60??同时有水作业给采场
运输工作带来了许多严重的危害，包括线路下沉，维护困难，矿车经常掉道，翻车事故增
加，冬季含水物料在车箱内冻结，造成废石卸载困难，影响排土效率等等。此外，采场劳
动条件也相当恶劣，采场工人长期在水中作业，职业病患大量增加。

又如大冶东露天铁矿采用采场底部井巷排水措施以后，起到了预先疏于的作用，采场
内基本上实现了无水作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据统计，每年可节省台阶超深穿孔进
尺约30000m，防水炸药约300t，仅此两项每年即可节省经营费用约75万元，而全部井巷
排水工程总投资仅402万元，大致相当于5～6年时间即可回收全部工程投资。此外，疏
干措施对露天边坡稳定性的提高也有良好作用。据岩石力学试验表明，采场上盘边坡大理
岩在未疏干时的抗剪断强度为60×10~Pa，疏干后可提高到74×10°Pa。由于边坡岩体在
疏干后的强度和稳定性均有所增强，其最终边坡角亦可相应提高。经初步估算，若采场最
终边坡角提高2°，就可减少上盘废石剥离量约240～260万m3。

上述实例充分证明，矿山防治水措施不但是保证矿山安全生产的必要手段，而且它本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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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但是，防治水措施的工程投资及其效益又不同于一般生产项目
的工程投资，而是具有与企业环保工程投资相类似的如下两个特点∶

（1）防治水捕施的工程投资是矿山企业项目总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不是 直 接

用于矿山某一相对独立的生产项目的投资，而是为保证矿山安全正常生产和最大限度地提

高企业经济总效益的一项必要措施的投资。

（2）矿山防治水措施的工程投资一般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而是以间接效益的形式
植含于矿山开采的各生产环节中，有时还表现为某些非数量化的无形效益或社会效益反映

在矿山周国地区的环境地质、水文与工程地质，生态平衡以及地下水资源平衡等各个方面。

13.1.2 防治水设计经济评价的基本要求

根据防治水措施工程投资与效益的上述特点，在进行项目经济评价时，在评价的内容
与深度上应满足如下要求∶

（1）由于防治水措施的投资只是矿山企业总投资的一部分，因此在进行投资与效益分

析时，只需考虑工程的直接投资和直接经营费用，而不考虑其相关项目的间接投资与费
用，同时，也不需要对该项投资的筹措计划、清偿能力和获利能力进行全面的经济分析与

评价。
（2 ）由于防治水工程投资一般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在进行效益-费用分析时，

必须充分考虑防治水措施给矿山采掘作业各环节带来的间接益和其它社会效益。
（3）对于防治水措施给矿山及其周围地区带来的某些非数量化的无形效益，可作为定

性因素来加以分析。
（4）在进行防治水措施的技术经济评价时，不仅要从保证矿山安全生产的角度来分析

采取防治水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要从最大限度地提高矿山企业经济效益的角度，
对矿山是否需要采取专门的防治水措施进行深入的经济分析和论证。特别是对某些水文地
质条件并不很复杂，从生产安全角度来看并不一定要采取专门的防治水措施，但从提高企
业经济效誉和防儿因地下水资源破坏而导致某些不良社会影响考郎，却有可能需要来取专
门防治水措施的矿山，更应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后作出挟择。

（5）防治水技术方案的确定，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从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多方案的
比较、优选和论证后提出切实可行的最优推荐方案。方案比较可按各个方案所含的金部相
同因素和不同因素计算绝对经济效益，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对比，也可以只就其不同因素
计算其相对经济效益，进行局部的技术经济对比。但应注意保持各个对比方案的可比性。
此外，还应注意在采用不同计算指标进行对比时，导致出现相反结论的可修性。

13.2 矿山防治水设计的经济评价方法

防治水设施是指专门用于矿山防治水技术措施的各项工程建设项目，包括地表和地下
的各种防水、排供、截流、疏于、防渗、排水、监控等工程设施，以及相应的供电、管线、
装备等。不包括利用采矿工程兼用于断治水工作的工程设施。

对于防治水专用设施的经济评价一般可通过项目投资的总经济效益、项目 的 年 总效
益、年总费用、净总效益、效益费用比以及水害总损失等指标的计算，并应用费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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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对防治水措施的费用与效益进行详细的分析对比后作出评价。
对于某些非数量化指标和社会效益，可作为定性因素进行适当的分析与评价。
综合防治水措施带来的矿山经济效益和非数量化的社会效益，进行全面分析，最终作

出防治水措施总效益的评价结论。

13.2.! 防治水设施项目投资的总经济效益计算

总经济效益（E。）是矿山达到设计规模正常生产年份时，防治水措施的净收益 与 它
的总投资之比，其表达式为;

3Bi-C气户
E。=· (3-13-1)一

式中 B;——为防治水措施在第;个项目中的效益（i=1、2，⋯，n），万元;
C—一防治水设施的年经营费，万元;
I——-防治水设施的总投资，万元。

总经济效益（E。>为一静态指标，可反映出防治水设施投资效益的好坏程 度。所 计

算的E。应与设定的基准收益率（i）相比较，当E。之j时，所i定的防治水方案就是可接

受的。

13.2.2 防治水播施的费用效益分析

费用效益分析是防治水错施经济评价中丹常用的一种评价方法，它是通过计算项且的
净总效监和效益费用比等评价指标来衡量所拟定的防治水措施方案的经济合理性。

按静态计算的项目年净总效益（E>和年效益费用比（R）的表达式分别如下;

E = -C-E8-C (3-13-2 )“ (3-13-3)
按动态计算的年效益费用比<R'>的表达式如下;

B2初川’ (3-13-4)C1见 叶着；
-十-+i)1

式中 B-—年总效益，即项目取得的年社会总效益，包括防治水措施给矿山采掘作业 各
环节带来的各项间接效益和可计量的各项社会效益，万元;

C-——年总费用，即项目的等额年总成本，它等于由防治水设施的投资换算出来的
等额年成本与防治水设施的等额年经营成本之和，万元;

i—-利率，%;
疗一—服务年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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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等额年经营成本，万元;

p投资现值，万元。
当计算的E>0或R'>1时，所拟定的防治水措施方案就是可接受的。当几个不同的

防治永方案均可接受时，应优先考虑E值和R值最大的方案，但间时也应考虑各方案所产

生的非数量化社会效益的大小，从实际情况出发，权衡利弊，择优选取。

13.2.3 防治水播施的非数量化指标和社会效益分析

矿山防治水措施可能给矿山生产和社会环境带来的非数量化效益和社会效益主要反映

在如下一些方面。
<1）改善生产劳动条件，防止和减少安全事故，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
减少潮湿作业的职业病，提高劳动生产率;
杜绝或减少因突然浦水使矿井受淹、生产中断而造的经济损失，
防止或减少露天边坡塌方或井巷工程片帮、冒顶事故等。
（2）改善设备作业条性，促使生产成本降低∶
有效的防治水措施可提高软地答强度，防止或减少在砂层、软土等松散士层上作业的

汽车、挖掘机的陷车、陷铲事故;对有轨运输可以减少因路基不均匀沉陷而造成的翘车、

掉道事故;
可减少因地下水造成炮孔坍孔和因泥水掺入造成的排土场塌方事故等。
（3）控制或减少矿坑污水对环境的污染，并使周国环境受益;
控制或减少污染矿区附近河水、农田，给农业、渔业以及周围环境带来的公害造成的

损失;
控制或缓解由于矿山开采对地下水进行深降强排造成矿区周围地下水资源的破坏及工

农业、生活用水矛盾，并可以控制或减少供水补偿的经济损失。
（4）控制或减轻在矿床开采过程中因进行地下水深降强排而引起的地面塌陷对矿区周

围环境的破坏程度和经济损失。如因毁坏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和青苗而支付的赔偿费;因
破坏周围民用、工业、交通建、构筑物等而支付的损失费和房屋搬迁费等;因恶化矿区工
程地质条件，造成矿山额外增加的土律工程基础处理费用等等。

在矿山防治水经济评价中，对以上非数量化的指标和社会效益，在矿山开 采设 计阶
段。往往是无法用货币价值进行衡量的，因此应根据每项措施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的分
析研究，并作出定性评价，以作为综合评价时的重要依据。

13，2.4 防治水播施纳编合经济效益评价

在进行了以上防治水描施的矿山经济效益指标计算并对防洽水措施在改善生产作业条
件、保证生产安全和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等方面的非数量化指标以及防治水错措施所带来的杜
会效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后，就可在此基础上余面衡量防治水措施的综合经济效益，最
终得出是否可行的评价结论。

在进行综合评价中，必须从防治水措施创造的矿山经济效益高低出发，兼题 其它效
益。但是，在矿山防治水工程设计实践中，有时会出现以下情况，即尽管防治水工程的矿
山经济效益较好，然而社会效益不佳，甚至会给环境带来严章的不利影响，而最终予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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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对于各项评价结果，必须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为防治水措施的决策提供

可靠依据。

13.3 矿山防治水方案的经济效益比较

当通过上述经济评价，认定矿山必须采用防治水措施时，在具体防治水设计中，还应

进一步进行多方案比较，以便根据择优原则。选定经济上合理和社会效益良好的最佳防治

水方案。
在矿山防治水多方案的经济效益比较中，一般可通过计算静态差额投资收益率与差额

投资回收期，或动态最小投资现值和最小等额年总成本等效益指标来进行方案比较。

13.3。1 静态差额投资收益率和差额投资回收期

静态差额投资收益率（R。）是对比方案的年经营成本节约额与投资差 额 之 比;静态
差额投资回收期（P。）则是R。的倒数。它们的表达式分别如下∶

ci-c (3-13-5)Rae “””一：
I,-1Pa= (3-13-6)C-C:

式中 C!、Cl——分别为两个对比方案的年经营残本（不含基本折旧），万元;

I、I;---分别为两个对比方案的总投资，万元;
在方案比较中，常常遇到甲方案的投资高、经营费低，而乙方案的投 资 低、经 酱费

高。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通过上述静态差额投资收益率和静态差额投资回收期两个指标来
评价两个对比方案的经济效果。

13.3，2 最小总投资现值比软

现值比是把各对比方案在项目生产服务年限内的所有支出<如年经营成本）按基准收
益率或设定的收益率换算为基准年的现值，再与初期投资现值相加，求出各方案的总投资
现值（P.>进行比较。

现值比的简化表达式（设投资为一次初始投资，逐年经营成本均相等，项 目残 值 为
零）如下。

P-4-（1-2"一 (3-13-7)+Pi(1+1一措

.式中 i-—贴现率，%;
n——服务年限，年;
A-—等额年经营成本，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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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投资现值，万元。

各比较方案中Pπ值最小者为最优方案。当各比较方案的服务年限相同时，宜采用 现

值比进行计算。

13.3.3 最小等额年总成本比

成本比是把各对比方案在项目建设和服务年限内的所有投资支出，按基准收益率或设
定的收益率换算为等值的差额年成本，再与等额年经营成本相加，求出各方案的等额年总
成本（A。）进行比较。

成本比的简化表达式（简化条件同现值比计算公式）如下∶

i(1*)5+A” (3-13-8)
八”十“”！

式中符号同前。
各比较方案中A。值最小者为最优方案。各对比方案的服务年限各不相同时，宜采用成

本比的指标进行比较。此时需先求出各比较方案不同康务年限的最小公倍数，以此作为计
算和比较的基础。

13.4 矿山防治水设施的经营费

经营费是矿山防治水设违在使用期间每年总付出的维持费用的总和。它包括直接经营
费和折旧费两部分。

13.4. 直接经常费计算
直按经营费包括设备运转和照明所消耗的电费，设备维修费、操作管理人员的工资及

附加工资等费用纽成。
13.4.1.1 电费计算
目前电费计算采取二部电价制。即基本电价系电力部门按用电单位的设备安装容量或

总降压变电所变压器容量成最大需要量收取的电费;电度电价是根据用户单位实际消耗的
电量收取的电费。电费一般按下式进行计算、

(3-13-9)D= x4 +Sj×12
(3-13-10)X= NTn

当设备较少时，也可接下式计算x∶
(3-13-11)x=NsT

式中 D-——年电费，元;
x-—年电度消耗量，kWh/a;
△—-每kW五电度电价，元;
S-—设备总容量，当由专设变压器供电时，按变压器容量计算（kVA），当与其

它系统的用电设备合用变压器供电时，则按设备总装机容量计 算（kW）
j——基本电价，元，按每月kVA或kWh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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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工作设备（不包括备用）的总装机容量，kW;
Nz工作没备的轴功率，kWs

T——设备年工作时数，h/a;
r—设备负荷率，一般取0.8。

根据电力部门规定，凡用户用电变压器容量在100kVA以上，或用电设备装机容量 在

100kW以上的工业用电称"大宗工业用电"。对此项用电一律采用二部电价制;用电设备

容量在上述规定以下的工业用电为普通工业用电，按相应规定收取电费。
13.4.1.2 维修费计算

维修费包括维修用材料、工资、动力等费用，按单位基建投资乘以维修费率求得∶

飞；信 (3-13-12)100
式中 W——各分项工程或设备的每年维修费，万元;

a——--各分项工程的基建投资或设备费，万元;
m——各分项工程或设备的维修费率，??见表3-13-1。

13.4.2 折旧 费 计算

“”湖 (3-13-13)-100
式中 Z--各分项工程或设备的每年折旧费，万元;

a——各分项工程的基建费或设备费，万元;
n一一各分项工程或设备的综合折旧率，??等于基本折旧与大修折旧率之和，见

表3*13-1。

13.5 矿山防治水技术经济参考指标和资料

下列综合技术经济扩大指标可供矿山防治水技术经济评价和防治水设计方案比较时参
考使用，不能作为编制设计概算和确定企业投资的依据，同时要结合当时当地 的 具体 条
件。

73，5.1 矿山地面防水工程

13.5.1，2 河属防渗工程

由于各地区的材料、设备及人工工资的差异，故使防渗工程造价也不尽相同。表3-
13-2~表3-13~5是部分工程造价资料。

13.5.1.2 水摩防渗工程

表3~13-6列出了背海省大通县莫合水库玻璃纤维油毡防渗工程规模、主要材料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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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3-13-了矿山防治水设施新旧费率和维修费率表

率 （??画年 折 年维修费率项 目
基本折旧弛用年限 综念折阳大楼折阳 (%)

0.5~1问同矿山服务年眠谣霾土结构房屋 ？” c 互闻矿出殴务年阀砖木结构身匣

买 鲜 显 ou 2.80.8元缝密管及修铁管 0.5看

架长扣转 -25 3.5焊接畅管 D.546

名.5 2..例筋混凝土管 o
M5D.251.25雪土。石坝（疑）本筑H

勘售 1~250～1d0 1.25～2,50.2～0.5洞旗

10.2？ t63.23080okW以上

水 6 169825 乡邮300～16okWr。 ” 自 9,34.820100kW以下 4s。 15.6备 9.6 151o其它水系〈深井蔡等）

围e6,9 8.318告宁台

替扬旗 。e 116乡动10寸自

？ 直2，器 4.835高压售电线路 ”2.54 7,420低压轴电线路

5.《21.6 ，8,4225
料图单

300kVA以上： B步”1.34.92030kVA以下

E 5.83.825电气及控制设备

9 8.多气 4.820配电设备

6.423.42 2.5喘600k W以'下F

母得 7.32,小。息2010okW以下

机 2.5 8.0。人50kW以下 J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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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2需薄省湿清集沥膏玻璃纤维市油技渠道衬制试除造价袭

每平方米每平方米每平方洪每平方苯斑每平方米接衬商厚度衬额长度蕲札皿当
材料费用材 砌 惑 式 |维砌运杂缝材料费翔 辅砌总费铺潮人工

华 (cm)(m) 帧<元》【元）《元） 工资（死） 用（元）

190 1-20 0.05明领机转单丢油毯 1.450.15 0,100-10
宁兽0.151980明铺人工单层汕毯 0.100-05 1,100.05

埋蔽式单上油货3.5sp 198Oo 1.7~2.0.15 D.10 1.10 3.1-3.70.50水测混涎土晟识保护县

2.301980 102010cn厚水洗蔺凝土沽病 2.50 5,81。00

膏海省湛海集部分防渗工程造价表 表3-13-8

造 价 （元）衬湖厚度抢工日期 断西面积
方 式衬砌

（年） (m2> 一自” 每 米每平方米

6.4 25-341970 3.98～B80 31.68现浇近膏温凝土
20.806.43980 3,254～6
25.098.0

6.4 3.97 31.96迅浇水泥露混土 101970
罗 39.5而4.9

58.626-4”圈“ 益图 30 9.6
8.0 7S.26

西石门铁矿区马河人工防渗巢摸槽技术经济指标 表3-13-4

项 每方米费用（元） 载冷十皿药着粪择。归“令
了阴粱聚糟浆砌块石 才1.53

桑摘干御块石 20.49 1.6
2（每平万米>粲帮粒科丝纤统准防除层

19.19货土防涂层

辅筑师石垫层 27,53 2.6
埔筑沙百垫层 27.38 台司

浆 的 §b 石 4.6 1.2
现椒沥青混凝土合底 ]30.78
转氧岂巴召酶光淫 256“

囊中营际为1981年划步议计骶算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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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5狭国雪冯家山北干痛沥膏混凝土防渗报标

嬉 砌 范 图 “捆邮待团铺刷厚度 沥青混凝土游地工时间 每立方米沥管混

“目”边破斜长 元）耗量（m3） 凝土造价《元）（年） 渠长（m》 “一名

售l 2261,811,4 110151972

表3-13-6葛合水库玻璃纤雄油毡防渗插标表

B项 葛指

10000自“”防 渗 面 表
24000一甘斗”锥土保护层面农

(m) 1600混凝土板保护层阅积

35.5(t> 青寄 32.6水 泥 ()
4.5 料 一引”针
4。0材 (t)密

60000宝要材料消耗 一目“”玻璃纤维布油称
35.0一”
12.0(t)粉
7.0(t)衫

4.07每 乎 方 米 造 价 （元）

64.07材 料 赞
S.71碾 压 费
8.06各种费用占总工程 运 物费
0.52加 工 费费用的比置 0.12电小碱” 响工 23.1
0,管 理 费

及各种费用占工程总费用的百分比。

13.5.2 矿山疏干操水工程

13.5，2.1 矿山疏干排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国内部分冶金，有色、煤炭、建材及核工业等部门矿山疏干排水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详见表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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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 工程量（四）****） 1985S86I 1985OB6IS861 1GI

2-91-2练 arn SEL 0.66irt中

|119°0技术经济指标 90°TIS'E 88-0YI

微信X 0.1620.148S61*0（元）  10°081立东
战举

try00** 90°9 12.60专业EIF

1985年中 硫干药4体积1.6亿m’，心爆位六位 地下水位满足龙干燥水位降低聚场作业条 就干效果已降到开采疏干效果 下降122m， 土价圆根计要求件自好六
良好

国内部分生产和设计的矿山疏干然水工程主要线术经济拥标牌合表
定额单元 坑内卷巡自动工具与 放水孔疏干与放水孔疏段超前就干 地下丛状坑内降水疏干方法 OI 相结合 众

TORAL保证生产证和生产中的防止基建 贾潜含水层采揭作业安水位。保证上贸街道 防护式维降低地下藐于目的 突然面水 中国移动 啶然漏水，全进行止痛苦
@

华墨点

(P/xu)*矿坑涌 00018 00098 00Z1 000215000B ~×

矿床为岩槽充水钣杂水文地质类型。含水层费溶发育，矿坑希 地质提型中贝陶乐石灰公含水 q=0,15~0,191/s·m,kz0,13矿床为复杂水文地质类型。含加/d，大气降水及马河渗漏补给尊床为岩溶裂隙沉水复杂水文 层，厚度70～750m，K=29.62水景大。矿井疏干指水后，地漏 京茶作员中等复杂程度，主要合水层为中奥陶系灰岩，厚度200m 矿床以裂隙充水为主，水文池塌陷造成地农水与地下水沟通 地下水位年亚化朝度为70m 水层为饲接门板鞋质页岩，矿床水文地质类型 及水文地质特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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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2  国内部分矿山疏干排水工程投资及排水费用
1.石寨铜矿降水孔疏干工程

1）降水孔疏干工程设计投资
石浆铜矿降水孔疏干工程设计投资见表3-13-8.

表3-13-8石浆铜矿膨水孔疏干工程设计投资状

各占百分比（??役 资 <万元） 备型项 多

离干系统共施工34个区域111.4群 井 工 程 61.59
孔，安装34合深芦服，都个降15.93设备及安装 28.5 六礼工程投资为5.3万元

26.72 14,84撸  水  费 排水费不过括抽水试验费

2.03.6水泵  房
5.5410.0动力配载

100.0180.22计静

2）深井泵排水费用
石菜铜矿深井泵年排水直接费用见表3-13-9.

表3-13-9石墨铜矿梁井泵年排水直接费用表
社用影 音Ⅶ今

295807（元）动力咆费 岑装系1970年资料∶按军平均开
1682* 动7台深并汞计算，平均排水高度（元）生产工人工资
11400 60m（元）材料贾
40104（元）折  旧   费
864435（元）年直接费合计
882（10）m3）全年揭水量

0.0418（元）每立方米撑水费

2.大冶铁矿东、西露天采矿场深部井巷排水工程
1）大冶铁矿东露天采矿场深部井巷拌水工程
（1）井巷排水工程设施
东露天采矿场深部井巷排水工程设在下盘大理岩中，水泵房设在-50m水平，安装8 DA

-5型水泵9台，每台水泵的额定排水量为345m2/h，实际排水量为320～340m3/h，额定
扬程165m，实际扬程141m。电动机为JR137~4型，300kW，电压6kV，排水主管φ400mm
两条，井下贮水容积约25000m2。

（2）深部掺水工程的实际投资及分项投资比例
东露天深部排水工程的实际投资及分项投资所占比例见表3-13-10。
（3）东露天采矿场设计排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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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露天采矿场设计排水费用见表3-13-11。

表3-13-10东露天琛部排水工程实际投责表

磅项 回 答占百分比〈??投资额（万元） 备

丝井 鉴 工 程 81,20 地表截水沟投资为1，2、5
8.5234地 长戴 水岗 号输水沟设资

水 3.1612,6浆

揶水管赔及隔阀 3.9115.8
电气设能（配电板> 2.21岛，8

1.60煲 升 设 靠 4.0
合 计 100399.0

东露天采矿场设计排水费用表 表3-13-11

项 回 消耗总量（kVh》 费 用（元） 百分比（??

94190生产工艺过程相电 7.12×1a? 51.4
生产工人工资 28200 2.8
工安府加费 3700 0.4
拆 阳 费 245900 25.4

身签理 7600o “
贯 它 200o 2.1

计台 图它飞 100
1.采用8DA-6型豪，实拆扬程14imr

籍备 2，等立方米搏水电耗1。6kWAh
3。正常年份排水量为448。6万m3

（A）东露天采矿场历年排水费用及电耗

东露天采矿场1966～1977年的排水费用及电耗见表3-13-12。
2）大冶候矿西麝天采旷场深部井巷排水工程
（1>井巷排水工程设施

西需天采矿场深部井巷排水工程布置在矿体下盘大理岩中，自采场西端她表掘斜井至
-50m标高，沿下盘开凿集水平巷与泄水并巷相连通，在斜并下端开凿水泵房、水仓、配水
井卷及配电碱室。设计选择200D-43×5型水泵5台，配用JS137-4型电机， 电 机容 量
26OkW，电压6kV，水泵流量288m°/h，扬程204m。水泵平时1台工作，雨季2 台工
作，排水主管中325mm 2条。

（2）井巷排水工程设计投资
西露天采矿场排水工程设计工程量及投资见表3-13-13。
（3）西露天采矿场设计排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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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12东露关采场历年排水费用及电耗

例立力米工艺过程 每立方米工资附生产工 实系排年培术 实际耗愉当结新旧费年 度 量尊水 量加 费人工资 莘吩羁计总成本用电费 】茶祇电
（元> 淄” 一己飞（汇） <万kWh>一训” （元）（10*m3）<元》（元）

1866.5 8,3760o 0.9578.10,2872800620c0o149525n5*611~12
0.95167,6 159.20.21630*091987 3611361995001210“名号11942i

45,2 0,95325039 0.320100z30001210r1ao 1950o83329i1968

0.95220.30175J21o 231.94069583DQDO199500出名1652481969
0,95387491 0.19 194.4字名145781 204.63004950012101370
0,950.216 158.3121 168.7845 3604853oo1000197t 199500
495216.30-178227,6403901306o121010ae162191 1995061972
0,49123808.170121000 262.04185181950226801973 30000

0,31s 一4773101210 151.8宁号 39060 -285600 1950197s
1.08219,9 239.0s3001210100o 467?10 0.212260819075 199500
1.51216，心142,4 D.3091160o 3000 445101076 1950012101980
1.6223B 当器“679710 0.285I216197? 3ab800195901190o43800

注。上表是根据矿山历年实际资料墨分析计算的。

表3-13-18逐需关采矿娟排水工程没计工程量及救资表
悌贼项 国 占投资育分比（??度（m） 王 覆 量（m'）长 方完）

7.17~4z26 1347撞详
5.7尊 夕岩一119z92场

-25 3.9713”雪
2.64 2,540交 电 所

11.3ju-8。2358水 食
11.5f12.0of2400336-50m平 卷
10.71.282240锤水井稽
5.8。台一号跟能土
4.95.o助水门

s9o 2.8650铺 就
16.822.61设备费
d.9s.0o管 材
5.2夕宫临时工程及橡水构

720 由台未瓶晃费
1001o4-47f合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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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露天采矿场设计计算的排水费用见表3-13-14。

表3-13-14西露天采矿场设计排水 费用表

乡项 消托总量（LWk> 费 用 （元） 百外比（??

工 艺 用 电 73.5110410133021&
工资 5.968900
工资附加费 4100 “”
折 旧 费 11400 7.8
修 现 费 11750 7,0

包其 3140 2.1
响 刺 149700 140

1.根韬矿万成本计算，每一吨原矿所摊排水费为0.15元;
部备 2。每立方米播水电箱2。4kW上y

3.正常年份播水量为55万m'

3.金岭铁矿铁山矿区排水工程
1）地下排水设施
金岭铁矿铁山矿区地下排水采用潜没式聚房，排水设备选用14sh-6 型水泵，水 泵 扬

程为100～140m，流量为850～1250m°/h，水泵允许吸程3.5m，坑内排水实际扬程为90m。
1972～1973年间，矿坑涌水量为3.0～3.41万m'。1973年坑内矿石产量为56万t，上部露
关矿矿石产量为6万t。

2）排水费用
金岭铁矿铁山矿区的排水直接费用及分项百分比见表3-13-15。

铁山矿区维水直簇费用表 癫3-13~15

每立方米排水电瓶（kWh） 排水直接费用（元） 各占百分比（??
回物

1972年 1972年1973年 1873年 1973年1872年

料 费 7,320.603 004 S.52
排 水 电 稻 0.5 85.360-48 385.710035 Q,038

工安（包括附加工资>和巷理费 7,32O.0d2 4937D.003

解立方米推水费用合计 宁名0.041 00100

4。凡口铅锌矿疏干排水工程
1）疏干排水设施

凡口铅锌矿采用专用截水巷与坑内丛状放水孔相结合的超前疏干措施。其各排水阶段
的排水设备能力见表3-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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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口船钟矿备排水阶段排水设备德力豪 表3-13-18

流量（m3/h>台数（舍）水景型号 程（m）排水阶康标高（m> 崇 电机功率<W）

四 303B-20×tA 128～185 2504800

250～480 3003R-200×4A 128～185<-40 ， 40268~312肉DA-0×8 234~345
2258B-200×2 即7~119 300～54-80
智28看～945，，68DA-8×9 ” 301,5~351-160

2》疏干排水工程投资
凡口铅锌矿疏干排水工程投资及占采矿部分投资的百分比见表3-13-17。

表3-13-17凡口解锌矿疏干排水工程抗资柴

（万元）投 喇 疏于排水工程投贤占采矿总议资此例（ %>

综照 帮千蕃青矿山设计规供类型 端靥瞒疏干箍水坑! 碳干工裂袭空}磁干工程 苹土藿 工程谷计工理谷计

6.81 15.89。1g235327 562溢汁

3 ）排水费用
凡口铅锌矿1979～1973年排水直接费用见表3-13-18。

套3-13-18凡口努锌矿轿冰直接费用表

19372年171年项 1073年1870年四
1.2费 12、22,1,9一岂讹”被 料

180.6140.885.2 1zt,0《万元）动 力费
10.811,6.63.0（万冠》工资及常加工资
192。A“型学40.1 1309（万元》请食
1389142815801601一占自”年 培 水 最

0.15 0.1390.080.925每立方米择水度姜费用 （元）

5。水口山铅锌矿排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排水方式及排水设备
水只山铅锌矿采用地下开采分段接力排水方式，矿山已并采至十一阶段，十、十一阶

段设有临时水泵扬至九阶段，九阶段转排至五阶段，五阶段直接排至地表。
五阶段水泵房没有SSM8×8级水泵10台，水泵扬程300m，流量288m*/h，电 机功

率440～500kW。五阶段水仓容积3800m3，排六管为中426× 8mm焊接管3条。
2）排水主婴技术经济指标
水口山铅锌矿五阶段历年排水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13-19。
6。鹤岗兴安煤矿排水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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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口山铅锌矿历年排水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装 表3-13-19

要 指    标技殿主

度年 年排水电耗昼夜酒水经年通水致 每立才米桥水年搀水电费 每立方米排水
（10°m2） （万元）（万kWh）（10*m2） 电耗（kWh） 电费（元）
654.5 1.81967 107.21676 2.6 0.16
964.5 22562.7196B 2.3136.5 0.14
1327.7 3.61969 856Z 2.2189.1 0.14

2.7989.21070 2056 2.1144.2 0.50
1971 2,17790.3 1720 24111.8 0.15

803.31972 2.2 114.81782 2℃ 0.14
1073 2MA896.1 1680 122.9 1.8 0.14
注五阶段排水扬程为229m2。

I）排水设施
鹤岗兴安煤矿采用地下开采方式，竖井开拓，一段排水，扬程150m。泵房设在90m水

平，共设9台泵，其中ARIL-3×300型水泵4台（Q=240m3/h，H=210m），配440kW
电机4台；3B-200×4型水泵2台（Q=390m3/h，H=208m），配410kW电机2台；
DK400-200型水泵3台（Q=300m2/h，H=240m），配440kW电机3台。一般同时开动
3台，共设五条管道，三条使用两条备用，管径为200mm无缝钢管。

2）排水费用
鹤岗兴安煤矿排水费用指标见表3-13-20。

鹤岗兴安煤矿拌水美用猪标表 表3-13-20
皿项 折 标 各占百分比（??

修具记件费 （元） 5000材
第 油料、棉钱贵 （元） 1800 1.08踏 其它材料费 （元） 300

那  水  电  费 （元） 578000 88.:1
工资及尉州工资 （元） 2000 3.05
折扣 （元）招聘 48150 7.35
车间管理费 （元） 2000 0.31
合 计 （元） 655250 001
每立方米排水费 （元） 0.088
野立方米排水电耗 (kwh) 1.4----
*煤非水景 （m3） 小1

注∶1.表中探水费系根据好山摸供的实际资料计算的；
2.略煤排水量系统1974年货料计算∶1974年总排水量为745万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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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媒炭坝煤矿排水技术经济指标

1971~1974年间煤炭坝煤矿排水的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13-21。

案3-13-21薄炭坝煤可排水技术经济指标鞭

采吃煤持年滑水登 县著嵩兴每立方米打水采吃蕉赵耗昼夜添水量 采闻媒挑水
年 度

电耗（KW）托电费（元）电耗1Wb》小”名中心(104m3（104m3） 水量（m3

望0.35 3.5165 72、8187] 680 18.3
63.小0,5179.216，思12861301972 38
66，恶4.00.76宫而1973 18,596020

F13 98,05.90.87122.5197 18.15880
挂;1.寝中指标系燃炭坝媒着国个扩井的综合技术经济指标，排水实际扬程高厦为1的～24mg

2.五育冲和老山边矿井为一段排水，东风和竹山瘫等井为同象善水。

8.黑旺铁矿排水量及耗电量指标

1）排水阶段及排水设备
黑旺铁矿露天矿采用移动泵站排水。其各排水阶段的排水设备能力见表3-13-22。

寝3-13-22属旺铁矿各狮水阶段排水设备能力装

扬程（m） 电机功率（kW>流量（m3/h）台章（台）水 聚 型 号撑水阶我（m）

v“ 799 客9295
12sh—9A 6B41 13S43110 126h一9B
12ab一9A 。 1684占120 12.h-9B

2）历年排水量及耗电量

黑旺铁矿1966～1973年历年排水量及耗电量指标见表3-13-23。

表3~13-23黑旺缺矿历年排水量及耗电量来

尊 由电水 量乌’
年 度 每立方米排水耗采略矿石排水量（四3）年推水量（104m>> 年耗电量〈万kWb） 电括（kW五>

797622712 0.3319e
0、3265512071967

盈 0.295824 391968
0.487981684 401969
049950197L 321970

“过合 0.7245197t “图
0.72106o2715381972
a.6314102231 告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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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北锦河铁矿排水设计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排水系统及排水设备能力

北铭河铁孜采用地下开采，竖井开拓，接力排水。在副井-50m水平设6.9万m*/d 排
水能力的泵房;在西风井-110m设4万m3/d排水能力的半永久性泵房;在中区-230m水平
设两个0.9万m2/d排水能力的泵房，各泵房排水设备见表3-13-24。

表3-13-24北铭河铁矿各誉水阶段排水设备一览

-50乎采阶段标商（m） -20-110
 久系 房 型式 水 久半 永久 永 久
排至地表排 水 有 式 排至地米排至地表 排至·50m附段

H 6200常 690d 74000涌水登（m2/d） ”段 移6o “芯艺各名 138000
常正 告名名设计拥水能力（m'/d） 4000 80004ga0o水却 690g 曲乙召 890o

掌程 “自 33 393 18613
型 25D一60×良 250D一60×1 250D-60×250D一6×9号 e u台水 。12泵
就量（m3/h 485485 420 485
岛模（m） “艺440 222e0

响 ISQ1510-4理、 JSQ1512ISQ1514-4 TSQ10
850容量 （kW> 1050850 约名机

转数（∶/mnia> 1485 1485 14851485
电 压（kV） 。86 6

客真径（mm> 40400 4Do鞭 水管
多 e -占4数

2 ）排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北铬河铁矿排水设计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13-25。

北铭湾铁矿摸水主要技术经济推标表 囊3~13~25

由项 标勤

客 （10*m3Jd》正 .7.水消 量
大 (10*+m*/d)盘 涵

正 （m3）常 110派每随矿石排永量
吃 大 一司“ 1d,6

采每纯驴石撑水耗电量 《Wh> 31.5
（元）采每陆矿石锦水祥电费 2.08

排水工程投资 《万元） “占名
持水工程投资占全扩总投资 《%) 7、
采每闻矿石排水工程投资 （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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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梅山铁矿矿井排水工程设计投资
梅山铁矿一期工程并下排水工程的设计投资见表3-13-26。

载5-73-26汽山铁矿排水工程授责寝

排水工租投资可山机械 答占百分才劲 甘合 占一期工程总排水井卷工 程 项 目
敷（??管 微弹耕 投资比例《??

36。D41.6物水并巷费用<万元> 41.6
64-8 14573839.8 4~035。6机被动力费（万无》

③35.8 115.2 1004.039.841,t排水工塑费用合计〈万元>

11。金山店铁矿矿丹排水工程设计投资
金山店铁矿一期工程井下排水工程设计投资见表3一-13-27。

表3-13-27金山店候矿排水工程投资表
分 项 投 资 《万元》 占全矿总投资比例<??摊水工程总投赀（万元）

勤 力构氏首嘉塔并端鹌
1.52.852,518.电104.7

12。姑山铁矿防治水工程投资指标
姑山铁矿属第四系孔隙充水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床。矿山防治水措施由早期采用单

一的降水孔疏干改用地表与地下联合疏干并辅以粘土防渗墙的设计方案。矿山防治水工程
分两期进行，一期井巷工程及疏水构筑物已施工。一期防治水工程的工作量见表3-13-28，
二期防治水工程的工作量及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13-29。

晚3-13-28帖山铁矿一期防抬水工程量表
投资合计投贸做算（万元）进 度 安 律

数 （万元）工 程 名 赤 射 1983年1981年j1882年1982年19814 11983年
28。0028.0066。显 井 （m） n.

52.00!24。63 15,0312.3429240 4BO1013(m)腹干平巷（
8.5e5.13 1。4328100128一“当”段培平验
23,1210 20-70自 12,42乌激水孔（个）
10,2410,24w售激水孔<个）

2.07 2-07言一 (~的风乱（个）
其 3.381.631,751529观溯孔（个） - 5.005.0-水聚蜡（座）

少当- 3、20!沉 砂坑 （个〕
少宫6.<048048排水管透 （m）

290防 涂 墙 （m2） 148.52554.1596、39.9054.486中命“
生，1.由干前三华-30m平合未剩育出来，故上表投资价算来包伍粘上额渗墙和斜井的授赞

2，得一期工程喉得一定使验后再发签二期工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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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29姑山铁矿二期防治水方案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项 标碧Ⅱ

m) 67井版= 208(m)兴合 ⋯⋯ --
平巷（包括联络巷道240m） 1792(m)期

敢  水  钻  孔 （个） 30H
量水钻孔 （个） 响

瞿 粘土防漆喷 （m2） 7301
（万元）投 资 388.5

YKC30塑冲击钻 （白）

离干工程主要设备
9

tm3索 斗 炉 （台） -
北侧斗汽车 （第） 2 -

125一160×6型深井泵 （台） 26
1

（台）1500KQ100垄渗水泵 3
威本 每跑开石疏干成本 （元） 1.35

13.新浦磷矿疏干技术经济指标
新浦磷矿采用直通式放水孔与专用放水巷相结合的疏干方法，矿床疏干的技术经济指

标见表3-13-30。
新疆确矿疏于技术经济指标表 赛3-13-30

投资（万元）日 法 标招 备多
-50m顶板穿酥联络巷盖（断面4m2）（m） 12.13436.3
-50m顶板放水卷道（断面4.5m2）（m） 369.5 13.56
-32m底板放水卷道（断面3.6m2）（m） 与通风卷合用12.06519.7
直通式第水孔（中150~4300mm）（m） 其中φ70mm者72m16.844037.41
就测孔（中108mm）（四） 822.72 3.13
疏于工程总投资（万元） 不但括井下排水设施设备投资57.21
疏干工程总投资占金业总投资比例（?? 上5 合
多年平均矿石年产量（万t） 7.5
多年平均可坑捶水蛋（m3/d） 2928 ---翠平均排水耗电量<kWh） 720700 "
每巧瓦·小时电价（元）

!!!

0.131
年揭水电贾<元） T69C6
每立方米带水电费（H=85m）（元） 0.091
平均每明等石排水量（m1） 13.67
每时矿石鄂均掺水费（元）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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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阳春碱铁矿疏干技术经济指标

阳春确铁矿采用丛状放水孔疏干，矿床疏干的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13-31

袭3-13-81阳穆疏铁矿疏于搜术经济测标表

注B刺 指 标 *
21，因（万元）地画河道改遵投赞

30-09（万元>井下康干工程投贤 包括放水硐宣和放水站花

《万元>碱平工程总投资 51.80 不包括井下排水设备及霞备费用

3.46小徉”每尾矿石旋千工程授资

3一目“”设计每随矿石排水量

67一目“” 固扩石滞髓，不集达到设计产量实际锈筑矿石排水量

0.049（元）实际每立方米排水成本

（元） 6-03 排水荡验110实际每吨矿石排水威本
小苜” 0.069每立育米排水电费

杏 不包括井下挑水设施服衡减干工程投资占企业总投资比洲（??

13.5.2.3 矿床疏干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绩制
目前我国矿山防治水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粪无统一规定，各矿山设置的防治水机构和

人员编制，都是根据矿山水文地质条件的复杂程度和担负的防治水任务范围，根据实际需
要确定的。下面仅列出两个比较典型砂山的矿床疏干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实例供设 计 参
考。

表3-13-32站山铁矿疏干队人员编创豪

场备人员（名）害工筒唐、 e机 长 而台船执人员编制
莓调日 ·f电辨 工站 探 队 -材 料工e小 29

工 20例混井泵塞

略 工 12。H*检修 班 ”电： 士不
19办 计 -机电技术员 r水文地质技术员

土工实酸室行取管理机积 e行政管理人员
小 针 、6
合 计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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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姑山铁矿疏干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
姑山铁矿疏干队的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见表3-13-32。

2 >茂名油页岩矿疏干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

茂名油页岩矿疏于排水队的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见表3-13-33。

我3-15-33茂名油页岩矿疏干排水队人员编制载

曲 织 人员〈名）种 答 奈‘
省 开锁和下管时再肉排水斑惜电婚工泡正、副机长 o地质测水工

钻 机 班 ；电 瘁 工
25钻十

小 让 30

司 聚 工 29 包括濒井泵自动控制系统的安装和维修

与电 工

钳 工 lu”吊车倒机

？三轮车司机
才汽本司机

蔬 于 班 油库管理凤 e炒水表工 ，水沟维管工
本 工

四椎土机司机
占行政管理人员

宁中 80

牢 工 捆负全队配件加工、旋羊孔过渗器制作，。
火电焊工 ， 供篝水水累的安装和维修，念民的火电焊接？戴 工

工作，水系船的机巷和防腐等任务，督 工
替 水 班 ？起 重工

可泵工 30
占电 工
易行政管理人员

办 63 计

命丰 208

注;晚干队迫负地下水疏干、矿山防排水、矿区工业用水、矿山水文工租地贯编寡和跳子井的施工住务。

13.5.2，4 苏联一些铁矿床蔬干的技术经济指标
苏联一些铁矿床疏干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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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默一截富水铁矿床疏干的

页平
疏 干 含 水 层 水 文地 质 希 抛 碱干 降 水 孔

矿山名教

细长图 号善关 壁舟改量导压系数渗进系敷冰头高度 间帮度
方法合水层名际

k个）(m>六寸(m*a>l 一小苜”(m/d>八日心小目”

巴特移层 35~70 2～14 。3～60 42米哈做癌夹高

联合1,05~8赛请曼-月里布铁 事

砂层 e来哈依骼夫饮 50酶”0.5～1,2堵晶矿层 40～10990石 蒸 岩 扩

品30赛诺曼-两尔必 收合列销金富供矿 ，砂思 40～60 学。
当列鼎金铁石英 截书：0.2~2.4缩爵矿层蹴’ 事

联合瓣谐受-网里布等托依林富恢矿 ⋯秒膝 16040~12o120
载刊斯托依林铁石 坡晶矿屋莫岩扩

地表2.2～16断字喘褐蔷出消缝 70~120o]4e安r鲷尔制罐夫装矿 惠平6~17费尔赫林泥灰岩

560 410 p,5×164.2煤膜石灰粉

3 5 10.2~15,6白墨系配灰岩 联合J3×10520.1～2.6乌赛诺曼·网尔必
砂层 v540“35 250 .a×1040.售融消溢兴舞碍 沃尔什砂发

鲜刊一0.3～2.2h.ex10s340卡将砂层及砂岩 毫
夹层 46o 0.18200纳膈矿足

0,8×10*D.216.6[160～210115齿克砂层扎激罗日渔I铁 联合14 ro.01j4×1077034萨尔男特石灰着 u一多矿联合企业 30 218~24t,35～u,75自整系石灰署、
瑭平砂岩 9.713o 1.7×10*中.02350均晶矿屈

义 联合告 e30白呈系砂层 158| 100~12ei20~150|1
施干宗科脂大铁矿 告 o.8~7.6古生代石灰岩

 联合 ，白整系砂层 het昌制一萨尔邦按铁矿 古生代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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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354主要技术经济指棕一览装

成 本单位投资矿山总我资程 量本 磁干某
设计端消临助疏干 卢布）（卢布）（百万芦角）较淄水地下腹于设施

出 规模 碱干货吨矿濡响递发干投 色|吨矿晚薯刊平煎通式直煮式放水孔薯刊也 产矿单烫所占散水孔放水型总长度 ;方式 ）单级费万t/a） }占北例】总威l排水舞施 (m酵常尾 论数馆 串式尖叫偿竖投资Zh> 位投资帚一一置 桑
一自” 本(m) （??c个） 5%)(m)

疗 2.s1oo0oteoo 17.8ssoo 2.925.397.o253.9 e.08a1。7图喷对井点
兼兴

7or.110o1soo 台”艺号名台一8 o.os23.60-110.8 0.9|1.2

21.7浮助吸 13.8 o.532.76宁夕s0.7800 22、1 l2.45

露关401541z7o 6c0o
o-05o.138.8558.3岂艺名泥 船 5.30.7319 ).96

喷射井点 1。38寸15s.6 o.4138.95.0400 3.6l194
区名 40n10 颗徉占艺名一及浮 动230o

2.2一台业 3t2.5匹户中2ooo吸泥船 宁丝i.30o.56

15.8徉sooo 150o 1,350o.02ao.6ss.0.431.03237.4 1.7a

过泻含11s43oo se.7地下35o 16.670,873s,s25s450 亨业7、4

18.z8.34s2o05 夕堂一54.0926.9” 4.324.5600 4.62[

超常碱2s~50智各 宽天 2.2612.819.423.5127.塑2020 2.48 S.a3o.13s220
水 钩

边装水平1124oo 13.7?2350 6.521,26B.225.22000需天 183.2 0.1262，2司
孔放 水

13.5.3 注蔡防渗靠幕工思

张马屯铁矿及黑旺铁矿注浆防渗帷幕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13-35。



1782 第三篇 矿山防治水

表3~13-35盛马屯铁矿及黑旺被矿注浆防渗精尊主募技术经济指标豪

标货B明
张 马 电 铁 扩 旺 铁 矿膈

维 幕续益长 1520450(m)
1zO460(m)帷幕平均深度

“图入目 182400维幕总面积
一十 15034性 浆 孔 数

〈段） I?r注聚 段 数
84.67(m)让聚段 息长

23381。5滥司岩。靠钻 舞总进尺 (a)

28d.52 268,57（万元）钻 探 费 用

99.3051.07一截”站探费用占工程总投资比例
237, 24.80小出菲”注 浆 畏 用

36、28一徽” 4z.56迷浆费占工程总投资比例
1、8k3.24(t)每术注浆段水配游耗量

99.58（元）每米柱感扭贸
67.19 674.78（万元）惟事工程总投资

161.4135.1（万元）其它总费用
29.026.37(%)其它总 费用占总投笋比训

】3.5.4 混凝土防渗墙工程

国内部分混凝土防渗墙工程的技术经济指标见表3-13-36。

表3-13-386混凝土防诊墙技术经济霍标袭
降台紫机适孔观模土浇注最 济 指 标防渗墙含水层 工数（m/d）

每立方j平方 工效当鲜、砂砾 备 迕遭孔机城墙器厚度 墙愿!等米造【3
工程名称 二券湿懒崇醛略

维土月?嘴端六溢性 视费用任烧注墙综合 <《a1
(m/h)右层 ”费用成本

《无）|m) m)（出》 ”补不甜
1982年工

群决算成本、
CZ2冲粘土及 遗孔工效为

闻！直 d.5042,0e)10.2 以砂砾有层可凶一 315.0g13.85号锦州铁食金厂 为主的混合击 钻1 层 土层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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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衷
每台钻机路孔含水层 防渗填 混凝土悦出经济指标 工效（m/d）

每立方都平方工器名称 工效 升速砂砾每米酒增探 墙厚邮胞 造孔机械 往备米湖派米防渗
岩经 孔费用土微注二维修合 基岩土层(ml

（元）汉元用威 (m/b)(m)(m) 15 /h)石层(m) 4
（元）

粘土及 北06-20 1971年塘碧口水电站 影 30.9福 >294.01 429.77327,051.325 11.201.833
石  层 击 紫 工决算成本

土及叶庄铁矿 19~1 SPI-300 1978年熊砂形 0.6  B7.6 141.1 >2雪 书 油 断转钻机 工决算成本岁星
砂层龙口梁家煤矿 XU-650X 1984年篇主井湖桑土 及土 0.75106.76278.21351,0350d2 区钻、CZ-

唯事防渗填 层 工决算成本2°即击钻
龙口北启煤矿 砂层

1976年151 |0.9|192.75 201,92|396主井混亮土 55及袭 网 上 工决算成本粮草防渗填 ±
西石门铁矿 粘土 1984年初只是梁尖牌街 271.91:77.67|507.68|5.250.641 S.15 步设计概算截 潜 填 层 指标

13.5.5 高压喷射注浆工程

高压喷射注浆法施工速度、用料及造价的一般指标见表3-13~37。
高压喷射注菜法施工速度、用料、造价类 表3-13-37

鄂 Ⅶ 鲁 二重管营 三重营
水 泥 耗 量 <t/m） 介于单皆和三重管之阐0.18~0.20 0.4～0.9

血/h 4~5 1.2~1.4例 上施工速度
mi/h 30~119

每米造价（元） .50~80 80~100 120～180
每立方米能喷表价（元） 介于单智和三重管之间130～210 80~120
每平方米能喷着价（元） 70~100

注7985年货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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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设计地质工作常用资料

编写单位 湖南省冶金规划设计院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区岳林 杨学敏 林 参

附1.1 周期表元素分类

附1.2 元素主矿物
元 素 主 矿 物 表 表附---2

无段 序 主矿物名称及元素威元素量高氧化物在矿物中的百分敷威乎量孝 素 号 注备（m表示兼大值）
水 胆机日 安脱石 石油出强石青- 白云母1,08 11.6 元紫百分数v 13～152.32,5 05

保生石中石盐中Ho 独居石中铁矿中e 4.602e6
留属扣“ 磷铝石。 透镊长石绿辨云母组云母 王摘嵩以趣铁圈云母6.840 8～10售 Stn 5. 4～6 1-44.5

氢化的百分数绿柱石 金绿宝石日光橡石 似酪石Be 曾耀石硅够石， 顾家石 蓝柱石9.012 乡]4 43m14 20 9.T 15m 17
系货石B 诗当田。 钠 耀解石【形 ;【硼镇铁矿圈钾镁石硬嘉铸10.81 硅钙御石

乡。40 62.5 36 16 60 51 22” c 金刚石 北祥 蠕售 自云石石油 玻珀端炸令z2.0

完素百分煮
109 10p 80～98 17.5 799

猫砂弟硝石 购石 晓钠晒江N t i4.0oer|16.5 13-9 5-826,2.。 e 16,990 矿物中隐自热单质、硫化蜘、氟化物，化物等外，均含有氯， 冰品石旷 家砾钙饰童石。 离申氟镁石 一茸卓消出章善窒物18,9984 耐54 ①614d6 207 3.5像

Nero20.178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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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等购名称及元素项元素最高风化物在矿物中的百分散整元周
职子量 备  注申黄 （m衰示晨大值）期

钠云母 纳长石磋砂热沸石花鞘钠闪石篦石石膏Na Ⅱ 22.989B 11.816.216.315.1 10.56.153.1 19

萎软有 红氧澳石尖晶石方便石进闪石水摸石白云石 光出石Mg 12 24.306 14.628.200121.7 6324.646.6 69

氧化物百分散
蓝晶石明孤石 高岭石冰箱石MH暇石三水帮石一水帮石2. 26.981518 25100636585 as 40以" 铁信帽石铁微横石红林石钙长石叶蛇软石白云母青石石英Si 14 28-386 3636.842.845.265.6100 2943
细品牌英 独居石 磷灰石*名*喷涂灰石胶状磷酸酵仁美 请勿好矿

白 4730.973815 278738.5 45483615 Se
钠明乳石膏斑铜矿自然破蛋黄饼矿黄铁矿32.06%9 15.118.825.510053.4 to

氯铜石角银矿甘汞力钠石石盐 氧铜矿光齿石钾盐铁矾CI 35.45317 6424.7157.312.760.7 1614

押长石中白榴石中*绿石中白云石中
39.94818Ar

元素百分数押锁孔 白云母黄乳杂度石黑云母光卤石料长石将盐× 39.09819 11.89.8725.715.64,4m16.816.963.]

方帮石确灰石白鹤矿 白云石中解石堂石 石膏男女孩40.0820Ca 30,425.932.555.619.4 554108

航虹羊 水搬石中规模矿中塑云母中情石中黑钨矿中21Sc 44.9559 40
锐饮矿白仗石 氧化物明石板饮矿饮味快矿复海金矿钛铁矿金虹石22P  |7.90 百分*1001002999m 14411649

P 凯铅* 元素量广州霞贸幼祝健康销美磁快矿机酸钾钠绿硫钒矿铜铅锌酸例云母
50.941 I231 232029m 3819 M26 19

硬格尖晶
复杂数量邮铁甙培******石招聘新候*铁矿 烙铁矿招格快了

51.99624Cr 315565 60m 301650
软懂T 碱植草留方解石灵罐*硬储矿水倾扩斯坦*搏饮料54.938Mn 25 2572 60m6269.663.2 6348

羯快矿赛铁矿 货供T当货快递针快扩赤铁亭磁铁* 畅饮矿65.B47Fe 26 82.9LIAGO48.270T2.4 M

元素百分数
心

辉怡矿 方钻矿姑华姑土有****碗钻矿御帖矿辉卿怙广27Co 68.9332 20.738.932m35.55Bm28m 2035
普华铁龈辉悦棉矿微辣虾保贫快矿鲜弹擦冷针破摔扩红即排*58.71Ni 28 20.7232435 85 4440

孔雀石 赤婀雅自然铜邮储单铜牌辉润甫斑**黄酮*13.548Cu 29 83.810057.452.164.479,863.3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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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例元网 主矿物名称及元素或元紧脉高氧化物在矿物中的百分数

酐原子量9* 串期 （m表示最大值）

帆铅苷矿要十矿蜱索彬虹锌矿一辽南甲 异极矿2n 3065.38 53.758.6 528067” 2o
图土矿中 们闪等矿中雕矿中 恒辉有中白云母中储石中。。l69.72 1.8m

】硫储饮模 元 黑破根锡销石 部霉指媒恢中疏根诸矿G 试飞j72.593 t 中。 御
】矿

素雌贯雄黄 红弹解矿科华着挚 日然碑量 33,74.9216 习 消81 5388o 百擅疗蔬酚 顺姻矿铝矿 硒铅矿拜题腿矿两镍银矿晒银矿 j红硒银矿s ’78、934 142738 吵38282833
卤水中箅盐中氯溴锻矿浪型矿 薯蹈控也B 79.50485 17.842.6 专

Kr 358S.8
正长石 者韩宁一白云母塑云母铁趣云年 的长石天河石Rb 37 85.467gl 。予9m1一3 060,53.2n

中整银询矿天骨石 展石膏中露滴搐菱锂矿 弱灰石Sr 38 37.62 存、47如 .760m 6m
磷妃矿 钇丝石现达触矿娃镀纪矿 能钇矿熟稀金矿操钇馄矿冒 夏粉金矿39 8,905r 15 ，智61 1,d2.230 20

其品都江尔鲜体 蟾英石 异性石好诰石 钛觉姓矿拥钟钇矿 纳辖石泥钠蜡石料钠语石91.40 巴67 5213m 2399 4030
试铁金红能钙钩船算秒 控绿石! |重模铁矿革内麓侈 黄绿石感k 瘤肉Rb4i 92,906 色。3/份634683 19 63 46Gm”

辉佣矿 泪华彩钼铅矿 白弊矿中细势钙矿搭蛤畸Moi295.9A 60m 67 1645、6 含

元素百分覆
材 98.96243 白然界中未发现

端些葬蒜芹香廉钉键矿l金结倾矿 钕铁矿中型44101.07 61 嵌
213.5

六边帧额铑金 曲族矿中 愉中依进矿中砷的矿中 傍铁矿中题钯矿中Rh 45(102.905 一团

6.9 0,64.5“ 1.7
网热把锡钯矿 钯发矿 营怜要酚诏侈价中 辉姐矿中硝钯矿Pd 46 106.4 37m109 “当

勤盘日锌矿自然概! 佛根矿璀菲钩 率 洗红经矿蹄服矿角眼矿 金矿中|Ac 10?.8gs7 乡84m100 B7.10 61,269.1
热湿方餐四蜂矿中 打化循矿碱锅矿 方强矿覆辩矿中差椭矿Cl j12.4台 5 77 74.5 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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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元 生矿物名称及元素质元素最高气化物在矿物中的百分效出周
豚子量 骨  巴中 嵌 <m宏示最大值>果

赤铁矿中，党会保障方程矿中供闪榨*
中114.82In 49"

附赠*疏通船矿自然蜀凤柱惕矿郁石 元Sn 118.6950 OP78.6 10026 B
自然情 货铆印原版中*钙石方鲜可 低郎精石绿华解**121.75Sb 5) 7525100 C383798371P 百碲鲜棉皮 辉煌型*银矿商金额薄偿前事故事

|127.6Te 52 36 36875738 47 中
决策略取钙∶黄澳银矿美国美 瞧赛帮手碘恨祥碘钙石 石126.9045551 54.1 献* 65 4

181.364Xr
德能够事|塑料石中|第一号|德云母中|钟长石中|天河石中|饱摘石132.906455Cs 136m 1 Y10

鄂林长石菜植矿鄂长石喜里石 重品石倾销石137.3456 37Ba 1640.8郎77.877.8
磷灰石中航忆矿建俄亿亨揭帘石氟甲拉狮 烧爆石氟碳神矿独居石

138.90557La
御鞋石揭帘石氟积钙钠|氟酸钠领 抱缘石 氧佩碳**敦层石Ce 140.12 1158 28>70 10nt30m ,80

化***饰*饰*中铺忆广中集碳排有隔离金矿独居石" 中

140.907759Pr 算
独目石弹包矿中磷灰石中见变石中杂桃矿中揭帘石中144.24PN 60 百

+自然算中宋发观146.061QQ
确灰石中忆置石中杂视矿中数据石 纸尿裤扩搏布石中丨距伸丨中丨反红鞋挖 +150.6Sm 62

揭石*脾灰石中柳长石中热闹暴脱（发挥发中）转氨粉中方解石中 豐石中
纳享151.98 963Eu

张红硅忆忆整石中绸忆矿中建铈旷中褐帘石中杂铌矿中稀灰石中激居石157.2564Gd
事忆矿中鹤灰石中瞬忆有中见型石中灰岩等中碳黄化

65Tb 158,9254
洪红鞋包

辨证等中杂气中气囊石中病灰石中
162.50Dy Go

换红忆确亿可中茶包矿中瞬灰石中T

184.930467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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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捷

国 序“ 主矿物名称及元素或元素最高编化物在矿物中的百分重
物偏原子量参 号着 （血表示量大值>

速红味忆}
元i碘钇矿中磷灰石中|配萤石中j杂锐矿中巴 167.28雷 平”

，淡杠硅忆配懂石中|杂妮矿中位钇矿中碑忆矿中 ·墅Tm! 138.984雪
炎红硅亿【轨挖矿中案规矿中碘纪矿中钇蓝石中 化啉中Yb0I73.04

物联红硅花航钇矿中起堂石中杂铌矿中忆矿中Lm 174.97 中77
酬含水变种 J】馄带钠石|营英石中 异性石中第H ;赣奖石中7213g.49 。10m 牡

塑龄针置快矿 性盟铁疗重塑换矿饮锐长矿搞忆假引冒7180.947 素86 8380?7m
鸭始矿 白鹤矿峦釜黑钨矿 台核仰斜将船矿妈恢矿力 量la.8s 1s7651 4976 80当砷

懈相矿中凹满萄噢量 中锆蒸万中谈型矿中|Re 186、275
六功依致 啉论撑唑金频观械 硫始钯矿依钱矿 证芽垫香 辉姐矿中|硫帕矿中”？0: 190.z76 中检 25 中

20 矿 ，
磷站带挫祛铁矿 昏肃笋唑伯依矿 汽匀六边乐∶5容 解中倍铁矿中题钯扩中断 中102.22“ 25矿5257 7,5M

自然铂髋铂矿砷的矿 善峦砷笛饭矿;饶铁"中Pr 78。 15.09 58m 84.目81.500
着自然金 蹄金矿国怜着岂黄铜矿中实详矿中方铅矿中恨金矿黄铁矿中AB 9696679

“售 25 章
润审 提红石自然汞| l班梗矿中根汞矿灰晒汞矿 ：g 2o0.5980 86,2 92,3100 谱②

哩事署初韭酒轮银制

名红铊弯 焊轮顿矿 赏拥矿中铊银矿八备才 204,3781 雪 322519
方始矿 煮白铅矿给副矿 帽解矿舞氯锅矿善弯’Pb82207.2 秒。77.86,6 Y068.3 64

整华盛乾物舞证矿 涌兽嫁丝销铋矿自燃轻B 泻夕室兰 自J 8987 67 60中? 毫
Po ,21084 阿胞在某类做英石、福伸石、属云等和制矿物中

A艺 西岩85
【热液了品;热液督矿轴矿物中Rn6 中物2z 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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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干元风 主矿费名称及元素或元素最高氧化物在矿物中的百分嫩
族原于量 备甲 中再 （m表示最大懂）

完兼百分照Ft 。 自然界中未发观223
】某些汇积集些热液;滑据低矿 扩物中Ra 锰矿物中重晶石中中[225.028、

怎化销百分载
轴矿衡中Ac89jar

的杜石橙贫石世石 例晚世矿方牡石 易解石就居石 摊稀土消
2s2,038190Th >97s6923m72a80m 10m ◆

恤矿物中Pa 231.035991
部做物矿晶质缺矿何曲云母钢物云母机惧输首画膏新矿U z38.029图 484252，’予

西青

Np 23.7,04893 下尊

新背镇矿】
伸84Pa 2u

附1.3 地层与地质年代

地层单位和地质时代单位对原表地层划分的种集和各美地是单位术得表
我闸-1-4我附-1-3

缩层划分单位地质时代划分攀他铰 用 散圆主要地层单位术×地层划分的种泰

孝略刀 窗响呼脊岩石地层学的 国际性的 界 代
耐系生物带

索 世粗合带生物地层学的
廷限常 小南”（簇）念陶性的政顶单带 院其它各种带 大区域性的 期增

号景1
当年代地层学的

地方性的时阅带 姐 时（时代、时期》
剧其它地层划分的依据（矿 专物学的，环境的。施观的、

蕲崔器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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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冲-1-5地 层 与 地 质 时 代 表
开始策痘的距今年数

界（代> 蝶”薛” 地光运动分期晨（起》 植钩叫截” 动物
第四系（纪） 全新疑（世）Qh
Q 忍马控雅）更新统（世）Q，

2～3
动上第三系

第三基八铝“民
上新就<食>N2 令新生界（代} （新塔三纪） 中新续《世）N置

下棒三系 渐新统（世）E，Kz
（老第三妃） 始新评（世）E2

中、新生代阶吉新就（世）E，e 被子植制喷乳动物
——-80- 了燕山白型系（纪） 段的构造运动上白墨统（晚白鉴世）K∶

K 下白垩统（早白墨世）K∶ 运动140-
上侏罗统（晚染罗世）i中生界<代）侏罗系（纪）
中保罗统（中侏罗世）J∶- 下像罗统（早侏罗世）JMZ 印支195-
上三叠统<晚三叠盐）T，三豪系（纪） 运动）中三必洗（中三叠世）T3T R行动物下里处统（早三叠世）T

230-二量系（纪）上二叠流（晚二叠世）P;P 下二叠挽（早二叠世）P; 裸子植物华力西\~I~上古生界 270-
石费系（ 纪） 运上石炭统（晚石搅世）C∶ 动

c 中石赞统（中石炭世〉C。（古生代） 网栖动美下有费统（早石炭世）C1岂

证胡断<已》工
古生代阶1~- 320-

上混盆统（晚泥盆世）D;泥盆系（纪>

D 肖整著费中泥盆统（中泥盆世）D;， 鱼类
厂下泥盆统（早混盆世）D，

运动- 37S- ~I～
志留系（纪）上志留统〈晚志冒世）Ss

伸志留统（中志留世）S2雪下古生界 厅志留统（早志留世）S. 加里东
-40- ？（早古生代） 运 动奥陶系（纪）上奥陶统（晚奥南世）O;

中类陶统（中奥陶世）O∶勺Pz 下奥陶统（早奥陶世）O∶
陆生抱子-500- I 端 式嗪薯端小酌义上常武统（晚筹武世）母;

中寨武瑰（中寒武世>6∶6
下寒武能（早寒武世）母; 无 节 都

’量

言召弄”截”邛
动~～第四期）一600 

上腰旦统（晚震旦世）Z、 ～~第三期上元言界 聪且系（纪）
～~第二期相当业方溪

中震旦统<中震旦世）Z3 （晋宁运动）z晚元古代） 月纪范鹏的～～~第一期宫 下震且统（早震旦份>Z; 约追运动不勤烘配栏”
到载潜一-1700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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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距今年数 开始繁殖i系（纪》 地光运动分期棠八库”界（优） 垃领（宜万年） 动物

儿川递
厂细 下元古务势 （日聚运动）S1 《奉元古代>
PL界P

-2050主- 前震旦配阶～第二期
上太古界 郊匿宏酵谆（五台透动）

岛

×招型（学>习
六署炉联疗

2z400~产” -250d
下大古界
《早太古代）
Ar: _270

莺咨予！地球初纫发凝阶段

表帅-1-6我脑主宴构造遇融副期想分
窘诞沿 用 构 避 运 动 名 称 泰 特点|造动 微 动章地层单位 象器《绝对年龄 单位，区万年）

纳护花勒邱尊赵德水沿出中国陵地，其定现代地貌
第四系 普 马 拉 雅香生 明原硫 翼定中国境代构造轮席。岩浆广

常园勤眼
常兰系 （8～130魔期

全同东部最握恋峰？ 伍话动、构造的东西独异明是

垂 拼结 白系
年削隆起，中国痛北再次述成一体（159～790》早婀 省依罗采 巢

印 主（190~280）二叠系
隋的一昆仑 北部、东南高裕皱隆起，岩莱岩华力西-（230～260）晚纲

二叠混
朗山一天山 广泛卧动（S的0） 中别—主幕

石炭原 郸“6 华批、国川盆地一——墙壳整体隆（350） 早孵
艺混蓝系 拓连山南岭 鹰政祝降

些 4380～410）挑病
加里东- 帮连山、关出、大兴宝岭——华喻志组 <遭随起动温K430～460）中期——?蒂 层强烈糟液、岩旅揖慢入喷发

办 ，。 及中国东部）奥阳系 i490～6zd}早期 求南地区——早古生代地屈强烈
福皱变质。混合岩衰武票 兴限 化辑浆经入

{上统解创赌 少林 渡江 ——街子
累 中、韧古随再次上升，华南昆图

晋宁;F统 -—雪持

券二酵醛可 M 断
? 展、板漠擀及西北几个主要山系帽

芹峻 —膏宁 像性规，中国南北连威一体事踏口端 旗螯
东川一武酸—一东安 —四康勤中岗
马梁 ——中后 ——申条长幅积
五台 ——黄阳 运动频繁，强烈，形成三鑫突质p 上 部 阴出天山及秦

限红略
旁

——被山 —--条山 偿群，品舞运功形成中明古陆

1宝秘事平 做足仑同构避下 餐 带离
太 古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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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附-1-7我 胆 侵 入 当 分 期 突

年 龄地 质 时 代 仅 入 岩 类 别主 螺 分 布 地 区（百万年）

宴马拉雅，台筒、较米尔、辛岭、东杏马拉猪烟 <80 伟品港、花岗岩、浅成岩类、超基性岩南沿海
钟一
脑 划 船 黑云母花岗岩、花伤闪长岩、碱性岩樊晚 80～130 东部地区、慎四、西藏，嘻制昆仑山 及浅成岩类燕山

早 期 典云呼花训岩、花岗内长义、樊性老、150～190 东部地区、（镶西、西意）

有 的串衅
印 支 期 黑云触花岗将、石英闪长溢、辉长岩、190~230 官散高原东部、南岭、海南岛、蒸触

部分地区有超基性碱性岩

观 东业北部、内萦、祁连山、钕四，白 花岗号、白岗质花岗岩、基性岩、筹基230~260
邮/

响 中 ，天山、阿尔泰山、北山、大小实安单力西 黑云母花岗岩、花岗闪长誉、基性岩、30± 岭、川窝地区 庭孩性驿

件 早 基性岩、超基性学、花阅岩、花岗闪长350± 天山、滇西、川 襄地区 挚
代 院 东南地区、祁迷山、天山、内 蒙; 愿云母花岗岩、花岗闪长岩、混合花岗北380～410 部、秦龄 字当曰消

中 430~480 都连山、北山、贺兰山、大兴安龄、 花肉岩、减性着、超基性岩、俗品岩袭龄d490~520吃
鄂西，雪螺山、九的山、怀玉山、第三期<澄江期） 700± 大

花岗岩、花岗闪长岩

盛且谨
山、龙门山

第二期（香宁别） 花闯岩、闪长岩、伟品岩、辉绿岩、邮800~1000 川孩地区、鸿西、水北东部 鉴性岩

北京密云、五台山、吕梁山、辽吉地;第一期（四登期） 奥长环班花随岩、斑状花陶当、伟 晶1400±50区、挂北 岩、闪长岩、基性岩、超荔洗岩

玉台山，太行山、大膏山、张山、辽;第三期（日絮） 1700～1980 伟晶粉、花岗岩、混合花岗岩吉地区、邻连山

岗长漱岛 第二期（五台） 花岗岩、花岗冈长岩、闪长岩、作晶阴山、五台山、吕粱曲、辽亲、各中i2000～2100
岩、基性滑

花岗岩、伟晶岩、混台花岗者、基性250±第一期（奉平） 鲁中、燕山、辽东、茗山、太行山 岩、惫塞握是

我 国 元 古 界、太 古 界 地 层 对 比 表 表附-1-8
燕山、大太行、五台山地区地 区 赤北肉潮吕梁山施区 嘉岭地区山 河南膏山地区东青山她区

郭家素亚别强端与攀 陶 湾 银渗沱群 上辽河群 粉子山群马家店群人。 野鸡山群 腾 山 群叶

(30mY东治亚群K130～名 （120Cm以(900～

”首
2000m物 宽坪 组180om)(8870m 上> (100m)(80m)风 河 排

豆村里群(1300～
(300m)2800m)亭、

下 日 梁 称 胶 证 群五、台 群 二道在群 下斑剂群 题岭沟祥（25006m以 (12370～（7000m左右>(10483m》 （宽群）上） (3700m)“部印名引亡
外河口群 获纠群龙囊关群卓平群 山 群 糕男轴辨太吉界 胺 山群系平 群（1500Dm以 (a700~ 一人告匀夕！(2000m>(>748m) 3503(>1060m)> 21600m) 540m)4534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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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4 矿、岩物理力学性质指标经验数据

表附-1-23矿石物逼力学性质指标经黛数据表

松 散系 数硬度系数体 重
崇型晶伟等 (1) (K)<t/m3）.

1.56~15具，3～，B幅状索饮矿石
2.512~183,3~,5条带状色铁石英岩矿石

3.9~4.3 1.68~16致感状寓矿石
34～3,6 1.510~12抉状貌矿石

1.610~163.5～3.?怪集状贫矿石
矿快 1,6~1.8“公慧磷政密状帆就酸铁矿石 矿

I,5~1,810163.名极柴状虾敏善铁矿石

1、总～16.5～3，目薇铁矿石
1.5～1.62-2.3 ；砷风铁矿石
1.5～1,68～103,2～3.筋铁矿石
1.5～1.62~2.3 1～4氟化鳖矿石
1.5~1，番6～143～3.4机酸督矿石
1.5～1.78～142,9～3.B含铜砂卡脊矿石 1.6~1.?g～124.1~44含银盈铁矿石
14~1。65~122.5～446含销黄铁扩石 1.5~I.76～9名.9~3.1凝灰岩型含倾酸聚状矿石
1.5~7.74、0~4.6 “！”凝灰措型合制块状矿石

5～12欢生富舞矿石
“了 1。4~i.62.7~7,8该变花岗岩塑频矿石 1.6~1.710~172.7～3.0富 梗染状贫俗矿石 1.5~1.7占2.6灰岩塑第矿石 1.5～I,610～162.6～3,1沙料型啊矿右
12～182.因含铜石英脉矿石 1,3B～8唑盈斑岩显侧矿有

1.4～J。7；四2.6～2,8片省型氧化制矿有
1.d～~2.09~112,6～2.9片岩型诞化侧等石 1.6~1.79～151.9~2,7躯豫展染型花岗闪长岩摘矿石
1.~1,7B～122,8~3.7铅锌政卡岩型矿石
1.4~1,78~122.8～3。?船钟角孤岩矿石 1,4~1,82.8～3,0 8～8灰冶型授敷状怕碎矿石却莓制 1，心～1.98~123.0～8.石集片发型块状骨仰矿石

5~7 1.6~2.擅5.5~3-6增泥片料型视染状始锌矿石 1,7~1.84~72.0~2,4氧化极锌矿石

1.4～1.76～10，致密换状铜帽矿石
1.《~1.82.7 6～B灰岩型相矿右

物 1.4~1、歌斗砷酸性脉皆型甲矿石
1.4~1，西10~1126～2.7姜染状帽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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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硬度系数体 罩 松 散 系 数
种首 石 类 型

（t/m3） 《1) (K)

.4-1.73.2～小.5 11欢密块状钢蚀矿石

l.4~1,?锋 没染状需读矿石 2,8～3.3 心 1.4~1.53～51。4~1.6含橡硅酸热芽石

1.6～1.62.7含钢帝卡岩矿石 ~10
含钨行英脉常石 1.5~1。610～182.5～2,8电 2,6~2.7细脉型钨相犷石 1,3～1,910~13参
变质矿发型鹤矿石 2.7~2.8 8～13 1.41.5
雪的硅化石灰岩矿石 14~16 1,4-1.6矿锑

4

2,8～3.0数密块状辉鳞矿石 1.4～1.6
罗卡岩型铜石碱化的矿石 1.4~1.82.6～3。0 8～12矿
蠕石石英脉型矿石 g~122.6~3,7 1.3~1.5
含金凝灰板岩矿石 15～20 1,4～1,2.7~2.8
含金爰岩型矿石 2,74 1.4~1.8令
食金云荚岩化花岗班岩矿石 102.74 1.4～1,8
古金黄恢娟类岩矿石 2.78 10 2,4～1.65
含金石英脉矿石 2.4～2,7 1,4~1,9B～1d
含金簧铁纲类岩化花货岩矿石 2.78 1.5~1.88～10
會金长石一蚀变石英胜型矿石 2,5~2.6 4～6 1.4~1。8
带品岩型镇、视、躯矿石 2.6~2.7 6～13 1.4~1.8需有金属矿 伟晶兴型锂辉石矿石 2.6～2.9 1,4~1,6
销长石型幌、但矿石 2.5～2,6 1,4~1.58.

歇祥 2.6~2.7 18～1,8： -.
铝土 矿 1.5~1.62.8～3.0 司！物
翌铁矿 6～82,8~2.9 1.d~1,7

高帽枯土矿石 1.8～2.5 4~12 宁粘土 冒 裂质削火粘土醇石 1.8～2,5 4～6 1,3~1.6
软质耐火粘土矿石 1,B-26 1~2 1.2～1,3
块状碱恢矿 客~15.3.24.3硫换 矿 145～1。6
授染状磁铁矿 2.6~3.4 7~10 1.5~1.6

童石矿 半2～3 1.5~1.B召膏矿 占2.2 1.2~1.5石显矿 -2,0~2,5 1,6～1.6
融灰石矿 9～122.6～2.8 1.6～1.8
膨润土矿 1.7~1.8 ，
硅藻土矿 6.5～1.3 1～2 1.3～1.5剧 改密快状葫矿石修 2,6～2,7 6～12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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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体 置 腰度系败 轻 敢 系敬
扩 石 类 鼓矿 种

一电？ 一“” <K)

2，自～3.1 1.5-1.77~9确块省售矿石
1.5~1,72.6一2，9萄站第制出 6～8

磷 1.5~L.611~14,5～2.8忧积变质型瞒灰岩矿石
尝浆垂瞬灰石扩石 1.5~1.73～103.0～3.4

14~18石美岩矿 2.～2.8 1.6~1.7：：
1.4~1,76～122.6~2,8石灰岩矿 _m.-—
1.5~1.88～162,B～2,8白云岩矿 e 1.5～1.7混灰错矿 26～78

1.5~t。76～122.0～2.8大理岩首

泰附-1-24当石物理力洋性质提振经验数绳豪

暖度系数 松 散 系 微体 置
誉 石 (K)小“”

子

（tm3

。才临 1.52.6~2,8我 岗 岩
1.58~122，自~2-8闪 长 岩
名.52.7~30 8～[2舞 长 岩

1,6~1.66～122.5～2.7，寿泊梯
自～12 1.52.5~,9赣 檀 卷
10～152,8~2,7 t8玄 食 岩

甘。10～152、9～2.7安 山 岩
1.610～152.8～2.7鲤 绿 岩

8～1 “”2,5混合粉及泥质灰着
6～12 1.5～1,72.8~2。8片幽做
2～10 1.5～1.82.2～2.9呼 裁 者

1.5~1.866～82.7蛇 效 岩
1.4~1,52一62.5～2.8绿泥片卷及看石片岩

2～ ,4~).52,6～2.B石英片着及角闪片着
1.5~1.610~182.8硫化石灰誉 。流粒英安岩 。减纹英安斑誉

4癫乳石化板着 ，亚质卸最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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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硬度系效体 重 松 股 系 数
名 称岩 石

入”入心自” (K)

花岗片麻岩 2~14
角闪片廓岩 “
石 灰 岩 2.5~2.8 15~1.76～10
自 云 岩 2,7~2.9 t.5～1.78~2

1.5~1.72,5~2.7石 美 岩 1*～
2.2~2.6 1.3~I4页 岩 2～6
2,4~2,6 1.5～1,6砂岩 8～6

角 张 岩 4～15
1.5~1.7风化花岗岩 3～5

魔质舞绿验 ”
流纹石类意着

7.5~2.6 6～。板状石英砂岩

2.5~2,7砂状石英岩 9~15
2，6~2，患硅质碎别灰岩 7～8
2,7~2.9变质砂苷 9～13

变质石英砂着 9～8
鳳云母角岩 18～15
斜长角因岩 13~14
黄铁均英质冲赛岩 “。
黄铁阐英质花岗岩 ！
酮云母石英发 田亩
撞叫鸭出满千蚌 2～4

名，窗～2，安山岩 9~1
绸云母化派灰岩 5~6
第回系表土 0.5~1.0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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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5 常 用 钻 探 设 备

表附】-25常 用 钻 探 设 备 裹

蛀 机 型 号
序号名 痧项

QID10-1型取样钻机 QPC-30型轻便钻 机QID—50型取样钻机

； 3050,60.7525钻进深度<皿）

e 36,46,56 11036,46,6开孔直径（mm）

飞主 终孔直径（mm） - ，
33.524 3钻秆直径《mm）

占 50～90钻孔概角（">
当 外形尺寸mm） 售 380×400×E00 1270×610×758

（长×宽×高）

？ 16019（含动力）触合电 62（含动力）重 !

目坐 产厂 长沙探矿机械厂天簿探矿机械厂天净探矿机械厂

a GI汽油机谨南 IE50F汽溃机

涨票 第
45×0.7155×0.745功率《kW） 3x0.74610

音 700o 2400“转涩（r/mi》 4BDD
载重量（ka） 包锈在主机内12 包括在主机内

型 号 13
电R 14功率<kW）
”勒 15答端工自当”e

监量（kg） 16
1I BW120/10BW30两缸手摄活系泵取两虹机动号型 至

1203010~1518潍粪著六己日”轧
豫 19功率值W）
毫 6540约14重量（kg） 岂’

混粮莱配动力3×0.745IW备 注 21 400r/min
单桃符式龙门式，3.522 龙门式，3.5

黏潜 型号。规幅（mi）

85约7523置重《kg）
为抓械传动，钢放调加员手轮髓免烩迹，羞头美手轮链条始进，手蔷

压，转盘式阿转钻机，政较车提升特瓶。 轮提升，并有多挡转孤，

串 用予豪膏物探，地球物理可用于合灸钻羰，金制石备 适用于增袭战部泥土。
的顺及一般工程结钻进，可帖造别螺策估送混整土及岩石的取排或触

入f， 钻2~《级砂激粘土现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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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钻 机 塑 号
项目名称

钻石100A-D型账机 钻石一600A型能机储石—300型帖就QPY—30型轻衡钻机
岂1003050 名o 1s 110119,45 36

图射 46！ ， o
串、.4 433333.5

自 0～360 0～3600一360
机 1730× 360 × 4101460×600×117S。， “艺811（含动力》4?0（含动力》320

鞋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武e 同左长抄振矿机械厂 赤峰钻机修遗厂
厂，牛南冶金机被厂

四
美 。10”着
”制 等11

981
Y180L一413 Y225S-s充油水冷电动机

电 号、 良。14 10勒 15机 147O ]489，
18 198包锅在主机内 28

BW120/1017
18 120

瑞纸筒 1920 59
21

崇着2z 单镜杆式
23

QP-30型的政裂 系新率全液 压坑 内钻回转系统系机镜传动， 采新型全液压岩艺劳
产品，其油压自助给 机，主要用于坑内载地表给途、拉送、卡夹均为液 机，主要用于觉表和地下
进机构。适用于警查 对困体矿康进行金刚石，压俊动。适用于效质物探 坑遗财M体矿床进行金州备 注 勤探，一般工程粉探。 和矿山的任意倾角的站孔 石腰质合金岩芯钻探，也硬质合金的岩心、钻探，
可钻2～7级的砂质 可用于一般工橙钻孔等也可用于矿山一般工覆钻

勒粘土及基岩等



1816 附 录

续表

钻 机 型 号
项目名称

YL一3型能机 XJ00-1型钻机CS一3型帖机Yl一6型钻机- “名307,450,50450,580,750300,46540

叫” TIo
多 75主

67,54,43 4271,50,4355,5,50,42
75~90喜 30～300~2的

声 。 1790×810×11101850×90×17002050×1200x1860 2BD0×l100×1860， 423150oE0o
北京探矿机械厂中南治金事橡厂砷 改北有色金属地质机械厂中南冶金就械厂

2105型4105G I10S型自“ X2106-I型
妙 10”482A10
植 150015001500制 150“

640乌 21s
“总予Y180M-4Y200L-sY160L-4“

四 5,518.s301514短 “等专147o1470肚 146015
69258 38016 152

卧式单缸双作用孤1
约影 18
3”冀 10减 20

21

韩纬 2228
立轴试轻梗钻执，适用立输式池压钻钒，可用立箱式消医钻机， 立轴式油压钻机。适用

于一般管查勘揉、工程地于地袭、城道中对固体矿于金附石、硬震合金钻建用于金刚石、硬质
质浅孔情探注 宋的牲心储振及其它工程备 进，也重用乎牙轮钻和冲合全储遗

地质新探齿-回转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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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钻 机 型 号项目名称

XY一1型纺机 XY一2型锚机 XY一4型钻机XY一3墨效机

1 10o 60820,380,530 700190o“ 110 150,11o 91 150,91
喜主 75 75,48 绍 75,56

1 50,5360,50,42 50,42” 75～30 70～9Q0～360 65～90
机 。 1640×720×1240 2670×1100×17502150×90×1890 2640×1100×1?50

？ 500 950 150a150c 北京探矿机械厂 北克探矿机被r重庆探矿机械厂 无督探矿机城厂o T105型 3OB: 213BG 2135G
着 10o 10 4033,45 告尊 1 150o 1500,2000当 1500 150o
12 。名
13 Y20L-4Y180L-4Y132S-4 Y200L-4

电南棋 5.514 22 岂30
14406 “1470 “

18 “宴69 258 258
17 BW一80卧式单杠双作相泵 BW-90 BW-200
18髦“ 60 宫 宫 巴军

”莫罩, 售 5.5 5.5 20马力，
包括在主机内20 38号 386 “等

配10马力策油机载5、521 10马力柴油机。或5.5 配2105型集油机kW电动机 上W电动机
SGX-13深统 SG-1822 SG--18

23 4138 4500 4500
为具有袖压给透， 立输戎回特钻杯;适用 具浪压始进、卡盘的立 具遵压余进的立黏式河

于小口径金隙石帖避，也夹持机构的轻 使 站 轴式同较钻机，主委用子 特怯机，主要用于地表及
机，可钻2～9级砂 可用于其它工程地质勤探备 住 固体扩床的金附石者芯钻 坑道对固体矿床的 金 刚等质粘土及基着层 进，硬质合金钻进还可用 石，硬质合金钻探、也适

于各种工程地质帖孔 用于工湿地质助规



T818 附 录

蓉律
契掌型号

要日名称
TK一4型钻机TXU一75A型销机 TK-6型姑机XU300一2A型紫机

66o75,190oo 30~
包 168310 14889
当主 9176例 鸣‘

5050管 42 42,33.5
0～380-”喜 0～360036075～90

机 25×1106×1800、图 1150×600×1980 1870×850×149022e0×970×1490
“空名100o？ 900 515（含电机）

石家庄煤矿机被厂自 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置庆探矿机械厂 石家庄煤矿机械厂

侈 2105A
蛋 2*10集 己 1508四

12 350
Y206L一413 Bl0;41 Y180M-4Y160L一4

逊 3018.5。、14 “”
”萌 14701d70。禅 1450146o15

25g“号16 包新农主机内181
N8B~20/4TBW150/s8TBW-50/15BW—901?
茎15050兽18乱“ 么、占2.213考、 5.5

烘 8503851923思620
配17kW电机配10LW电机配10马力滴机或21 5.5W电动轨

sGX-122铅普 413823
具液压卡盘的立轴式做机演传动半液压立糊式机被传动、藏压给进立立轴回转式钻机。 机;适应于不同口径的普粘机。适用于合金钻或金孰式锆机;适用井下或地真液压能造、液压移 通钻具主动齿进及加减压附石魏宗取芯钻进表钻探。可鼓不网角度的备 注 动机构;适用岩心帖 钻进，也适用于鲜索取玄孔进稚工程地质钻进 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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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表
钻 机 型 号

项目名称
TK—1型钻机 YDC-100型车载钻机 ZN—156型种臂钻机SZC一325翼砂矿钻机

司 80o,1000,14ao “吕 20～2530
乞 150 325 150

主 180.119,10 - 一，。’
5073,60,50？ 一-

u V～360 90 90 90
机 e 3235×1530×2300 6600×2460× 800 5490×185×2750 3110×120×6258

才 4200 7600<含汽车） 9500（含拖控机）

售 石家庄煤矿机械厂 需阳探矿机械厂北京探矿机械厂 中商冶金机核厂
自 CJ-195道解波降汽车 东方红一75型拖控机

券“ 一10关挡 75 12～15
1串 1500 20年o
12 包括在主机内 忽暂布主机内

Y20L一413
要 家 14 30 ；
15 1470 ：西
16 258 。-

NBB一250/601 BW一200
25018架 200

掉一 3019 17” 154820 300
21 配z105墨染油机酸17kW配Y200L—4电视 电动r月

锚岩 22 糖许式。6.3 ：善挡。夕叫 门字独，6、1

23 包括在主机内 包括在主机内
机被传动半液压文 车救企液压动力头式回 具有冲由、回转、冲卖 具有回转，冲击复合钻

轴或贴机;适用于合 转粘机，可无圾调巡。可 -间转复 合钻进的车裳立 进功戴。钻机和用自配动备 注 鱼钻进底金刚石编索 采用合企出进和倒粒帖 力可日行轴式钻机，采用机械传发，
取芯钴进 逆、媒旋储头钻进 液压差制奶作，可骷进秒

层，卵石层等不同地层

常用机械黏机钻孔直怪、钻头直径和查管内径对顺装 表附-1-26
名 办 尺 寸（mm）直 径

钻 孔 7B 94 113 133 153 18175 200
头 75 11091 130 150 172 184 19873套管（内径） “富88 127 146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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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6  矿 山  测  量  仪  器

客种经纬仪表 赛斯-1-27

仪器误差和规格
产  用    范    围* 生遁鬃名  养 婴远镜有效 入望远镇放测试方向中

词曼不大于  孔径（mm）大倍效×

30水平∶±0.7°同于一、二等三角测量及精密 北京光学仪器厂DT07-1 65
垂直出3°工程筒量 55

北京光学仪器厂水平±2°用于三、四等三角测量及精密
4028 上海第三光学校器厂TDI2

导线测量、各种工貌演量光 腾直∶土4“ 習安光学测量校器厂
江西光学仪器总厂水平，±2°DIZ

4230 北京光学仪器厂垂直士5°学 DJ2—1
水平1±2g 苏州第一光学仪器厂1230 I2 暑宜∶士44

经 北京光举仅鲜厂水平，±8*低等控制测量；地形；矿山工 25.9 36DJ6-1 華直±10” 南京华东光学仪器厂程、导线调量

水平∶出69 渝州光学仪器厂第 8526DI6--2  垂直出10°

水平出租 西北光学仪器厂部等控制测量∶地意、矿山工 25.5 38经型 苏州第一光学仪器厂静直∶土9*食 密、导线测量、低等水准调查
西安光学奥量仪器厂大比例尺地形图调量，导镜测 水平，士6*  28TDIG 量及新等控制测量，一般工具 北京光学仪器厂4028满量 （往，TDJ8A备有复TDI6A

恭喜±10° 结构）20TDJ6E
水平∶出8* 武汉光学仪器厂3730低等控制测量、地形、矿山工DJ6-1X 香草1出9*

君、辱线俱录等 水平∶土6号 四安光学测量仪器厂38:7JG6-X3 事宜±9°
水平上6° 上海第三光学仪器厂SE28用于低等控制偶量、地形侧量、DIK-6 垂直出10°一般工程测量以及矿井中厚线
水平土8* 杭州第二光学仪器厂再量 3525CIH-1 基本∶上10*

抗州第二光学仪器厂25水平±15° 36用于普通导便滞量。她形填置CIY-1

工程量辨仪 和一条工程费量 交通银行∶161 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27JJ-15-X
*州光学仪器厂地区∶土60*用于简单工程及矿井次要鉴道 2118D1120-1 井下∶±120*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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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仪得误差和规格

甾 中 孟 用 花 日 r名 称 生产一测副方向中 望远慌有效朝运镜放
误热不大于 径（mm）大倍数×

看山能 用于情单工程及矿井改要卷道地面;土30"它！图 福建三明光学仪器厂驴刻 测量 并下;±60"

JT:; 用于一般工程及地形测级，与 ±15 徐州光学仪湿厂

乾单经钠仪
激光测能仪配合使用，可用极它。六 ±20 圆安光学调烩仪器厂座标法测定帮点T. 象州光学位器厂用于商单工程测量定向，解下 ±80 20它。与 陀螺仪可作一般袅纬仪用 西安光孝测量仅器厂

坡固经 用于矿山腾量中斜井定账饿使 40水平1主0° 28TDULP缔 仪 北京光学仅器广可在水利道路施工等中使用 20副觉15垂直，主10*

用于摄取立体像对像片，制作摄影经DJY。 地形图和脑测补充的滤形用和 “？ 2120 南京串东光学仁等厂
角 仅 平面图

用于较高精度角度座标测量和 激光恩射有兹射程散光经 水平;±2"2-JD 白天500m定肉落直测量《不用激光时， 苏州第一光学仪器厂律 仅 酪直士4? 我间2500m可作J2使用）

DJ6D-1 附于融道、市救工程，机械波准直<8°肆详福通 白天测距100m
备安按，飞机和轮船支渠装配 北京光学仪器厂经结仪 夜饲测距300mDInD-1 精度<2"中的测量工作

装附-1-2响兽景徉第徉
仪器误差 和规疵

号 入名 称型 每公星在返用蔡 生B 产忽垃镜有效望远他放即量得级演天倍敷×孔径m》整（mm）
项士威尔特 适用于各种聚型水准测量作业自动安 号≤±2,5 20 北京测给悦器厂NAKO2 （系进口作、国内组装）平水准
DS-E离 笃≤生3 告用于三、四等水准控制测量、地 北京测绘仪器厂

DZS8-1 形最、工程测量和矿山测量 36≤±3 45 j北京光学仪器厂
DS?猜密水 用于一、二等水准测量及销密 北京测趋仪器广

⑤±L 40 50DS. 工程测最售前 江苏螺江测龄仅器厂
北就测搬仪思r用三、四等水准测量及一般工工程水

登测量 庵京光学测的仪蠢厂

杭州光学测输仪器厂DSs 负“ 30 42
江离先学仪器厂

准 仅 武投光学仅看厂

江苏端江测缺仅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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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仪壁误整和规格

名 套 生号 适 用 慈 圆 每公里往运 产、物 型远镜有效望远德放侧量饲然误 孔径<mm）大倍鳌×整（nn>

DS3-1 天律第二光学仪善厂用于忌、西等水准测量及一般工i光水 330≤生3】覆测量，亦可发射激光束，以完瓜
JDSS花 仪 武仅光学仪器厂导统定位、准康及水乎测绘任明

南京光学测绘仪器厂除完咸DS3的三假水准仪一般DSs-D度盘水 30≤±3水准测量外，还能测量水平角 江苏增江测染仪据厂
度准 仪DDSs 武汉光学仪器厂

笃 威御光学仪器厂24自助安平 ≤±10D2S10 用于一般工墅水准测量
水框仅

长水准赔 正苏靖江测给仪器厂度盘分划蠹，手转水DS-s 亚游标格值∶角值20'居于概略水准测量 157 2mm 威杯光学位器厂准议
凝附-1-28其 它 测 量 仪 器 表

坐 产 厂宝 要 放 术 规 临名称 主 要 隔 途型 号
放大率∶24×。整别率∶4*，分用子测触各种中、大比侧尺的

抗州光学圆烩权霍厂刘尺最小读败∶2'，图板尺寸CPY-3 地形因光举大 600 × 600mm
归算到100m时测距中溪整≤±3d
m，放大率。27×，有效孔径。 西宏光学则量仪器厂PG3-X2平板仪 3Rm如，分划板格值，10'《值读
I'>t函板尺寸，60×600mm

归算到10Dm时测距中误差≤土7用于测绘各种中、小比例尺的DP2-1 dm。放大率;i6×。有效孔径光学中 地形图 杭州光学测治仅墨厂
24mm。游标格值∶5'，鉴别率、

DPZ-I平板仪 ?*，因板尺寸∶600×500mm

归算剪100m制撕距中读老≤±10用于水利、地质等一般糊度的DPX-1 dm，放大率;10×，有旅孔轻，14光季小 杭州光等测烩仪亚厂
笔形测绘 mr，鉴剧率127，游标临值∶】2'

图板尺寸∶600×500mmDPx-
敢大率1×，有效孔径18m，新

北京光学仪露厂标档值，10'，图板尺寸00×5D∶平板仅DPIo mm
归算到100m时测腔中做差≤土∶.可从视距尺上直接读数水平距

房动归算 dm，就大率25·，有效孔轻40mm，连云德市光学仪验厂DP3-2 离和高差，并可 阳时舱制各种
平板仅 度色格格他10'《做谈】'）比例尺的念形图

望远顿放大倍数r 30×
兼瘤、 武汉光学仪费厂用于轻并投点定向。及其独疯IDY-1 i 直定向着度。1×16-4向仅 烙酮荪杨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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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 声 厂名称 型 号 主 要 用 主 要 技 术 蔑 格

塑远簿散大率∶40×，鉴别率主用于矿山，竖井的烟进定购投ST一6o0数光投 葛州光学测趁仪2广12，5°射稷2600m
点等

望远硫放大原;50×。有效孔径闩！叶点 仪 江苏靖江测绘仪器厂40m四定向情度∶2.s"

T1 用于坑内、井下测戴作业中对 曙准精度115000，放大倍率正.4×，光学投
点，导线边长丈量等作碾标， 有数孔径14mm，整别率，13*机连云港市光学仅器广T2点 仪 T1单向对点，T?向上，向下 商155mn
对点

红外光电 适用于四等和四每认下的三角HGC-2 测容，!~200m1是小分辨率;
测量，以及相应等级的好线票 Sm如级大显示距离909.986m，- 北京测绘仪器厂量剥距仪 次测量时问，6.4秒，测距中误DCH2 蒸土（10mm+5×10~·D>

用于矿区次要巷温和凰采工作矿山佳 罗盘割度值，1"
KL-1060 面磁方位角，罗维仪导线边， 估接组。30" |江苏调超光学仪粉厂罗盘 倾斜角测量 坡度规最小格值;20'

测角器测量误差，1'
质罗SHD- 南通光学仪器厂碱针转动前后所翔示的度数整，用于各种初测作用 30
盘 仅 磷针关质前后所擀示的度数差tDQY 成餐光学议器厂“”

尺长。838mm，尺觉2mm 分划DZC-X1 换值水平2mm墅直20mm将周孔
距8y 90mm酬
尺长;150mm 分划整伍水平2am展绘地钳公M网用 四安光学测量仪器厂皆它论标 垂直20mm 尺宽∶A2m四格网孔
距∶5×10tm

格
尺长∶1018mm，分划格徽水平DZC-X: 2mm勇直20mm尺宽∶42m血，格网 网孔距8×100mm

尺 尺长，1440mm，分划培值水平DZC-it 2mm垂直20mm尺宽∶42mm，
格网孔距∶12×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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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φ200×75mmSLx 0024-ZdX 089×090×099 天津矿山仪器厂理和影覆矿石或供实验室破碎中 ITTIT/J097聚物听器器BA02-1-附笔 1-106A S"t  00PI08709801 1>
'浙节着石等

400（合电机和用件）2.国际监督梁钢泵量咖啡物号咖啡OOL x OOI-dS 贵阳探矿机械厂DEOI～69 OES X 0E9 x 188 1-77001A鄂式安碎机 SI~8°0: 1420 uralaoss"08
北京师范‘d’ 物料

便我的发挥石和其它粗糙、中碎各种中等 330（台电机和制件）001 x09—dS 黄阴探矿机械厂092×265×188 Y100L1-442~72057~8-0 Z"Z 1420 ■!1/00g81
胡敏播*博师

OST x 101-3dX 190（不含电机） 黄冈振矿机械厂615×432×520 P-17105L92~~5 100~1800 7% 1420%

F11/X888书 好学医院平W哥
赠赛

实验室作粗、中评各 355×334×377.5种中等便度潜、矿石
泄

75（不含电机）
兴

货阳探矿机械厂9×00I-Odx 230～4006~10康其它物料用 " DOHIP——T06A美 PIM/WOS997

北省盛数# 清

帝

粗碎和中碎中等硬度
3 002×091-3dx 潮北探矿机械厂S8S x089×05205~SI 0009** 1--5281A 99 1440OCI旦带贴身牌 009 mtm/y88深圳市平舍

试样破碎加工设备 供实脸室粗碎∶中醉szixou--Odx 削士振矿机械厂011×098×099 1-27100TA400《含电机）009~65 1429E9~109
490r/min掌握学生

<qrw/J）联韩（MY）案项生产华（kg/h）（四）高阶段协调
鲁

上海市长虹区最大进料粒度 科章 （3））喜黑 生产厂# 鲁
露(tur)201% 善W匪卵 猴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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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血泌工下201福鉴将母渐√L～工网扣*-急总蠕芒第 OI6×0ZL×0LWL0~0~SZ["0XV-ED （环唯导）008z1 Q361*T9一710人判9 哲s9>糊工
制。 接展间

儡调 0T6×0r2×0险保教缓杂牌精琴至拜细 v20*0～98 '0 N02>杀体业3004≥针体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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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鲜词确5 9一T06XJ-T9 号{ *!E熔冷

过昌译齿油懂翰帮剖新均率科腾复旦血4 邑了宾粪鲜颇瞬?早蜀 19ZIx90L×s60I008φ-dX 一新上延牢跟 1一NZLLA or司O2Z
2以马是

oL:
挚 毕蚪

的6;嗅Ps他京染Q场汇

径山猪鹏 '中县孩第确活 将一号断02目OF上习勉目鲜存驰起疆￥酱 0SL×093φ-SdX E!山/3SL蜜黏饰飞三2*01x059×02I号识副收第闲化新 0SI×098φfà洲<设申等）02v21～00Z 98一AZIIA一瞬谋会湖非雄
曾 制高F～[

费、 够轧老

s2L×00zt一UdX1价如海爵这 uusZI×0Z4A0LS×0号s×082 一勾0婚材子
“

!w/200F采结s[C 卤”d0SI 中”督密”高
、D
谋

（L/）要光一子当”鲜否（I/7）*事 明}警益森（证u）第磷博善润对时胡平音 中籍 中 制

*审 由八型”幽儡L ww。 当。 鲁 ”十。 备
P ”动根



录1226 附

山染每809净o0r道新主挛第 驿财捉弦树聚架 06l×0230×988自607～日091- 一润驿数海通语0o1一ZS *LOv Sg0DSL。 @FPI业Z福蓝具;在

辙雪

肃莉验己新教生鑫 "四/009°096采鞋树军所第酸 王陶士泽键的实a轻提源∶器铺等寒 LE9×的客×【9 上满A高送部0sT◆一aS 0PILOV它号色？ Ss"0气

配自总独制8~8

H四/LA0??活鸭至091→08 muOS2登复器谢一美7体、般断时备～9I-0≥ 十一（T001人 占计含弓？！“试 心2

湖份丝非配激击中玉留 J箱低巾.股杀翰影工煤 !L4/L40中6部转满主szP xI上×009 uoszT器耳矿缺s1'0 QPI69一d人簧 “C~ 冶 富” 一S06A
晶

格源江峰融中设价距明
嫌
乌

它×*L×019 一磁别巾段谢注 tS1观耳密蛋含”挚92lφ一AdX ryw0/1018影衫
08L制 秒轴 r"I鸣涵惕苟诈条 一S08入◆

需.辋晶

溜资密山被梦越国话目终开酒3水睡安影 旦呈“芯艺服字冯幽（1阳呈业）08乞”义一体体合台干 m-0St型厚琴业下00Z～09t且oSiφ-lX 一科讲鱼没出语 r"T 客？ 9~$ 币一S06人咪“悼。
邢矿料

（田1u/4）紊葬（是1）事收端（V/24）淑水审
，

（出u）第将排菲测对书好套 ‘礼” 菖

<21）晋证亲 号 筒
团 。审于干由 内 [ Aa* 域胞举



 设计地质工作常用货料 1827附录1

儿童全面每早读孩出版 一般金弱及贵金属矿样石英砂等），也可研究 2010×1210×635 南昌化验销样机厂
华润

发展现10∶005×20 JDO:-41-6/4HUZE~UOZI非金属研磨机 02-2-WA 830/1130 1.00/鸡腿13uru/3921聚1<20H C/2°200%
橡胶教转速51

机样品等物，干湿阴用快速那1各种有机，死 201.66 M.1.1 D.1.2 Donic林*·林萍点·**行星式四筒研鲁机 u1m/1001果转更400喜悦转速475r/min7×0014-MdX OPS ×897×028yun

潮北探矿机械厂0T~2> 0.01~0.074 红色 90160 *III-Z 睛博秉4个AX2

调解各级理度的分析样8×021中——WdX 品质少量一般物料 SLF×09△×08L三头研究现 湖北探矿肌镇厂 010/46第35999058127-0ST> PL0°03 S01
研件个数3个1A0712*$08??

干湿两用，用于瘙绷不 08P×092×09P UIII/JOS转料牌**出版社 S21中一NdX 1-280'LNI淘北探矿凤霞厂装料显<100g机无机分析样品 0.1820°0/ OF7.7

新世博要非哄曾今卿西第三次创新课题课题和书1350世纪标志 输尘状度<10g/m2日005~1002- 附昌化验制样机厂（明审早出）02Trech Suing Store Com 500×490×654V-P 0.25S>

百书SL>集团化验制料
●一

M
2.

适于爷种霞度的 圈体 矿  装样量100g或10g（3个） B201x009<0T9 摄助密样机 物分析样品的影备001-WZX 潮北掷矿机械厂
2I

urm/J096901LLIOSC- 请向快转速
Lunu/J）彩票（盖刀削面）**生产卑（kg/h）掺料粒度（mm） AMERICE 争

母大丝料粒径乔 歌ft
生产厂(3)MI W

蓝IK ,正号 第201 &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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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分 设 备 表
表附-1-31

封用式试样自动临 密射式缩分器电磁报师仪慢式分择机分析城样混样抗称化

分器

号 XSM一81XSHF2-3SX3一8 XSDZ-80HY一250×20。
矿紫输分及试酸样 对中碎或组碎后的对物料快巡干、浸供实验虚取样增分 用于财各肿化验分

矿样进行蝶分品咳样用 及单筛、素储的筛新样品进行分析编使用，一次操作即用 途 分分析或快邀检验的混合，使之充分可完成三级的的墩

量 均匀 物释粒度之用

矿样粒度0～3m四鲫于直径φ100，西靡分比一次为∶一次混神数2个缩分等级古、、古
一次孀分量<3.5kg200 惩子层数⑤腰12,6,4.3,3押瓶容积250ml进料粒虎<6m曲

<100) （总容量8L）重量相对误差肇料重量100g编分自动控制时间槲 一次编分比十，专，善国着粪”≤2??在缩分比混合轮直径中?0mml0一60min
子（可间时得别正为6以下时> 140,180;200,240,混合轮转速鲨分糖度;
酶辩>物 280,S00,320,360,25～30r/min 料粒度范围，傲骨谈粒2，5%
一次结分貌度<0,5mm 400，500日通拌时风20min常 成份渠差士0.27%
<±3%振动次数!00次/s处理能力2l/min一次缩最大容量
一次蝴分锁耗率卿上物最大重量容器最大容量44Q00ml <1%200g（专200>

数

420×300×380外形尺寸 60×427×126725×60×1540430×350×70a(m)

微动牙重2Lg60“置量（Lg）

柳州振矿厂柳州探矿厂天津矿山仅器广南盛化验制样机厂生产厂 贵阳操矿机被厂

型号 DO4512
胞 sokW/zaV崩 0.25kW/380V功率 0.615kW/220V
喇 1400/min

转速; 2700/min

郸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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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标准筛探算机称 遵法罪约辩分执邝双屋狮用张师民泰勒式标准筛振筛机拍击式标准筛握筛机我

XSB-70A0200 XSBP--Q200 XST-O200号 XSGS--74型型 XSZ-68型C00×810

实验室对物料进行 实验室对物料进行
用 狮析或师分 左W左追     左同 筛分 拿

筛子直径 施网尺寸300×600 筛网尺寸400×200

200 200 200 mm 脊网面积 mm  等网面积(mm)
0.1074mi0.18ml

第子层数 1~8I~B 4 1或2 -
算分粒度范 *2~0,074 2~0,0741.397~0.07A 最大给料粒度45mml是大断料拉度4fmm围（加黑）

20、40、60,80,100、 20、40,60、80、100、 2×2.6×6、10×10筛孔尺寸 0,1,0.15,0.2、0.5
120、140、160、180、    左120,140、160、180、 可+· 23×25mm mmk（目） 200 200

一顿对达西 输心输沟范284122 290 500r/min

广告少数 140 1400160150

外形尺寸 550×880×735 933×432×T85 595×444×787 1105×870×905 720×550×960(mm)

重量（kg） 107 180212 124 85
柳州探矿机械厂生产厂  左同 左网 汉    左 物州探矿机械厂

型号 A07114TH A0712AH A07114TI A07114TH A07114TH电

理解+得 0.37 0.37 0.550.37 0.37机
转速 1380 1400 1380 1400 1880(tt/min)

卿子汉水深塑生产能力
 在油 0.45t/b 50m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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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磨 片 设 备 表
裹附*1-32

名 称 单现片机 白动加片机资 片 机岩芯费开机

SMJ型赋 YZ-1一68委号 SPQ!-①300XIPQ-66型中400

实验室切取矿物岩石 实验宣岩矿样粗磨薄的理实验室岩扩鉴定刷片切用于将不同直径的海
螺设备当 标本，也可切攻玻璃、 剂1～10级硬度的各 种芯，劈碎返小块以供好

岩矿辩玉石等进一步粉碎
砂轮直径∶100mm实板最大张口， 金刚石切剂砂轮（刀片>刀片章径;460mm
砂轮转迹∶4200r/min210imD 直径。30D0mm刀片算度∶1.2mm
工作断行程∶230mm主轴转江 砂轮线速度∶高40rs/s央板最小张口1
工作面往复∶z6次/min低2Om/s四判申 480～p69r/mia

主 切制行寝;180mm 蘑头给进量（mm/r〕（共四级）夹刀柱最大行程
0.68,0,04,0,0210.01220m m 夹具横向始进行租∶物型站进。

要 1.71 磨片前岩片最大允许厚度，5tmm行程;50m识
.夹具验大突持范围∶可剪岩芦， 6mm（色括载貌片及粘胶

故 层厚度）40×75× 90mm～ 60mm

喘

多
散

100×900×1e00825×800×1105E的5×560×101048×405×718外形尺寸<mm）

客19011092重盈〈k）

损建深矿厂因 搞建缘旷厂左生 产厂 永安探矿机板厂

JDO;-21型季 Y802一4卓

电孩孤 1.50.B/,10,75功率（生W>

150/3oo靳，稀 E410“富？(r/min>
砂能电动机∶训制级率>40片/
A05332 0.55kW（40×40mm5～E级理备 陛

度岩矿类） 28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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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称 跌 郭 机抛 光 携单盘磨片机台式磨片机名

多修 XIPM-①250SMS-25o XIYK-5tXIGP-200
实验室磨例加工岩扩实验室岩矿样房片用 用于将小块样或试性!其实酸塞岩矿标本的摊光

用 途 标本 它材料糖合，熟压成形，以

使进行矿样肉研密和鉴定

压力∶5t剂盘点径∶259m邢 抛光盘直径∶φ208mm璃盘蓝径∶250mm
嵌样模宜径∶$2mm

主轴较速。取盘转速。 抛光盘转盛<r/mia） 顺样厚度∶8～13mtm

50、10os/min 750,1000,130010、1200r/min 最慨高度。210血m” 行程，1186mm工.作自因积。
水银温度计∶0～220℃

要 600×80mm 电热器。220V0.2kW
台耐高，9t4mm 压力表∶800×10'Pa

岗

*
矿
数

外形尺寸（mm） 540×270×250320×610×980450×635×410 320×180×615

盘盐（kg> 29号64（宫电机） 38

生声厂 钢建操矿厂 网 左永安探矿机铵厂 永安探矿机根广

JDM12一2/a<双患）型号 JCL-22一4
电“

甲很宏 功率《LW） 0.45,0.8 0.250.6
转速 138o1430,280《C/min)

配套油压千片顶型号，
备 崔 Yo-st



1832 附 录

附1∶8 岩矿鉴定、化学分析、仪器分析设备

麦用-1-3岩 矿 鉴 定 设 备 表

名称 号 坐 产广鞋 要技术鑫截和规格主 要 用 途

放大倍数∶20×～530×目髓∶5X、10×适用于观察透明薄片、利用编 江南光学仪器广
锦 XP-7 物髋∶4x，10×，25x、40×、印3×，游光符性，对晶体、矿物等双折

<南京）标刻度促。6·财物质进行鉴定和分断

为 散大倍数;25×～1000×，目镜∶（无

惕 上海光学仪器厂应力）5×、10×，物德《无应力}4×，。 10×、40×、200×，警标建党值。6*

放大倍敷，25×～1000×，目髋∶10×物糖;草 用于岩石的薄片检定，利用偏
黄阳新天精密光2，6×，4×、10×、26×，40×，63×、100×，监燕光研究均匀介质的强病和各jxPY： 标读数值，6'，检简振情读散分度值∶0.2、驶"异 学仪器公司

放大倍数;20×～630×，目髋∶5×，10×，创地质，教育部门分析鉴定不
相显 南京江南光学仪

XPK-一-6 驹流∶4x。10x、25×、40×、63×，游标读数君明矿物和教学示范用 讼厂依使 罐∶8'，
分辨率，优于20?，电子光学散大倍数∶ 南烹江南光学仪用于直接泥娱抬领烟截物体和

XD-201 2000×一50000x，加速电压，50kV 80kV
电 器厂电子钥射图象。可供金属，饱” 质、原学、化学、陶土等锁域 分辨率∶忧于10人，电子光学教大债敷;

鼻 江南光学仪器厂的工厂和科研单位作细搬物质XDT--10 1500×～100080×，双目大觉110×

加速电压。40kV，6碰kV，8DkV，10kV的壁别分析和研究
分辨率;2.06天（晶铬），放大倍数，300×命 上海新联仪表厂DXB;一1 ～8000×分级可调（数字显示），加速电

压;10LV，20LV，40`∶，80kV，，100kV，120kV

煎大倍数∶100×，加附加物髓可得160×;活用地质和矿业部门作物质的 杭州光学电于仪部兼辛蓝HWG-20 工作高∶100～48mm 工作台选光直径为研究、检查和观赛之用
要厂显极镜 40mm

放大倍景;32×～630×，目慌。8×，10×用于分析岩矿、晶体，纤缩以进顶两 部京江陶光学仪
透射式物情∶PC4×，PC10×，PC25×，!偏光 及药物的光学性质，对遭明和XPL-1 PC40×，PC63x，豆射式物德PC25×，不进明试样均可便用显微情 鹑”PC40×，PC63×;游标读数侧6'

放大储数，40×～100×，同新∶10× 责阳新天前密光XP上加一个避直飘明 器搜
反射储光 物蠕∶4×，10×，40×，83×，100×威，主娶用于不进明取半遗明xXP显缴使 前标读败分度位∶e'、检偏振情旋转范矿物嘴光断面检定 学仪器公司围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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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

名称 号 生 产厂型 主要技术参数和舰格金 要 用 途

用宁奢石的碑片格定，利用偏遗反射偏 选射消色意物姻;4×、10×、25×，68×、 贵旧新天精密光
振危碍究均匀介质的强嘴和务SM 100×，反射平锅消色蓬物镜;5x、10×、光显微侧 各发异，以鉴定地质结构和矿 20×、50×、100×，高出■平场目镜∶

学仪器公司物含量 10×、视场∶中I8mm

放大偕散;40×~200×《透射式）、4×适月于金相、岩舶、累 成电
~1250×（反财或），大视摇日锁，<双目>南东江离光学仪

'鄙、虽体筹方面的试验处析和 8×、10×、12，Sx、16x平场消色艺判俛∶

正道求盆棉域嗽皱
XJ2--8 研究 韶厂反射4×。10×、25×，40×，83×3

遗剂4×、10×。2×，40×，100×

散大衔数。100×～1600×。广角目能∶10×
12.5×、16×、分划日怫;10×，摄影日镜∶XJz-) 重庆光学仪叠厂
4×。6.4×、平场物铺10×、40×（帮暗
场）;偏光装囊;100×～160a×

双目立体 孟用于地服部门的矿物鉴定、 放大倍敷，7×～160×逆续变倍可调，目镜∶GSX一1A 重砂分听 10×、20×、韵镜∶0.7×～4×<如2×刚城 北京地质仪器厂基微岔
物慎为1，4×～8x>

双目体视】 放大倍敷∶10×～160×工作距高98～38 上春科艺光学仪XTL-03 用于矿物的观察、研究鉴定 mm，视场范围∶φ22mm～小1.38mm量微据 雄”

袋附-1-34各 种 常 的 天 平 袭

主要技术参散和规格

膳名 称 号 违 途用委  厂生 产
般大称皿（g）分度惊（xg） 事得崔索

全机域加码 上尚天平仅辖厂工矿企业、科研单位、高TG一32A 台200 0.1分析天平 等举校实验室精密称量用 成都科学仅器厂

GT2A 北京光学仪蒸厂半机被加

aSG200-1码分析天 沈阳天平仪器厂r“言 夕平 上将天平位器厂TG一328B
长群计量仅器厂

光学读缴 TSu一2 如0-1200 湘西仪2仪衰总厂分析关平; -- 上海天平仪器厂实检宣，化验室精密测定TG--58B阻尼分
新通仪覆仪表总厂的质用，是化验室量常用 u6A-6 20 量的辅密仪据之一 广州天孚仪器广桁天平

T;—20B 成都科学权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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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要搜术参歇和规格

名 称 针 生别。 速
溢湍转弹暖大称量（g）分展傲（mg）

称盖贵重材料和工业原料 上海第二天平仪器广，TG一828A'矿川天平 2 10的分析腾定 成都天乎仪器广-4SP1K一1用子称量资重金属，化学 沈日关平仪器厂sSP.K-11公片标 分析试禅，橡定二、三等 ” 多TG-51 上海第二天平仅器厂法码及相当箭度的专用法 1000
吗 武汉天平议器厂TG-501

准 天 平6SP-K1 沈阳天乎仪据厂
自o 就汉天乎仪游厂TG一60 ”10 沈阳天乎仪暑广用于工业分析中一般性称-SPK—11公斤工 ”氢 100 8aSPIK-1 20

沈用天平仪善广业天平 自509SP,K-1
北京光学仪器厂DWT一20单盘微量 夕”精密衡量分析测定 0 上海天平仪器厂、DWT-1

天 平 目谦读0.01TD15 湘言仪器仪表总厂

北京光学仪器厂夕DT-100 100单盘精密 ，快速精密粉量 静漓” 粗西仪器仪教总厂109.9TD12分析天平 光学1 “； 上海天平议器厂TG29C “与
微密称量单盘分 TD47 瓶弱仪器仪麦总厂109.9 4

做设0.1 读致痛度 上将天平仅器厂DTG-16o新天平 0.05Ig
光学1“卤TDi8 溜西仪器仪表总广·TD16

快宝石、金图石粉等生产特蟹单盘 北直光学仪耕厂它中！“己它 100克拉 0.001竟控余业及有美科研单位作精
克位天平 密称量

估计读数∶10mg 0.02mgJN-A-106 0.01回g
帖计读微。用于徽量分析及徽小物拌）密扭力 25sg 0.05mgyN一A-25 0,025mg

上海第二天平仪器广郭邛端舞叶0.2mg100cagJN一A一100的快速测定平 0。1mr够 势邛聊祥。1。 Cmg500mgIN一A一500 10.5m(
上筛缩二天平仅器厂乌遥用于好外分析工诈。作托盘粗力 “匀TN-160 武汉天平仅器厂精密微量天 平

PCT-1 面度范围，室温至1150℃用学化工、地质。冶金等
北寒光学仅骚尸些热量程∶±50～2040μV部的常量热重分析差热关平PRT-1 燕重量程∶5一250四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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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35常 用 瘙 谐 仪 表

主黛救术乡教和规格

匆 生 产厂略号型名 称 主 要 仪器热距工作波织（天） 分 朗率八配书”

300小型摄避仪.WPL一2 可分开纳双缝∶上博科艺光学仪器厂3650~6500

地质、冶金等部门作矿 一级党语360D500WPP-05 230~3500 吉林区乎光孕仪器厂二级 光评
7200bA

物，们饮，有色金属的定

畔道比费摄旷促
1i e2采5S6?6.二V P、075 7502000～8000 北京光学校器厂F e285377*线|

比和定置光游分析之下” 我京界二光宁仪累厂
z000~3930 165WP1G 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

它它 上海光学仪下;）·
72000200～6900．1#'0 F面新天帝密光学仪: F01W 器公司
11400ST-1 北京光学仪器厂2060～T0iCG 1809用于金属、合众、矿物、二米平面 57000

有机化备物的定性、空量: 3W1 “匀 上海炎学校器厂光舞挺设仪 分析，益宜稀土元素光潜20")~1:Odeii 1800802W 5700 额天靠密仅器公司分析及同位素分析

高果增受光 Fe2493.26y v*P: 宁己宁？中己 北系光学仪器厂1809 一较着灌当芦一 Fz493。18cl

线色做率∶用于释土元素的分析，亦大色散光
一之少？ 2.3式/mm可川于州、铁矿石、沙物等 北京光学仪器厂1300200n-g000!

栅数进仪 相对孔径1.28）定量、半定量和定性分析.

接附-1-36常 用 光 度 计、比 色 计 表

输 !主 要 号 称 途 主要技术参数和规格 坐  等
波长范围、420～700μ四 北京环保仪器厂“ 在可见光区域内进行一段灵叛度∶>0.01E 上海分析纹器广

上海第三分断仅器广比色及定蚤分析 波长范围，360～30μm，灵敏度。

可昆分光光度计
~4.01E，滤长整度∶360～60pym士3

T21 50）～700μm±5μm 700～800μ理
厦门分析仪器广叶零里 ；69W 达长范围∶36司～80Tu， 上海光学仪器厂

遗长猜度。重复把;lm、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721-100 透过率精度∶ 攻复件;1%T

波长形围∶33～800μ血.波长精度;
“让 ±3μm，波长不或性∶1.5μ曲 上海分析议器厂

透过毕精度，土0.5%T



1836 附 录

续浸

生产 名 称型 用 这主号 主要技术多效和规格县

放长范围;260～1000u血，波长精度

751G 上海分析仅器厂237y四土0.Sμm，576，?μm±J.5μm在此浪段内对各种钩质进
漂量范围∶通过率∶0～110宪，避过

库精度，土0，5%T行定性，定量分析及物质

波长粒围∶200～1000μ的，测量范画;
地构的测定7520 上海分析仪器厂

算外丶司见丶充缸券好光龙建甘
透光度0～199.9T，城光度0～1.999A
测量精教∶±0.5??

被长范函∶200～1000μ血，轮色腹率∶

w"FZ00-D1 北京葬二光学仪疆厂4m/mm，测定椭度，≤0.6，放长
（A型附说录仪） 想度<主0.5m

散长范圈;z00～1000s四，教长精度小

WFD-8B 天律光学仪嚣厂节300μm时 士6.3m，波长置复性小
于80μm时土0.16μm。遗过率着度;

0.5T
放长范圈∶200～800am，波长箱度

图利 上海光学仪锯厂全0.5nm，调量物度±0.5，造
过率0～100，吸光度0～2A

740A 波长范图∶A型200～8002m，B塑
上海第三光学仅强厂240~800am，装长看度生0.75am、

746B 测量精度士0.5，分捞率∶
260nm 处0，2

续表
主要狭术参效和镜格

睹思 生电 产 厂主赏：禁一 号 分 绣 率波长钠度噜 渡长范围

190～1250

禁外分光考度计
夜此域段范围内对各种物 之260nm处0.2夕田占710 当由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及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广物质结构的测定
4260nm处0，2《WFZ800-S为双鼓长730 主0.7aoj195～850nm

岗湍景徉”

形光束弟外分光光鼓
≤±0.5nm

lz60nm处.3北京第二光母仪器厂wFz00-s 200～800nm重复性≤
0.5口m

藓盛弹道减
天津光举仪森厂z95～850am≤±0.5a组wFD-10 <士0.7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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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主要技术参数和规格

Ⅲ墅黑中 生  产  厂型称 选名
  波长精度 分辨串泄长范围 ∶

4000~2000
um-1为±84000~-400 1000cm-1处
em 12000~WFH-400 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1.0cm^I400cm-1为cmi
±2cm”*

H ····
1000cm 1处4000~400WFD-11 上同* tm-1 为±1.5cm

+ 4000~2000
40v0～650 cun"1为土5 1000cm“处

光 WFD-U cm~12000~
≤1.6cm"L650cm**为cm”I 天津光学仪器厂

光 ±2cmm
4000~2000 3000cm"1处出 4000~650 cm~1为±10

五个以上噪WFD-7G cm**2000~计 650cm-1为mm 收银
±2cm~1
4000~2000

AD00~400 cm-1为18 1000m-1处
7400 cm~13000- 上海分析仪器厂

40cm”1为cm* ±l.5cm"1
±2cm′1
4000-2000 3000cm-1处4000~~630 cm*∶为±6.

五个以上腥cm~'2000~7650 上海分析仪器厂
收峰650℃m 71为cm"

±Scm~L
在此时程内对物质作定性，双光束费 激发
定量分析和对荧光物质的光分光光 220~750nm910 ±lmm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lam度计 分析 荧光

220~800m
常发 分辨深里在此教段内对各种物质进 220~750mmWFD--9 65% 天津光学仪器F行定性、定量分析和对煲 0.50m
发射

荧光分光光度计 光物美质的分析 22D~~750nm
LLZAAM 优于0.5mμ200-800mm ±b.5mm 吉林图们市分析仪器厂

激发∶ 分析灵敏度
WFD-I8 SS5~700mu IPPb 天津光学仪器厂±1mm

(1×10-*/发射∶
300~750mm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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贿增

主要教术急数积规格
生 产 广型名称 ”瑙辞做号

波长燕园 效长精度 分 费辉

激发;
化研！占智觅GFY-10o 叶当图 厦门分析仪器厂20m
发射。
D0~～76inei
190~～860nmWFX-1A 0,3ran主0，5正加 北家第二光学仪要厂

用于无机成分的定置分析 我色默率wFX一EJ 北京第二光学仅器厂件夕智草19～860nm 2nm/ua

烈子嗯刻分光光度计
洗阳分析仅器厂wYX一462 十细叫 能分开Ni三卿|180～f60nml

上海分析仅器厂≤0,nm 0,2nm150～ge0am3200
（WF5为单光束WFX一 波长监复性

≤3≤±5人 临烹分析仪需厂180～660nmlWFX-10
I为双光孽） 董分开Ni三线

轴度波长重复性 贵阳新天辖密光学仪
<1?n、190～86OnmjwPs <0.3nm 器公司Mg、K)<单肉）

单色仪款挺
±0.Enm 上1.96~60nm 宽度O，1m四时名可”！” 、苟

△λ=0.2五nm

灵敏度;≥0.01E13ppm重格散钾 北京环保仪器厂
确定度，≤1（10分钟）581-G 用作一般比色分析

光电此色计
厦门分 桥仪器广重观性∶≤9.5%T

滤色片∶340～690nm10分钟
求京科学收都厂GBS-1 漂移。<±1.5%

重观性∶<0，5%

灵歌度;≥0.01E/3ppe重俯酸钾

电比电肯一晶常色充一 厦门分析仪器厂GXG-015 雅定度。≤∶%T
置现性t≤0.5%T

测遗范围130～350nm
上梅弗三分析仪器厂30 检出极展∶1×10-�m!硫酸壶字用于测定固态发荧光物质

似架架秘士
（将刻0，1N孤酸>

的含量 测量范围，1×10'～5×10"?g/球
航州光学电子仅器厂wGY-1 现微寓∶1×10"g/E

基本调差，≤调量值的±5%

京光略全鳌 深光度计
新江新安江分新仪餐狭长范图，400nm高念量W分析专用仪器 ”高含谓分析，直读99%己”

最少进梯席液∶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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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晏技术参数和规格

些称 号 邀主 广用御 海
分舞率被长精度波长粒围

全差系光虚此
坡长范禹∶390～700n血重金窝元素化学分哲 断江新安江分析仪，
高含量分析;相对含量99%778 单微最分析量高分携率，0.05pm
聂小进梯榕液。5m1

灵敏度和险调镀限;

李色蘸氮乎荧光光度计
对姗，锌、链、饮等数十

元素 检出极隔招液浓度 峰高△种元餐进行测定，用于环

wg 一号 i<4-30-18g/mL保、医刮、生化等部门 >5%wFY-2 激江温州布仅群厂A dppb <7-10~10g/ml>5%

K >5%40ppb <5*1"10g/m]

变动系数≤3%

歇疗站氢抬枝调 子吏此光蕉计
可对砷、锑、怒、汞多系

元菇溶液液室"峰商 酵侈挡乖元脊进行测定wPY-3 As <7×10~19g4Ppt 断江温州市伙器厂>5%
变动系效≤5??A清金程}

常 用 电化学 分 析 仪衰 表附-1-37

吗型名 素 用 主要技术参数和规惰主 要 酶 生 产广

辐出电流;≤5A，鲁出电压∶≤15V挖制电位 浪金、工矿等单位作切，、DJS-62 灵敏度。50mV/5A电 解 仪 上海邦二分新仪蝉厂设、锌、幅等分析 托胡精度，± 5mV

指示电表精度;<2，5级，电热器，>用于铜、铅、锌、锦、锯双破电解
司 ∶0W可调节，电解电流最大;8A 上海第二分析仪费厂分折仅 等有色业属元素定F分析 最小0。2A

灵敏度∶】×10"M（Ca*'），分操家∶用子金属和释有金腐冗景JP-1A

欣削彩延名
成都仪推厂35mV，极化电位∶+0.5～-z.5V，

做微是和杂质分析办可对扫描速度∶250mV/s
有机物滋行分折

灵敏度∶1×10-场1×10°·M（Ca*）J-2 分孵半∶35mV， 成每仪醋厂
概化电位n-2，，7～+2.2V

笔琼式 电介电压葱圈∶0~-1V、0～~2V、0~用于对金属和器有元素作思AS -3V、+】～-2V、加呕正越度∶每分银谢仪 上海分析仪器厂定性定量分析 钟100mV，200mV、3ocmV
适用于冶金、地质等部门起始电压。+2V～-2V〈连续可调〕AD-1极 谓 仪 对金属元萧、无机离子作

江苏金坛分新仪都厂扫描畅度，≥2.5V〈违续可绳》分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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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善名 称 型 主要技术移数和规格 产 厂主 生要用鸡一
撰电压幅泼，土2Y适用于矿钟、合金等物中饮速额 75-4B 厦门第二分析仪器广春缎俱登∶<2%微量或痰量金属杂 质 分

薄 仅 红推电压道事可 调析，亦臂用于电化学研究

自动电位 测量范菌;pH。0~14，mV，0～主1400用于电位滴定法进行容量

分析，pH值及电额电位 mV,~700～+ 700mVZD-D 上海第二分析仪逐厂清 定 仪
基本调差∶pH;±0、1pH/3pH的痉制，本可作一般酸度

亡通 mV;≤±8.才mV
例量粒园∶CO;≤0.05??常量，硫用于测定铝土矿、自云石、

DT-1 江某电分折仪器厂≤0.05??常愉精度I级窦铁矿、铁锰矿石等中Coz光度漓定仅
S、Ca量

装附-1-38常 用 前 线式分折 仪袭

生主要找术参败和规格 广主号型龄帮

射故发生毒;管电压;10～80Y〈分档可作晶体物质销构分析，帧
调），管电流16～80mA，稳定度1去0的% 丹东仪翻厂碘测定物质晶体结构和单

以部筑症标料
Y-3 记录 框 综 合输定度∶对同位素Fe土5晶定间、晶数大小、点阵

优于0，5%常嫩。应力测定以及物相
分析零 乙等射枫发生糖;电振电压∶10～6kV

定0.1%上将第二分析仪舞厂xYS-4 萃区电滋10～80mA慢
记数器分绑率∶优于2μs

警电压∶10～50LV<逢途可调），用于研究物质内部结秧，
X射线品 丹东仪器厂记！ 管电流∶3～38mA（分档可调）单晶定问∶畅质定性，测
体分析仪 意度不劣于±0.3%定点阵常微。残余应力辱

管电压∶10～60kV可用于物屠定性，定量分X射娩循射 丹京仪器厂管电流16～80mA YG-1-1命 分析道男∶12Mg一92V
灵光分新仪 整机毯度∶优予1%

国型×套鉴拟根这
则量花随∶24Cr一92V用于室内、野外、探横中
■定性∶预熟一小时后，七小时源移不对告报矿、粉宋、睡头、 重庆地质仪器厂HYx-1 大于1%醉散等掉品行快速元素
定时分档∶ 10'，20*，40*，100"手控定性与半定量分析，在一
显示方式r数字要示9×10定条件下亦可作定量分析

制量范围∶23V～92V<目前可训Cr、Ma、用于室内、费外跟锅非碰

×需署女非区
Fe、Co.Ni、Ca、Pb，Zn、Mo.Sn警子余种坏性地测定岩矿、需头、 上海地质仪器厂xY-4 元素》，能量积分柴战性≤1??粉束、食金中元堂食量
能量分辨率≤23??分辨时阔≤l线，
旋用环境温度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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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名 称 用 x号 主要牧术参数和规酱 生 产，下斜 广物

分新葱国∶O。～UoX射线炎 3070Z 各种含量的物质定量分析
分析时间∶20元素同时测出结果需43秒 丹东射投仪器公可（单道）光光眼仅

分拆范围∶Oa～UaX射级奖 8E30S 用于各种含量的物质定量
分析时闻;20元索间时测出结果警43秒 丹东射续仪武公司光光谱仪 （多道） 分析

各 种 加 熟 炉 表 表附-1-38

名 张 * 转欧 路板电分

式等 含 护即
·型 SB-1.3-4。 ~SB-2，6一4SK2-2-10 SK2-2-12

护幢容积（四m' φ40×600 争台义空岩
加热板面积（过血2） 450×30D0 60×450
画记温度（℃） 各 120 曾字 ≥1400一。乙额定功率（kW> ？ 1.3 3.9
额定电压（V， 220 宫220 宫
相 致 神单 草单

外形尺寸（四四） 460×320×172 520×460×184
耦八霸” 35 35 16.5 81
生声厂 上赛实验电炉厂 同左 岗左西计

各 种 电 阻 炉 素 表附-1-40
名 箱 式称 电 限 炉 高温循式电阻泸
电炉型号 SX:2.5-10 SX:-4-10 SX2-5-125X7-2,5-12 SX:-8-13一一

炉藏尺寸（mm） 200×100x80 20×120×80300×200×120 3m×200×120 250×150×100
额定温度（它） 100 1000 120 120D 1300
癫定功率〔EW） 2.5 * 2.5 ，每
额定电压（V） 220220 229 220 50～念30

制梧 敷 单 单举 台
意量<kg） 35 55 9a55·.句’
件售” 上海实验电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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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1-42PH值 河 定 酸 座 计 表 V

频携式酸度计原  度  计戴宝眼宝计精密茛贸计超 .- +,

+

pHS-3 pHS-20CpHS-25CPHS-2号.福

pH值测定范围（pH） 2~120~140~140~14

最小分度<pH） 0.010.02 0.1 0.1

帮美（pH/pH） 0.02/3 0.1/8 0.1/3

雪量（kg） 2.5-? 1.9

外形尺寸（mm） 260×300×160 270×250×90 290×J80×90 180×160×110

厂产 上海雷数仪器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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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9 我国矿床规模划分标准参考资料

表附-1~43矿联细摸划分标准一考装

服致中 矿 球 烹 蜀
曼大 型. 曼中 ’

\ 3 占置一 起
继- <1010～60亨盈费乙它一善召心

入S-10>10显案“艺《煤矿整》
<0.50.5~2>2贩煤 《101小喘田”
<100100~100>100着律 (10*t》青名
<106>5000 1000～500矿石 （10E缺煤地区

>10w <t6w8100～1000原滴 【1346）荷油 <100声单“艺飞生“”天然气 100~1000>100
了岩 2～20油真岩 矿石 <10》 <2雪

够 >30 <1000100～8000U (t)

响e >1 <0。10.1～1贫矿 矿石 （10t>
<0-06>0.5 0.05～85富扩 事在 （10-t>
<20>200g， 200～200南 矿石 <10*t）

19 <16010~500>500销长矿 矿石 （10）
0～10 <1>10011 Y,Oy(IO4)。

”挚 卜5～20>20·12 TiO:(101)金红石原生矿

2-10>10 <"弯制 （104>金红石砂矿

50~500>500 <50TiO:((16>钕续矿原生矿
<2020~100>100矿物 （10*）衣铁矿砂矿
<1010～50>50Cu {30*>塑13

身 <1010~50>50Pb (10*t)14
10~E0只 >50”郸 <10 .Zn (10*)
50~200>2000 <50o铝土矿路 旷石 （10*

”物谢鹌锅
>10 <?么 2-10Ni <10*t》

0.2~2 <02>2Co (10t)
b <1.1~5WO;<10t)

) <.S0.5~4褥 Sn (10*)

卜？>6 15

酱剂象铸
Bi (10*4》31

凸1～10>10Mo(1o*t

景房灵灵
色

人葛500～z000>2000写 《t）73
24 了岩>10(10*) b5导号5~20>20署金25 (t)串

对？ 2～8>8砂金 (t>

嵩 ,<2响 200~1099.>1000(t>

<27 2~10>10金碍（t》部蔫
<500500～1060>100Ta:Os<t顺生矿28 。 <100100～500>300矿物<t》博 L>10 1～1029 Mb:Os(104t)电 寨生矿

>2000 <$30500～200制售一岩砂矿
<020,2~>38 PeO <10*t>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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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蛋位套 矿 床 规 顿
矿 种 名 称

中 理大 塑 小 型“” 。” ” 。
<1>10自31 1~10L:0 (10*b)矿物惯矿

>50 <1010-50LiCl (10)业湖怪矿

酵 >20 <55~203: 矿物 （1）韩沸出

3 <500>20 500～200镗（蓝制中的铀另计） Rb:O (t)

翰34 <50500～200>200Cs:O (t)。 >20 5~2035 关育石 SrSO。(10) 8
幽片 >100036 <16701400~1000砂矿 裁居在 （t）

>5000 <50o500~8000调忆矿 （t>

>50螺生矿 5～50 <5TR;O:(l0t)

>10 1～10铆族TR∶0∶（10>（风化壳矿床） 、>5（风化亮矿床） <0.50.5～5钇貌TR∶O;《E0't>

”僳结雀钼甾佛乾酬着
>8000 <500501～8000Cd ()37

Ge 50～200>200$ 在凹(t)

Go39 400~200>20 心官<t)

40 >50 100～500 <100<t]Io
41 <30>500 100～500Hf (1)

>50Ro <S5~50小？42 e3 100~500>500(t> 二?0。，当 100~500>500 <1n0一
导 >500 <10100~500t>Te
46 钦 >10 2～10 <2(E)Se
47 石灰岩 0.1～0.5连剂灰岩 <1gL> <0,1>0.8矿有

0.15～0.息>0.8“气”水泥灰岩 <0,i5际上

>0,5制破灰岩 0.1~0.5<105t阿上 <0.2
0.1~0.5蛋出消滋 <1Det) <0。1>0.5矿石

>0.5 0.1～0.5自云石48 <0,t(10tty同上

当 硅石 200～200熔剂用硅石 ~2000 <200<104>计，

<200>1000 200～100<10*t)哀端陆质照料 F

6 >0.6菱镁石 <0.1(L0"t) 0.1~0.5同上

>103 <200200~1000耐火箱土 <10*t)问上

>1099 我石《不含生费石） CaF。《10*t) 20～100 <20
>20黑邑石类 50～200矿物 （104t） <50
>10C0D铁飘土 <200200～14o0歌石 （10*t）

？名 <200200～1600同上 （104t）诗型用粘土

>10佛型用砂 <100196～1000(10*E)阀上

>1500侧性矿 <200zct～1500(10*t)网上
58 西薯蔫 >500 100～500(10*1). <1005

令 调矿 >5000(104t) 50～50t矿石 <500
60 函态 >1000笔悌 <104) 100~1000 <100KCp

被态 >5000(I0*t) 500～50KC1 ‘驾亏。 钾长石 >100 10～100矿的 <10l0")e 含食钾滑石 >1 0,2~1(10*6) <0.2馆

明讯石3 >100(10*1) 200~100 <200广例

令孙化配用蛇效岩、微摸数64 0.1~1>1(10*t) <0.16s 芒确 >100<20*》 100～100e网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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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

用市许号 矿 诺 规 银
矿 种 名 称

小 贺中 效触大·J
自 ，国 8？

>1000(10oset同上 <10001000～10007’，钙芒痛

i <200了量子 200～0予之乙。“艾乙又己中”天然碱
<31000>500o 艺了空名MgCl:/SO,(10)惧盐67
<1>10NcCl (105)你盐 ,1～1868 平

100～50>50 <100NaNG,(104t>69 营盟北
<50g540～5000>500澳 “”? ,>5000 <5005100~500影 (t)：心 <20>10097 280～1000(10*t>.出直晶石、都蛋石
<050.5~5>5(10*)A古 73 势 了客 <10汐管(10"t)B:0:漂（内生硼矿>义 <200200~1000汇 >100·云母 工业原转云每（t>

50～500>509 <507 （104生》矿物石棉 耀基性岩登蛇
软石石锚 <1010~50>50矿物 (10*Ey悯质琰藏验型
蛇筑塔石增 <10e100~100o>100(t)r 同上监石棉 20～190>109 <20（万究救》y8 问上金刚石 哪姐矿： 10~59>560 <10<网上）菌听砂矿

0.2～2>2 <0.2(t)单品79 医电水晶 10～10o>100(t) <H0的 矿物谜炼石英 9.06～0.5私瞬 <0p6t网上先承水晶81 Q05～0.5>0.6 <0.05上 (t>工艺水品83 <t~1>1(t)g3 同上冰湖石 <01·6,1~1>1·84 (t)问上光学堂石
20～10) <20>00(10*t'网上一石量 晶质磨 <100>190 100~1000(1041)矿行熵品质 <10>50O ·10～500(1D*4)网上6 滑石 <10D819的～3000>300(10*E)闫上引 石青 <200200~200>2000<10*)间上88 水湿温合材 500~2036 <o0>2030(104t)矿石B9 水泥粘土质愿料 <100440～800>500（1分*）然土量高岭土s0 <60500~2000>2050(10*>矿91 待瓦豁土 <50050～5000>5000(104>网上影润土92 <2020p~100>1000(10"t)网上硅土93 <100100～500>500“号粘土量海恪石94 25～50 <35>50(10*m3)矿石料95 花岗石和大理石 <100100～200>500(104t)粘土最96 凹凸修石 <5050～200>20(10*t制弘7 欧腊石 B~30 <80>-300(10*t)间上授石98 。： <500540～500了罗名(104)网上沸石99 20～100 <20>10<0*E)两上00 鲤石 叶：：，

500～2099 <500>200(10*t)网上珍森岩 <2010I 20~100>100(10*1》矿物韭灰石102 <20020～10o>1000(10*6>矿石103 肯石<〈器绿绪家素岩> <20200～100>1000县” (10*m194 建筑 大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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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惰

用序气 扩 床 规 模
矿 种 名 称

中 型 小 型味，汁“崔
5” “乞

通斌、石村、花岗石105 .10-5900（10*4曲万> <060砂石 .>5o00
型 0.1~1>1 <0.1(1o*t)矿切“占

(10*t)石滴石 50～500>500107 <50同上上
天然油石、 一言” >10010g 、19-09 <10矿石 

>5000供水水需她 <100010080~500109 允许开采量<《m'/d）

地热团J10 发电酶母 （kW） >5000 10000~5000 .<100
性;1.有些别产是按有用组份（元素威矿物）欢矿石量计算储愉和划分规模的。还有些按有用组分和矿有量网者闻

时计量的。这里风列出一种并据以划分矿床规视。

2。关于小型矿床规横的下限和需否进一步分小小型矿床及其规横岗将总结实践经验拟定。

附1.10 岩矿分析允许偶然误差·

总 则
（1）全分析各组分，除按允许误差检查外，其各项百分数的总和应不低于90，3，不高

，于100，70。如其中有不能合理相加之组分存在时，可不受此限制。
（2）水分析未具体规定每个组分的允许误差。按以下公式检查分析质量∶

2K->K=×100≤±2.0%互K+立K
式中 >K——每公升阳离子毫克当量数;

2A—每公升阴离子毫党当量数。
上列要求适用于习K+二A>5。当习X+习A<5时，可不必追求此精确度。

pF≤±0.3
（3）物相分析应由化验、鉴定（有时还有选矿）共同配合，确定分析结果。各相的允

许误差一般可参照该元素的允许偶然误差执行。此外，该元素总量大于3??，分量总和
与单独测定的总量的相对误差不得超过10??

该元素总量0.2～3??，分量总和与单独测定的总量的相对诞差不得超过20??
该元素总量小于0.2??，分量总和与单独测定的总量的相对误差不得超过30??
（4）单矿物常量分析、半微量分析均按误差表中允许偶然误差控徊。
单矿物微量分析按误差表中允许偶然误差放宽50??
（5）半定量分析按以下公式检查分析质量∶

A-B-×100≤±50%A+月
式中 A——第一次分析结果;

B—-第二次分析结果。
（6）凡组分含量小于误差表中组分之最低含慧，未列出绝对允许误差者，一般可不计

●国家地质总局1978年3月颁发，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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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若遇特殊情况，可与送样单位、有关部门商订切合要求的允许误差。

分析样品的主要组分因含量低而无工业价值时，次要组分一般可不计误差。
（?>若某一矿种或某一组分有特殊要求时，应与送样单位、有关部门商订切合要求的

允许误差。
表附~1-44缺 可

含 量 允许偶然调总（??
注备组 分

相 对(%) 绝 对

?>45 平炉值矿边界品位45??高炉窗矿边界最位2??e30~45TFe威SFe 贫矿边算品位】5%

20～30 we10～20 ⋯>FeO  TFe/FeO>3.5为氧化矿< 0.5
10>0.2 平炉富矿S、P<0。1～0.15??高护高矿S<A、2

S或P <0. ～0.3?<0、2～0,25%0.02

岂 平炉富矿<0.04%>0.05Aa ， <3,05 高炉盗矿<30-07%宁占

>0,1 20 平炉旧扩Cu、Pb、Zn<0.04??护窗疗Cu、
Cu、P发Zm Zn<0.2??Pb<0.1??综合利用Cu、Pb>0，2%<0.1 0.02 Z置>0.5%

>0.1 20 乎炉富矿<、0.04??高炉高矿<0.08??合利
Sn

用>0.1%02<0。1
15>0.2N 综合和用>0.2%200.J～0,2

>0.1 10Co 23 综合利用>0，02%0.01~0.1
-002<0.01

20>005 >3??含懂铁矿石用，矿石含锅， 冶炼时有
Mo 30 利于脱疏、能饺0-01~0,05

？>2
咨 综合利用>5%<2 0-15

？>3TiO: 综合利用>5%0-25<3 ”>2 平炉落常要求，含骼低，
200.1~2Cr:O: 综合利用>·3%0-25<01
“当>0.5

辉合到用>0-1%20V:O3 宁“夕叫
0,05～0.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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缕表
砷邮 ，允许俱然误整《??

躯 分 注
(%) 柜 对绝 对 录

5>15 冶炼造渣一般要求<平炉挣级品<2??

10～15SiO: TFe>的??矿肆，SiO2～5??，采用20%6.
155~10 相对允许损盖;SiO∶<2??，采用0.4??

<6 .8 2允许误挫

-10
喜6~10A1:0, 的旋近锆一般要求1~s 20

0.3<1
与>5

CaO或Aso 1～5 治炼登渣一般要求2o
0.3<1
0.5均 旅

绪 矿 表附-1-45
尤许锅然误察（%食 量

超 小 龄 注绝 对程 对%)

四20 边孵品位∶1，氧化霉矿 窗矿20~25%
置10~20它 贫可10~15%
喜5～~10 2.质酸锰矿高矿12～20%

才2~5 贫矿≥8%

e哼客 ：2C～30
年TFe 10~20 工业上有锰铁此的要求

105～10
0.5<E:

>0.1 15P 0.05～0.1 20 每1?中含P≤0005%
0.<005

司素电其它项目

化 工 用 放 电 锰 矿 表附-1-48
食是 允许偶热误英（%级 分 备 注[%) 绝 对柜 对

e>70让吕。 55??上划品缀，粗整5??响品级，
的50~70

TFe <7 0,3 <6.5??根郑0.1～1??响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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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47金 红 石
官 量 诗详省跨弹触碱

肿望 分 备
粗 对(%) 差 对

>30 m
10~30 √ 原生事边界品位1，4??
5～10 砂矿边界品位扩物】kg/m2少，”2～BTTiO∶煎金杠石TiO 旷0.5~2
砂矿

20>0.1

号0.05~0。1 90-01<O.O5
其它项目 同恢扩

寝附-1-48然 铁 矿
含 量 允许偶然误数（??

酯岭 ’，
相对绝 对(%)

>1 u 顺生矿边界品位5%5～15
它。 ，3～5砂旷 诊矿波界晶位10kg/ms

乌>0-5
200.1~0.5

其它项员 同 铁 矿

袭附-1-49修 矿
允许偶然假差（??食 景 注*想 分 绝 对[%) 相 对

省 富矿边界品位25??>30
显0~～30 其矿边界品位3%CGr:O 甲10～20 砂矿边界晶位1.5%，1～10 。>30
中20～20 。TFe 10～20
呼5～10

0.5<5
10>5FeO 0.<

>5 10
15 雷着杂质<1.2-11%2~5SiO: 0.3<

>s 占 富扩杂质<2%Cao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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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表
串南 允许属然损塾（%

晋组 分 季租 对绝 对小噻”
占>10
占M2O 详合利用5-~10
约1~5

>>0.05 兽S或P 富矿杂质S<0.05??P<0.03~0.07%<0,05 夕它
其它项目 同 铁 矿

当 矿 表附-1-50
全 量 苦辛固芽谱惰八械“

想 分 注备(%) 地 对相 对
>0. 10 怀矿边真品位0.5%“勺。

岂0.1~0.5 铀拥矿边界品位0.S%

其它项目 网 铁矿

有色金属矿石分析允许倒然误差表 袭附-1-57
允许例然误塑（%含 量

组 分 鞋(%) 相 对能对
>3 ？C 0.5～3 边养晶位0.2~0-3%o

0.]~0.5 15
>15 着。零！矿P 边养品位0.3～0.5%乌1～5

200.2～1
售>25 边界晶位0.5~1.0%

10～25“日 。 含量段晶激的畅锌含雪，其允辨得燃惯差1s1～~10
用较低一级的谈兼规定要求200.1-1

b>3
碱化保边界品位0.3%Ni 四1~3

5 硅殿罐边界品位0.5为0.L~1
>1 售 边界品位0.02??帖土矿0.3??

乌0.1~1驾 悠合利用0.01??在主组分块霞的范围内有多2.01~01
少算客少）<0.01 0-002o>2

书Sn 1~2
原生矿边界晶位0.1～0.2%第0.29~1

0.05~0,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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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表
含 最 允许偶然误整（?? 备纽 分 注
小壤” 如 对 j能 对

砂矿
Sn >0,02 骂 砂矿边界品位0.02%

006:"n,02
？”呵
10~5 原农扩边界晶位0.05～0.0%
高0,25~1

WO: 250,04～0,25
噪

9 秒矿边界品位0.02%>0.02
-0006<0.02

？>1
.25～1 10。 边界品位0.02%
Q.45～0,25 2o

约0.01~5.05

5>10 1Sb 边界品位0.7%2~10
200、5～
15 边界品位0.2~0.5??综合利用0.02～b-1%>0.6

Bi 0.1~0.6 （则回收0.001??鲁
0.01~0.1 30 单独矿床，Bi<0.1??，可不计挨整

？>2 边界品位0.01～0.04%

合“记 著为裂障究填矿床取似层状誉床，Hg飞、0.02??，0.25~2
300.02~0.25 采用0.005?评他对误鉴

10>0.1
200.01～0.Ca 综合利用0.002%5..002～0.01

0.6090<0,02
t>2

综合利用>3另Cr:O, “ 0.2

>0.5 19V:Os 络合判湘>0，2%
200.!~0.5
多>30

29～39TFe或SFe
售10～20
？？”B.SO。 韶锌矿综金川>4 %
02~5
互>:20。 占5～20 集合利用>3%
矿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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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含 贵 等祥当拳瘤糕一谦

组 分 鹃十
着单(%) 略，专
15>0.P <0,2 贝，08· 边界晶位3%>10
5 练合利用B.2%2~10As 9夕却了出
200,1~,S

售>30
季SiO? 15～3o 治薄造渣，一般要方155~15

< .，>20 ·萝骂A1:O: 准炼楚羞，一顺要求20t~5
<1 -8：>25

305～28CaO或Mg 始缘造涨，一般要求当～< 的.3

？3TiO: <3 0.25
CaF: ->5 语赞矿综合利用>10%

费金属矿石分析允许倘盖娱缝范围 我附-1-52
食 量 允许铜然误著堡 分 备 控相对(g/t) 她 对

(%)(pf/t
>100 脉金边界品投2～2g/tS

氧50-70o 躲合判用，Au1一3g/t断，莱用20师相
20～50 对充许瀑整」<1gt时，聚用0.2g/t能对允许A旺 o155～20 退差3~5 20
“了 0.4
>100 与 边界品位50g/t2550~100AE 综合剩用 g/L骂10～56 “<10

15>5
当1~5Pt威Pd
约a.1~1

<0.1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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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含 考油等薯样贵

嫂 分 挚相 对带 令。g/t) 橙小掌 ·
窝 10

31～5
驾。Ir、EhO3盛Ru ，宁？”
40每01→+院P注2 !

eti91 日富

.
表附--53放射性、稀有分做党意分析公许俱雅表

”物 允许罚附说差（?? ⋯ 备塑 分 杂绝 对着碰(%)
？>1 边界晶位4.03??伴生矿床0.01~0，02??著
10 为敢射性有都杂股粒查，>0，005??，来用20%20。1~1 15U 相对允许视莞，<0.005??，采用.电1呱纯对003～0.1

允许误差∶200.01~0.03
0-003<0.01

?>3×10g/g)
RA <1×1-1g/配对矿康押价意义不大3× I0~103× 18-9 o

.5*20*1ig/-工*'1o-4～s*30~20 命。
身 、；，u>10

名 边界品位0.1%1~10Th 3室叶椿略靠庭 ：0,1~1
20夕它芦

‘司>5
点
四0.05～2" 边养品位Nb;O;+Ta.Os 0.01%.
”硝.NUb-O

.01～海2=05
30吧？即 4.005～0.01

夕富<0.005
占>2

0.2- 、品TayOr 0.01～002
刨0.0q5～0.01

0.002之0，005

四 边弄晶位602??综合料题>5.003第非嫁合到>8.
1 用B6O<0.01邪附可不计戳差0.2~3

B.0 200.0～2
骂0065～0.03

0.00<0.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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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含 量 允许锅然误差（??

备 韩里 分
绝 对指 对(%) 。>3 ZrO;边界品位0.5%

10雪令！砷 砂矿边界品位矿物1kg/m?（操合病用④.5kg/m'
骂ZrO2+HO: 0.1～0-4

砂章
ZrO∶或HEO∶ 25>0.05

300.02～0.05
0.005<0.02 “>3 边界品粒0.5??综合利用0.06%

151~3Li:0 非综合箱用。Li;O>0.1??，可不计调差

0.[~1 20
25宁空！夕叶

乡>1
赏含 200.1~2 练合利用0.023%

260.91～0.1'
与了

0.1-1匈占 创 综合利用0。01%250.01~0.1
0.0os0.005~0.0i

量>30 u 若分重以轻稀士为主，RE∶03≤0.2??，可10~30
RE,O 存 岁半菖牌、8~10

存“物
0.她~1 20

30a.朝2~0.2 w>3
CH:O, 1~3 10

0.1~1 20
”台>8

3~3L∶O，等其它轻看土元 含
罗十了” 电：辅 250.02～0.1.

10>1
乡Y:O 0.2~I
200.05～0.2

°,91～0.0 t0
>1 乌乡0.2~1Yb∶O;等其它置得

”结0-02~0,2 3土元素 0.03~0;02
0.01<0.03

号>40
S?*0 边界晶位天膏石矿物40??综 合 利用无工业20~A0 ，e5~20 搬标

“；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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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表
含量 允许俱找误差（?? 注望 分 着准吐 地 对·(%)

“气>01
号

，
综合利用0.制00x～0.01彩001~0.1SerT: 306.001~0.0I

<0.001 0-00s
>0.2 吃

访.01～0.2
I成Ge 缩仓利用0.6005%20夕艺才乡

0.0005～0401 to d0602<0.0005$

乌>0.2
品 继含利用0.01%0.01～0.2Ga泉Ti 200.001～0,01

0630.0d5～6.001 ·
15>0.01 案吟益
尊0.001～0.01Re 原扩0.0002??输矿0.时男400.005～0,001

0.002<0.0005
20>6.01Sc:0: 300.005～0。01

表岗-1-54物矿

含 量 允许偶然误差（?? 鄱备
组 分 崔尊的 对(%)

0.7 盖质确矿边界品位2～2，5??确块岩迎界品位>15
8彩（选矿效果好可降重6%>Q.55～15P:0s 非基发满可。Pj0s<4??可不计提是1~5 0.3
富矿杂质<6??不作指标，供造择生产工艺参10>3 考），F0;C;或A;D;之允许滑缘同R;03之充

对告 0.5<B 许误装

当义 富矿杂质《查潢含量，供选择生产工艺参考）MO 0.5<5
i->25

CaO 0.7<28 ， 富矿杂质<4??不作指粉，供选逸养生产工艺>70
多考）105~10CO: 0.5入调

.5 氟可固收箱用。宝产戴硅雕韵和冰晶石Fa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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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含 量 允许锅然识整（??

出组 分 备
地 对相 对<%)

<001 20； 0.05～0.01 30
0.01<0.005

硫 铁 矿 或 自 然 硫 表附-1~55
含 量 允许偶热误整（??退 分 挚 鸭相 对一诫” 地 对e>20 边弊品位??综合判用3～6??s t12~20

非椒合利用，S<5??可不计课差√5~12 wo时硒
喜>30

引 自10~30
5~30 10

10>0.5AE 高广来质<0.5??可综合国收）<0.5 0.05
>4.05 z0” ， 高矿杂质<0.D5??可缘合同收）<0.05 0.02
>05 15Pb或Zu 真矿杂函Pb-Zn<1??可综合国收）<0.5 0.03

司>10有机C 富矿杂质<8%<10· 0.5

明 胡 石 表附-1~56
组 分 含量（?? 允许绝对误整〈?? 备 挫

>20 0.?？。 10~20 0.6 边界品位SO.7.72?5~10 0.5
>20 。Al:O: 善插晶10～20 ·

0,7
0.5>5K;G戒NazO （探肥用“：邮 0.3

Su- 0.5 富矿染质，黄费矿越少越好

>10SiO 0.5
富矿杂质高岭土<12%<10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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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岗-7-57重 晶 石、鲁重 石
允许舞名损施《??”：言

祖 分 管酬
绝 对福 对】(%)

>50 e 边界品位BaS0.10??高矿BaSO。>85??晶额a20~-50BHO ：售10~20
氵5~10
15>3 重晶石膏矿杂质1.5~2.5??响晶级

SiO: 0.<$
>1 20 重富石富矿杂质0.8～1.5??响品级Fa,O; 。辅<t
>2 重晶石富矿杂质1～2??响品镶鸣’Al:O O.3<2
>7 10 毒重石窗矿额质<7%

Cao <3 0.7
访>1 重晶石窗矿杂累e.3～1??响品景

20雪学才可格盘
0.06<0.3 ，>20 。S0 10~20
o.6<10
0.5CO -CaF, 、

乙了费
参50～85BSO，武BCO∶ 日20～50·

5～20 。
>0.1 15 有害杂质，不可含Ca

20富 0.05～0.1 ~0.01<0.06
2>0.1 有害漂威。不再合Pb、MA

Ph或Ma <9.1 0.02
25 造纸江业周有害杂质，含否英量座额低>0,2SiO 9.06<0,2，
30>0.1 验展工卖用有害杂质。不呵含Fo

Fo:0 0,0<0.1
26>2.2 橡胺工业用有害杂质应敏少

R:O t.05≤创电
20 掺酸工重用有寄杂质<0，的%了多的窝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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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肾  石 表附-1-58

允许需然谈差（??量泽 注备姐    分
招 对 | 能  对(%)

240 边界品位60%SrO un20~40
10~~20 6

BaO 105～10
.0.5<5

10>1C0 0.7<7
0.6>10

MgO 0.51～10
0.4<1

t>30 -20~30SOJ &10～20
0.6<10

FerOJ >8 10

AI:0: < 0.3
0.6>10SiO 0.5<10

>m 0.7CO: 0-5<10
CaF: 1

石 奥克-1-59音

完许得然误差（??量台
组   分 注雄（第） 相  对 隐  对

边界品位CaSO∶+2H2046%>25 0.6CeO 10~25 0.5
>1 0.4SiO: <1 9.2
>3 10 化工用Fo、Mg等氧化钠<2~5%

FerOJ/Al10，吹Mg0 < 0.3
10>3KOUNaO 0.3<3

>20 0.5SO. 0.515～20

!

1
章··



·
·*驱1862

缤表 1
允许得热误差（??量合

 分组 注备
相 对 绝  对(%)

25 60
CI 0.51～5

690<1
0.5酸不溶粉

H:0· 0.4
H:0- 0.4

聚啉-1-60芒硝（包括钙芒硝）

允许佛然课热（痴）量言 ★★ 牲  分跟 (%) 招  对 绝  对
吉蒂边界品拉NB∶50.460??钙芒硝0.6>20
边界品位7～10??若典钙芒硝矿样。SO3，SO, 0.510~20
Na∶0<20??，可不计误差0.4<10

0-8留入
Nas0 0.64~25

!0.3<a
15>1K:0 0.2<1.

0.7>80 +7·5i0 0.6<30
0.6>3Al:O: 0.4<

无工业措标，只要求查请食量供开采时参考处理20>1
50 0.03Foro ●.1~1

<0-1 ←
无工业指标。只要求丧请自量以便开柔时分离和10>3
利用0.3CeO成MgO 1~3

0.2<1 ·10>5
丁*0.5I~5C1

0.3<1
四>0.01
300.005~0.01Br 400.001~0.005

0.0004<0.001
无工业指标，只要求查第台量供开采时参考处理>5 1

水不溶常 0.5<5
0.8水总

A V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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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7-61鹭 矿、盐 湖 淤 混

含 最 允许偶然误差（??
槲组 分 参相 对(%) 绝 对

鲁 岩楚边界品位NaCl10～15?? 池盐边界品位>20
i10~20 NaCl30??池盐;Na<8?不计误整，C1<N 19 15??可不片误敖）E-10

<$ 15
>1 岩盐中伴生KCl>0.5男可作为伴生钾盐计算储品K 量<1 0.2
>1 20 无工业指标，只要求班滤含量以便分高和利用孕 o.2·<1

占>1 无工业指标，只要求查清含量，旁虑园盐对人体M 有害，允许课堂严一些<1 0.1
皆 有害0.002

了号： 的 池盐∶CI<15??可不计识差
C u10～20

104-10
>2 0-4咯 “” 0.2

盐燃翻矿边界品位丑200.5%>1 10B:0? 宁 20
0.05<0.2

>0.1 色BR或 . 0.1 0-02
>s 1.0 无工业指标。只要求查请有量

水不溶物 <5 0.5
占>10 ，

监 水 0.S<10

当 液附-1-62盐
允许偶然谈宏（??含 量

色备组 分
(%) 蛇 对相 对 

5>10 边界品位KC【2??计算伴生钾盐储量KCI阿
105～10 低至0.5%K或Na
材～5

<1 0-2
>10 0.5 与盐矿同，但钾盐（杂齿石）含Mg、C高

Mg减Ca 1~10 宁
0.3<1



!

章1864 附

·· 续费* .
|允许偶然恨差（??含量

备组    分 出
(%) 相  用施 对

白>10
10CI 5~10

.0.5八5

与金额比，但押金（杂卤石）付SO2-高0-6>20·
0.510~20so 0.42~-10"
0.2<2' -

>1 10 ·B:03 20.
0.2～1 .-

0.05<0.2

20>0.1
Pr泉I +

0.02<0.1
>5 1.

水不溶物 4.5<S
>10 10 1

总    水 0.5<10

衰附-1-63鲜长石、禽翔岩石、棉晶花岗岩
允许两然调整（??量

串，尽 *躯、分 相  对绝  对(%)●
边界品位K106??押E用）0.1>10K.0 0.53~10
柳靓用<3??研磨用<4??无线电陶瓷用 10.6>4Nao <3%0.4 上<
波瑞凤削用<70??研磨用>60??电量用>74%· 0.75i0:
玻璃原料，研磨用>18??瓷店>-17%0.7AlOs

+

玻璃原料用<查.2??膏暗用<1.5??无线电>2 10
陶瓷用<0.1%·150.5~2FenO:△ 25Gai~-0.5

0.03<0:1
押能用CaO＋MgO<2??15>2
无限电陶瓷用CaO0.5??0.8~2CaO袁MrO△ e.an MgOo.3%0.2<0.8···
无线电商务要求聚量，日用商务FalO∶+T50∶<30>0.1

TiO:△ 0.2%0.83<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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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例然误量<??含 量

尴 分 领她 对当革 垫(?
SO∶<全镇） 0.1
灼失 量 0. 一盲静涵”镶

注，△不作陶瓷，电磁和玻璃原料用，Fe∶0K2??，采用0.2??对允许误差。不作陶能和电瓷原料用。TiO
紫采用0.3绝对允资误差。

石费 表附。1-4

食 量 允许偶然误整（??埋 分 备 醇(%) .灌 对略 对
CF 1·>6 边界品位10%

>4 离矿杂贰∶化工陶瓷、炼惧<1～3??0.6
SiO: 宁。 0.4 旅常<20%

<3 0.3
>1 20 离矿杂质∶化工CaCD;<i1.25??肉瓷CACO;CwO <1%<1 0.2
>0.2 20 高矿杂质，玻璃<0.2??瓷<0.L12%Fe;Q。 <02 0.04
>5 10 富矿杂质，化工BaSO<1%BaO I～5 15
<I 0.15

10>1 富矿杂质∶化工Pb破Zn<1??炼铝Pb0.05%
△Pb或Z工 0.5~1 0.1

0,050.5
MEO 0.2 ，

0o.16  食利用5%
> 0.2 富矿染杂质;化工薅铝<005??练用<1.5S△。 ‘” 0.1

盐∶△监扩炼制用，Pb<0.1??。应采用0.02??对允许误差，富矿化工或燕铝用，S<0，L??，应采用0，02绝
对允许误差。

清石、叶警右 囊岗-1-65
食 量 允许偶然误差（??组 分 密备湘 对(%) 绝.对

SiO D.71
NgO 0.态

>? 15 各类用迎<0.8～1.5%CaO 百。1~2
<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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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量 允许锅楼测差（??
螺 分 朗5意

(%) 绝 对相 对
15>0.5 卷类用造<0，5～2??时偏石陶靶用要求含Fe任Fe,0: 0,08<0.5

-7
1>0.5 叶跃石，陶聚用要求含T低TO 0.08<0.b
乌>E 请石南瓷用<4??（时懒石Al∶O1米用0.8%A1:O: 跑对允许误差）0058

片殿石制糖果用<B.0014%0.003As 0005
夕灼免量
宁H:O

·表附-1-86蛇饺岩、微减岩，租蓄性当

允许鼻宏谈进（??含 量 参组 分 缔饱 对八减” 超 对
边界品腔25%0.>30MzO 0-620~30

0.7>30SiO; 0,6、<30，， >5 0
Q5FeaO 2~5
0.3<2 ，
0.5A1:0,

>2. “’Caa ，0.3<2
o,sFeO
07灼 失量

Ni、Cr 同有色余属矿石
附硅购盐其它项目

我附~1-8.磐 土矿。
危许锅参误差（?? * 西含 量

组 分 绝 对粗，对、一瀛”
1.5 边界品饺>40第 ≥50A1:0r 0.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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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偶然误差（??询‘菖 备组 分 注

(%) 继 对# 对
SiO: 0.5

日。≥26TiO: 2- ？叫
D.<2

“石3 账惧无严将要求，但一般要求钢铁比>2.5，耐Fe0 火材料<2，5~3%0.2么
262?。8 练留不服制。耐火材料<0.6～0.8死Cao 0.18<0.8
15≥1. 熔铝<1.5%igO <1.5 0.2

21 10 耐火树料≤1%s <1 0.1
CO: <2%0.5

Ia≥0.6 蔡铝之0.6%P.0s <0. .05
灼失量 9,7

目用陶染、建筑卫生离瓷用高的土 表附- 1-B8
含 量 允许偶然误茫（??

矿想 分 注(%) 当岂绝 对
>25 日甩肉瓷用>i6%6.7Al:O? 建筑卫生网号>13%..10~25 0.5 .-n-

图。 0.7
>1.5 10 日用陶登用Fe;O;<0.5~1?? FeO D.5~1.5 建筑卫生陶烧Fe∶O3+TiO<0.8～5%0.15
<0-5 0
.>0,5 20 日用陶瓷TiO;<0.6～1%TO。 <0.5 0.1
>1 CaO<0.8%20Ca0或Mg <1 0.2
>0.1 岩 日用网能<0.1%ManO（全锰）
<0.1 002

20>0.3 <0.2~0.3%SO;（余确） <0.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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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69绝编离套用高岭土

允许俱然误蓬（??食 董 控组 分 收地对框 对（需）
>30%>25 0.7

艺艺 6.510～25
0.7SiO ，、

15>1.5 <0.6-1,2%
皆合 0-1<1.5

电瓷<1%>1 号’TiO2 20 无段电陶瓷要求微量0.1~1
宁豆<.1 ，

CaO+Mg0<1～2%20>0,5
CrO家MgO 0-1<0.5

无能电陶党K;+N?O<0.4~0.8%20>0.5.
K∶O或Na∶O 0.1<0.5

0.6灼爽量

表附-1-70病连原料测粘土

净， 允许铜然误差（??
盘 注铜岭 绝 对((%) 相 对

0.27>20
艺乙。 0.51020

0.rSiOr
<1~5%>2 10

罗占。 <2 0.
>2 <1~15%10TiO: 0.2<2

<0，6一2%10>2
CaO就MgO <2 0.2

>3 15 高可盟性前土K∶O+Na∶0<3.5%
K∶0酸NasO 0.3<3

<0.3??最好浸有寸宁台 色’
图” 0-0<0.3

9.6灼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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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附-1-71水泥用粘土（包括黄土、页岩等）

含 量 允许俱然蹈型（??
伟备组 分

结 对相 对八“幂”
>20 0.7之夕 水泥成分<10 0.5

SiO, 0.7 水观成分

F:0, 0.8 水泥成分

B.7>10CaO 水泥或分<10 0.4
TiO, 0.3 有害杂质

兰>3MeO <2~3%<3 0.3
>2.5 15K∶0或Na2O K20+Ne:0<2～4%<1,S 宁
>1 20SO;《全藏） <1 0.2

购 失，量 0-6

冶金轴助原斜用箱土 囊附-1-72

食 量 允许满燃误差（（??
组 分 住幸（宪> 绝 对相 对

日>40
Al;0 30～40 Al:0*TiO:>25%0.?

了司10～s0

夕>2己” <2 0.2
siO: 9.7

9>8
可雪宁 1-3 了弟 <,5～3.5%

< 0.1
>1 0.15|CaO<0,5~2?6CO我MgO 0.5-1 CaO+MgO<0.6~1，5师
<0.s 0.1
>1 29K∶0戴Naz0 K;0+Na20<1.5~2%<1 雪出
>0.t 嵩SO; <0.3 90.06

靥篇 0.6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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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败1-73冶金、需火材料陶石摸巧

允许需然调整（（??合 量 参组 分 备
[%) 唐递超 对 
义第 夕叫SiO >96～9??耐火混>8%
密 0.1

10>15 谢火材料<0.5～1.5??Fa:0 <1、B 0.15相查o、5??响品教

>1.5 “甘’Al:O <0，5~1.5??相整导.2~0∶5??常品裂
0.15<1.5

10>1,5
<0.3~1.5%Ca0 5.150.5～1.5.

0.<0,5
>0.03 台’ 硅快原料<0.82～0.83%它它 <0.0 0.008

表附-1-74镐盈 思石英 粉
允许舞然渠差（??含 量 群姐 分 备

(%) 绝 对相 对

0.5了戴’ 1.级品?7??1最晶96??I毁品94粥，胃聚
SiO 品10??簧铁80%1,！路

义 15 <0.751,5%Fe:0O; 0.15<1 ，
10.>3 <2~14%Al:0 0.3<3
高>1.5 CaO+MgO<1~L3%CaO+MgO 6.<1.5
20>0.5 K:O+Na:0<0.5%K;O+NazO. 0.1<0,5
20>0.03 <0，025??【级晶不可含S2-S2-； 夕一<0.03

Q.5狗 失 量

表附-1-75玻响原解用石英砂
允许侧然误监（??含重 在备组、分 地 对相 对(%)

0.<98
0.7 1级晶>??I级品>8??置湿品>?SiO: 95～98 -·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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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含 设 允许偶然调差（??
组 分 注(%) 章

插 对|绝 对
20>0.0S

当勺 <0.05~0.2%0.07<00s
>0.5 兽’A1:0; <0.5～2%0.1<0,5

20>0,05Tio: <0.05%<0.6 0-01
≥0.001 30'cr:D3 <6.001%<日.001 0.0203

陶瓷原料用石芙砂 泰附-~78
含 量 诗单荡筒悌一魂

理 "分 注备绝 对相 对一巢”
>0,2 20TO 兽

日用陶装<0.2%<0.2 0-04，
>0.1 20CaO就MgO. 无线电种瓷CaO、MgO<0.1%夕日<0.1

15>0.2
K∶0或NaO 无线电陶瓷K∶0+Ns20<0.1~0.2%0,103<0.2
灼 尖 量 无战电陶瓷<0，2%0.1
此它项国△ 同玻璃原料用石英砂之规定

注1△SiO3<??矿样，Ft，O;<0.02??，采用0。05?对允许误差。

裹带-7-77溶 剂 用 石 权 石

含 金 允许舞然误章（??里 分 让备粗 对(%) 着瀛
CaO  ]>4<47)~52%0.7

>4 a.5MgO <3.5??有色金篇疼剂<1.5%<4 0.3
>6 .510SiO2或驶不溶物 <2～1%<5

R:O: 0.5 <2～3%
20>0.03P:Os <0.02～0.06%<0.03 予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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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捷

食 量 丘许例越误差（男） 想 性塑 分 相 对}(%) 绝 对

>0,3 20sO, <0.25～0.5%
宁客心<0.3
0。7COr或约夹量

表附-1-78化工、玻璃原善周灰岩

允许偶然馄差（%>含 量 学想 分 悔
相 对；善一“催”

0.7 化工CaC0>95??玻病原料CaO>打%GaO
15>2MaO 化工<.8~1.5%<8 0.3.
15>2 北工<1??别籍<2.5%SiO1或融不格物 0-3.<2

>: 10 、化工R1O，<1～4??破赛原解丽Po，0;<0.1
R∶Oa噪F，O， ~0.39< 乡

>0.01 看’P 制氯配<0.01%
宁器一‘罗互’

20>0.1 黑配<、0，15%矿 少密<015 --
岂>0。4

言 0-015<0.06
.rCO∶武鹅失量
宁H10· ，由？，

奏则-1-73制电石（维尼龙）周灰岩
允许易然温要（那含 意 T 论分 旗棚 对(%) ’

0.>53 了艾算。？ <63 0-7
>1 20 <iMgO 0.2<1

30>1 <1*siO1 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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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侧然滨差（??含 量 僻组 分 备

一篱” 德 对祖 对
>1 20R:O <1%<1 0.2
>0,1 20s <0.1%<01 0-02
了夕富 20P <8-06%<0.06 0o.012

表附-1-80水 泥 眼 料 用 灰 尝

含 量 允许偶然误差（另） 划组 分 备跑 对((%) 相 对
CaO 0.7 Caa>45~47%

>5 夕”MgO <3.5%<5 0-4
> 0-6SiO: 0,3<4

AL:0 0.3
F:07 0.
TiO: 0.3 有害杂质

K:0+Na:O 9- <1??大坝水混<0.25%

Ma;04（全暂） 0.
P:0。 0-05 >0.2??可增加水混强度

15>1 <1%SO2（全碱） <1 0.2

表附-1-81（天燃水泥）说 灰 署 （

组 分 备 注允许绝对惧差（??含 量（??

CaO 0.6
[-SiO: 0.6

>3 0.5AI:O, <3 0-3
>3 0.5Fe:O; <3 0,3

MiO 0.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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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能对促盖（??含量（??  分Ⅱ 注串

<1.5%50；（全班） 0.3
灼 失 量 0.7
其它项目 同水泥原料用灰岩之规定

表附-1-82冶金、化工用白云石
允许能对谈美（?? 注(%) 事含量 分姐

>18~19??>19??准金帛特级漏（当合
MgO 0.6 量在15～20??同时，采用0.4地对调整）

0.6CaO
0.7>8 <2~7%,SiOr 0.52.5~8 <2为准全用特级晶0.3<2.5

化工SiO2+R∶O3+Mny0A<1~12%0.8Al:O.
0.8FerO!
0.3TiO:
0.2Mn30∶（全锰）

>5 1 <4~12???准曲线压缩级量酸不够物（含SiO2） 0.5<5
网络*<0，1%P "

表附-1-83~玻 璃 原 料 用 白 云 石
允许美热负变（第）雪含 姓十   分姐 湘  对  地  村(%)

>19～20??当台量在28~21第之同时；采用0.8MgO 0.4??对允许误差）

>80.5CAO
>0.2 15 <Q.1~0.2%FerO, 0.03<0.2

20>1 <1%AlOs 0.2<I
豪附-1-84美 美 矿

允许偶然促差（?? 西如 峰4
  分姐  鲍  对(%) 想对

>M 0.4 指南>4895，1紫晶>44，59，I康晶>38%Mg0 0.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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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没

允许得然误差（??    量净
盟 注咖   分

(%) 相对绝对

10>1.5CaO <0.8~8%<1.5 0.3-----
102SiO: <0.8~8,5%<2 0.2

Al:O, 0.5
Fe.O) 0.3
灼失首 0.7

天然碱及其误样 表附-1-85

允许到热资差（??量官
 分盟 姓推只(%) 相  对  绝

>10 D
Na  Na∶CO3+NaHCO∶边界品位10%105~~10

152~5
1.>1K <1 0.2

>1 10B:O, 200.2~-I-
0.05<02

>25 P
CO 15～25 5

95～15
2~5 B
>10 IOHCO; S~10 白
2~6 15
>5 5SO1- 无工业指标，只受查清含量，以便开采购金考处理<< 0.25
>2 15CI 网上<2 0.8

水不溶物 0.5 T型
>10 "￥总
<1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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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86固 体 硼 矿
允许偏找误差（%>畴响

塑 分 注寄
绝 对相 对(%) 。>10 硼镁石，御快矿边界品位1??盐期德扩表内·2～10B;O 0.5??表外9.25%0,5～2 。
9.1<0.5
6.6>15sSiO <15 0-4
0.9>20
0.7AlO, 10～20
8.$爪

10~30 的：。Fe:O 5～10
0-3<5
0.7>25

CaO 0.610~25
O.5<10
0,8>25

MgO 0.610～25
C.5<10
0.5含”

占>10 翻装石<10%总 水 <10 罗印
我附-1-87石 墨
注备超 分 允许绝对误验（??言 量（??

0.6 品盛石腰矿边界晶使2。5??>10c 雏养质石摄矿边界品位65%0.51.6~10
0.7SiOr
0-4>2.5 非晶质军墨之灰分中FezO;<0.8～2%Fo:O。 0,<2.5
0.5Ai:O。
0.6CaO或Mg0一 苹晶质石叠之灰分中S<0.8~3%0.2
0.5>s 卷益质石栅<3.。5~4.5%水 分 <5 0-3
0.5 排晶质石量<5.5~30%”分
0,3>2.8 率最惯石景<1.6~2，1%挥 发分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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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   水 衰附-1-88

历 允许得快误差（??   量
用  分 备蛆 招对《男》【m】L）能对(mg/L)

>20000 10 NaCh00g/LNa
105000~20000

>2000 w× 综合利用KC15g/L500~2000 10
>10000 6

W 10100G——10000
20100～1000

30<1000
>10000 0

Ca 91000~10000
30100～1000

>1000 6LiCI 100~1000 0RbCl 2040～10010℃ 1~40 30
>500 WB10, 1000~500
10~100 10
>10000 u507- 1000~10000 10
>1000 °

COJ-DEHCO3 1000～10000 10
>1000 200

6>20000Cr 105000~20000

10~100 5一 <10 1
100～1000 P

拍 10~100 10
<10 1

!ON 10~-[00 I6

Ss或Be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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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83硅酸盐粉-
合量（?? 允许绝对误差（?? 柱分组 峰

0.7>拍SiO: <50 0.6
0.7>20Al:0: 0.5<20
0.5>5FerOs 0.3<5

m

0.6>5CRO 0.4<5
0.6>10MgO 0.4<10
8*0K.OUNa:0
0.3K

MaO<全锰） 0.2 .-D
0.2TiO:
0.2SO∶（全信）
0.2P10s
4-5FeO
$0.灼 失 量
0.5H:0* 一
0.3H10-
0.02F或CI
0.3CO∶二氧化碳

表附-1-90第    土盗
允许偶然误差（Ⅵ）  量★ 注雄象超 (%) 食她对相

>60%0.7SiO:
谢机触媒<8%0.5Al:OI 建材AlaO3+FerOJ<10~15%
陶瓷<1??10>2FerOa 制视散媒<2%0.2<2
建材CaO+MgO<4~550.4CaO或MnO
狗暨用有机物<4~5%8.5均 失 量
制机触翼<5%0.5

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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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棉、云母
其误差可视具体情况而定，除特殊指定项目外，一般可大于硅酸岩分析之误差。

附1.11 铁矿物相分析允许偶然误差

根据《铁矿地质黝探规范》中要求测定磁性铁占有率，冶金部以（81）治地字第1472

号颁发铁矿物相分析允许偶然误差规定，见表附-1-91。
表附~T-91铁矿物相分析允许偶然误推表

相对课兼（??合量惹围（??分 新 项目 绝对课差（??“，日 ：
尊 不计<5激性铁（展用TFe型物相分

“乙5~20
析酷选仪测定） 620～30

1.330～50
>50 3

不计<1 不计
1～5 1.0

硅 腹 铁 205～10
2.0>10

计半<2 不甘
2~5 0.7516债 假 铁 5～10
10～30 夕

自一>30
<1 0-3

301~3
黄 铁 矿 3～5 0.9

>5 18
不计2 不计

2⋯6 1.2
意 福 快 矿 6～10 20

>10 2.0

附1.12 冶金部地质化验允许偶然误差

说 明

（1）全分析各组分，除按允许误差检查外，其各项百分数的总和可分三级检查∶
I、99.30～100.70%
、98.70～101.30%
Ⅱ、97。00~103.00%

如其中有不能合理相加的组分存在时，可不受此限制。
送样单位要求按1级检查时，需附送岩矿鉴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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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光谱半定量分析按以下公式检查质量∶

A-B-×100?0%A+B
A、B分别为两次分析结果。

（3）物相分析一般由化验、岩矿鉴定共同配合、确定分析绪果。各相的允评误差一般
可按照该元素的允许偶然误差放宽50??该元素总量大于3??，分量总和与单独测定的

总和的相对误差不得超过10??
该元素益量为0.2～3??。分量总和与章痤测定的总量的相对误差不得超过20??

该元素总量小于0.2??，分量总和与单独测定的总量的相对误差不得超过30??

（4）单矿物常量分析，半微量分析均按误差表中允许偶然误差控制。单矿物微量分析
按误差表中允许偶然误差放宽50??

（5）凡组分含量小于误差表中组分的最低含景，可采用组分中最低含量的绝对允许误
差。但对有些含量过头，无利用价值的组分不计误差。

<6）本误差范围未列入的矿种，组分以及某一矿种或某一组分有特殊要求时，均应与
送样单位或有关部门商订对允许误差的要求。

表附-1-92铁矿分析允许舞然误差

允许偶然温差（??）

时 量（??崇 食
串箱对 专：。” e>45

0,930～4
TFe<或）SFe

售20~3
0.610～20

6>10FeO 0.5<10
10>0、2

S或P 0-02<0,2
20>0-05Ag 0,01<.05
20>0-1Cu、PbiZn 0.02<0?
20>0.1Sn 0-02<0.1

0102>0.1
20Co 0.01～0,1

0.6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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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闽然惧差（??

超 分 框 量 （??
等对格 对

321 w
>01 15~FNME <0.1 0.015
>0.0s 0-015Mo

300.01～0.D5 ”>2Mn
<2 0.M”>3TiO,
<3 021
>1

Cr:0: 01～1 20
<9.1 0.02
>0,26 D-05

V:0; 200.1~0.25
0。05～0.I 0.02
>20 ~

512~20
空” 6~12 0.6

3~6 10“ 0.3
义” 0.75

Al:Os 2~s 15
<2 宁台
>5 0.175

CaO或MgO 2~5 15
<2 - 0.3
1 15

0.7~t” 0.15
0.05～0.7 动
<0.05 0.01

cOr 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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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矿 表附-1-86

允许懈然调差（??
幽 ”八源”参 声对相 对

? ，31
>20 。’
10～20 0-Ma ，6～1
2～5 02

>30 0,9
20～30 oTFe 8.10～20 e,510

13>>0,1P 0.015<0-1
缺网 物其 它 项 目

表后-1-94金 红 五 矿
允许得纳误继〈??

种分 告 量（??能 对串对相

取 生矿 顺生矿边界品位1。4黑·>10 。5~10
四2～5TiO 0.163-2

砂 首 砂矿边界品位矿物

20>0.05 “下当”
0.01<005

网 矿其 它 项目 考’
安附-1-95帆 矿

允许青然漫差（??
组 分 量 （?? 绝 当登 对相

10>0.15
0.05V:O; 0,25~0.5

200~0、25
铁矿同其 它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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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子

表用-1-86就 铁 矿
允许佛然误整<??” 齿岗 游单八徽 备
对 对招

乙 “ 卢r
原 生霉 同金红石 砂矿边界品拉矿物
砂 矿TiO: 10kg/ims

0.1>0.5
0.1~0.5 20

其 它 项目 同 铁 矿

铬 矿 表附-1-97
允许侧然温差（邪）

分索 (%)含

中 对四 ◆
2
>30 0~9。20～30

Cr:0 “中！艺 0.6
向$~10

1~3 0.18
>30 0.9

20～30 目
TFe 10~20 0-6

5～10 o
<5 0.3
>3 1bCaO
<3 0-3
>10 占

MgO s～10 0-s
3～5 “”

0.31～3

>0-05 20
S或P

<0,05 0.0J

其 它 项 目 阿 铁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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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98有色金属矿石分析渠整范愿表

允许偶然误差〈??
注9强 备量 （??含

参 对 对售
n，：？

售>5 边界品Y0.2～0.3%
0·33~5

乌0.6~3Ca 0.60.4一.6
150,2～0.4

0-3<0.2
4>10 Pb迪界晶位D，3~0.5??。4～10 Zn边界品位0.5~0.8%

]0了Pb或Z工
0.21~2

200.2～1
。耳<0·2

占>3 碗化铺边养品位0.2??

N e.151～3 随酸偿边界品位0.5%

15s0.15~1
占>2 边界品位0.02??帖土矿

o.1‘人叫 0-3??，综台莉用0，0I%

10与响 （在主烟分块段的范围内Co
有多少算产少>0-020.1~02

200,026～0,1
003<0.015

占>2 原生矿边界品位0，1%
0-11~2

100,5～1
0.050,2～0.5So

250.05～0.2
砂矿班界品位0，02%砂矿

0>0-02
D.60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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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佩然误差（男）
师 +雪（??如 注塑

[X] 总 对妙
号 5421

第 生 扩 原生矿沟界晶位
0.5>5 0.05~0.08%

100.5~6
0.050.2~0.5WO,

250.04~0.2 --...-
砂矿边界品处0.02%矿砂

30>0.02
<0.02 0.00G
>3 1 这界最位0.02%A

0.22～3
0.4~2 10

Mo 0.040.2~0.4
0.06~0.2 20

0.0120.04～0.08
3010°0～10°0

>10 5 边界品位0.7%Sb 2~10 0.5
200.5~2

>5 边界品位0.2~0.5??综
0.3～5 合利用0.02~0.1??顺便10Bi 回收0.001??，单独矿床0.030.1～0.3 Bi<0，1?不计调美
0,01~0.1 30
>6 6 过界品位0.01~0.0473
2~5 0.3

Hg 0.5~2 15
.25~0,5 0.075
0.02~0.25 30
>0.1 10 综合利用0.002%

0-02~-0.1PO 0.01--
500.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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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训然设差（%>

分组 部 注量（%>啉
对粗 售对。 人2； 5

才>2 辗合利用>3%CrO, ‘ 0.14<2
10>0.5 综合利用>0，2%

V:O, 0.060,25～0,5
200.1~0,25

> 0.7 铅管矿察合狗用>4%aSO0 ，、
142～B e>20 熔合利用>3.8%。 0-4S～20
多“了
15>0,2

P 0.0<0,2
>10 Q.5 边界基位3%

52～10 综合病用0.2%As 0-10.5～2
200.1~0.5 , 帽锌矿综合利用>10%CFr >5

园饮矿其 它 观目

表附-1-89贵金属矿石分析俱差范围我
允许偶然误差

注尔 含 <g/t? 善组 停

啬善。了相对（??
占人的叫1 。>120 岩金边界品位2g/t。“岩？了

850~10 ，23~50
Au 153~20

0.45<3
砂金边界晶位0.1～0，15营蛤

20_>0.1 c/in'D.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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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表
允许倒然误差

份分 (g/t)含 备尊费
鲍 对《/1）辐对（??

1 52 3 4 、
>120 10 边果品位50g/

12100～120
1250～100Ag ⋯- 自一20～50 综合品位5g/t

10~20 30
昌<I0

>2 15
Pe碳Pd 1~2 0-3

0-1~1 30
即>5

2~5 04
Ir承R 0.2~2 20

0.1~0,2 0-0
0.01-0.1 40
>6.2 15

Os成Rh 0-1~0,2 D.03
0.01-0,1 30

放射性糙有分做元康分析误差范围表 装附-1~-100
允许制然调差（??

步参 量《?? 郸备
售

章
对相 络- 、置 ， 5o>

边界品位0.0另《诱矿效u 0,6~1 宁品 梁好可遗当降低）。伴生
120,03～0.5 矿床0-01～0.02%

<0,03 0.004
>10 0.5 边界品仪0.1%

日3-10THOs
1~3 0.15

0.02～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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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偶然误差〈??

分 注组 量（?? 衡
对

先
能相 对 。，。 2 o

5>10 边界晶位Nb2O+T∶O;
日5-10 0-01%

0-1～5 10Nb.0
4-01日完！宁

200,01～0.05
19.020.005～0.01

多>4
9.22~4

101-2Ta:0s -010.5～01
骂0-01～0,05

D.0020.005～0,01
>3 边界品位0.02??

0.121~3 综合润用>0.03%
12Be 041~1

0-012夕！占乙
30a005～0.04

日>4 边界品位0.5??
102-s 缘合判用a。06%L; 宁品1~
20夕岩了” ”了” ZrO1边界品位9.5??

0.33~6 砂矿边界品位Zra+HfO∶成
矿物kg/m》。ZrO: 10043HfO: 0.04 缘合剂用0.5kg/m0-2～0-

号。0.02～0-2
10>1 综合利用0.01%

日”合品；”

RbO成Cm∶0 208.015～0.5
0.03<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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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偶然误班（??

出备略 会 群八滚”参 中 对插 ：
体直 日‘ ：？

>6 0.6
100.4一6Re:O

0.040.2～0-4
2D0.03～0.3

Ce;Os或La∶0 同Re∶O∶ 边界品位Ce10O∶0.5%

勇>2 边界品位0.05%
1~2 0-18，

Y:02 01~～1 18
0.08～6-1 0018
0,61～0.08 30

占>3
1～8 05Yb∶01玻

0.04~1 15其它碍土元素
0.02～0.04 0.005
0.03～0.02 30

1.>40 边界品位关青石矿物为

的20~40SrO 40??综合利思无工业挡

标5～20 0,B

1~5 12
u>0.3 “：

0.1~0.3 0.015
Se破Te B.02~0.1 15

0.0l~002 0-003
300.001～0-01

>0:2 0.025 在铁矿中G、G>0.1??
0.02～0.2 15 铜广中Ge>0.005%Ga 0.01～0.02 0003 多金用矿化物矿有中Go 0.002～0-01？ 26 I口>0.005??
·.001～0.002 铝矿石中TI>0，01%000Tt
0.005~0.e01 40
<0.005 夕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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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律
允许侧然慢差〈??

性分组 食量（?? 对 登
着 对 纯 o41 害？

0-002>6.01 可综合判用，
200.0*2～0-01 照矿0.0002%

Re 精矿9001%00040.01～0.602

0.635～0-001 告

<0,0006
20>0.08

0-0016图占 0-04～008
400.001～0004

袭附-1-101矿磷

允许偶然课裳（??
衡 韩量（??分组 含

箱 串 对对 ”4喜- ，。’
台司>10 混凑鸦扩边界晶位1.5??。 确块卷边界品位8??逸矿5～10P:O,④ 效聚好可降至5??
0.3J～5

10 富事杂飘<6??不作指标>85R4O③ 供途释工艺参考）日<6
1o 线钩学倡八崭善畸单。第>5MEO 夕司 速释工艺参考）<5
的>25CcaO 0、76<25

1.0 富矿杂质<4??不作指标>10
供透舞工艺害考）

？ 105~10
G.b<5
2.9SiO∶或酸

对瑞售

0,8 现可利用生产冰晶石；F或CL

①非晶质确矿P2Ls<4??可计贷笼。
②Fe2O;或Al2O;的允许误差同R∶D的允许翼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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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铁 矿 安附-1-102
允许氧然误差（??

分 量 （??组 备 注
对对租 毒 ”” se，？’

四>30 边界品位8??
20～30 0.6 综合利用3～6%。 名10～20

。叫5~10
自2~5

当 同 铁”啤
>0.5 10 富誉杂质<0.5??现可擦As <0.5 含吕收）0.03
>0.05 20” 富矿杂质<0.05??现可
<0.05 蔡合固收）00i
义品 16 富矿积质Pb＋Zn<10%Pb或Za
<0.5 （现可缘合国收>0-08

弓>10有 枳C 富矿杂质<8%<10 0-5
密;垂缘食利用，S<8??，可不计温差。

曹石 案附-1-103
允许闻然演差（??

分参 量（?? 备 注对对相 售
? ,日1 6

CaFa >5 1.0 边界品位10%

>4 疗部 套矿杂质;化工周清瓷燕

SiO 铝<1~3??炼铜<20%2~4 15

< 0·

>1 当Cf 富疗来质∶化工CaCO;
<1.25??周鉴CaCO;<1 <1%0.2

>0-2 20罗合 需矿杂质∶疲第0。2??
<0,2 8.4 陶瓷<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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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衷
允许解然误差（??

胜备分组 申八酒”含

对对相 绝

3 5- ？？ 。
>5 0-76 高官杂质∶化工BaSO，

BAO 151~5 <1%
0.15<1

10 富矿杂质∶化工Pb应Zn>05P6④破Zn <1??炼铝Pb<005%0.05<0.5

MEO 0.2
0.2Sb

儡’ 0.1
①孩矿衡概用Pb<0.1??，应采用0.02彩绝对允许误蛙。
②高矿化工或炼靓用S<0.??∶应陪0.02?对允许误整。

矿 囊附- 1-204土螯

允许侧然调整（??
醉分绩 量（?? 备

对绝对相 。？ 雪2 。
1.5>5 边界品位>40%之乙。 0.9<50
匀司SiO4.

>2 10TSO 0,2<2
>2 落督无规格规定，但一般10

要求娟族比>2.5感，耐火F:Or 材料<艺.5～8%<2 品
20>0,8 练船不限的，耐火树料-CaO <0.5～0.8%2,18<0.8

>2 10
麻倒<1 5%MgO 4

012<:
10>s 耐火树料<1%

8-1<1
夕司CO:

10>0,6 炼恨<0·6%P:O; 0.08<0.6
0.7均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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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附-1-105粘土（冶金辅助原料用）

允许属然误慧（??
分生 量{?? 注备

对对 绝&- 台m2 +
之 0.6 Al:01+TiO;>25%

了” 1oTiO: <2 0.2
SiO: 0-7

>2 1Fe:0 <3.5%<2 0.2
>2 CaO<0.5~2%,10CaO成MgO < CaO+Mg0<.6～1.5%0、2

宫>0.3
SO∶<全孤）

<Q0-3 0.06
>3 15 高可盟性粘土，K∶0或Nn∶O

K:O+Na:O<3.5%<3 03
的哭量 <15%0.7

石英砂（冶金、耐火材材） 表那-1-18
允许偶然误差<??

分组 脚量（?? 备对对相 能

>95 0.7 >96～8%,SiO 75～95 耐灭泥>85%1.0
>1.5 10 耐火射料<0.5～1.5??Fe:O <1,5 帽整0.5影响品级0-16
≥.5 “占 <0.6~1.5??益0.2%Al:0
<1-5 ～0.5??响晶级0.15
>1.0 0.2

<0,3～1,5%Cao 0.6~1:0 20
<0,5 0.19
>0.03P:O; 鸣 硅铁原料<0.02-0.03%<0.0s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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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107石灰右<熔剂用）

允许伺燃讽差（??

秒 分 量 （??官
对对表 略

*、喜2I
Ca ⑧.7

0.5了MgO <A 0.3

>5 10
SiO∶城酸不擦物

< 0.5
RO, 0.B

20>0.03P:O; 0.006<003
图。 >0. 20

0.08<0.8（金碱）

CO: G.7
弗盗消响

表测-1-108白云石（消金化工用）

允许解然讽避（另）
分 牌小策叫合

对物 善对询
4言叫!
日M:
0.0CaO
0.5>5

siO 102,5~s
B,25<2.6
夕出Al:0;
0.3Fe?0,
0.3TiO:
积2Mn:0 （全幅）

10>5，
0.5<6

P 着常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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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则-1-109喘棠物
允许偏然误捷（??

分瘤 量（?? 备 摩含
尊绝对◆

63“ ”。
宁>86 一载>拍彩，二级晶MO 0.6 >45，三组晶>38%<a4

>1.6 20Cao <0.8～8%<1.5 0.3
>2 10SiO <0,8～85%<2 0.2

0,5A1:0
Fe:0 宁

0.7灼 失量

硅 ■ 盐 空 表附-1-110
允许偶热误差（??

分 备 住组 量（??
相 对 绝. 对

>50 0.7SiO。
<60 0,

>20 0.7
Al:0

<20 0.6

F;0 0.5

Co 0.5

MgO D.5

含量>5??地对误爱0.5K;O溪Nu;O 0.3 ??，>10??绝对误差027??
MaO（全锰）' 0.2

Ti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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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偶然调整（男）
量（??合 注串中理

对招 矣她

0.1P:0;

FeO 0.5

0.1H
0.1CI
0.5灼夹量

0.5H;0*
0.9H:0·
.2SO∶（全部）

10>!
CO:

0.3◇

附1.13  选冶样品分析允许偶然误差（试行）●
谢辞
（1）“选冶样品分析允许偶然误差”是以单一矿种（包括精矿和冶金过程的产品）的

工业要求而制定的。若为复合矿种时，仍应分别以单一矿种计算允许偶然误差。
（2）选冶样品和产品的物相分析，有综合利用价值的贵金属元素和特有分散元素及尚

未列入的选冶矿种和组分，其允许偶然误差同采用“岩矿分析允许偶然误差”。
（3）有特殊要求的矿种和产品的分析允许偶然误差，可由化验、选矿、冶金人员共同

商订切合实际的允许偶然误差。
（4）选冶分析样品的粒度，一般应通过160～200目筛。硫化矿及易起变化的矿种，应

通过100～120目筛。有些金属样品达不到上述粒度要求时，可加工成有代表性的切削样
品。

（5）选冶的探索性试验样品的分析，不进行内部检查，正式流程样品的分析，应内部
检查30~50??最终试验样品（或产品）及原矿样品的分析，应100?部检查。

●  国家常质总局1978年8月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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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11被 可
允许偶然设差（??

备分 注食 盈（??曲
对替对着

0.8 顾矿 25??>45TPe 的 铁带矿≥50%40～45
或SFe 寻30～4

20～30 ，
占10~20
85～10
10略；细

0.<2 .
辅制 囊群-1-12

允许佩燃误尝（%}
分组 含 董 〈?? 性备

对相 对 绝

>18 原 矿8～15??夕中身’ ， 槛糖矿≥20%10～18 。。5~10 n1~5
0-07<1

注∶化工用戴电猛矿

红 矿
允许例然渠堂（??”组 食 量〈?? 注蛋

对等对相

1,2>50 55黑以上计划晶级。相差MrO: 1.2<50 5??响品级

钛矿（包括社铁矿和金红石） 豪附-1~113

允许圆黏误基（??
参 分 备 注量（??含

对绝职 对
TTiOz ->40 金红石原生矿2??

雪或金红石 30～40
金红石砂矿2kg/m3TiO: ；20~30
金红石辅矿≥80??510～20 攸性矿原生矿8??？2～10 钛铁矿砂矿15kg/m30,5~2 10 钛铁矿指矿>45%200.05～0.5

>0.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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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偶批溪验<??

超 最（??含 。本誉 相 对 革绝

20 金红石（TiO∶≥9%>>905
S或P 0,01<0.05 制优质解茶S、P<0.95%

义 0 试铁矿精广杂质

SiO 0,4<4 <2.6~d用

铸 矿 表慰-1-114

允许钢然供差（×）
挚 韩量（??分望 含 绝对 碰善

0.7Cr:O, 原矿品位6??>28 n 格兽矿≥30%20～28 ，10~20
？5~10 101~5

E.07>
15Ri <0.1s 解合氧用200.05～0。15
10>0.1C 综合鸦尾
200.01～6.1

4-00<0.部1

Si07 >8 精矿杂歌<2～8%。’ 0.4<8

襄附-1-11$钒 矿
允许青然误蒸（??

肿各分醛 量〈??
煮 对纯对

，
V:0; 原矿0，5～5.7%>70

50~70 （件生矿床0.L~0.2??。·20～50
。自 气靠矿≥75%5～20
100.5～5
200.05～a.5

0.01<0.05

叫
！！ 10>1 错矿杂贡C0.5～1.5%

0.1<!
1s>-0.07 赞矿杂质<0，03~0.0指售’ o.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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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118首

允许圆然误差（??
分 含 量（?? “组 含 睿

对对兹 。
富 宁小？” 限矿0.3～0.5??

顺精矿≥8%5~7 。。S~5
11-3
150.1~1

0.020.05～0.1
0.01<0.05

t-Pb >12 着身杂质<I2落
<12 宁

Zn o>9 稍矿杂质<9%

0.8<9

圈 >0,01 骂 必合利用
500.002～0.01

<002 0.co1

船 矿 接附-）-717
允许画然浪凝（%>

分尚 含 重 （?? 备 注对财由 基

Pb ？笃 0.9 原矿0.5%
喜20～38 （氧化矿1??停生矿”。16~20 0.2?
101~10 舒粮矿≥40%
150.5～1

0,1~0.5 20
<0.1 0.02

ZD 6>10 箱矿杂质<5～10%
<10 0,6

Cu > 售 精矿杂质<.5～3%
<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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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申 装附-1-118
允许饲然误差（??

分声 偏量 <?? 黄
绝相 对 言

>38Za 日的 原矿1%自20～3
（复化矿8??u了

]～10 伴生矿床0.7??，10
名0,7~1 锌触矿≥40%20t。2～0,5

<0 2.84
Pb 10>3 懒扩杂重<1~2.8猫<3 0.z：
Ca 10>2 精矿杂质<0.8一2%“ 0,15
Fe ”>10 精事杂质<8~18%e6～10

0.5<6

袭附-1~119兽电
允许闻然课差《笫）

的超 量（?? 薪备
能 对对相

原矿9.3%夕贷N 了
（硅膜镍0.2??2～3 8
使生矿舆0.2??;101~2
禁精矿≥3～5??10,2～1

15 杂亲MgO<16%0,05～0.2
0.01<0.05

身>Ca 杂质Ca<3.5～目用
< 宁

钻 矿 装附-1-128
允许侧然舆整（??

瑞 注量（??分组
唐 益对相

原矿0.03%10Co >0.3
（伴生矿床D，41??，150.1～0.3
钻精矿0.2%200,01～0,1

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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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障-1-121幅矿
允许偶然误粒（另>

分组 注含 脸（?? 物着益对 皆“ 、才 多一。- 唯’
Sa 0.7>38· 原生矿0.2%e30～名8

费矿0.03%。5～30
1~s 缺精矿≥40%含

0.1~1 1
150.05～0.1

0.02～0.05 20
<0.02 0.05

Pb e>30 一类五级昂
<30 Pb+Sn>55?n>28%0.8

Ca 15>0.2 糖矿杂质
<0.2 0.03 Cu<0.15～0.4%

B: 0.1～2.5 35 粮矿杂质
<0.1 <0.07~2界0.01
<10 。 费矿杂质Fe 昌5~10

<7~18%0.5<5
<0.5 I5

粮矿染震A 0.26～0.5 20
<08~2%0.45<0.25

高申 表附一7-122
允许简然误差（??

分组 含 遗 （?? 备 注
孝 地相 对

上 的 w 与2

名 >60 0.8 原生矿0.12??”40～69 砂 可0.以4??
10～40 锦横矿≥65%t

10“
0.1~1 15

200.05～0.1
300.02~0.05

<0,02 0.006

15>0.2 特矿杂质S <0.2 0.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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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固然渠裳（??

分 鹌理 餐量（??含 着相对 专
5？ “

Cu >0,1 粮矿杂质20
<0.1 <0.13~0,250-03

多。 >0.05 20 精矿杂质
<0.05 <0.05%-01

着矿杂质<l%10了MD 感许矿不限制丝，<1 0-01 白终矿限制能

S 精矿杂质20>0,7
0.07 <0.7～0.8%<0,7

一日 20>0,05 想矿杂质
0-01 <0.05～0.1%<0.05

舵旷杂质A在 20>0.1
<0.1~6.2%0.02<0.1
轴矿杂质SiOz 10>5
<5~71%0.58
销矿杂质3～5??鸭> 15co 前不阻制钙，展钨章足制

夕 锅<2

钼 矿 错！纠

允许俱然设差（??

分 量 （?? * 。组 含
相 对 绝 为

占e目乙D
宁Mo >40 原矿的.0（伴生矿廓，10~40 0.03?101-10

材 帽糖誉≥45%0.1~1
250.01～0.1
当0.005～0.01

宁己<0.005
精矿杂质150.25～2Cu 0.04 <0.3~1.5%<0。20

15 粘矿染重Pb 0.3
<0-4~1.8%0.06<0,3

、着 附矿杂质10Cao >2
<2~3,2%0.2<2



附录1  设计地质工作常用货料 1903

续表
允许偶然俱差（??

量（??央 档退 社凉
对 家绝相

+ P8 4 5

? 精矿杂质I5>0.1
<0.1 0.01 <0.05~0.15%

>0.1As 20 精矿杂质
<0.1 0.02 <0.07~0.25第

SiO, >6 10 着弯杂质
<B <6~12%0.6

Sn >1.0 15 精彩杂质
<0.1  C.02 <0.07~0.25%

表附-1-124T银

允许偶然误差（??
量（??办 含 等 编会

对 安鲍相

21 " 4 "
回 >14 0.5 原T0.5%

5~14 1 （伴生矿床0.2~0，3??，
150.5~5 整精中≥15%
200.1~0.5
福0.05~0.1

<0.05 0.013
Pb >16 " 一类精矿杂质<4~6??

5~16 h 二类**杂度<15~25%
<G 0.4

WO. >4 ? 精彩杂质<4%0.32
<A

SiO, >5 15 精矿杂质<5%
<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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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矿 表附-1-125

允许慢然浇要（??
叶由 变基量 （??

相 对 善栅- ，e 5。
也 9.6<16 原言6.02~8.08??

6～16 。 艰精矿≥18%1啦，由

156.5～2
200.05～0.S
256.的2～0.05

0.05>0:02
碱化汞铜矿10So >0.2
雨杂置<0.1～0.《%0.02<0,2

表附-1-12尊
允炸舞病误盖（??

率 注[%)分 体 本
离由 对 “自e、峰
0.7 原矿005%>28。 （伴生矿宋0.01~0.02??410～28 9 铀精扩≥30???1~10

0.1~1 0
200.01~0。1
3006.305～0.01

0.042<0.005
箱矿杂质20客。 >0;5 <0.1~0.5%自。1<0.5
轴矿杂员10>5Fo <5~7%<b 0.5
溯矿杂质15>2Al <X"3%03<2
精矿杂烫鸟 15>0,5 <0.6%8,08<0.6e: 16>8 箱矿杂质203~g <3~10%0,5<3
精矿宗质F 20>0.1
0.1~0.5%0-0Z<0.1



附录1 设计地质工作常用资料 1905

醌 粗 矿 表附-1-127

允许调然误差（??
分思 含 量（?? 饰秦

对相对 售
51 乙 3？“>40Nb:0: 原 矿30~40 NbO:+Ta:O:色

自20～30
自 =0.03%,10~20
102～10 视担捞矿0.1~2 15

Nb;O;+Ta:0;≥50%200.05~1.1
260.01～。05
30.003～0.01

>00903 00l
>16Ta20; 。’5~15 做，2～5

0.1~2 含
200.05～0.1
250.01～0,05

0.083～8.1 30
<0.003 .00t

P >0.1 5 黄塌石精矿杂质<0。1%<0.1 0.0
>0,2 遗绿石精矿杂质每<TA15S藏C +Nb），O;1??含S、C<0.2 0.03 <0.005%

SiO: >2 15 黄绿石帮矿杂质SiO2，TiOz <2 TiO∶或SnO;<2~5%夕雪或SnO;

锢键 矿 我附-1-128
允许偶然课差（%>

分盟 树”八滚” 备 挂含

对 绝相 对

寸 乙 套？ ，售’
BeO >7 财矿0-05%0.，2～7 （伴生矿床0.036第）

156夕的；出 皱情矿≥8%
0.03～0.2 20
0.005～0.03 30
<0.005 0-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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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允许锅然误差（??

由 座串八准”分 酱含
对结对相 警

，台工 4o，。’
Li:o 系矿0.6%0.15>3

10 （停生矿床0.3??，0,5-3
160.1~～0.5 健精矿≥4%

0.02<0,1

嵩>2 植筒矿杂赏Fe,0; <2~4%<2 03
旷 铡弯杂质20>0,1

<M.1~6.5%宁省<8.1

海附-1-128可锆
允许偶然误整（??

备 注〔%)分组 对饶相碰
目：2 ，？’，’

0 威营0.6??ZrO: >17
秒矿8kg/m3，H1O2 d“宁了
愉销旷≥50%。3～10

个0.5～3
150.1~0.5
200,02～0.1

0.006<0.02

泰附-1-130当申
允许铜然惯差（%>

注蛋
尊。叶，八减”虽 矿 合

地相 对 。>25 则矿2.5%PH0; 一15~25 《俱块岩12??S-15 e
确滑矿≥25%102～8 150,5~2 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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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 铁 矿 表附-7-131
允许偶然误题〈??

分替 晴 醉量（?? 备
报船 对对” 5⋯才 ，。 眼矿12??>28 0.6

5～28 疏纸精矿≥30%。
101～5

<1 0.1

出 装附-1~132
允诈偶然误差<%>

分 量<?? 注着专
绝 对对相

w~ ， 。人’
>15 ， 钢咯演。

Gar 6~15 0-7 盘石精矿≥60%
0.5 0.5

治金样品分析免许偶燕误鉴裹 表附-】-133
允许胃然误整（??

分粗 警 注对相 地 对o” 3 4
>90 0.8
70~90 0.7
50~70 宁
20～50 0.5
20~80 0,5
10~20 乡
5～10 0-35
2~5 0.3

121~2
步智” 15
0.1～0.5 20
0.01～0,1 25
0.005～0.01 35
>d.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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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编 写 人 祝客荣 黄管庚 赵慧文

附2.1 国内外地震区、带划分及地震烈度资料

表W-2-1尊、售换算区、燕

地震裕动程度地 晨 带 名舞孢 震 里 区 名 称地 展区 名 歌
黑度大;东蓄纵度高。台待东都地盏显区台淘悠震区 或部接低自神改部地需里区

损度小，舰度妊南海地震区

泉结-油头地霜带
那食-河诚地需带
广州-陷江地重带东南沿筒地需亚区

中强缩震活功，原崔貌灵山地震带
纸。东南潜海强度较大需琼地震带华南地震区

摘州-锅雕地震带长匹中下善地震置区
麻械-常都地震费

葬的-大巴山的量亚区

邢合-河剑地震带
许晶-非商地震带华光平原准震业区
曾口-舞城地罩常

弧度大。票度较高
怀来-西安地置带华北地震区 出西地量显区
三河-森县地展带例山-燕山地震里区 五则-呼和浩能墙震带

要度小，颌度低
东花地局区

演对南地意里区
腾冲地属亚区

温度大，制度高同隆岗地题更区青飘高源南部地能区
察隔-般脱地晨显区
重套跟布江地需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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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表

增员区名那 地展后动程度地 霜 帮 名称地 蔑 亚 区 名 称

下关-剑川地震带

减峰-石即地属带
东川-菁明炮震带

川赢地露亚区 透度大;搠度高
马边-置通地露带

驱宁-吕地震带青颠高原中郁地震区

护覆-康定地震带

对可西组-三江地震里区

霞足仑地震亚区
托常湖地震重区

龙门山遮展带
松滑地震指
关水地重带宁夏-龙门山炮需盖区
西湾固地缀带
民勤地程带

青藏浦飘北部地展区 破川地震带 强度大，频度较高

集达本地震带
祁连山地黑亚区 祁连地震费

河西走廊地震报

阿百金地震置区

北天山地震里区

新量中都地震区 强度大，频底高
算城-和静地震带

席天山地需亚区
柯坪-感什泡震带

新鉴北部地震区 阿尔太地需壁区 强度大，舰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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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2-2肯中那座与震缎和震卸露座关系来

（公里）度源影震

M 2015歌 10震 5 B
t裂震 仔

1.6 12.63.5 taN
2.58.5"m 内4

4.65.5 *6.5 5V
5.56.5 6P5 m

7.5马85 b-必 9.5
9 8.59.5 91 少

1010.511.5 Ⅱ120

注∶地震烈度指某一地点受来饮地震影响宾张的真诚挚里。对一般拉罗池里，黑中西度（lp）与震缎（M）的关
系如式M=0.66Io+0.98所示。展中跟宦与晨维和黄源深度的关系见表附-2-2。

表附-2-3我国地震撼武表（1957年）

+ 其  饮  现  象的 地  表    乳  象步 构站睡
1

无感觉，饮仪静才能记R无 损坏 无  损 坏1度 景到

个别华常教感的，且在无无 损 坏无 损 坏2度 完全静止中的人感觉到
室内少歉在完全静止的

人受到报动。如网载意车"
无  损  坏 无 鲷很快地从努驰过。细心无      坏 的羽察者注意到暴挫物轻盖

歌摇动

室内大多数人感觉到，门窗和纸期的项目前有时
室外少数人感觉到，少处轻微作响4
人梦中惊醒无元  摘  坏 最佳物裸动。番江中的

删 浪搏轻微振荡，紧靠在一
起的、不稳定的器里形嘴

靠内盖不多所有人和宣不言逼的水沸照起不大门、售、地板、天花板
外大多数人感觉则，大多的*高和国*木料轻微作响，开
微人都从梦中惊醒。家留的 普的门前景功，生土著
不宁下，粉饰的灰粉散落，抹

无损坏 悬控哪明显的基础，挂灰果上可能有纲小裂鞋
特停损，少量旅体从院端

宽 的器里中监出，集上放置
不算的排响福伊或燕下



附录2 矿山岩石力学常用资料 1913
续表

B 防 屋 结 构 物 料击 荔 象表 璜 象 现璃

南
很多人从常内陶出，行特辣情况下，潮蕃、雍牌、妨。砖、石确的塔【类房履许多损环，少

账破坏（非常坏的房、租 松的土脑有阐小裂缝和院墙轻微损坏。个别信 动不感，篆窗从展中隐出，四 况下，道路上湿土中城新可能演舞） 个别价况下，山区中偶 番■中的液体剧 烈 的 功
I、I网梨房屋许多轻 填土中有细小裂疑 有不大的播玻，生石散落 葛，有时微出

和股穴微损坏，】类房屋少数摸 架上的书籍和器皿峰有

坏 时澜赞或坠蒂。轻的家具e
可舱移动

不根紧固的隧增少数薇 人从室内仓捏造出。翟】类房盈大多数损坏， 干土中有时产生撕小票
坏，可能有胞倒塌，软坚许多薇坏，少数倾饲 辗。潮漂璃雄松的土中裂 触汽车的人也虚感觉固的院墙损环

【类房厘大多敷损坏， 悬挂物强烈指盟，有时继较多，较大，少数储况不很坚固的然墙很多地
少数破坏 方细坏，有些增方破坏， 颜坏政坚亮。轻的家具移下，冒出夹混沙的水” 城增少数倒瑞，较玺荫的Ⅱ类房艇大多敷轻微损 对，书常、器皿和用具验个别情况下，陡坎滑坡。城埔有些地方报坏

矿坏，许多损坏<可能有破 山区申有不大的滑坡和土牌坊、转、石初的塔和
春” 工厂烟肉可能损坏 石默落。土圆松散的 地

砷石剁纪念物很多轻徽 区，可能发生蔚情。水狭堂纳’ 的痕量和地下水位可能发
由于黄土脚滑、土密洞度 生变化的洞口遭受被坏

个别情况下，道陆上有
小裂缝
陪路基陡城和新筑道路、

土温的斜放上俱有塌方

不慢塑固的隙墙被坏。】魏房屋大多敷被坏， 人很难站待住地下烈验宽达几愿米，
许多锁倒 并有局部例塌，较坚盟的 土质猫松的山坡和潮源的 由于房匿破杯，人事有

I类房量许多破坏，少 院墙局部破坏 倍亡河障上。聚缝宽度可达10
触奠重 家具警动。并有一都分不很坚固的城绩粮多地 照米以上，在墙下水位被

方破坏，有丝地方颤塌， 高的她区黑常有夹醌沙的】英房魔大多数损坏， 测倒一 今数碱坏（可能有模例的） 水从裂能或喷口冒图塌墙许多侧调，教坚园的

越墙有些地方骇坏，狭、 在脊石破势、土质藕松
石例墙少数例皂 的地区，常发生相当大的

土石散幕。滑坡润山崩，牌坊许多损坏
转石的堵和工厂烟图遭 有时河流爱阻，形成薪的

水塘。有附井水于额或产受损坏，基至崩塌
不很糖定的弹石和纪念生颤泉

物移动圆侧，校稳定的
停 碑石和纪念物很害损坏;

有些薄倒
略堤和路塑的健放上有

不大的调方
个穷情况下，地下督道

的按头处遭受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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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表

食 等 国 其 他 现 象尊 地 衰 现象构 御“
家具题倒，并损坏地上要睡很多，宽达10不很轻随的院续大部分【类房屋大多数侧倒

1类房屋许多恻倒 坚米，斜坡上或凋烨边班例爆。较坚圈的院塘大都

Ⅱ关横墨许多被坏少败 松的烟积层中，有时现罐分破坏，局部例焉
领 纵横，竟度可达几十厦来，较坚固的搞请很多地方

励 绵赃很长敬坏，爆墙许多圆埋

很多滑坡和土石数感、腌均可能破坏，种、石

山别瘤的培和工厂测囱很多破
坏，甚亚锁倒 常有井泉干细或沥费产

生较穗定的确石和纪意物
银多翘圆

道路上有慰缝，窝时路

度 基望杯，个别箭况下铁轨
局薄弯曲

有些地方地下管建破盛
或退伤

地上敷施，宽几十星米 算具和室内用晶大营损直类房陋许多橘倒 牌坊许多破坏，砖、石
个别情况下达1米以上，

坏w的塔和工厂地囱大都倒堆积腰中的裂缝有 时 组

1 威宽大的裂缝带，能线结墙
贬可达凡公服以上，个照粮粉定的碘石和纪念物
情况下，剁石中常裂缝

大箱需例 山区泡州边的意隆题项

硫松的土大量崩滑，形属摩基和土渠级坏，建路
度 相当规摸的氛 湖泊

变形。并有银多衮缝。赣
稠、他中发生击岸的大

就局部考曲
雅增下管道碳驳

由于房煌胡期压死大量地面形成许多 宽大要斯基和土圾等大激取房愿酱瘤毁坏
人膏，埋没许多财物继，有时从瘦量冒由大量坏，大段候轨弯曲

17 底松的。浸避水的沉积物地下管道完全不能使用
大规模的滑坡。期看和

山崩，地表产些箱当大的

叠直和水平解裂
度 地袭水情况颗地下水位

题燕变化

广大地区内。地形有鹏 由于浪篇及山区内崩瑚建筑物 普渔毁坏广大地区房屋警法段坏12 和土石数幕的影响。动板烹的变化
物温孤骤灭广大地区内，地表水和

度 地下水消况膈改变化

注、为了使各度调对比明确，论述筒单，便于散用，除尝在数量上作丁大致划分（大多数，许多，少戴>外，对房
孟类型和建算物的破坏短度也作了如下区分1

1. 历虚类塑
】类 ①简慧的概合;②土还或电石等潮筑的损密;⑤夯土墙取土坯、碎确、毛石、卵石等南墙，用树袜、靠

泥做酒，施工粗脂的房居。
I类 夯土级或用任级灰浆窝筑的土坯、碎待、毛石、即有等增，不用木症的威里有姻小木柱阻无正规水架的

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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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瘫 ①有木梨的房愿（穹殿、庙宇、城腰、钟楼、草和质章较好的民房）∶②竹饱减灰板浆外墙，有木渠
的房屋1③新式费石房屋。

2.赴筑物的该坏理误
轻缴损坏 粉饰的灰新散蒸，抹灰属上有绪小我量或小块制穗，胃有砖、瓦、土还或灰策碎块等坠落，不稳
定的饰物滑动攻损伤。
损坏 抹灰层上有裂缝，混块脱燕，糊体上有小裂囊，不同的朝体之间产生裂缝，个别砌体局都崩琨，木
架倒有轻微拨挥。刷体的突出部分 和民房烟阳的预部扭转成损伤。
碱 坏 抹灰层大片前落，*体装开大靠或蔽裂，并有个别部分倒场，木架拔梅，柱脚移动，都分屋顶
坏，民辨烟改倒下。
倾 倒 建筑物的全部或相当大部分的场壁、极板和匮测倒场，有时屋顺移动，吻体严重变形或例墙，木
架显著畅斜，构件折断。

联合围科教文组织关于地震学和地震工程园解会议推荐的胰SK烈度表
麦别-2-4

当 锯 猴 到情

建动强度在人们几无感觉，只有地震仪器才偏记录地面的振助 ;1度（无事地喉）

个别在蜜内休息的人，特别是居佳在楼上的人，有一点歉动的感觉雯（滋强可感地震》

重内少数人觉地震，室外处于有利环境下的人方能感到。掀励似轻暨贷牢驶过。仔细雅叫阁八刨牌”
赛可及现悬桂物体有轻微的樱动，在搜上更明显一些
室内少数人，堇外少数人感到地联。有些螺蓉的人能露来，但漫也不感剥惊骇。据动有如

B度（明是地震） 较过满载的货车;菌和器皿发出叮当响声，地板和地壁扎扎作响。家具动播，悬排物轻微播
摆，开口容器中的液体轻撒振荡，在贷放的汽李内感到明是的振动
1.空内人人感觉地震，宽外很多人照觉地震。睡著的人氯多惊震。少数人逃出厘外。性套

不安。房屋普墙抢动。悬拉钓强烈棚动，挂画转劲位置。有的 钟 停捆。不稳的家民翻倒或
移动，末髓的门密开而复闭。坚浦液休的开口容播中少量微出。扳动犹如室内的沉 监 物 体Y度（像醒》
坠越

2。个别A羹患属出现1英缓坏
3。豪水流量有时变化

1.无论室内、至外大多教人均感到地展。室内很多人感到惊破，并逃出室外。有些人立师
不性。家套自困中奔出。器皿及玻璃制品例有个别打碎;书发排地，沉重的家具可能移动;
钟楼上的小钟自鸣U度（惊孩>
2.个别B类房匮和很多A拨房屋有1 类损坏。个别A类房厘有2类餐坏
3.潮覆的地方可侧出现宽达一厘米的裂艇，个别慷况下，山区出现滑拨，泉水滤量及井水

水位变化

2，大多数人烟觉惊亲并违出户外，樱多人行走不稳，驾驶汽车的人感测震动。大钟自鸣
2.租多C类房屋有1类损坏;很多B类房屋有2类膈坏;很多A类房屋有3类 披坏，这类

房屋个别的发生破坏。个别情况下，公路边旅崩滑，蹄离出现裂缝，管道接缝损坏，石面增作度（崖筑物损客）
迷缥

3.水面出现波纹，水变混浊，泉水流量及井水水位变化，个别旧泉干猫或澜莱水恢复出水。
沙土和卵石可拌个则横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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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首 丧α 地政 管

1.人们惊慢失憎，脏至开车的人亦感到不安。个别树枝折断。沉重的烹具移 劝，部 分 ■
倒。吊灯损坏
z。很多C类房属出理2类辆坏，个别的有3奖损坏。很多B拱房厘出现S类损坏，个别的

t度（建筑物酸坏） 破坏。低多A聚房周破坏，个别毁苏。个别管道操能胃有破整。纪念礴海移动双扭转。基石
黏例，石周精芳烟

3.道路挖方和填土的陡炊上出巍轻度滑统、士坝襄缝宽达儿腔米，出现积水鸿。有的枯井
复又酒水载水并干渭，更多的是桌水亮量和井水水位大变

“：善保善溶善。券篇蒿畸禅汁。靠瑞华福逊、
2。征多C类接里有3类损坏，个别覆坏。很害日美房屋破坏，个别毁坏。A类房厚很多级

坏，纪念裤和栈状物倒下。贮术德大置粗坏，地下管道蟹分破襄、个别铁软有些考质，公路
江度（腾屋普涛报环）

损环
S.平愿上常星出水和混移。地面裂漫宽达10厘来，斜放及河岸上的襄缝更宽;此外，熄面

由现大量的小裂盖。悬崖扇塌。土坝经常滑坡和用顺，永面起大浪

1。很害C类房屋霍坏，个别裴坏。日类房屋很多费坏，A类房量大多数爱坏。水坝和 提严
重减坏，桥聚严重破坏。铁就轻微弯曲。地下管道驾曲并破裂幢制及沥青路固成战海形

X度（房显普盖碳环） 2.地面裂染宽达几十厘米，有时可达一米，平行于调床出现戴大凳峰，松功卷石从院坡上
掉下。河举和陡峨的谦岸可能有大量滑被。将河地区汽砂大量移动。运河、调泊、河流型的
水冲到申上积水双湖

1.良好的建筑物，桥娠、水坝、铁陪也受到破坏，公略不像通行，地下管道破坏
Ⅱ度（灾难） 2.绝西因拟横裂链、破裂、滑动而大大变形，大量山崩。毫定烈度需要专门的研究

1。所有堆上和地下重虹物餐骏截破坏康规毁

2。地貌发生根本改变，地画随着宽大的纵横裂舞，山弦和河牌大面积务坡、出现模油，形Ⅱ度（地貌变化）

威操布;河流改道。确定烈度需专门研究

注∶1，建筑制的类型<无犹震推施的房服）的分类
A类 毛石责屋、农村建统、土还房圃、用麦汗和粘土额成的朗属。
B类 一般砷穗房屋、大型砌决及预倒部件房屋、构集班筑、经过修察的天卷石用质。
C类 览筋混概土枢第身屋，良好的木结构。

2，数量特征分类
"个则*，是煮5??右;*很多"，是指50??右;"大多数"，最指75??有。
8，破坏程赏分獒

1突 经徽损坏，抹灰房出我娟小裹幢，掉士。
2类 中等损坏，增上出现不大的颗缝，辣灰层大块脱落，房瓦掉落，烟曲覆缝，部分倾侧。
3费 严重损坏，墙身有大面聚的衰罐，焊邮例通。
4类 破环。墙破裂，房置筋签侧塌，埋闻的取系孩坏，建筑陶分为款歌，内墙及蕴架填充墙铜爆。
5类 倒坍，重筑物完全倾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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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附-2-5几 种 地 震 烈 度 表 的 对 顾

MSK-196美园修订 且本烈度表欧洲R-F表歌制烈度表苏联地球物理中■施 震
研究所烈度表的烈度表烈 度 表

(JMA,1950(183（MCS表，1917y(1952)(1957) 烈 度 衰（MM表，183） 。直”；： --- 2ee、乙 wo ”s 。、： 2墨凶的

”日 。 。， 2-3号
日s 6-6。5

。售 。售 ”。 喜响”” ”“ ， 4-5。。。 e的 售 参
日。 a。 10 to

1010“占 色10“邻 o 11131 n ，“21 ”，t ”12 12合

接附-2-6圆内外一舵地量断现资料

断层长度 《em)更男
发震时间断裂地点或名称 断层性质俺

墙平水 直(m)

I848.10.19 61098000同生特雷（新商兰） 30 右 旋
1855。1,23 122014000 旋2?5阿拉拉帕（新网兰） 冶8.5 20001897.6.12阿萨密<印皮） 1050“ {4351906.9.18 蒙圣安德列辩（美） 90640

眷，丹那（日*）

时识 识 识焖博
1980。11.26 200300当子弓

测提多1889 379a4Q0北安纳托用里（土耳其） 150
1940。5.18 7.1 1206400英比利尔（英） 580
1943.9.10 8007,8能野（日本> 80150 空1967博格多（蒙古） 27500082 85 30

酬1958罗托科胡<新西兰） 200 90
8.-5山东莒南 1688、7,25 150～200eo河北三河、平谷 40~501679.9.2

今云南家川 6.81733。8.2
凸料瘤三 1739.7,3 60～80

7.5河北磁县、彭城 20～301830,6,12
氧料蛋游温 (50)1833.9，台

四川园画 7.51850.9.12 10~16
甘常武船 1879.?.1 207.5 50~80

8B.-21902.8,22新暖略什（阿图什） 240150 180 右 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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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断层长照 斯厄（cm）

竞震时间断裂缝点或名称 新果性质黑  级
鄂 直平(m) 水

1906.3.17 310台湾嘉义 001.1
2008.5宁夏海藻 1920.12.16

1927.5.22 (60)甘肃淮古 曲

1932.8.11 150新疆富殖 9
7.5 3001161932.12.26甘肃昌马

300(25)1935.4.20 1.0台湾

1937,1.7 2307.6青海都会

200P1946台.市

10T1948.5.2E四川理精
(8) 2307.1951.10,21台湾

230407.31951.1.24台

7.5 响1952.8.18真西

201954.2.11甘肃山丹 Y
101.56.81955.9.28云    南

100256971960.3.8河北邢台

45701.2 551966.9.22鸿北那台

2.5 左20 旋6.5 81986.9.28云南中鹤（东川）
32060T.81970.1.5四川**

哪 B L907.91978.2.6四川炉营

40<5.5)1875.2.4 7.5辽宁海城
164101976.7,28 7.8河北阜山

注斯号内操字为部分长度。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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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2-7一 鉴 断 腰 端 动 资 料

位 移 (mm/a)
墙 点 舶 断 裂 名 称

本 平 翻 &
2,.593.86寒阊东江断裂

12.2小江断裂
0.74.0灌总二王监断我

70新西兰阿尔卑斯断裂（具特换断层性质）
臂瓦特雷断裂 0.182.9
日本Arera断裂 5.1 1.6
美国圣安善列斯断裂（插、具转换断层性质） 40～50

12.5美国逼安德列斯斯裂（话、其转换新层性质》
沸瓦物新婴 6

-8圣争唯托断裂 0.3
土耳其安纳托利置断层 营
苏联荪克蓄夫断层一侧 10

力学常用非法定计量单位与浓定计量单位换算关系来 要附-2-8
习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法定计量单位

量的名称 单 位 换第 笑 系
称锋兼 符号 符 号名

于 宽 力 kgf N牛 顿 1kgt=9.2066sN心
嗜 力 礼卡置“ 上N 2tf=9.80865-N

N/mkgi/m平京力每米 牛顿玛米 Ikgf/m=9.80665N/m摘分布力
LkN/mn咱力每米 tI/m 1tfm=9,80665LN/m千牛顿每米

平顿每平育米千宽力每平方*; N/m2(Pa)kgI/m 1kgf/m2=9.t0665N/m(Pa)（帕斯卡）
千牛朝每平方米吨力每平方米 LN/m3(LPa)“零目” itf/m2=9.80565kN/m'（kPa）<千帕斯卡>

标准大气压 MPa兆帕斯卡史目 latm=0.101825MPa
工程大气压 兆帕新卡 MPr 1et=0,E38065MPa断中国分布力、压强

运米水性 mmH:O 1mmH;O■9.80866Pa帕新卡 Pa （按水的密度为1g/cm计）

帕新卡卷米策柱 Pa当日矿 1mmHg=133.32Pa
巴 飞 Pa帕斯卡 1bar = 10*Pa

富下置” N/ma|千竟力每立方米! 牛噬每文方米 1kgi/m>=9.8068N/ms棒分布力
“苜”略力每立方来 tN/m3子毕螺每立方米 1tI/m3=9.86bN/ms

千克力准力短。弯虹、智 N-m手薯青kg(·m kgf·m=9.念0665N·m
蝇、力偶矩、转矩 噬力米 tf·m 岁目千牛顿米 1甚f·m=9.8D665kN·m

骨克力二次方米kgl·man N·ma牛顿二次方米 1kgf·m2=9.80的65N-ms双弯矩
tf-m 18(-m2-9.8068skN-m'N·mz|千牛顿二次方料幢力二次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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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法定计量单位习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单 位 失 系 我 算量的名称
符 量 每南称名名

需字千克每平方 兆轴斯卡kgf/mmt Ikdf/mmi-9.806MPa槲
辛竟方每平方 MPa应力、材料猫度 喘蕃署访kgf/cma 1kgi/cm2=0.09865MPa目端”

千帕斯卡 1tf/m'=9.8065kPakP也目”吨力每平方米

干就力每平方鼻性摸量。剪变 MPa消寻内 lkgl/cm2= 0.08自特e5MPatrI/eaa’模量、压地锁量

平方来每中 MPa~-4压德系数 cm2/kgfl 每兆帕新卡 Ecm2/kgf=（1/0.0980655>MPe~
竟力

于牛鲷每豆次地基试力刚度 之皆 1电{/tno =9.90665kN/m感首”吨力每三次方米 方来"承致
瑰基统力比例 千牛顿等图次 旦 1t[/ms= S.80686kN/mn4tt/m4吨力每回次方米 方案系最

附2.2 非线性地下工程有限元程序

该程序是一个非线性地下工程有限元专用程序，其主要功能如下，
（1）主要是计算地下工程开挖面引起的地应力场及位移场的变化，并可以计算出塑性

区的大小。
（2）根据工程需婴可以计算弹性体，也可以计算弹塑性体。
（3）该程序特别适合于硐室、采场的开挖、可以连续地进行多步模拟开挖、充填等工

序。
（4）适合于露天边坡的计算，可以计算开挖而引起的边坡的应力、位移及 塑 性区 分

布。
（5）可以计算巷道的应力、位移及支护的应力。
（6）对于使用损应力铺杆和砂浆锚杆作为支护的情况，可以计算锚杆的应力情况及由

于锚括的作用而引起图岩的应力重分布。对于计算模型中存有大的裂隙酸断层时。可以用
节理单元进行模拟计算，这样可使计算得到的结果更接近于实际惰况。

本程序采用四节点四边形等参单元，具有自动划分单元网格的功能，这样就使得输入
数据大为筒化，并能迅速地得到准确的单元信息，在输入数据中只需输入几个摸制点的单
元信息。对于多步开挖时，只需输入少量的控制信息，就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多达几十步的
模拟计算。

本程序是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在1983年～1987年间编制的。应用该程序完成了
"红遗山铜矿竖井稳定性分析"、"栖霞山铅锌矿三下开采保护地表稳定性分析"、"金
川二矿区采场参数优化选择"以及"铜录山矿陡边坡的稳定性分析"等。源程序在使用的
过程中得到了不断的修改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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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龄辛善乌当争肴善命龄善 音针等着着着善等咯着售谱龄命售着龄善等善等喘龄培名音多治辛着培命落多略略着站0t * TH工s IS A NONLINAR PINIP ELEMENT pROGRAH FOR ANALYSXS THE，： * STABIIITY IN ROCK MECEANICS AND MINING BNG工NEERING，， w VERSTON:2,0
THIS VERSIOX PUT TH STIFPNIESS MATRIX XNO THEB ME0MORY.6 YOU3 CAN NOY CALCOLArE rCHEB BIG PROJBCP,

DArg:86,9.·G
学

责力

资业*肉物*实市衡营资业由物资你肉衡鱼肉步*食务盐给出肉内**肉资部前价业词**衡**衡衡舞带资*前食油曲帘*****C
·C

c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PROGRAM FEM
孕、C CA MA工N sUBROUTINE。

CAL MA工FEN：： STOP,
END9 CALcULAfE TEE BOUNDARY cONDITION wITH ANCHOR cONSYRA工R;
S17eROUTINE CBOCN （RR，机R，NNODE，R，LLN）
PARAMBTER(LK300}
>IMENSION RR(NNODE,2),R(LIN,3},R(LLK,3)INTEGER R,RR,P, R1
CoMKON JUDG01,NELBM,NODE,NROCK,NLOAD,NMESH,NITE,NOINT,JUDG02,+MRR
cOMMDN /KA/IA6(12),N, IA2(2》
cOMMoN /INoUPC/LNIr,LUNITo,LUNITs,LUNT?kC
wRITE （LIN工TS， 2001）

2002 FORMA2(1X,"CALCULATING THE BoUNDARY cONDITIoN')，c EST THE DINENSION.”。
IF{LiK.IT,NRR) GoTo 100
Coyo 1.20

100 WRITE(LUNIYs,215)NRR
115 FORHAT（1X，'LL< HUS驴 BE GREATER THAN '，I8}STOP 1 ERROR ON CBOCN 1
120 NUR=NUR+1

READ（LUNIT工，*}（（R（工，J），J=1，3），T=1，NR）响po CHECK THE INFORATION OF T注E BOUNDARY CONSTRAIN
CALL CHECKL(R,NRR,LN}CeG SAVE PIRsT sTBPE REsYRICTION INFORNATIONSc
IF (NUR,EQ.1)GOTo 3oGOi0 45

30 DO 40 I=1,NRR
D0 40 J=13
E.(I,J)=R(I,J)40 CCOhirTINUE
NR21=NRR
GoTo 70，

MODIFY TWE RBSTRIcPION INPORMAFTON APPER FIRST sYEPE、
45 M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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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57 3=1,NRR
DO 55 工=2，NRR1
IP(R1(E,1).EQ.R(J,I))cono 50

55 c9M工加UE
MN1=NN+1
M=NPR1+MN1
RL（即N，1）=R（7，1）
R1(NOW,2j=R(,2)
R1(MN,3)=R(J,31
G0ra s7
R1(i,2}=R(J,2)50
Rl(I,3}=R(J,3)

51 CONrINiu2

。仅。 $AV THE REsYRICTIONs INFoRMATIONS AFTER NODIFYTie.

工F （K0N1.EQ.0）XN=RR1
NK=0
po 60 I=1,MN
IF(RI(L,1j.EQ.1.AND.R1(,2).EQ,1)GorO 60
XK=HK+1
R1 (MK,1]=R1(I,1!
RL（MK，2）=R立（工，2）

欠1{M3K，3j一B工《工∶3）
60 CON工NTE

NRR1=XKc DO 65 I=1,NRR1
DO 65 J=1.3
R（工J）=R1（I，J》
coONTINUE65` cNRR=NRR1

沙 DO 9 Ie1,NODE
DO 9 J=1;2
RR《t,J)=il9
DO 14 i=1,NRR
DO 14 J=l,2
IP(R(I,J+2).NE.0GoNo 14
P=R(L,1}
RR(i,Jy=o

14 CONPINJE
N=0
DO 20 I=1,NODE
DO 20 Ju1,2
IF(RR(I,J).LE.0) GOn0 20
RR<L，J）=RR（工，J》+N
N=N+1

20 CONTTMUEc WRITE(LUNITO,*)[(R(I,J),=1,3),Y=1,RRR)
RETUJR
ENDuuo GETTIN THE DTRECTION AxD QUANITY oP THB MAEN sPEs9基s。
SUBROUTI阳E MASTR（STRESs，NAA，ANG3，FCPIA，AHT，NTYPB，ST空∶

+NNQDE,MANC?。
我EAL L，M
INTEGER BT
INTEGER*2 MAA,MEYPE一。 DIMEVSTO时 smE35（11RODE，3），NMA.（NNODE，4），ANGJ（10），FcFLA（煎oh码）;+AMT(MANTU,7),NPYPE(NNODB),SIST(NNoD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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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JUDGOD,NELEM,NODE,NROCK,NLOAD,NMESH,NITEN,NJOIN*,JUDGO2,
+NRR,DEVIA
COMMON /INOUPC/LUNTTI,LUNITO,LUNITS,LUNITK
WRITE(LONITS,2001)

2001 FORMAT(1X,'CALCULATING TEE PRIRCIPAL STRZSSES OF EACR ELEMTI)
WRITB(LINITO,27)

27 PORHAT(10X,4FNO**,3X,6HSGM1**,4X,6HSGN2**,6X,5171MX#*,3X,5HALF***
11X,7HFCPLA**,4X,4HC1**,4Y,4HC2***1X/)

C
130   PI=3.14159

DO 25 I=1,NELEM
WRITE(LUNITO,1001)SITST(I,1),SITST(I,2)9

C 1001 FORMAT(1X,'STTST(I,1),SITST(I,2)',2(F10.3,2X)) 1
ET-ARYYPE(I)
IF(ET.EQ.0) PCPIA(Y)=0.
IP(ST) 1,1,2

2 EI*AMT(ET,1)
1 CI=STRESS(I,1)

C20STRESS(I,2)
C3=STRESS(I,3)
IF(ET-NJOINT)3,3,4

3 TEMDI1=C1
TEMDI2=C2
TEMDI3-0

  5,6,6IF(ET)6 ALFm0
GOTO 7

5 ALP=ANGJ(ET)
0-1VE

7 GOTO 8
4 IF(C1-C2)*0.5
S=SQRT(L+*2+C3**2)
M=0.5*(C1+C2) 1
TEMDI1=M+S
TEMDI2=M-S
TEMDI3*S
IF(E1-0.001) 9,9,10

9 ALFu0
BAT-0
GOTO 8

10 B1=2*C3
B2-C1-C2
IF(C1-C2) 11,12,13

12 IF(C3) 11,13,11
13 ALF=0
11 IF(C1-C2) 14,15,16
15 IF(C3) 16,14,1.4
16 ALF=0.75*PI
14 IP(C1-ca)17:18,17
18 IF(C3) 17,17,19 ·
19 ALF=0.25*PI
17 IB=NTYPE(I)

F-AMZ(IB,J)
IF(C1-C2)20,21,21

20 ALF-0.5*(PI+ATAN(B1/B2))
HAT*0.5*ATAN(B1/B2)-0.25*PI-0.5*F

21 IF(C1-C2)22,30,23
30 BAT=0.25*PI

GOTO 22
23 ALF*0.5****N(BL/B2)

BATmO.5*ALAN(B1/B2)+0.25*PI-0.5+F
22 B1mALF*180/PI

B2-BAT*180/PL
GO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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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RITE(IJNITS,2001)

2002 FOROAT(1X,'PLEASE'INPUT rB FILE NAKE OF THE INPUP DMTA;')
RCAD(LDITK,1)NAN1

FOROIAT(20A)
WRIPE(LJTNIY8,2002)

2002 PORNAr（1X，'piEASE INPT TE F工L MANIE oP THE 0UTptr DATA∶*》
READ(IJNITK,2)NAME2

？ FORWA(20A)
OPEN (LJNITI,FJJE=NAMB1)
OPEN （LONTO，PTLE=MAJE2，8TATUS="N情'）c READ（LHIPI，*）J0DG01，NELBDi，NODE，HROCK，NLOAD，MNE6H，NIT过M，
＋ NJTOIN, JFUDG02,ARR,DEVIA

在
TEST THE DINENSIONCG 工E（LLA，IT.NODE） cOTO 70
TF(LLB.LT.NROCk) GOTO 80·
IF(LLc.LT.NLoAD) G0po 90。 READ(LNITI,*)BB,((AM(L,),J=1,7),I=1,NRocK)
NNoDg=LLA
GSA(L)=-SQRT(3./5.)
GSA(2)=0.0
GSA(3)=-GSA(1)
GSE(1j=5,/9:
GSH(2)m8./9.
GSR(3j=GSH(1)
NuoS=O

eJ0 PORH THE INFORMAEYON OP THE ELENE3WF hESH
气 CALL FIMESH(NAA,X,Y,NNaDE)
？ 名岁31 D0 32 I=1,NODEt 

DO 32 L=1,2
DISPLA (I,J)=0.52
IF<JUDG01.EO.0) GONO 38DO'37 I=1,TBLEiNA ，。PCPLA(I)=0
DO 37 T=1,3
STRE8s(I,J)=0.。 CONrINTOECALL cBOCA(RR,NUR,1RoDE,IR,LTN)38
READ(LUNITI,*)NBEL,NBsORT,SBOLt,BOLOAD,(ARer{T),I-1,NJoTW2)39 READ(LONITI,*)NILoAD,(NTYPE(I》,I=1,NELEM,(DALOAD(I),I=1,NLOAD)

气气气 CHECK THE RoCK TYPE NUMBER INFORMATTON
CALL CHECK2 (NTYpE,NELEM,MROcK}yos·9 CHECK YHYE INFORMATION OF HE cONSTRAIN

食 WRIE(LBNTTs,*>'CAECKTNG THE cONSTRAIN INEORQTIof*CALL CHECK3(NA,NNODE,NODE,NELEM,NTYIE,TR;LZ,NRR)
C wRI?E(LONITO,100}NNLOAD,(,HTYPE(1),L=1,MELR》C 1000 FORIAr(1x,'NITOAD,mrYPE,r3,20(r3,i3)

MtOSwNJDS+1

，



1925附录2 矿山岩石力学常用资料

8 B1=ALF会l80/PI
B2=B1

24 TEADT5-PcPLA(I》
pENDI4一B1
C TP8XDI5aB2

TP(8ITST[I,i)。EQ.0.0) G0To 70
CO新TR1一FEDI1/sITST（I，1）
Goro 77

70 cONTR1四0.o
IP(BYYsT(r,2).E.0.0)GoTO 7577
cONTR2=ENDI2/SITST（工，2）
G0N 78 i之号;，7.75CONTR2=0.02TEMDI6-CONTR1
PEMDI7=CONTR2
WRITE（LJITO，26）工，TEYDI1，PEXDI2，TEMDI3，TENDI4，PEMDI5，

型EMDI6，TEMDT7十

26 FORNAT(10x,14,2x,F8.1,ix,F8.1,2x,F.1,2x,F6.1,2x,F3.1
+ZX,F6,2,2X,F6.2)

25 CONFTINUB
RETURN
END

牛”
忆一 T江rs IS TE MATN SUBROUTEINE POR FZXXTg ELBMENE HETHOD PROGRMr。
勺S工ARGEsUBROUTINE MAIFENM

FARAMETEk-(LLA=1000,Lp=10,LCa20,LLN=300}
DIMENSION 工R（LLN，3）
COMMON /TEMP/NAA(lina,4),X{LLA),Y(LA),FCPLA(LA),RR(LLA,2):

AM(LB, 7)号

CONMON /2gHPP2/SITST(LiA,2},JWY(LLA,2),DALOAD(LLc}
sTRBS8(LLA,3),DISPLA(LLA,2),NrYPE(LLA)支。

REAL JWY
TNTPEGER BOLoAD,H,RR
工NTEGER*2 NAA，NTYPE

作

LUNITI=5,CONNECT WITH INPUp DATA FILB.
LUNITO=6,CONNECT WITH OUTPUT DATA PILE。
LUNITS=10,OUPpUP TO SCREEN
LUNITK-1lINPUT FROM KEYBOARD 一Cc
coMmON UDG01,NELEM,NODE,NRocK,NLOAD,NMESH,NITEM,NJOINT,JUDGO2,
它 'NRR,DEVIA 1COMMNON /KA/NBEL,NNLOAD,NBSORT,CX(8),BOLOAD,N,MX,H
COMMON /KB/A3(3),EB,sBOLT, LG,A9(9)
coMMON /KC/GSA(3)),GSH(3),A20(20),ANGJ(10)
cOMNON /INOUPC/LUNITT，LBNITO， LUNITS，LUNI生Kc
CHARACTER★20 NAME1,NANE2

C
础 工NPUP THrB FILENAME OF TSB TNPUT FILE AND THE OTTPUT FTL8 FOXr coN∶c LONITI=s

LUDNITO=6
LUNITSwelO
LUNITKk311
OPEN FILE To SCRVEN AND KEYBOARD。 opEN(LUNIPS,FILE='cON;1)
OP2N (LUNITK,FLLE=1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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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LIDNITO, 65)NUOS
65 FOFMT（//34X，P***** T正E NUMDBRR OF T他 STEPwt，I2

工电w希业骨音宝给业★食）/

HRITE(LJNITg,66)NUOg
yoRMT(1x,"BEGANING. THE CALcUtATTON OP pHE BTEP-4,I3)65 XANIi=LLB

NLNU=LL
CALL INSTR(8AA,x,Y,RR,Ar,DMLOAD,8TRES8,DtSPLA,NiPE,PCPLA
+ SITST,JWY,HNODE,MANU,NLNU,NNLOAD)
READ(LDNIPI,*)JUDG01,NCRi,NRR,JUDGO2
G0IO(60,39,31,38),NCTRL
GOTa 60

70.WRITE(INNIns,75) NODE
75FORMAr(1X,'LLA M0ST BE GREATER THAN ',I8)

G0rO 60
80 WRITE(LUNITS,85).NROCK
85 FORMAT(1X,'LLB MUST BE GREAFER THAN',I8)

GoTO 60
90RITE (LUnNIPS,95)NLOAD
95 FORHAT(1x,'Lic AU8T B GREATER THAN',IB)

60 RETEURN
END

村一 CALCULaAYE THE STIFFNESS MATRIX OF EIZNENYF OP ANCfoR 8oIⅣ.
0L SUBRoUTINE CSMBr（L，工BEL，AK合B，X，Y，RR，KE，LXE2，MGT，取ODE）

DIHENSION IBEL(IE2,3),ANGB(MUCT),X(NNoDE),Y(BRDvoDE),RR(NNODE,2),
+KE(8,B}，
INTEGER P,Q,CN,RR
RBAL LG,HG, KEe COMION JUDG01,NELEPM,NObE
COMMON /KB/cD{3},BB,SBOLT,NAAA1(10}
cOn0NON /KC/C5(10j,CN(B),MAh2(18)
COMNtON/INOUPC/LiNITi,tNIFO,LNIYs,IUNITK
P=IDELE(L, 1)
Q-TBEIE(L,2)
ISs=IBELE(L.3)
BEY=ANGB(IS)
C一CO3（BEY）
S=sIN(BEP)
LG=SQRT((X(Q)-X(P))**2+(Y(Q)-Y(P)j*e2)
MG一EB*BBOLT/ LG
Bl=NG*CC
B2=MG*C*S
B3=MG*S+8
KE(1,1)=B1
KE(2,1)=B2
KE(2,2j=B3
K(3.1)a-B
KE（3，2）=一B2

]=B1K3(3.3]

KE(4,1)广用，予

KE(4.2)=B3
KE(4,3)=B2
KE(4,4)=3
Da'30 I-1,8
DO 30 J=1,8IF(I.L.4.AND,3。LE.4)GorTO 28
KE{,1)=0
KRE（工，J）=0
GOTO'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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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KR(I,J)=X[J,T)
心中它伐宁这叫

DO 31 K=5,8
31 CN(K=0

CN(1)=RR(P,1)
CN(2)=RR(P,2)
CN(3j =RR (Q,1
cK(4j=RR (Q,2)
R期TURN
EKD

小 A8SEMBLE THE GLOBL STIFPNEss MATRIXO$LARGE
SUBROEYINE AGSM（NAA，X，Y，RR，A，AT， IBELE，ANGB，DALOAD，D，四Z。

专 KK，NTYPE，NAXK1，NNOD2，NNCDE2，MANU，LMIE之，MUGT，NLNU》。 RPAi KK,KE,LG
INTEGER H。B2,B2,B3,ET,PE,CN,RR,E0,A,ZLS
工NrTEGER*2 MAA，NTYPE

C
DIMENSION NAA(NNOD,4),X(XNODE},Y(NYoDE),RR(XNODE,2),A(1aNODE2)

+,ArE(KANU,7),IBELE(LE2,3),ANGB(HUGT),DAL0AD(NLNU1,DU(NNioDE2)
+9Z(8,8),NryPE (NYODE),KK{MAXK1)。
DIHAENSION XB(8,8},D(3,3),B(3,8)2
cOHNoN JUDG01,NELEH,NODE,NROCK,NLOAb,MNESH,NIFEY,NJOINT,JUDG02,+NRR,DBVA
CONON /KA/NBEL,1KX1,KX2,XXK(8),KX3,N,MX,H`
COMMoN /KB/DDE,DD,ZLS,BB,SBOLP,LG,AAAA(9}
cDNMON /Rc/GSA(3),GSH(3),PE(4),CN(8),c8(8),ANGT(10)cOMMON/TNoUPC/LONITI,LUNITO,LNITs,LUNITi
WRITE(LUNI2s,2001)

2001 FORMAr(1X,'CACULarING pE GLOBAL sTIFFNEss MATRIx')
DO 2 I=2，其
KK（工】=0."
工F（工-8j 1，1，2DU（工）一01[

2 CONINUE
E0=0
MN-NELEM+NAEL
DO 26 NE=1,NIN
IF (NB-NEIElg4,4,3

4 BreNTYPE(NE)
IF(ET)5,25, 5

5 CALL pINEL(NE,NAA,RR,MNOD8》
IF（ET一N3OINE》 ?，?，8

7 CALL CMTE(EC,AMT,PZ,HAND)
CALL CTSN(X, Y, KB,T2,MNODB}
亿勺弓。

8 IF(ET-EO)10,1L;10
10 E0=ET

CALL CEIMA(ET,AMT,D,MANU)
1I CA, CESK(x,Y,AYT,D,B,D,K3,ET,NNODE,MAN,MNMODE2)GDIO 9
3 IF(NBBL-1} 26,26,1212 M=NB-NELEM

CAL CSMET（M，IBE证E，ANGB，x，Y，RR，KE，IME2，MUGT，故OD8）9 DO 6 Ia1,8
DO 6 J=1,8
IF(CN(I))6,6,13

13 IF(CN(J)} 6,6,15
15 IF(cN(x)-cN(J)}6,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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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1mCN（工）

B2=CN (J)
B3=A(B1
MNA+B3⋯B1+82
KK（MINA）=RK【NA》+款E（I，J） 一6 CoNTINUE

26 CONINUE
CALL CGSHS(A,KEK,HAXK,NODE2)
RETURM
END

片干 THI8 I3 TRE SUEROtTINE FOR COrTRALL工NG TE PAXE，
StRGE8UBROUTINE CTRPA（DISPLA，NAA，X，Y，RR，A，AM，ANG修，YBELE，DALOAD.syREss。

+NYYPE,FCPEa,MAXk2,KK,DU,B3D,NNODLD,JHz HiWoDE,iNODE2,MANU,,HUGT,
+LME2,NLNU, LNL)

2

DIMENSIOH p江SPLA（MNODE，2），MAa（MNODE，4），x（NNODE》，Y（NnoDE》
+RR（MNQDE，2），A（NNODE2），AMP（MANTD，7），ANcB（MUGT），工B海工E（LME2.3）
+DALaAD（NINiUj，sTRESS（NODE，3}，NTYPE【NNIODE），FcPLA（取NODR），
+B5D（LNL;4）;，NNoDLD（LN立）， KK（MAXK1j， DIMENSIOY D《初nNODE2），JHz（LNL，3），T??8，8）c REAL 可HZ，KK，
INTEGER H,RR,ZLS,A
ZNTEGER*2 NAA,MTYPE。： coMiON JUDG01,NELEN,MODE,NRock,NLOAb,MMESH,NIT8N,NJoI;JUDG02,
+NRR,DEVIA
COMMON /KA/K1,1NLOAD,KK1,XXk(8),KK2,N,HX,H
CoMMON/KB/DDE,D2,2Ls,DD(2),LG,AAAA(9)
corMON /kC/DAD(6),IPE(4>,ICN(8),ca(8))ANqy{10}
COM4ON/IHOUPC/LinNIFI,LJNIDO,DNITB,UNITKe CALL AGSM（NAA，X，Y，RR，A，AMF，IBE工E，ANGB，DALOAD，DU，TZ，KK，MrYPB
+ MAXK1,ENODE,NNoDE2,MANU,LNE2,MUGT,NLNrU)

2 CAL工 CTR工N（NAA，X，Y，RR，sTRESs，JHZ，ANGB，DALOAD，DU，
BiD,NNoDLD,NNODE,LNL,MUGr,MLNU,NODE2)，

CALL SRITE(A,KK, DO,MAX1,NNODE2}
CALL CSTREA(NnA,X,Y,RR,pISPLa,Du,AMr,8TR8S8,Y,MEYPE,

+FCPLA，NNoDE，应NODE2'MANU）
IF (DDE-NITEM) 5,5,44 PAUs'PAUSE BECAUSE OF IT9RATION NOT s0CcES8YULt

5 IF(ZLS-NLOAD)2,2,6
6. RErURN
ZND
CONTRAL TEE CAICULAION oP THB LOAD OF NoDEs ARp BE 8BND TO THtE，仔

“勾 RIGHT ITEM OF TTE EQUA全工ON， 需

SUBROUTNE cTRIN(MAA,X,Y,RR,STRESs,J3Hz,ANGB,BALDAD,DO,B3D,KNODLDNNODE, LNL,MUGT,NINU,MNODE2)

仰 DTMENSION NAA(NNoDE,4),X(MNODE),Y(RoDE),RR(oDE;2),+STRESs（RRODK，3），JHz（Ir，3），ARGB（NOgT），DALCAD（NLNj，加（MNoDE2），
4 BJD(LNL,4),NNoDLD(iNL)。 PARAMETER(Lr=60)DIniENSTON *2（Lr，3），NNBL（LL工））。 REAi NHz,JHZ工NEGKR BOLOAD，2Ls，RR，B0，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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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NTEGER*2 NAA，NTYPE，
cOMMON JUDG01,NELEM,NODE,MRoCK,NLOAD,MYESH,VITEM,NJanT,JUDGO2,
+ NRR
cOMMON /KA/K1,NNLOAD,NBSORT,K(8),BOLOAD,N,MX,H
COMON /KE/ DDE,AI,2LS,DD(12
COHON /INOUPc/LJNITI,LUNIYo,LUNIYS,LUNITKc
LMAIZ=LIT
LMHZ1=2*NBSOR

仅气 gS? THE DIMENS工ON
仍

IF(LMH2.LP。LNMHZ3) GOTO 30
GOTO 5

30 WRITE (LGNITS,35) LNIH71
35FPORNAr(1x;'IiT fUST BE GRENTER THAN 'I8)

STOP *ERROR ON CTRLN+
5 AI=DALoAD(ZLS)上

IF((2T,EQ,0.0j.OR.{DDE。GT,0)}GOYO 25
IF(ztL3,GT,1} GOTO 20
IF (Jtpc02) 8,25,8

9 CAL GZONO(NAA,×,Y,RR,STRBSs,JHZ,MHZ,ANGB,BTD,NNODLD,NNBLT
NNODE, LNL, LNGZ,AUGP)GOTO 10

B KD=2*NBSORTP
READ(LUNITI,*)((JHZ(I,J), ,I=1,NNLOAD)。1.3）童

（（MHz（r，Jj，于=323j，1-i，KD）
10 IP(BOLOBAD)18,i8,17
27 MNA=2*NBSORT

DO 21 I=1,MNA
B0=MHZ（工，1）
D0 21 J=1,2
B2MH2(L,J+1)
B2=RR(B0,I)
IF((B2.Gr.0).AND,(81.NE.0)]DU(B2)=DU(B2)+B1

21 CON?INUE
GaTO 18

20 DO 16 Im1,N
16 DU（工） =0
18 Do 24 I=1,NNIOAD

B0=JHZ（工，1）
IF(B0,EQ.0) GOTO 24
D0.26 J=1,2
E1-JH2（工，J+1》*AI
B2=RR(B0,J}
IF((Ei.NE.0).AND.《B2。G2.0})DU(B2)=DU(B2)+BL25 CONTINUE

24 CONTINUE
25 P.EURN
ED”
RESoIVE THE GLOBAL STTEFNESs MATRTX OF SINGLB DEMENSION IrEI[cc

等LaRGE
SJBE;OUTINE CGSMS (A,KK,MAXK1,MNODE2)
DINENSION A(NNODE2), KK{MAXK1)REAL KK
IYTEGER B0,B1,B2,G,F,A
COY;OX"/KA/K6(12),N,MX,H
ColziON /INOUpC/LUNITI,LUNITO,LONIT8,LONITK
WRITE {LUNITS,2001)

2001 FORMAr(1x,'RESOLVE THE GLOBAL sTIFENESs MATREX oP sINGLE BTMENsToX
+ IPc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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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0 22 订=2，N
工=A（J-1）++1-A（J）
00 22 IWL,J
G=A(I>+I-J
工F（i-1）18;39，18

18 M=A(L-3)+I-A(J)
GoIo 20

19 H=0
20 MNB-I-1

工F（L，GT.MNB）coTo 22
DO 30 F=L,MB
工P（F-M）30，30;21

21 B0=A(I)
B1=A(J}
B2=A(Ij
MNC-80-I+F
NQD=B1-J+F
KK(G)=XK(G)-KK(MNC) *XK(MND)/KK(B2)

30 cONPINUE
22 CONTINUE
RETURN
BND。。” CALCULATE THE FACTOR OP RULE I AND J2

C
SUBROUTINE FCI(NE,ET,FCPLAD,sM1,SH2,Amr,MAI》
DIKENSION ANY(MANU,7)
工NTEGER ETP
REAL KI,MU,J1,J2
COMNON /KB/C8（8），，EI，MU，K工，J1，J2，ALR，Pz1
CKHON /INoUPC/iLNITI，LNITD，LDNIT，LUNT露
FI=AMT(ET,3)
cIwAMP(ET,4)
中I一TAN （PI）
BI=SQRr(9.0+12.0TI**2)
ALF-ABs(TI/DI>
KI=ABS(3.0*CI/BI)
CI=SM1+SN2
JF{FCPLAD。1P.1.0,OR.CI.EQ,0.0)SM3=M*Cr
IF(FcPLAD.GE.1.0.AND,CI.NE.0.0] GoTO 3
GoYO 7

3 BIaABS{0.5*(SM1-SM2》*SIN(FI}》
TF(CI.GT.0.0) GorO 5
SM=0.3*CI+B工
GOoT0 75 6M3=0,S*CI-8I

7 J1=SM1+SM2+BK332=((SH1-SM2)**2+(SN2-8N3)**2+(EK3-SM)**2)/6
RETURN
ENDc SOVER RIdHr ITEf OF EOUATTOK ANp REGRs8。cLARGESuBROUFINE SRITE(A,KK, DU,MAXKl,MNODR2)cONMON /INouPC/LONI室r，LJNIYO/LNKITs，LJNIFK
DIMENsION A(MNOD22),DU (NKODE2),K(NAXK》
REAL KK
INTEGER B1，B，B2，A.耳
CosuION /KA/K6(12),N,1K,E
WRT工长（LJNITS，20D1）2001 FORMA（1x，'SOLVE RICH ITE OF EQUATor AND REG款Esg'DO 26 i=2,M
测NB-A（L-1）+I+1-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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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C=I-1
pO 26 J=ARNB,MNC
B2=A(d)
B=A(J}
wRIrk（xunrrro，*）T='，工，J='，，'DU（T）='，DU（工），'DO（J）4，D0（J）囊·
pU《工》=DU（I）-KK（B-I+J）*DU（3）/KK（Bz>c wRITg(LupITo,*)'DS(1)',DU(L)

26 CONPINuE
DO 32 TX=1,N
I=1+N-IX
IF(MX+I"N)27,28,28

27 L=MX+工
GOIO 29

28 I产N
29 IY=I+L

IP（I某.GT，L）GOTO 35
DO 31 J*工Y， L
ZP<A(7)-+I-A(-11]31,31,38

38 B1=A征j-J+工e WRrTe(DNImo,*)'puI,DU',DU(1),0(J)
DU《I>=DU(I)-KK(B1)*DU(J)e WRITE(LUKITO,*)'DUT',DU(I)

31 cONPINUB
35 B=A(I)

D0(i)=DU(I)/KK(B)6 WRITE<LiNXTo,*》'LA8? DUL·,DU()32 CONpTNTUE
RETURN
END

C，一 THIs Y8 THE ROUTINE OF THB INITIAL STRESSES ASSIGNED
9
SLARGE

SUDROUTINB INstR(NAA,X,Y,RR,AMP,DAIOAD,sTRESs,DISPLA,NrzPE,FCPIa。
+SITST,JWY,NNObE,MANTU,MLNTU,NNLOAD)。
PARAMErER(LLp=200,LLE=30000,LLF=100,LLG=30,LLH=2000)
DIMENSTON NAA(NMoDE,4),X(NNODE),Y(NNODE),RR(NNCDE,2),AMT{MAMU,7)

+DALOAD(NLNU),STRESs(NMope,3),DISPLA(NNoDE,2),HPYPE(15NODE),
+FCPLA (NNODE)

C
DTMENSTON stTsT(MNODE,2),A(LLH),IBEILE(LLF,3),ANGB(LLG),

+DU(LLH),JHZ(LLp,3),BJD(LLD,4),jNODTD(LD),JWY(NNODE,2)
coMMON /TEMP1/KK(LLB)
C0MNO /TEMP2/A,DU

C
工NTEGER BLOAD，H，RR，ET，2LS，A
工NTEGER*2 NAA，MTYPEC REAI KK,JHZ,JWY
COHMON JUDGo1，NELEM，HODE，NROCK，NTOAD，NESH，NITEN，NJO工NT，JUDe02，
+NRR, DEVIA
cOMMON /KA/MBEL,K1,NBSoRP,Y,cx1,cx1,TXY1,Y2,cx2,cY2,EYa,BOLOAD。

十N，MX。H
CoMMON /KB/DDE，D2z，艺Is，EB，SBOIT，LG，AaAAA（9）
cCoNMON /Kc/DAD<6),IPE(4),IcN(8j,ca(a),ANcT(19)
coMHON /INiOUPC/iiiITT，LiNITO，LiNIns，unNT实K

TNAE2YLB
TNE=LLD
KNODE2=NODE*2
CALL CHBAN(AMrF,MAA,RR,A,KNoDE,NNODE2,MAN)
MAXK2=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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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LUNITI,*)Y1,CX1,c1,TXX1,Y2,CX2,CY2,FXY2,
+ ((IBELR(L,J),J=1,3),I=1,NBELj,(ANGB(I),I=1,NBSOR
轴RTTE（LJafIT$.2001）

2001 FORJA空（1x;'A8SIGN'THE INITIAL srRSBES'》

TBST THB DINBNSYOI6e
IP{LLD.LT.NNLOAD) GOTO 20
IP(LLA。LP,NNODE2) GoTO 15
工F （LE。LT，MAXK1）GOTO 30
TP(LB,LE。NDEL}Gopo 40.
TFiLIG,L,NBsORr) GOTO 50
GoNo 70

1WRITE(LJNITS,16) NNODEz
FOROMT（ZX，'t担 MUST BE GREATER TAN*，T8）
Go1O 60

9 R工TE（iRITS，25）N4OADFORMAr（2X，'ID NUST B8 GREATER THAN'，工8）
NRIPE (1ONIYS,35) MAXK1
PORMAC（1X，'Ty U8T BE GREATER 空EAM'，I8）
GOIO 60

NRITE(LUNITS,45) KBEL。4045FORAT<1X，'ZiR MUST BE GREATER TEAN'，工B）
Goro 60

$8Tg(iuMrTs,5)xBsokr
FoRNAr(1X,ULLa.AUST BE GRFATER TEAN',I8)

3STOP 'ERROR ON 工NsmR'
cONTINDE

WRITE（LON工TO，1000）Y2，cx1，XY1，TxY1，Y2，Cx2，CY2，rXYa
1000 FORMHAY{1X,1Yi,cX1,x1,TXY1,K2,Cx2,CY2,TX2*8F10.4)

FRI2E(LNITO, *>'JUDGO2-1,JUDG01
IF(IABS(JUDG0i)-2) 8,8,2

2 Do:7 I=1,NBLRA
SI'B处（I，1）四0.0
8IPST（工，2）一0.0 3
21=NAA《工，1;
N2=NAA(I,2)
W3一NAA（L，3】
N4一NAA（工，4j
xB=fY (I1)+X[N2)+Y(N31+Y(4))/4,0
sIGX-Cx1+(CX1~CX2)/(i1-Y2)i(YB-Y1)
STGY=CY1+(CY1-CY2)/(Y1-Y2)*(YB-Y1)
3TGxY=pxi+(PXY1-Ty2))/{Yi-Y2》*(YB-Y1)
WRITE(LJRIro,L001)SIGx,sIGY,sIGXye 1001 FORNAr(1X,'grGX,SreY,srcxY',E10.3,2x,B10.3,2x;F10.3)
EP-NIYYPE(I)
工F（E）5，53

3 工F（ET-NJOIN）4，4，5
4 FI=ANGJ(EP)
SYRESS(i,1)=0.5*{STGV-SEX)*sNt2+FI)+sTCXY*cD8(2*r)
sTREss(,2)-6TGYicoS(FIy*2+STGx*8IR(FI)**2~8IGXY*8TN(2*pE}

S 工P（ET-（NJO为hP+1））77， 8
6 SR好9S（I.1）一STGX

容型RESS （T，2j=BXGY
SPRE8S (I,3)=SIGXY8IY9T（I，1）*（SIGX+SIGY）/2.+8QRI（（SIGX-8IGY）*a/4.小SIGx争23SITST（工，2j-（SIGX+sYaY）2.-8ORT（（STGX-SIGY）**2/48IcXY**j
WRTE（LONITo，1002）8IST{I，1），sITST（工;2）。BTRESS（工，12），C

十STRESB（I，2），8TRE8$ （L，3）
C 1002 FOPOAr（1x，'8IrST（，1）白TrsP（T，2）.9TREs8，5（PL0.2，2x）

7 CONTINUE
8 DDB=1.02LSm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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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 cTRPA(DTSPLA,NAA,X,Y,,FR,A,AMr,ANGB,IBELE,DALOAb,STRESS。
+ NTPE,FCPIA, MAXK2,KK,
+DU，BTD，MNODLD，JH，NNODE，NNODE2，MANL，NESORT，IME念，NILMN，LZ）
CAL MASTR(STREs3,NAA,ANG,FCPL,A1",NrYPE,SITSi,NnNoDE,MANU》
工F（NBEL-1）9，10，9

9 CAL CTRBT{IBELE,ANGB,RR,DISPTA,x,Y,JWY,NNODE,DI2,NBSORD)10 RETURN
ZND。， GENERATE THE MESH OF THE EISNBNYS。t,o
SUBRDUTINE GMEE(NAA,X,Y,NNODE)
PARAMETER ( LLK=20)
DIKENSION NAA (NNODE,4),X{NNODB),Y(2(ODE》

.DYHENSION xYN(LLK,8),CONVxY(LLkK,3)
DIMENsION AEN(LLK,2),TNFNOD(LLK,4)
工NTgGER AEN， PD，FJ'."
工NTEGER*2 NAA， NTYPE
CONMON JUDG01，NELEN，NODE，MRoCK，NLOAD，HAESH，NITEN，NO工Nr，
+ JUDG02,NRR, DEVIA
COMMON /iNOUPC/LUDNTTI，IDRNIPO，tNI空s，LUNITKc一
READ(LUNITIr,*)《(ENFNOD(T,J),J=I,4),1=1,NKESH)
*（（AEN（I，J），J=1，2），工=1，NME3H）
READ（LJNITI，*）（（XYN（工，7》，J=1，8），工=1，NNESH），
+((CONVXY(I,J),J=1,31,I=1,NMESH)INK2=4
LX2=8
LNN1=LLK
TEST THE DINENSION.
工F（LLK，LP.NMESH} GoTO 10
GOTO 18

39 IRTTB(LUNITs,15)NMESHFORMAT(1X,"LK MUST BE GREATER TEAN',I8)
sTOP iERROR ON GMEE·

18 D0 55 KM=1,MYESH
FD=AEN(KM,1)
PJ=AEN{KM.,2)
ALP=cCOiVXY(KM, 1)
X0=CONVXY {i, 2)
YO=cONVXY (KAt, 3)
IF(XO,NE.0,0} GoFo 20
IF (Y0.NE,0,0j GOTO 20
IP(ALF,NE.0,0)cOrO 20GoTO 45

20 DO 30 I=1,4
A2=XYN（KN，工+1）
A2=XXN(KM,I+4)
A3=COsS(ALF)
A4=SIN(ALF)
XYN（R，I） 口Al*A3+A2*五4+X0

30 XYN(XH,I+4)=-A1*A4+A2★A3+Y0
45 K0=iNFNOD(KA,1)

K1=工NF1NOD（X4，2）-K0
K3=工NFNOD（KM，3）-K0
K2=(INFNOD(KQM,4)-KO)/K3
CALi GxYc（ALF，MhA，x，z，工NFROD，XN，K1，K2，K3，FJ，RH，PD，NNODE，LNNL，4LNK2,Lx2)

55 coNTINVUE
RETURNE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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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
GEITING FHP X-Y cO3RDI拉ATIaN oF JOINTs AND TNFORMA它ION oF EL2ZNTs。

SUBROUTINg GXYC(ALP,NAA,X,Y,INEROD,XYN,K1,K2,K3,Y,KK,FD,M8ODE,
十 Tm，LNK2，YX2）
PARAMETER'(TL0=100,LP=100,LLQ=60,IR=60)。 DXNENSION RAA (MNODE,4),X(kNODB),Y(NYODE),INFNOD(MN,LNK2),
+XYN(M0,LX2)

C
DINENSION IAELENA(LLo,5),IANODE(LLP,3),cYRIX(LiQ),CTRIY(LR)。
INTEGER FD，PJ，P1， P2，P3，IAEL阳
工NYEGER*2 NAA， NTYPE
COH0KON JGDG01，NELEM，NODE，NROCK，NIoAD，加IESt，MI空EH，NO工r，JUDG02。
+NRR, DEVIA
coMiON /ENoUPc/LORrYT，DNITo，LRI塑s，LDNTITK

oEST TE DTNTENsrot。c0
IF(LLo, LP.2D} GorO 200
IF(LLP.LT,PJ) GOTO 210
工P（Lt，IT.K1} GonO 220
IF(LLR.LT,K2)6OTO 230
GOY0 250

200 WRITE(LJNITS,205).Pp
205 FORJMAT(1x,'Lio kUST BE GREATER TFAN·,T8》

G0TO 240
210 WRI四E（LUINITS，225）F
215 FORATX，'LLP MUS空 BE GREATER THAN'，I8）

coro 240
220 WRITE(IUNITs,225] K1

5 FOROIAr（1X，'LR HUST BE GREATER THAN '工8）225
GOT0 240

230 WRINE (LJIETS,235>K2
23S FOROAr（1X，"LiR MUs空 BE GREATER 空HAN'，I8）
240 SrOP'ERROR DN GXYc'。 READ（ENYTE，*}ND1，ND2，ANGHES，《CTRLX《工），I1，K1）r，250]

(CTRLY(I),I=1,K2)学
A1=0.0
A2=0.0
B1=0.0
DO 70 I=1,K1

70 A1=A1+CTRLX(I)
DO 80 I=1,K2

80 B1=B1+CTRLY(T)
IF(ANaIEs.EQ.0.D)GoOTo 90
R1=SQR里（XYN{KM，1}**2+XYN（KN，5）命街②
R2=8ORr(xN{KM,2)**2+XYN(KM,6)**2)
R3=sQRT{XYN（KSW，3）**2+XYN（K时，7）**2）
R4-SQRP{XYN(KM,4)**2+XYN(KM,8》·*2)

90 KK1=K1+1
DO 150 I=1, KK1 上工”
P=INFNOD(iVA, E)+I-1 气的
P2=IN7NOD（Kt，4j+工-1
工F（I-1）9i，91，92

92 A2=A2+CTRLx（工-21）
GOIO 93

91 A2=0
93 A1m测2/A1X（P1）=（.0-AI）命XN（KH，1）+Ar*xYN（KM，2）

×(P2)=(1.0-AI)*XYN(10F,3)+AI*XYN(K,4)
Y（P1）={1.0-ATj*XY时（KA，5）+AI*xYN（K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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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P2]=(1.0-AI)*XYN(KM,7)+AI*XYN(KY,8)
B2=0
DO 150 D=1,K2
B2=B2+CTRLY(K)
BI=B2/B1
P3=(P2-P1)*J/K2+P1
IP(ANGMES.EQ.0.0) GOTO IGO
R01=R1+(R3-R1)*BI
R02=R2+(R4-R2)*BI
R03*R01+(R02-R01)*1
BET-ANGMES*BI-ALF
X(P2)=R03*COS(RFT)
Y(P3)=RO3*SIN(BET)
GOIO 110

100 X(P3)=(1.-BI)*X(PI)+BI*X(P2)
Y(P3)=(1.-BI)*Y(P1)+BI*Y(P2)

110 IF(I.GT.K1) GOTO I50
[I-ZX)/<U-C)*(TON-ZON)+(T-I)+TON=IGN
NAA(NBI,1)=P3-K3
NAA(NBI,4)=P3
NAA(NBI,3)-P3+1
NAA(NEI,2)=P3+1-K3

150 contINUE
IF(FD.GT.1)GOTO 900
IF(PJ.GT.1)GOIO 900** GOIO 1200-

900 READ(IONITI,*)(((IAELEM(I,J),J=1,5),I=1,PD);
+((TANODE(I,J),J=1,3),I=1,EJ)
D0 1000 Im1,FD1 NB1#TAELEM(I,I)
D0 1000 J=1.4
NAA(N81,J)=IAELEH(I,J+1)1000 CONTINUE
IF<EJ.LE.1> GOTO 1200 ...
DO 1100 I=1,FJ
NP=IANODE(I,1)
X(NP)=IANODE(X,2)
Y(NP)*IANODE(I,3)

1100 CCNTINUE
1200 RETURN

END

00 THIS IS A SUHROUTINE POR CALCULATION OF THE INVERSE KATRIX,0
SUBROUTINE INVMA(A,B,C,N,DE)
DIMENSION A(N,N),B(N),C(N)
COMMON /INOUPC/LUNITI,LUNITO,LUNITS,LUNITK
EP=0.1E-20
DO 12 I=1,N
C(I)=0.
DO 12 J=1,N
C(I)=C(IT)+A(I,J)12

11 A(I,I)=A(I,I)-1.
DO 13 K=2,N
DO 14 J=1,N
B(J)mA(K,J)

14 A(K,J)=0.
A(K)=1.
W=B(K)+1,
IF (ABS(W),LT.EP) GOTO 17

C IF(ABS(W).LT.EP).VJ-SIGN(EP,W)
00 13 Im1,N
YaA(I,K)/W
DO 13 J=1.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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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A(I,J)mA(I,J)-B(J)*Y13 100%
DE=0. ·.,
D0 15 J=11A
B(J)=0.
DO 16 I*1*N
B(J)=B(J)+A(I,D)26v 15 DE*DE+C(J)*B(J)
RETURN

营17 DE=-1.
RETURN
END 1

Cc CALCULATE THE MATRIX OF GEOMETRY B. DAC
SURROUTINE MAGE(II,JJ,X,Y,NZ,B,NNODE)
DIMENSION X(NNODE),Y(NNODE),NI14),B(3,8)
DIMENSION NKS(4),NET(4),KSI(4),ETA(4),JCB(2,2)C 3NTEGER EPA,P,PE
REAL NI,NKS,NET,JCBc
COMHON /KB/C14(14),DETJ
COMNON /KC/GSA(3),GSH(3),PE(4,AAAA(26)
COHMON /INODPC/LUNITI,LUNITO,LUNITS,INUITE
DATA KSI(1),KSI(2),KSI(3),KEI(4)/-1,1/1/1-1/,ETA(1),BTA(2),ETAC3h

ETA(4)/-1,-1,1.1/1

C DO 10 I-1.,4
BI-KSI(I)*GSA(I)
B2=B7A(I)*GSA(J)
NI(I)=0.25*(1,0+E1)*(1 0+B2)
NKS(I)*0.25*KSI(I)*(1.0+B2) ↓

10 NER(I)=0.25*ETA(I)*(1.0+B2)
1.DO 23 Im2,2

D0 13 J=1,2
13 JCB(J,U)=0

D0 19 I=1,4
P=PE(I)
JCB(1,1)=JCB(1,1)+NKS(I)*X(P)
JCB(1,2)=JCB(1,2)+NRS(I)+Y(P)
JCB(2,1)-JCB(2,1)+NET(I)*X(P)

19 JCB(2,2)=JCB(2,2)+NET(I)*Y(P)
DETJ-JCB(1,1)*JCBf2,2)-JCB(1,2)*JCB(2,1) 100

BI-JCB(1,1)/DETJ
JCB(1,1)*JCB(2,2)/DETJ
JCB(1,2)=-JCB(1 2)/DETJ
JCB(2,1)*-JCB(2,11/DENJ
JCB(2,2)=B1.
DO 34 I=1,4
I=2*I
T-T*N
B(1,M)=JCB(1,1)*NKS(I)+JCB(1,2)*NET(X)
B(2,L)=JCB(2,1)*NKS(I)+JCB(2,2)*NET(I)
B(1,D)=0
B(2,M)*0
B(3,M)=B(2,L)

34 B(3,L)=B(1)M)
RETURN
ENDvo PROCESSING THE INFORMATION OF THE ELEHENTU0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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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ROUTINE PINEL(NB,NAA,RR,HNODE)

DIMENSION NAA{NNODE,4),RR{NNODE2),PE(4),CN(8)
INTEGER RR, PE, CN,B1
INIEGER*2 NAA，NT火PE
COMMON JUDGO1,NEEEN,NODP
coMMON /KC/AC(6),PE,CN,AAAA(18)
coNMoN /INouPc/uNrT,LuRNZTG,iDN1xs,mDKTkDO 2 I=1,4
PE （工）=NAA（NE， 
B1=PE(I)
CN(2*i-1) =RR(B1,1)
CN(2*I)=RR(B1,2》

2 CONTINUE
RETURN
END

C
CALCULATTON OF ELASnTC MArRTX OF PLAN-STRAIN
sUBROUTINE CELAA(ET,AHr,D,MANU)
DIMENSION D<3,3),ANT(MANU,7}
INPEGER E里
REAL MU
COMHON JUDGo1NEEEH,NODE,NROCK
COMMON /KB/B8(8),EI,MU,AAAA(5)
CotMoN /INoUPe/LUNITT，LUNTTo，iuNTI空s，tuNITK
EI=ANY(ET,1)
MU=AMT(ET,2)
D07 I=1l,3
D0 7 J=1,3
D（工，J）=0
s=EI*(1.0-NJ)
C=（1.0+MJ）邮（1.0-2.0*A）
D(1,1)=S/C
D(1,2)=(8*》/{C*(3.0-MU》).
D(2,1)=p(3,2)
D(2.2)=S/C

D(3,3j=EI/(2.0*(1.0+MUJ))， RErURNEND
口

CALCULATE THE ELAsTIC OP STIFFNESS MATR工X AND PLASTIC MA"RIX OFSTRAZN PROBLZN OF PILAN.。体9
sUBROUTINE CELPLM(NE,STRRSS,D,HNODE)
DIMENSION D(3,3),STRBSS (NNODE,3)
REAL L, K0,KI,J1J2,NU
COMNON /KB/B8{8),Bi,HU,KI,J1,J2,AiF,P21
COMaON /INoUPC/LUNIOI,LUNITo,LDNITB,LUNITK
G=0.5*EI/(1+MU)
K0=EI/ (3*(1-2*NU}}
L3aK0*ALF/G
C=SQRP(J2)
S1*J1/（6肉C）
B1=1+9*ALF*w2*K0/G
BT=(ALF-S1)*(L-2*S1)/B1
DT3*MU*K0*KI/(EI*C*B1)
H1=（0.5*工一S2）（C*B1）
H2一BT"DT
H3=l/(2*J2*B1)
Y1=SIrREBS(NN,1)
Y2=sTRESS(NN,2)
Y3=STRESS (NN, 3)
D(1,1)=2*G*(1-H2-2*H1*V2-H3*Y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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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2）=2*G*（1-H2-2命村1*Y2-H*Y2**2）
D(3,3)=2wG★(0.5-H3Y3**2)
D（1，2j=-2*G*（日2+日X*（11+Y2）+H3*Y2*Y2）
D(2,1}=D(L,2)
D(1,3)=-2tG*(K1*y3+H3*Y1*Y3)
D(31j=D(3,3)
D （3，2）=-2*G*《H1中Y3+H3如Y2*Y3）
D[2,3)=D(3,2)
RETURNBND
CALcULaPIOR OF THB ELDtN STAFFN2Ss MATRX TN aA9s TNrEGARL一。 SUBROUTYE CESh(X,Y,Ar,DISPLa;e,D,RE,EP,RIODE,MAXU,MNoDE2)c DZHAEX8XON X(NNODB),Y[MRob),Ar(MANt,7),DISPLA(NNODE2),B(3,8),
4D3,3],KE{8,B)
DTMEDNSOR BB(3,8),NT(4)。 工NTEGER EP，A0，B0，CR，PE
REAL KE，W工。 CO1n(ON TUDG01,NELEN,NoDE,NROcr
COMMOIN /kB/X14{l4), DETJ
cOHMON /KC/GBA(37,GSE(3),PE(4),eNt8},AAnA18)
CoMON /NOUPC/tNITI,LiNITO,LONXts,LONITK
GMI=AMP (ET,5)
G82=AMry(ET,6)
D0 9 I-i,8
D0 9 J=3,8
X(I,J)=0产。

D0 30 工I=2，3
pD 30 J=1
CAL，MAGE（工r，J3，X，2，Nz，8，1NYODB》
D 17 K-1,3
DO 17 L=1,8
BB(X, L)=O
DO 1?7 Ma1,, 3

17 BB(K,L)~BB(K,N)+D(K,M)*B《W,M)
B1=GSX(II)wGSH(Ju} *DEDJ
DO 25 I=1,4
A0=CAN（2*工-2）
B0=Ea(2*T-1)工F（A0.GT.0.AND.GM1.NE，0.0】DIBPTa（A0）=DXSFEA（A0）+NI（T）★B1*sMLIF(B0.eT,0.AND.GM2,NE.0.0)DISPLAD0j=DI8PA(B0)+NX(I》*B2GI2

25 CONTINOB
D0 30 X=1,6
Do 30 L=1,8
B2=0
DO 29 K=1,3

29 B2=B2+B(N,K} *BB(M,L)
30 KE（K，L）=KE（K，L）+B工食B2

DO 33 K=2,8
DO 33 L=1,K

33 KE《K，L）=KE（L，立）
为对字为名
斑ND

C CALCULATE THE-HAL BAND WIpYH。。 SCBROUTINE CHEBAN《AT,NAA,R,A,181ODE,MIODE2,2MU}>
工NPEGBR B，B0，CN，A，丑，RR
工NTECER*2 NAA，NI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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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AMT(MANU,7),NAA(NNODE,4),RR(NNODE,2),A(NNODE2)COMMON JUDG01,NELEY,NODE,NROCK
COMMON /RA/I6(12),N,MX,H
COMMON /KC/C10(10),CN(8),AAAA(18)
COMMON /INOUPC/LUNITI,LUNITO,LUNITS,IUNITK
WRITE(IUNITS,2001)

2001FORMAT(1X,'CALCULATING THE HALF BAND WIDTH')DO 5 I=1,N
5 A(I)=0
DO 15 NE=1,NELEM
B=N
CALL PINEL(NE,NAA,RR,HNODE)DO 10 I=1,B
IF(CN(I).GT.0.AND.CN(I).I/L.B)B=CN(T)10 CONTINUE
DO 15 J=1,8
IP(CN(J).LE:0) GOTO 15
BO=CN(J)
IF((BO-B).GE.A(B0>)A(B0)=B0-B15 CONTINUE
MX=0
A(1)=1
DO 20 I=2,N
IF(A(I),GT.MX)MX=A(I)

20 A(I)=A(I-1)+A(I-1)+1MX=MX+1
H=A(N)
RETURN
END

QU0 CALCULATE JOINT'S ELENENT STIFFNESS MATRIX.
SUBROUTINE CJSM(X,Y,KE,TZ,NNODE)
DIMENSION X(NNODE),Y(NNODE),KE(8,8),TZ(8,8),KT(8,8)REAL, L1,L2,L,KE,KN,KS,KT
INTEGER PE PO,A1,A2
COMNON /KB/X5(5),FI,S,C,RS,KN,FD,CO,TL,AY(2)
COMMON /KC/C6(6),PE(4),AAAA(26)
COMON /INOUPC/LUNITI,LUNITO,IZUNITS,IUNITKPaPE(1)
Q=PE(2)
LI=X(Q)-X(P)
L2=Y(Q)-Y(P)
IASQRT(L1**2+L2**2)
DO 13 I=1,8
DO 13 Jml,8

13 KE(I,J)=0
D0 17 I=1,4
A1=2*I-1
A2=2*I
XE(A1,A1)=2*KS

17 KE(A2,A2)*2*KN
KE(1,3)=KS
KE(1,5)=-KS
KE(1,7)=-2*KS
KE(2,4)=KN
KE(2,6)=-KN
KE(2,8)=-2*KN
KE(3,5)=-2,*KS
KE(3,7)=-KS 100%

KE(4,6)=-2.0*KN
KE(4,8)m-KN
KE(5,7)=KS
KE(6,B)=KN



1940   附   录----- /

CO 33 I=1,8
20 33 订单1，8

33 KE(J,I)*RE(x,i)DO 09 I=1,8
DO 39 J=1,8
BIz0,0
DO 38 K-1,B

36 BI=BI+KE(I,K)ITZ(X,U)
39 KT(I)3)=B1

DO 45 I*1,B
D0 45 J=118
BI=0
DO 44 Kml,8

44 BZ-B2+T2（K，K）曲KD（K，U）
45 KE(I)D)mBL*L/(6*TL)

RETURN
END

0 CONVERSION OP ZHE MATRIX OF JOIHT ELSMENTS.4
U SUBROUTINE CMIP(ET,AMT,TZ,HANU)

DINENSION AMT(MANU,7),3Z(8,B)
REAL KS,KN,LT
INTEGER ET
COMEON /K$/X5(5),FI,S,C,KS,KN,FO,CO,LT,8IGC,DLTO/KC/A6(26);
+ ANGJ(10)
COMNON /INOUPC/LUNITI,LUNITO,LUNITS,LUNITK
FI*ANGJ(ET)
S=SIN(FI)
C=COS(PI)
DO 9 I=1,8
DO 9 J=1,8

9 TZ(I)=0
DO 14 I*1,4
12(1,1)=C
TZ(I+4,I+4)=C
TZ(2*T-1,2*Ⅱ)=8

14 T2(2*I,2*I-1)=-S
KS-AMT(ET,1)
KN=AMT(ET,2)
FO=AMT(ET,3)
CO=AMT(ET 4)
LT=AMT(ET,5)
SIGC*AMI(ET,6)
DLTO=AMT(ET,7)
RETURN
END

0 THE STRESSES AND STRAINS RESULTS FROM THIS ROUYTNEoG SUBROUTINE CSTREA(NAA,X,Y,RR,DISPLA,DU,AMZ,STRESS,TZ,NTYPE,FCPLA,
+ NNODE,NNODE2,MANU)

0 PARAMETER(LILE-2000)
DIHENSION NAA(NHODE,4),X(NNODE),Y(NNODE),2R(NODE,2),+DISPLA(NNODZ,2),DO(ANODE2),AMI(HANU,7),STRESS(NNODE,3),TZ(8,8)
+,NTYPE(NNODE),FCPLA(NNODE)

C DIMENSION D(3,3),YL(3),BU(3),DTU(8),ZHZ(8),NI(4),DE(LLL),
3YIT(3),YLS(3),B(3,8)

C REAL NI,MU,KI,J1,J2,KLC,KO
INTEGER 2LS,RR,CN,PE,ET
INTEGER*2 NAA,N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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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ON JUDGO1,NELE,NODE,NROCK,NLOAD,NMESH,NITEK,MOINT,JUDG02,4NRR,DEVIA
cOMMON/KA/NBEL,K5(11)),N,K2(2)
cOMWmON/KB/DDE,AI,2Ls,DD(5),EI,HU,KI,J1,J2,ALF,DERJ
coiMoN/KC/GsA(3),GSH(3),PE(4},CN(8),n8(B),ANGJ(10)
coMMON /TNOPC/LONITi,LNITo,LJNITs,ZNITPK
WRITB(LUNITS,2001)

FORMAT(1x,'CALCULATING THE sTRESSESs oF THE EACH EIENENY'}2001 ]

叶

”。红 TEST THE DIMAENSIOK,“！“
IF(LLL,LT,NoDE2)GOTO 300
Goro 320

300 WRITE(LUNITS,310)MNOpB2
310 FORMAT(1x,Lit, NU8T BE GREATER THAN',T8)STOP rERROR ON CSTREA1
C
320 IF(AL,EQ.0.0)GOTO 3

DO 4 I=1,N
4 DH(Ⅱ)=0
DIT=0.LYD=0
DO 13 NE=1,NELEM
ET=NTYPE《NE)
工F（E} 20.20，1
FCPLAD=PCPLA (NE)
.EPS=0
Do 100 I=1,3
YLS(I)=0
YL(L)=0

100 BU(I)=0
EP(ECPIAD-1)5,5,6

5 工P（FCPLAD-1） 7，B，8
7 IF(FCPIAD)3,8,6
5 KLC=0.01
Go*p 9

8 KIC=2NP(EY,7)
9 IF(BT)11,10,11
10 DO 12 I=1,3
12 8TRESs(r,r)=0

GOYO 13
11 CALL PINEL(NE,NAA,RR,MNobE)

IF（ET，LE.NJo工NT）GOTO 16
I0=2
J0=2
cALL MAGE(I0,Ja,X,Y,NI,B,NNODB}
CALL CELMA(ET,AMYT,D,MANU}
DO 19 I=1,8
I1=CN<I)
IE（工1） 17，27，18

17 DJU(I)=0
GOTO19

18 DJU(I)=DU(I1)
19 cONTINUE

D0 20 T=1,3
DO 20 J=1,8

20 a（）-BU（i）+月（I，I）*BJU（J）
DO 22 I=1,3
DOo 21 J=1,3

21 YL（巧）=YL（）+D（L，J》*BU（J）
sTRESS(NE,1)*8TRBSs(NE,i)+YL(I)

22 yEI(I)=VL(Ij
B1=sTRESs(NE,l)
B2=STRE8S(N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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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STRESS(NE,3)
IF(B3}24,23,24

23 BETao
GOT0 25

24 IF(B1-B2)27,26,27
26 BET=0,7853982

GOTO 25
27 BETu0.5*ATAN(2*g3/(B1-B2))
25 IF(EI.LE,0.01]Goro 13

C=COS{BETP) **2
S=SIN(〈BED) **2
SC=SIN(BEt》*COs(BEN)
SM1=B宜*C+B2*S+B3*2*SC
SM2=B1*S+B2*C-B3*2*SC
IF(NITEN。EQ.1)GOrO 34
IF(SM1.LE.KIC,AND.sM2.LE.Kc)GDro 34
IF(SNL-KLC)35,35,36

36 IF(SM2-KLC)39,35,37
37 DO 38 I=1,3

YLS (L)=8TRESS (NE,1)
38 STRESS (NE,I)=0

LYD=LYD+1
FCPLA (NE)=0.2
G0TO 39

35 DS1=C*YL(1)+s*YL(23+2*SC*YL(3]
pS2=S*YL(1)+C*YL(2)-2*SC*YL(3)
ES1=BU(1)*C+BU(2)*S+BU(3]*8c
Es2=BU(1j*S+BU(2)*C-BU(3)*SC
IF(SM1,GY,KLC.Atb.SM2.LE.KLC)Goro 4t
SM2=0
SH1=SM1-DS1+EI*ES1/(1-HU+MJ}
GOTO 42

41 SM1=0SM2=SM2-DS2+EI*ES2/(1-MU*HU)
42 STRESS(NE,1)=℃*SN1+SM2*s

STRE5S(NE,2)=S*SMl+C*SM2
STRESS (NE,3)=SC*SM1-SC*SM2
YLS{1)=B1-5TREsS(NN,1)
YLS [2)=B2-sTRESS[N,2)
YLS(3)=B3-STRESS[NE,3)
LYD=LYD+1
FCPLA(NB)=0,3
GOTO 39

34 CALL FCIJ(NE,E,FCPLAD,SM1,SM2,AMr,MANU>
KO=1,0
A2=ALF*J1+SQRT(J2)-KI
A3=A2/{KI-ALF*J1)
IF(FCPLAD.LT,1.AND,A2,GE.0)FCPLA(NE}=1+FCPIAD
IF(NITEM,LE.1,OR.A2.LT.0)GoTO 13
IF(A3,GT.0,2)K0=1,45IF(A3.LE,0.2.AND,'3,GT.0.15)R0=1.35
TF(A3.LE.0.15,AND、A3,GE.0)K0=1,25
CALL CELPLM(NE, STRESs,D,NNODE)
DO 63 I=1,3
YL(I}=0
Do 60 J=1,3'

60 YL{工）=YL（1）+D（I，J）*BU（J）
B1=KO*(YiP(I)~YL(I))
B2=sTRESs{(NE, I)-Yt/T(I)
STRESS (NE,I)=STRESS (NE,I)-BL
BO=ABS 〈B2-STRESS (NEI)
IF(B0,CT.AB8(DEViA*B2)}EPS=1

63 YLS (I)=D1
工F{EPs.EQ.0）Go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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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T=DLT+1
39DO 66 I=1,8
66 XAZ (T) =O

DO 68' II=1,3
DO 66 JT=1,3
CAI MAGE(II,JJ,X,Y,NI,B,NNODE)
B1=GSH（IT）命GsH（Jj*DETN
DO 68 K=工8
B2=0
Do 67 M=1,3

67 B2=B2+B(M,K)*YIS(H)
68 XH2(K)=XHZ(K)+B1*B2

DO 69 T=1,8
EF(CN(I))'69,69,70

70 I0=CN（工）
DH（LO）=DH（I工O）+XBZ（I）69 cONPINUE

.6.工F（E-NJOINP） 71，71， 13
71 CAL工C3JE（E，AMT，Tz，HANO}

cAiL, cs2kT(NE,IYD,x,DU,Dk,Y,MA,sTREss,vLs,r2,B,art,xHz,FcpIAD,+NNODE,NNODE2)
FCPLA(NE)=FCpLAD

13 CONIINUEDO 74 I=1,NODE
DO 74 J=2,2
IF(RR(Z,J》72,73,72

73 DISPLA(I,J)=0
cOpO 74

?2 T1=RR(I,J)
DrSPLA（工Jy=D工PLA（，7）+DU（工1）74 CONITNUE
DDE=DDE+1
IF(NTTEN,LE.1) GOTO 3
IP(DLT).77,77,78 .

77 IF(LXD)3,3,78
78 DO 80 工=1，N
80 DU（工}=DH（I）

RBTURN
3 WRITE (LUNITO,305)?,DDE

305 PFORIAr(1x,'ITERATPTON'NO.-!,I3,10x,ITERATON TTME='F7.1/)ZLS=21B+1。0
DDE=0
IF(2ISs.LE.NLOAD》RBTrURN
TRIT起（LUNITO，221）

221 FORMIAT（4（1X，4HNO**，6X，5HUX***，6X，5HU宴***，6X）/）
网RITE（LONDO，223）（I，（DISPLA（I，J），J=1，2>，I=i，NODE）

223 FORMAr（4（1X，工4，28，F10.5，1X，F10。5，5X））0 WRITE(LUNITO,225)C225 FORNAT(2(1X,4HYL**,5X,4HX***,25X,5H*Y**,15X,5HTXY**,9X》/)。一 WRITE（LUNITO，227）（工，（STYRESsS（I，J），J=1，3），I=1，NELEM）C227 FORMAr《2（1X，工4，5X，P1O，3，8X，F10，3，8X，P10.3））RETURN
END

。？但 CALCULATE T境 STRESSE8 OF JOINT EtNENI AND NONLIN费AR TRANSPORM ET
SUBROuTINE cSTRJ(NE,LYD,X,Dd,JF,Y,NAA,STRss,FYL,Tz,B,ATU,crTU,
+PcPLAD, NNODE, HNODE2)
DIMENsiON X<NNOD2),DU(MNODE2},JF(NNOD32),Y(MNODE),NAA(NNoDE,4);
+ sTRESsS(NNoDE,3),PYL(3),Tz(8,8),B<3,8),DTy(8》.CJU(B)各
INTEGER PE,CN,B1,B2,P1,P2
工NTEGER*2 fAA，NITYPE
REAL JP,KS, KN,LT,L



1944 附 录。 COMON JUDGo1,NELEM,NODE,NROck,NLOAb,NMESH,NTEM,NJOINr,JUDG02。+NRR,DEVIA
CONNON/KB/D(6),s,C,KS,KN,Fo,c0,LT,6IGc,D1rO
cowMON/KC/AX(6),PE(4),CN(8},C1B(1B)
CON0AON /TNOUPc/LUNI宜i，tUTO，LUNrTS，LDNITK

个
DO3 I=L,8
JU(I)=0
rP（CM（工）） 1，1.2

2 B1=CN(T)
D7(I)=D0(B1)
GOTO 3

1 DJU(I}=0
3 CogIMUB
Do 8 T=1,4
B1=2*工-1
B2=2*工
B(1,22)=0
B(2,B1)=0
TF(I-2)6,6,7

6 B(1,B1j=-0.5
B(2,B2)=-0.5
Goro 8'

7 B(1,B1}=0.5
B(2,B2j=0.5

a cONPINuB
D0 9 T=1,8
DO 9 J=l,8
cJu（I）=c3（X）+四z（，J）*DaU（J}

9 CONITNUE
US=0
UN=ODO 10 I=1,8
US=US+B(1,I)*cJTU(I》/F
UN=UN+B（2，工）*CJU（工）/LT

10 CoNTINUE
STRESS(NE,1)=STRESS(NE,1)+Ks*9
STRESE(NE,2)-sTRESS(NE,2)+KN*UN
IF(NITEN-L}14,12,12

11 REYURN
12 B10=STRESS (N,1)

B20=STRESs(M,2}
IF(Bz-0.01)19,19,14

14 FYL(1)=B10
FYL(2)=B20
STRES8(NE,1)=0
STRESs (NE,2)=0o
FCPLAD=2一
ZYDeaZXD+3
GOTO 15

19 P10=sTREss(N,2)*rAN(F0}
MX=C0+ABs(Pi0)
IF(ABS(B10).LE.TMX)Goro 32
IF{B10)23,23,24

23 FYL(1)=B10+TMX
GOTO 25

24 FYL(1]=B10-TNX
25 STREss(NE,1)=B10-FYL(1)

SCPIADu1
LXD=LYD+1

15 P1=PE(1)
P2=PE(2)L=soRT((X(P2)-X(P1))**2+(Y(P2)-Y(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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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28 I=1,8
DJ0(I)=0
CJu(x)=0
DO 28'3=1,2
CTU(Z)=CJ()+B(J,J)*FYL(I)*

28 CONTINUE
DO 30 Ia1,8
Do 29 J=1,B
Drv()=DJU(I)+Tz((J,1)*cU(1

29 CONTINUE
IF<CN(I)]30,30,31

3Z BY=CN(I)
JF(B1)=jF(B1)+DJU(I》

30 CONTZNUE
32 RETURX
END

oC的 CALCULA2B TB SrREss OF BIEMENT DF ANCHOR BOrP
SUBROUCTNt CTRBT(ZBEIE,ANGB,RR,X,Y,3WY,NNODE,IHE2,LGT)
PARANAETER(LLS=200}
DIMENSION X(NNODE);Y(MNODE},RR(NNoDE,2),IBELE(LME2,3},ANGB(LeT》
DIMENSLON JWY（MNODE，2），GYE（Ii名）c
INTEGER NBEL， P，0，中，RR
REAL LG,JWYc
COMNMON TUDG01,NELEM,NoDE
CON0MON /KA/NBEL,M8 (14)
COMMON/KB/F3 {3），它曰，SBOIT， AAAA{10}
cOMMON /INOUPC/ibNI空1，INiro，LJNIis，LUNITK
NRITE (LJNZTS,2007》

2001 FoRMAr(lX,'cALcIATING "E STRESs OF ELENrENT OP ANCHOR BOLP')
TEST THE D工MBNSYON。c
IF(LLS.LT,NBEL) GOTO 30
COTO 2030 WRITE (LUNITs,35)NBEL355FORMAr(1X,'LLs HUST BE GREATER ThiAN·,I8)STOP iERROR ON CTRBT".

20 DO 12 I=1,NBEL
pP=IBELE(L;1)
Q=IDBELE<L2)
T=IBELE（工，3）
BET=ANGB(T)
C=Cos{BEY}
8=8IN(BET)
LG=sQRP((X(O)-X(P))#2+(Y(Q)-Y(PI)**2)

12 GYE(i)-EB*((wY(a,1)-JwY(P,1))*c+(JwY(a,2)-JWY(P,2))*s)/iRETURN
BND

。八
一。它 GENERA空 THE IFORMATXON OF THE EIEMENT HESH，

SUBROUTINE FINESH(NA, X,y,NNODE)( INTEGER*2 NAA,ITYPE
DIN2NSION NAA(KNODE,4),X(NNODE},Y ((NNODE)
COMNON TUDGO1,MELEM,NoDE,RROCKk,NLOAD,NME3H,NITEM,NJOTNT,JUDG02,.NRR,DEVIA叶

cCMNON /INOUPC/LUNIPI，LINITo，LUN工Es，LUNITK
WRITE(LiONIS,20O1)

2002 FORAr（1，'GNERAPINe THB 工NFORfATION aF THE ELEMEN?s 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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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F（JUDGO上）30，30，20

20 CAi GMEE(NAA,x,1,NODE)
GOYO 40

30 READ（LUNIPT，*）（（NAA（工，J}，J=l，4），I=1，NELEX），
争 X(I),(r),I=1,NoDB)G”。 oUTPUT TH论 INEORMAT工ON OE ELENENT。

40WRITE (LUNITO,50)
5oPoRMAr(10x,'iHE'FOTLOHFING IS THB INPORMATION ABOUT ELENMENT8:V/

WRITE (LUNITO,55)
S5EORMAT(4(1X, 5INELBM,20H *** NODE NO。*** )/)

WRITE（UN工TO，60）（工，{NAA{I，J），J=1，4），工=1，NEiLiN）
60 FORMAr（4（1X，I4，1日），4工5））
C

WRITE(LXNIrO,70)
70PORMAT（10X，'THE'FOLLOING Is THE IN时ORHA中ION OP X-Y coORDINATIO其

+FOR NODES;i/
wRITE(LJNITo, 75)一

,2X,10H **Y** )75 FORAIAT（4（2X，4日 NO.，2X，10H**X**
WRI2E（LONIPO，80）（工，X（Z），$<T}，I=1，NODE）。

602ORHMAT(4{2x,I4,2X,P10.3,2X,F10.3}}
RETUR
END

QDs cErTING THE EQUAL LOAD OF POrNr AND coNROY sIMULaTTON HININGc sUEROUTINE GLDNO(NAA,X,Y,RR,3TRESs,Hz,MHz,ANGB,BTD,MMoDLD,MBIN。
NNOD2,LNL, LNHZ,MUGP)√C DIHENSTON NAA(NNODE,4,X(NICDE},Y(NNODE),RR(NNODE,2)

+STRESs（WNoDE，3），Hz（LL，3），准z{LnHz，3），ANGB（8DcT），Bb（INL，4）
+,NNoDLD(LNL),NKBLN(iMHZ)

C
DrMENSrON JYL(3),MC(4,4),B(4),C(4)
COMYON JUDG01,NELEM,NODE,NROCK,NLOAb,NMESH,NITEM,KJOINT,TUD02,
+NRR,DEVIA
C0HMON /KA/K1，NNLDAD，NBsORr，Y1，Cx1，cY1，TXY1，X2，cx2，CY2，型XY2，
+BOLOAD,K3(3)
CoMMON/kc/bD(6),PE(4),XK(4),YK(4),NJ(4),NH(4),AAAA(10}

C RBRAL MHZ,NJ,JYL,XC,NM
YNTEGER BLoAD,H,RR,PE,MNoDLD,A0,B0,c0,BJD,P,,Q
INTEGBR*2 NAA,NPYPE'
cOMNON /INOUPc/LUNIEr,LNITO,LUNITs,LDNITK

C
MRIPE(LJNITS,2001)

2001 FORNA(1x,'GETINe THE EQUAL LOAD OF PoIwT')
LND=2*NBSORT
READ（LUNIPI，*）（NNODLD（I}，工-1，NITOAD），（NNBLT（工），T=1，D）

o88 CHECKING TE LOAD POINTS
wRITE<UNITs，*>'CH8CKINT 实E LOAD POIWT8 INFORMATIOXI

C CALL CHECK4[NAA,MNODE,NODE,NETLEM,NRODLD,NNLOAD)‘ wRIFE（LJ能ITo，100O）（NNODLD（I），I=1，时NLOAD）
C1000 FORMAT(1x,'NNoDLD1,20I5)

IF(B0LOAD) 4,4,2
2 DO 3 I=I, NBSORI
ALF一AN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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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r+NESORT
工1=NNBLT（》
I2=NNBLT(L)
MHZ(I,1)=Ii
MHz(L,1j=I2
MHZ(r,2)-8OOAD*coS(ALF)
MHZ（I，3）=BOLOAD*S工N（ALF）

3 cONIINUE
4 IF(JUDG01)5,11,5
5 DO'10 I=1,NNLOAD
A0=NNODLD(I)
Do 7 K=a,3

7 HZ{t,K )=0.0
IF(A0.EQ.0) GoYO 10
IF(I.GT.1}B0=NNODED(T-1)
IF(I,LT,NLOAD) cO=NNODLD(I+1)
工F（B0.EQ.0.OR，工，EQ.1} B0=A0
IF（c0.EQ.0.0R，工.Xg，NNLOAD）CO=A0
H2(r,1)=A0、
YA=Y(AO)
YB=Y(B0)
YC=Y(C0)
XA=X(A0)
XB=X(B0}
XC=X(C0)
XL1=(Cxi-CX2)/(Y1-Y2)
CXA=CX1+XL2*{YA-Y1)
CXB=CK1+XL1*〈YB-Y1)
CXC=CX1+XL1*(Ye-Y1j
XL2=(cY1-CY2]/(Y1-Y2)
cyA=CY1+XL2*(YA-Yl)
cYB=CY1+XL2*(YB-Y1)
CYC=CY1+XL2* (Yc-V1)
XL3=(TxY1-FXY2)/(Y1-Y2)
A1=XB-XA
A2=XA-XC
B1=YA-YB
B2=YC-YA
HZ(I,2)=(2.0*(B1+B2)*CXA+CXCwB2+CXB*B1
1 +2.0*TXYA*(Al+AZ)+TXXC*A2+TXYB*A1)/6.0
HZ （I，3）=（2.0*CYA*（A1+A3）+CYC*五2+CYB#A1
2 +2.0*实XX*（B1+B2）+TXYC=B2+TXYB*Bl}/5，0

30 CCNTTNUE
GOTD 4511 CAL QB3D(BD,NAA,X,Y,NNODLD,NNLOAD,NETEM,NNODE,LNL}
WRITE（LUNITO，1001）（NNODID（I），（EJD{r，J），J=i，4），=1时NLOAD）C

C100工1 FORMAr(1X, *NNODLD,1iJD',5(I5,2X,4I8)}
DO 12 I=1,NINIOAD
DO 12 J=1,3

12 HZ(I,J)=0
DO 44 I=1,MNLOAD
HZ（I，1）=NNoDLD（工）
B0=NNODLD (Ⅱ)
IF(B0.EQ.0)
1GOTD 44
DO 15 J=1,4
NE=BJD（工，J）
XK(J)=0
YK(J)=0
DO13 K=1,4
P=NAA(NB,K)
XK(J)=XK(J)+0.25*X(2P)

13 YK()=YK(J)+0.25*(P
IF(J-3)1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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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YL(J)=0
15 cONTINUE

DO 28 J=l,4
A1=0
Bi-=0
C1=0
D1=0
DO 27 K=1,4

IF(K-J)16,27,16
A6 Q=K+1

IF(Q-)17,18,17
IF(8-(+4))1918,19‘禧

Q-Q+118
19 IF(Q-4)21,21,20

Q=8-4
中eo M=Q+1

IEF(N-J}22,23,22
IF(N-(J+4))24,23,2422

的 HM=M+1
IF(N-4)26,26,2524
MM-425一
A1=A1+XR(K)*YK(Q)*XK(M}*〈YK(M)-YK(K))e6 B1-B1+YK(Q)*(XK(M)*YK(M》-XK(K)*YK{K)
C1=Cl+XK(M*XK(K)*(YK(M)-YK(E))
D1=D1+YK(Q)*(XK(K》-XK(M)

27 CONTINUE
MC(1,J)=A1
MC(2,Jj=-BL
NC(3,J)==<
MCi4,J)=-D1

的的八cOMTINOE
A1=XK(1
.A2=XK(2)
A3=XK(3)
A4=XK(4j
B1=YK(1)
B2=YK(2)
B3=YK(3)
B4=YK(4)
C1=（Ai*序2+A3*A4）*（B1-B2）*{B4-93）
C2=(Al*A3+A2*A4)*(B1-B3)*(B2-B4)
C3-(A1*A4+A2*A3)*(B1-B4)*(B3-B2)
DETNM=C1+C2+C3
DO 32 二=1，4
DO 32 K=1,4
IP(K-2) 29,39,29
IF(K-4)31,30,3129

30MC（J，K）=MC（寸，k）/（-DETA））
coDo'32

尘控。气。
MC(,K>=MC(J,K)/DETN
CONTINdE

MC(J,1)=1.？ Mc(J,2)=XK(J>一
MC(J, 3)=yK(31，c MAC(J,4j=xK(Jj*YK(J)

c20 CONTINUE
XNN=4仍C CALL XNVKA（MC，日，C，NNN，DB）

产略 IF(DE.E2.-1.)THEN

”。乞。 WRITE(LNITS,*》1CHTANGE THE coORDINATION oP qE woD2s LOADED 
STOPEND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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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J(3)=1
j(2)=K(BO)NJ《

NJ(3}=Y(BO)
NJ(4)=X《BOj*Y(BO)
Do'33 J=1,4
NM(J)=0
Do 33 K=1,4

33 NM(J)=N(J)+N<K)*MC(K,J}
DO 34 H=1,3
DO 34 J=1,4
NE=BJD（工，J）

34 JYL(H)=YL《H>+NM(J)*STRESS(NE,H)
C1mJYL(1)
C2=JyL(2)
C3=JYL(3
工F （工，GT.1） 工1=NNODID（I-1】
F（r.LF.NNLOAD） 工2=NNODLD（I+1）
工F （I。E0.1.0R.I1.E9，0）I1=BO
IF（I，EQ.NNLOAD.OR.I2.EQ，0）工2=B0

眩{任，3）=Hz{;3+（C2*（X（五）-x（f2）+c3*（2）-（H3?11/3
IF(I1.EQ,BO)GOTO 42
HZ(-1,2)=Hz(I-1,2)+(Cl*(Y(B0)-Y(I1)+c3*{X(T1)-X(B0)))/6
H2(-1,3)=Hz(I-113)+(c2*(x(1j-X(BO))+c3*(Y(BO)-Y(I1j))/6

42 IF (I2.EO.BO)GOrO 44

H2(T+1,3)H2(I+1,2)+(C*(Y(I2)-Y(B0))+C3*(X(B0)-X(I2)))/6
HZ(T+1,1)=F(I+1,3)+《C2*(X(B0)-X(L2))+C3*(Y(I2)-Y{BO)))/6

44 CONEINUE
45 RETURN
END”。 CALCULATTON OF HE ELEMENTS AROUND EXCAVATION NODES-BJD
SUBROUTINE QBD(BJD,NAA,X,Y,NNODLD,NNLOAD,NELEM,NNoDE,LNL
PARAMETER<LIT=200)c DIMENSION BJD(LNL,4),NAA(NNoDE,4),X(NNoDE},Y(NNODE),MNODLD(INZ)
DIMENSION XC(4), YC(4),IBJD(4),TP(4),NUE(LLT)c
INTEGER NNODLD,BJD,pOINT
INTBGER*2 NAA, NIYPE
COMYON /INOUEC/LUNITr,LUNITO,LJNITs, LUNITK
wRITE(ZUNrTS, 2001)

2001 FORMAT(1x,'cALCULATION OF THE EXCAVATION NODES-BTD')C
T方ST THE DINENSION。。

C
IF（LLT.环P。NNDAD） GOTo 20
GOTO 30

20 WRITE(LUNITS,25)NNLOAD
5FORMAr(1X,'rir MUS BE GREATER THAN I,I8)25

STOP 'ERROR ON QBIp'C
FIND OUT THB B7D FOR EVERY PQINYTS。种

G

DO 50 I=1,NNLOAD30
D0 50 J=l,4
BD(I,J)=050 CONTINUE
DO 100 T=1,NNLOAD
NUE(I)=0

POINr=NNODLD(T)
IF(POINT,EQ.0)GoPO 100
DO 80 J=1,NEL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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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75 K=1,4
IA=NAA (J,K>
IF(POINP.EQ,LA)G0TO 76

75 cONTINUE
cOTO 80

76 NOR(I)=NUE(I)+1
BJD（工，HUE（I》）=丁

B0CONYINu1E
100 cONTINUEc

Do 200 I=1.,NNLOAD
IF (NNoDLD(I),EO.0} GOrO 200
IF(NUE(I).EO.4) GOrO 130
IF(r.EQ.NNLOAD.oR.NNoDLD(I+1).BQ.0)GoTo 120
DO 118 J=1,4

118 BJD(I,J)=RjD(1+2,7>
GOrO 130

120 DO 122 J=1,4
222 BJD(Z,J}=B5D(J-1,J)
130 IBJD（i）一B7D（i，1）

IBTD（2）=BJD（江，2}
IBJD(3)=BJD(L, 3)
IBJD(4)=BJD(I,4)
DO 150 T=1,4
DO 140 K=1,4
工P（K）=NAA （IB3D（J），K）

140 CONTZNUE
XC(J)=(8(IP(1))+X(IP(2)3+X(EP(3))+X(XP(4}>)/4.6
Yc（）=（Y（rP（jj+Y（rP（zjj+Y（IP们3）j+Y（LP（4））4.0

350 CON业工NOE
A12=TB(Xc(1),Yc(1),xC(2),Yc(2))
A13=ATB(XC(31,Yc(1),XC(3)Yc(3i
Al4=ATE(XC(1),YC(1),XC(4),YC(4》)
ALF=ARIN1(A12,A13,Ai4}
IF(ALF,BQ.A12)G0r 60
工F（ALF.DQ.Al3）GOTO 165
工F（ALP.EQ.A24）GOrO 170
GoPo 160
BC=BJD(X,2)165 I
BJD(r,2)=BJD(I,3》
BJD(I,3)=BC
XCc≥xC(2)
Ycc=YC(2)
XC(2)=xC(3)
yc(2)=yc(3)
Xc(3)=XCC
Yc(3)=YCc
GOYO 160

170 BC=BJD(i,2)
BJD(T,2)=BJD(r,4)
BJD(I,4)=BC
xcC=XC12)
YCc=Yc(2)
XG(2] =*KC{4)
vc(2)=yc(a)
XC(4)=XCC
Yc(4)=yCC

16o coNrINUEA23=ATB(XC(2),ye(2),xc(3),Ee(3)
A24=ixB(xc(2),Yc(2},xc(4),Yc(4)
IF〈A23.in.A24)GOrO 200
BC-BJD(L,3)
B7D(I,3)-AD(I,4>
BD（工.4j*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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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cONTINUE
RETURN1

END。
FUNCrION ATB（X1，Y1，X2，更2）
A1=Y2eY1A2mX2-X1
ATB=ATAN2{A1,AZ)
IF（ATB.L.0.）A配B=2*3.14159-AT日
RETURN
END
SUDROUTINE CHECK1(IR,NRR,LN}o
资资宗青务清*非你分价卖张尔徐余肉有**常资衡**的控**肉*卖*业资雪业设验费业业*业业曲佛业词业的，卢

”？？？口。气占己。忆乞
*

THIs RoUTINE CHECK YHE BOJNDARY cONSTRAIN
INFoRMATION.

*外*少书*余务求肉血持*求动*资**资****业业救寄业业曲业骨量业*资资资要询食当安省肉雷湘价南南

工R --* TNE CONSTRAIN INFOR4ATION
NRR -- TE ELEMENTS ONPORMATTO1
LLN --- THE DIMEN8ION LENGTH OP THE IR

DINENSTOX IR[LIN,3)
工NTEGER IR
CON0AON /INoUPC/ LUNITI,LDNI00,UNTTS,LnIK

(t
”气也 THE IR(LLN,2),IR{LN,3]MUST BE 0 OR 1

D0 10 I=l,NRR
工P（IR{I，2）.EQ.1.OR，IR《Z，2），EQ，0）四IEN

IF(IR(I,3).EQ.1.CR,IR(L,3),E2.0}GOTO 10
ENDIF
前RiTE{LUNITS，*）'THE COXS2RA工R NUNBER R MUST BE 1 OR 01
STOPAu CONTINUE
RBTURN
ENDe
SUDROUTZNE CHECK2 (NTYPE,NEIEH,NROCK)

CCU乙OC 口U *会清食海内帝*武*食资*训命资*衡尔衡命业衡命窗食南资衡曲当*当当面责鱼责请点负*业业曲
THIS ROUTINE CHECK THE INFORMTIONw
ABOUTP ROCK ELENENT TYPE ★

善年辛音善各兰珍辛害音昏鉴导等善等寿善培些著奔浩辛彭峰蜂靖乌者等鉴筹鉴辛路等乌籍着签普着者着培音

-~ THE ROCK 空YPE OF THE EI3ENTSNPPE。。。 NELEM ---- THE NUMBER OF TH ELEMENTS
NROCK ---=- THE MAXM[IUN YY?E RDCK NUNMBER

DINENSION NryPE（NEIE以}
工NEGER会2 NTYPE
cGHION /INOUPC/LUNITI,IUNITo,3UNITs,LONITKc
DO 10 I=1,NELEM
IF(NIYPE(I),GT,NROCK) T15N
WRIrE(IONIFs,20) NROCK

20FORMAr(1x,2HE ELENBNT TYPE MUsT BE LBss OR EQUAL',I338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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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IF

10 CONTINUE
匀 RETURN

ENDc
SUBROUTINE C持ECK3（NAA，NNODE，NODE，NELEM，NTYPE，XR，N，NER）c
*六*治资**资**资**南剂资*角*业资音责食青家水资女**部*青南需欧你实训货衡***密奔*女统你密宗食。一”；一 ★

、。。。气。
TTS ROIPINE CHECK THE cONsTRAIN ZNFoRMAITON *

* 初EEN 企B BLEWENT 型XPE OF THE NODE ARE AJ 0，THE NODE*
★ MUSr BB CONSTRA工NED

”。： 曲中角**业*备病资安*女***有*内命业货前内*音业业前*业*肉*命南面曲业家*海**
O

- TEE INEORMATION NODE AND ELEMENP3NA育 一-

"HE D工MENSTON LENGTH OF T时E NAANNODE ---
中H正 NUNBER·OF TH2 NODENODE ----

NTYPE -- THE rPE OF THB ELEMNBP OF EACH ELENBN型
ZR ------ THE INFORNMATION OF 堂HE CONSTRAINS

---- 公H）E DTMSINS工ON 工E时GTH OF THE 工R叫小式

NTR ----- THB ftMBBR OF THB CONSTAIN
0 fc DIHENSION NAA(NHoDE,4,NPYPE(NNODE),IR(LLN,3),IBSD(4

工?TEGER*2 NAA，NTYPE
CO1agON /INOUPc/LUNIr，LUNTTo，LN工Ys，LUNTK

。。。小 GE THE TBJD ~~-- 4 BLEMEN NUKBER OF R NOD座s

DO 2o I=1,NODE2N=0DO 20 J=1,NELEM
DOo 30 K=1,4
KKK=NAA (J)K)
工F（KKK，EO.）THEN
NN=NN+1
IBND(NN)=J
ENDIF

名品oo
COXTINU2

CONTINUB

CHECK THE TYPE OF 公E RDCK gLEMENVT
DO 40 K=1,N

IF(NTYPE(EBTD(K)).EQ.0) GOrO 40
Goro 10

40 CONE工NUE

亿仑 CHECK THE cONSTRA工N 室NFoRMATTON
DO 50 K=1,NIR
IF((Z.EQ.IR(K, 1))THENIF（R（K，2）.NE。0.OR.工R（K，3】.HE，0）GOTO 70

GotO 10
ENDTr

50CONTINU270确RITE（LUNITs，80）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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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FORMAT(1X,'NODE=',I5,'MUST BE CONSTRAINED'>T
的号心

10 CONTINUE
气 RETURN

END
口

sUBROUPINg CHECK4(NAA,NNoDE,NoDE,REIEM,NNODLD,NLOAD)
**曲*******★*前****前****★*****你*实***业*********名*会业业**希自会*尸

THIS ROUTINE CHBCK TE LOAD POINTS ARE WHETYHER☆
Qt CONrTINUE。，

*宏名资你舞密女负食知询**贪散会实食你*⋯业南衡业肉循**业**当****业*资*安业业宗*出家***你会病肉C,C
DIHENSION HaA(NNODE,4),NiODLD(NNLOAD),IB7D(4〕
工NTEGER*2 AAA
cOMYON /INoUPc/TUNTITI,LDNIYO,LUNITS,LUNITKe
NAA --- THE ELENENTS INFoRMA①ION
NNODg -- 空HE LENGTH OF TE ELEMENT INFORIATION
NODE --- THE NUNBER OF NODES
NELEN ---THE NUNBER QF E工现ENTS， NNODLD -- THE NODE NUMBER OF LOAD PoINPS
NNLOAD-- THE TOTAL HUMBER OF LOAD PoINTS，

eo99
小

GET THE IBJD---- 4 ELEMENT MUNBER OP THE LOAD NODES
,DO 10 IJU=1,NNLOAD-2
T=NODLD(IJO)
工P2=NNoDLD《IJU+1}
IP(I,EQ.0,OR.IP1.EQ.0)cOpO 10
NN=Q0

Do 20 J=1,NELEM
DO 30 K=1,4
KKK=NAA (J,K)
IF（KKK.EQ，工）THEN
NN=2NN+1
工B3D（MN） =
ENDIP

如姻口。气
CONPINUE

CONTINUE

JUDGE THE I ARD I+1 POINTS ARE WETHER IN THE SAME E意RNT
DO 40 K=1,NN
DO 45 K1=1,4
IP(NAA (IBJD(K),K1)。EQ.IP1)GOTo 50

45 CONTINB
cONTINUE40
wRIIE(LUNITS,65)I,IP160
FORMIAr(1X,'THE ioAD POZNTs ',z4,' OR',I4,'Is EROR!'65
STOP

。忆” CHECK THE LOAD POINPS I AND Y+1 WETHER IS NEAR
C
50 MELEN*IBJTD(X}

I1=K1
GoTO ( 70,80,B0,90),I1

70IF《MAA(MELEM,2),EQ,r.OR.NAA(HELEW,4),EQ.I)GoTo 10
GOTO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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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F（NAA（MELEH，I2+1}，B.I.DR，NAA（HEEBM，T1-1））、EQ.工）Gorno'10
cOTO 60

90IF〔NAA(MELbM,3}.EQ.I.DR.HAAMBLEM,3).EQ,T》GO1O 10
Goma 60
CON9INUE10

G RETYURN ?.
END

“”。
。

∶'TC .∶芯

Fk": 。，

∶'"玉.



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编写单位 鞍山露包冶盘矿山设计研览宽

前 写 人 李玉山 胡风英 赵长安. 己心

附3.1 水文地质计算常用资料

双酯线正败、余弦、正切蜀败

予：“代！飞“代！：弓沁?
囊败-8-T

4h cx3 “，
I-80 e-006 1.000 0.600'
穿儡 0.0100 100ol 9.0rteoea 6-020 1.000z 。乙浮令”
t,83 0.0800 0.21.005
步 宁占艺名 ,008 0.8元G·

010500e0D 1.018 字滚灌够
0.6000.0 1-0018 0，0的9g

o-07 0.0701 4.0的1-0025
Q-0 夕图台” 宁悉1.003签
o-09 0.0s01 1.004富 a.09s
0-10 0-1003 “名寄： 0.0
w-11 o.110a 0.Te*1.008上·
才 0.1208 1087z 0.1时
0.15 0.1304 1-00B3 0.T脚S'
0-1 O.140B 1.09错 0.15F
4-15 0.150保 1.013 0.t49
0-18 0.1607 1.0128 0.186
0.17 0.170B: 1-0149 0.160
0.1 1-01630.1810 雪潜色
办-19 0.1eL 1。018害 。咨？
乡当 0.2013 1.0201 夕着长



1956 附 录

续表：人
体 5x真shx

1.010.215 0.2d70宁曾谱

0.21650.22160.22 1.0243
0.22500.2320O,23 1-0266
0.23551.社289子业荪·.20 -7“

0-252 1,05140-25 0.2449
0.2543L,e3400.26290-28
0.2836夕当 1.03670.2733
0.2729罗当 0.2887 1,0395择超 田二

0.28211，042器宁心量”0,29
0.2913宁塑森0.30 i,0453
0.3964I-04n6.31 自3150 ，
夕堂0.S2 1.05160.3255
0.3186105480.338003

少誉 0.3275.1.05基0-3463
4.332.06190.35713弯善， .
0.34521.0655037-宁雀
0.3640·8.3765. 1,0692、宁当
0.36望字1、87310.38盘宁当
o.97141.077o0-89 音-4000.万·

6.868.68110.41080.4 .单

0,3851.08dsOr春 0-421e、
0.3961，0省45牙尊： 0-在325
在.40591.02390.434。富。
a,4139色.4543 1,0984。：
0.4219053· 1.1030雪球。
④.《S011.1077·4780网 “”：
。台馨1.X26ew0. 0.476-
0s631.1174象篱 O-49a6,
0.4541.1280.509售变蓄了
0-4811.12ro、5211,史筝
046291.13290.5324史博：
0-471.13839,5438焚着。 .-
夕些雾平1.149s0.52史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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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表

“诗chxsx其

夕雪 1.1498夕雾器 0.4930
0.5782 0.50051.1551b5

春.5B o.50800.587 1,1609
e57 1。1690.5014 0.5154
0.58 06131 1.1730 0.52图
宁省 05248 1.1792 0.52
960 0.6387 1.1855 0.5370
0-61 0.8485 1.1919 夕整长“”
Q.8Z 0-联605 宁然”1.1384

0.8725白盈 1.2051 0.5581
9-64 0.6B46 、z19 0-549
865 0.687 1.2189 0.571

0.7090奥-B 1258 0.57U
0.72130.87 1.2330 .586

4.6 0.7336 0.59151,2402
o.7461。密 1.2476 0.59即0

0.78 0，758名 1.2552 0.8044
·.71 0.7712 1.2623 o,617
夕” 0.783 1.2706 雪守
9.7s 0-7866 1.2785 0.6231
夕” 0.8094 1,2865 0.6281
营矿 01823 1-2947 0.851
0.78 0.8353 1.3030 0.6411
乐、7T 0.8484 1.314 O.64B
·.78 0.8615 1.83199 ·.6627
食.79 0.8741 少岂葛 o.6B售4

08t10,8 世艺 0.640
0.90150.B1 I、346d 0.6695

步得 0-9150 24355 0.6751
0.83 o,928 1.3647 ④.6Bo5
。塑 0.9423 1.3740 0.658
各.彩5 1.38350.9581 o.691
9、88 0.9700 13032 0.6963



1958 附 录

续表
* “备线 “掌chx

0.701,40290.940:0.87 、

0.981 0.798d1-41280,8

0.7141。0128 1-招229：

。差： 0.71es24331:己结：

D.7231。严 1.0409. “这岩编“”

1.4539 0.720夕部， 1.0554
0.76at1-4645.107000静》

0.7B621、0847ne84 上4753

0.9影 1。D985. 0.7881d862
夕蔓 0.7M1.49731.114e

9.7iT:87 1.50息51.1234
1.14e汐薯 0,7581.5199

0.7674一工望ome 1.5314
1.1752“才客： 0.781e1.5431

宁些： 0.强541,5541.190?
1.20634-08 0-70时2、569

低：：鲜 0,7sg1.571、20
1.59131,2879 0.774a营室：

言： 1。60381,259 0.7818
0.785t1、6161.2709LOO
0.7895宁密图0 1.286要

1,643L 0.793F1,3025“蓄
1.3190 宁1.658109

1.10i 0.MeS1.66部1.385喜
1.88281.3526 0.841出己鲜。

才端， 1,695 0.807临1.369，。
oen9业当 1.70轴“
0.914a1.723想加诉 1.46a5 ，：

o.81rs1.7374唑载。 1.42喷·

夕营车1.7s17L3年 1.38
0.641.78e1-459、子台
0.验?51.780.1.4t36艺尊。

1.796 0.661.49M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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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表

shx “矿c:斜

1.20 1,5095 0.83471.0107
了贮 I.5276 0-83Fi1。8258
少韵 1.5s60 0,3971.8412
1.23 1.584S 1.8568 08s2国

1.58311.24 1,,8725 C患458

1.25 2.019 1.884 0.思483
1.第8 I.620 一艺外 0.8511
1.37 1.640g 0.86急1.9208
1.28 1.6593 1.9373 0.8565
1.29 1.8788 1.9540 O.8591
1.30 1,584 1.909 0.8617
1.3t i.7s2 “空召 0.8643
1.3 1.7381 2.0053 0.86码8
少？ 1.7583 2.0228 0.B62
1,38 1.7786 2.04B4 0.871
1.36 1.709L 2.0583 0.8741
1.36 1.819 2.0764 0.3764
1.37 1,8406 2.0947 0.8787
1.38 1。86I7 2.132 0.8810
1。39 2.13281.8329 0.8832
1.40 1,304 2.1509 0.8854
1-41 1,9258 2.1700 0.8875
1.42 1.847? 2,1894 0.B96
1,43 1.9697 2.2090 0.8917
“宁 1、9919 2-2288 0.8937
“访 2、0143 2,24B8 0.8957
146 240369 2.2693 0.8977
147 2.0597 2,2856 0.896
4,48 2.0827 0.90152.310%
249 2-105 2.3312 0.083
1.50 2-129 2.8584 0.905L
2.51 2.1629 2.3138 0.906
省 2.178 2.355 0.9087”



1960 附：牌

续表
chx t5x“掌制

2。4174 o.91目42-20081,53
1-58 0.91212.4385z.2251
1、55 2.4619 夕出2,2495

o.91542,8451、56 2,274
⑧.91792.50731.87 2.2993

2.37451.6 2.5205 春.9186：
D-号20126532,3491.59

25775 0.527T2.87598“告，

承压宇盛定流井蓝缴W（E）-u<欢一）象.·
表附-3-要- 它弓W(e)xeW（世）戚-Et一）素 e"串.

3.27520.1480“0.00r 20.14801.0800二
18.5386 8.07学签合资粪 18,3861.0MOD2×10*

?,761.0*0g 17.创435 1?,B436o.001 10e
7,016.28401,06ao2×10 16,2x40夕占各合子予
6.7616.6400.0b6i 1,0010? 15.640g
.451.ar1.009E×18* 14.847?0.90o2

14、15461,90026×105 日。151、154中艺它子
含1.0x00 5.9716e67 .18.74810.80a6 6.85IS46141.0to0128×104 13.6144.o0

6,7513,28S少匀各 15,2386000s1 “告” 12,5451l,60e 12.S5451 梦替5×1050.0002
5，第i2.18712.18883的$3 .08000,Eo0 11.B52011.8520 54161,06d025×1夕室合名 5.081.62B 11,6289100o2×100.0006

11。6511.46 4.61667 世客名。夕空宁答石 11.2024 48911.202412857 1.009.00or 1t.169 4.舒6t1,1581.00125×1050008 11。0413 4,81 1.04n1“台“占o.coors “落图 4.7少占号予103 “宁艺华0.6001 15.242B 4.481.0060 1.24265×1④*t.00c02 4.279.8871 9.B371“军器、339336.0ba 4.15堂梦增争，549561.060026x 10*0.006 4。059,363争.3261.,0ts2×104.0005 习.879.09.14o1.ota16667.宁各子名 ：”
3.9B盘位 岁薯5,98“亡季14286宁完名 a4568 3，眼8.8563“套雾125×100.008 2.8.738g8.73481.86so11o.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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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单 W（w）就-Ei一日） P((u)W<)×*，书’
6.001 10* 1.01 4。0382 8,841 3.750.002 794021.80025×101 7.9418 3461.00b8338a.03 7.546 多287,5711,00940.0004 2500 1,2472 7,2501 3.25

2.0050.005 20D 7,024 3.027? 3.0修
18870.006 1,6008 68420 b346I 砷0.0007 1.60071428 6.693电6，687鱼 2,010.008 1250 “子艺 6.5543 纱学常6.38970,008 1,09111 0.2跨84366 2.8DQ.001 100[o1000 e.3315 2.755337售0.D02 1,02050 5.63D4 5.6501 多4L4.003 “吕驾139 5.2994 5.25电 2、2

宁智 250 1.004 L.A482 4.85 210.005 小.926110051200 4.7502 3:08·.008 167 “宁名谱 4.548 4.6730 1.9B.00r 1.0713 4.3816 4,4282 1.防4.068 125 1.0083 4.2591 4.2946 1,8r
夕客碎 “占 1.0t98 4.1423 4，180售 1.8营10o0.010 2.0101 4.0879 4.0767 1.7T0.015 1.015186.7 8.874 3.6928 1-8o6.020 1.020250.0 3,3547 3.A226 广：0.025 400 1.8253 3.135 8.2159 1.w4.030 1.030s33.营 3.0454 1,352.8591003B 2。 1.035 2.91012.8099 1.2r25,0D.640 1.Dse8 2.6813 2.7907 1.21b.045 1.046B22,2 2.56B 2.686 宁0.050 1,051320.0 24679 2.5945 1.130.055 1.054518.2 2.3775 2.5120 1.0D.60 16.7 2、29531,0618 2,4371 1.080.065 15,4 1.0672 2201 2.36or 1,030.078 14,3 1.0725 2.1508 2,3067 1.0080.075 13.8 1.6779 2.0867 2.2《自 0.912.60.040 1,088 2.0269 2.1957 宁紫华11,750.085 1.088 2.14601.9713 0.811.110.050 1.0842 2.8941.9T即7 0.3120.095 19.50 1.1997 2,5581,B695 Q.89410.00.100 1，105章 2,01ar1.8229 0.8780,10 0.09 1,63 1.939上1.7871 0.84sg.330.120 1.1275 1.87111.6695 0.8187.700.13 1.138器 1.5088 1,8094 0.780、14 T。13 1.163 1.75821.5841 0,7490418 6。67 1.1618 1.70151。4845 6.740·0.16 6,25 1.1738 l.85371.4092 0.7200.1 1.1853 i.60945.8店 1.357售 0.-7080.18 5.66 I,197Z 才艺省 1,5681 0.B80·8.19 5,25 1.293 1.52《22649 8,6650.20 。乙 1,21 1-227 1,434 0.65



1962 籍 录

续

Fia》H(u)×e"装入思某；的”t 立 et
1-45034.76 0.6341,13202.239.2Y

与警1，相273认，14541,24814,22 6.54
1,258 0.B072,38691,10994.35师.23

1,2713 0.595T.3号t1.070a0。24 ”
0.5941,8409基.04431.23404.00·,25

128临醇 0.67*1.316鲁1.0130S.85·.28
1,2961.816s 0,5610.9840.27 3.70
1.281.,$23 0,10.9573.岁名有.2售
12411,384 0,4f0.93005.67·6,29

“巳益菌 0.BS光夕艺等 1.32造意.39 a.3
1,z018 0.52S1.383M 0.a8258,a29;31
十蓄包.氯58题 0.8141.87a2.13·.32
1.16沙 0.386宁签 夕很S.3每，33

0.心脉。创部1,4050 1.1e2,94-0.3g
0.490合益面：1.42191 1.12762.B确-.35
ot891714“莓 1.1181,78·,36
e.tr售1s4r 1.030.75e妙骨.37

1.6779 0,s1.4623 4,737t学贺·。38
0.4831.06381.3877b 0,7192.6.S9
0.45%1.04r89.70241,4912,s·MQ
夕在0.679 1.011.52202.18@i;4 0.30.8397. 0.983S1.5272.27e.4s
0.统9，9是1.841 0.8112-17·要。A
0.4实生6.94811,8tol 0.5942。G·8s18 as491·0.a391,6187 0.589企？ 法榆子

夕蓄0.90191.882 0,53820.52 1，业
0,880，8路361.710 0,5140”贸·4.54
0，算与0.6象5.485“空1、78e4因
0.36器0.873 0.84S11,78L.7‘勺于酚
0.800e.6N1.8221 0.4541.他8·0.60
步路等0.811感0.861.858今“贺：0.63

0.798命 0.Bui.89865 Q.4191.860.8A 0.30,7M081、934 o.438“”占。 0.340,78e61.9738 0.$1-AT告
夕替0.76282.018器 0.37381.43·Q.70 0.730 0.8210.25的宁 少含:0.7E
。密0.7260,B48?2.095I-95·0.78
0.31O.F1442.138 B.381+1,32④.7d o.70r 0.30烤0,38212.1151.280.,7L

宁密试 0.3020.10话2,251.25D,E0· 0.02 0.2962.2705 0.29032办、2 0.290.089r2.3184 5.2891J、10,84：
9.5D.w00.272.363I,28::0.86: 0.28宁量雾0.268出业约上∶室A∶占图 0.T90 0.27$6.28012.458,Af.90

夕 0.2742.69 0.3581，的9珍离
夕宽勒 0.2792.600 0,24231,6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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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上” F（旺》W(a)×e"W<w）或-E试一打）。，

,260,618302.61171.0 0-23470.98
2.6450.98 0.2620.60461.02 0.226

0.58840.21942,71831,0801.00 0.259
0.55890.809 0,2433.0042 ,1603.1带

3.32010,853 0.5259 0.2290.1584l.20
0.770 0.1355 b.49721.30 0，21日86603

0-41.85520.715 o.11621, 0.205
4-481? D.小4820.6671.50 0.1950.10

0.42750.6251.60 4.9530 0.1860.08631
夕告部5.47390.58各1.10 0.1780.07485

6.0496 9.39150.555 0.064711.80 0.170
e.526 宁岂召6，6售59J.90 0.1830.05620
0.500 0.86137.389t300 0.04890 0.157

8.18622.10 D.34800.478 众.0428I 0,152
9.250 0.3560、4Ss2.20 D.03719 0.146
8.97422.30 机，32620,435 t,03250 0.141

2,o 6.313111.0232宁“” 0.026844 0.13
0.460 0.3312.182s2.60 a。02491 0.132
a,365 13,46372.6 6,29490,02185 0.128
0.370 “产绝营 0;2.570,019132.70 0.1316.460.3572.即 ⑧.27790.01886 0-121

181742D.347 0.28900.81482Z.90 0.17
秒公笛 20-956 0.26213.00 0,41305 0,1142219800,3223.10 0-2530.07149 0.111
0.312 24-5325 0.01013 0,24783.20 0.10927.11280,303 0.24133.30 4,06899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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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1964 附

！扁

号·n）者 0OZ0
””雀糕

3高墨司 叫一5e硝一

力士飞译
>

呼响目！9~0=-
s2·A名 3 n ez0Le 轧 Au网 A

个了弓注 个品了弓练 郸翩叫682 菌调 区 首出邮9

9*--争-0= ， St*物OT 9*0Vn“省， V“己” to

崇个哔售。
由e，，e，%

。中？“金个平峰 00T0 心叫碰油叫马虽医昌云

9TE'0-U 0*-
EE' 长，m 需碎曰叫 to。 eU， 4

“了。体能帽茶结做售传长氨 入邮了主毕己长一 哪响部”长 号 等 另z"0a- 6>,
率,S 器下，

S"o名 空占 只食0T叫 g0L 2w I××s

？中了了住（-n）加 分5 ,.
0'L=-品弘困轴r*o=- 斗’g · 01OLxs ?OL 才着: 吵上业 会c0 ×多y),

0)

个压了住一(Grm)a 号氧 号 U

照三员岗是共 8'0=-to0=-
响达 at×s和步中 整昏

9 白 秒"e“些检Y, 索



1965附录3 驴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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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附 录

善酵学畸详冒祥羁横权八严 )-+心夕
襄谢-3-4

贷一3
夕号“ 0.000.002 0.0A

1,2?《e12.6511e “台0 11.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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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1967

续麦

节W
0.0060.005 0.0090.0080.007

10.8385 10.4640 10.1557中 9.65329.8887

0.000001 10.8283 10.6640 10.1557 9.B887
10.81740.D00002 10.155:10.6610 9.白886 5.6532
10.78498004*n 10,4509 I0.1523 9.8879 9.6550
10.73740.00004 10.143510.4291 9,8849 9.5621

0.000005 10.6822 10.3993 10.1290 9,8786 9.8406

0.000006 10.6240 1D.3640 10.1091 9.858 8.6460
0.00097 10.5652 10.3255 10.0862 9.6555 9.8882
0.00008 10.5072 10.2854 10.0602 9.8398 1.6292
0.00009 10.4508 10.2446 10.0324 5.8219 19.612

0.0001 10.203310.3868 10.0034 9.8024 9.6059
0.90002 9.8530 9.8386 9.7126 9.5781 B.4383D.*0003   0.6392 9,5583 9.36749.4671 9.2611·0.0004 9.3992 S.J396 9.18639.2653 B.10000.00005 9.2052 4,1542 9.0957 0.9804 8.9591
0.00006 9.0436 8.995 8.8.438-9500 8.832290*0 6.9037 8.8654 8.8224 8+7739 鲁智胜0.60008 B.7798 8.7470 8.7090 8.6661 盖8186 0.0009 8.6703 8.6411 8.6071 鲁。5686 8.5868.
0.0001 8.5717 8.5453 8.5145 8.4798 实 18978.6002 7.9092 7.895B 7.86197.8800 7.8416th.6003 7.5141 7.605 7.48237.945 Y,46860.0004 7.2317 7.2249 7.2169 7.207* Y.1947.01180.0005 7.0069 B.铜仁6.999 986*9

D.6086 6.8316 6.8371 6.8218 6.8156 8.80866.0007 6.9790 6.6752 6.6706 $,BB45.6653
办证必究 6.5467 6,5453 6.6893 6.6347 6.6295B.6009 Gay299 B:4269 6.4253 6.4192 6.4146.
199°0 6.32E3 8、S226 6.3194 6.8157 6.31150.992 5.6363 5.6350 5.6334 5.6315 6.8294串·单价方 5.2329 3.23Z0 5.2310 5.23885.22978.004 4.9667 4.9460 4.9653 4.9443 4.9433粤，595 4.7249 4.724L 4.7237 6.7230 4.72.



1h 附 录

续表

五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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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续表

B丝

0.03p O.U4O 0.0550.05B0.045

o 6,9394 6.2z2856.6731 6.0385,4383
4.00001
夕完字乌
0.003
e.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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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r
0.00av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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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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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o 6.059 6.67310.095 6,9391 6.6730
0.006 687296.9384 6-438o,00ot 6.9370 6.8726 6.482 622850.0020s 6,9817 8.d8166719 6.22Uo.t00eg 各9316 6.6709 6.4378 6.2z83
④.001 6.9273 6.693 64372 6282 6,0386.439Q.0002 6.6242 6A143 目、2173 G.03580.00D3 6.?276 6,382:b,5444 B.1848 B.01456.608它0.04 646538 雪出器 6,1373 5.9BLa占砂 6.4d 6.5626 62236 6.062i 59408
o.0006 少岂尊各.3823 61512 5创233 589480.0007 6,191?e.282 6.0807 5.90$2 S,A4686.-20754.0088 61136 6.129 5、807s S.798612560.009 B。0402 5,9481 58609 5.750
4.01 6.0494 5.9711 。密学平 6.7965 5,70280.02 5。1939 5,4516 6.4047 5.3s 5,29910.03 51373 5,10684 50762 5,408 602se.004 4.曾49 4.8530 4,8286 4.8016 4.77020.005 4.6675 4.6499 4.6302 4.6034 4.5845



1970 附 录

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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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4.584.548o.006 4,S44r4.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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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22251.2近。1.2238I,270.2 0,9057夕轻驾4.9e670.905T0.90570.3 0,Y026a.。70240.70248.702 0.702404

0。55染0.55380.5548 0.55980.55980.5

争.454a.4540.05生o,45u0,4540,6 0.3738雪台5.3730.3380.37380,7
Q，316后 0.1b60.3106.3186.310e9.8

0,25020.2602 o.269802502O,28920.9

O.219% 8.2190、2194 0.21948,2101.0 0.04896.d89 6.0480.0439 0.0492.0 0.01300.21300101300.01390,01303.6
宁乞端0.038 一：宁密常0.088b.00s.40 0.001I0.6C!160.00118.0t10,8aII5.0 ,g.0040.0BD0.040.00夕字盆断：

雪含召叫0.0tot,b16.00l000or7.0 0.000罗客子 0.c030宁智含0.90na0

b



1971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粪表

竹曲
10.05 0.007 夕它中夕器0-90B

宁台却 4.54224.54284.5433、5438 4.515
4i3944.39080.087 4,383B 4.3B84.8894

.2583 4.250 4.25760.008 看、25764.2572
4-1416 41416,00 4.142 4.2406 4.1401

0.01 4.0373 4.6371 4.0868 4.0364.086L8.62 .3544 ,3543 3,354 8.85383.3540
2,95890.03 2,45B9 2、9568 2.9587 2,0505
2.6810.0 2.802,68102,E810 2,6808
2,46780.05 2.4678 2.46762.487? 2,4678
2.8530.08 2.251少塔钯 2.2952 2,2050508o.07 2·1507 2.15072.1597 2.1508.2,0260.08 2。0262.0269 2.0288 宁亿图”1.91870-e9 1.9181.91861.0187 1,918

夕” 1.8281529 1.82231.829 1.82212228宁 1.26 1.228 1.228 t.22609057 0.90570.3 宁骂图 0-905 4.906修0.7024 a.7024宁件 0.70240.7324 象.70240,5 0.5980.6598 059 0.598 宁智“

0.40贝4549.6 O.4540.454 ：夕生图叶0.? 0.8738 0.3130,3738D.373病 0.37380.3106：夕细 0.3106 夕创e.310e 6.3100.9 0,2502 0.2502 0.26020.2602 0.260生

0.2191、0 8.21940.2194 0.2194 0.2194.0.04392,0 0-04890.048 0.089 0.04390.01303.0 0.0130 0.01300.Q130 o.o1300.0384,0 4.08O038 0.0038 0.0038
520. a.0i 001 o.011宁名 夕宫”名。0 0.004 90064 号号0.00a 9.020o46.001 有3的售7.0 0,061 9.001 6,8001. 0.00o ·-060.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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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附 豪

续表

第=
0.0300.0250.6200.050.018

4.50884.5197A.52874.52574.64070.008
4.38094.37024.37794.38394.38820.007
4.28284.24D44.26711.25618.008 4+2524
4.1240" 4.12584.18174418631.1396600*

4.01674.02314,02854.03244.0356.01 3.3443.34763.35023.35213.55360.02
2.95232、B5452,9582Z.95752,95840.03
2.67652.87792,67812.88002.68070.04
2.46422.46532.46022.4G70! @.05 2.4875

+
2.29232.29322.29402.2950 2.29450.05 2.14882.149]2.14所2、15022.15060.07 2.02482.83552.02802.82B42,02670.08 1.9I891,91741.91791.91831,81854.09
1.62131.82181,82221.82251.82279.1 1.22201.22221.22241.22351.22260.2 ●,90530.90540.90550.9058D,90560.3 0.70220.7*23G.10230.70230.70240.4 C.6590.55970.5597D.55970.5580.5
A.454S0.45430.45430.45440.45440.6 9,37370.37578.37370.373B0.37380.7 0.31050.31080.310g0.31060.3106A8 0.25010.24020.2020.28020.29026.9
0.21990.21940.21M0,2194D.2194t.0 9.04890.0489●,04*90.04BB0.04B920 0.01800.01300.01200.01504.01503.0 0.003B0.00380.00%0.00380400584.0
●,00110.00110.00110.00110.00115.0 4,09046.0804G.00040.00840.00046.0 0.00016.00010.00010.0001Q.00011.0 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

4

18-0-1 +,
4



1973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海梢

宜*
0.035 0。-040 0.050宁艺不 0.25

0,06 4。(514。公图 4.674-4849 4.4287
0.807 4-3508 4.3374 4-30774,3283 4.270s
Q.803 4.228 4.238 A.1857 s.17o74.194.009 4.161 4.7eo 4.3724-089 4.96器

各.954.90r宁台 40603 3.905 3.975
s.3408s.02 333.363 3-3284 3.3215
2.95010.03 2.sS4092.9474 2,344* 2-970
2.874r 2,81z 2.65292,67050.04 .窃65

2.4576Z,462aQ,05 2,4613 2,45542.4595

4.z10.6各 2.2900 2.2885 2870 2.2852
2.174 23M64o.97 2.155 2.1489 2.1:24
2.6240 2.82310.08 2,02102.021 2,1981.9162 1.91540.90 才岂高 1.91251.9136
1,820761 1.8200 1.8193 1.8175s1.816d

9,2 1.z218 1.215 1.221 123051.22090.905z 0.9050夕。 o.80ds 8.8047 0.904
0.702t0.4 0.701e0.7020 0.7018 0.70166.5 056 0.593 0,55 0594 0.5503

o.4542乡司 o4542 o-4542 O.4541 0.4519.87360-s370-7 ea736 0.3785 .37350.3105o,310s.8 0.810s 0.31540.310t
免9 2261 o.20 0262 0.2861 7.2600
3.0 O，zt能s 0.21830.19 0.2193 0.2103D.Dt92.0 0、0483 0.0489 少密 0.0x898.012 0.61303.e 0.013 0.<180 0.01394.0028.0 0.08电 宁它笛 08 夕它省

0.0115.0 子己” 7.0011 .00I1 9.6011e.D 004夕艺盈 0.004 0.0 0.00学物 4.0061 0.00 0.0061 夕号名0.0061
号.00t0绪物 字雾名 吵名名D，够Q.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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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节u
0.0800.0750.0700.060 0.065

5.8658 6429605.42285.55965.7087

5.29505.8858 5.4228S.55985.70671000*0
5.29495.42275.56935.70595.86370.0002
5.29425.45125.55826.85270.0003 5.5999
6.29325.41605.54765.68606.83090.0004
5.28485.40625.63305.66485.80110.0005

5.22495.39215.61346.62835.76580.0006
5y26185.97455.4902180995.72740.0007
5.24615.35425.46425.57555.68730.0008
5622835.83175.43B45.511G6、64650.000m粤

5*20875.80785.40765.50715.50580,001
5.0517 .4.98485+11706.18C35.24:10.002

4.714B4,82434.87224.91804,96160.003
4.59424.58856.67104-70084.14060.00
小姐3894.47.34.50324.53144.5904.005

4,30384.38114,35734.38194.40510.00G
4.18394.28D5 24.20784.35184.27190.007 4.07594.09B04.11804.13684.15440.088
3.980*8.99914,01694.03364.04930.009

13.89203.90913.92525.94038.95448.01 3.28S23.29178.29973.30173.3141D.42 2.81272.91B32.92352.92840.03 2.9899
2.60762.85152,85632.65892.56220.04 244162.46482.44TB244631 2.45050.65



1975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牡

续表

首 苏
0.085 日占0.095O,090 0.15

5.1750 485415.0820 4.0804.953

罗宫召
0.00z 5.1758 6.0626 4.9553
宁空石 51747 4.95525.0819 4。思区41

5173秒。气军 4.9547 4853码5.0810
0.0005 5.2168 5.0585 4.853904.9532

8.006 5.1871 5.153 4.9538 4.8510 4.06p1007 51526 4.94545.0471 4.8478 4.0600.606 5,1406 50381 4.243049388 40596,000g 5.126 510279 4.98D8 40548368
0,002 5.01335.1109 4.920良 48252 4,0595

4.919，日02 4.7784.B?5 4.7079 A.0435
4,7234o.03 4.877C 4.e189 4.5622 40924853se.00是 4,5211 4.4676 44230 8.96S10.005 4.4050 4.3599 4333 岁密钟4.z80

?.80 4.274? 4.24修 4.213 4.1812 3.43840.007 4.15264.1588 4.1058 4.07?1 3.?5294,05470.008 4.015 4807s 3.982z 369030.09 8.9603 零995 乡图 S-串952 36802
0,01 .即741 8,852 S.57253.8150S-8356A,27430,02 5,2547S.247 3.244z 31180.08 2.90 .9007 2,8641 2,88*3 2,8017d,06 2,643Z 吵 2,88 2.5652.6286. 2.83472。488 去9319 2.37762.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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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续表

7·9
0.0800.0750.0700.0650.060
2.27402.27682.27902.28120.00 2.28S3
2.13312.13522.13722.13010.07 2.1408
2.01182.01362.01532.01090.08 2.018u
1、10581.00721.90871.91011.91140.09

30

( ￥1.81141.81281+81411.81530.1 1.8164
1.21811.21861.21921.21950.2 1.2201
0.00320.90350.90380.90400.90430.8
0.700B0.70100.70120,70140.70150.4
6.55870.55880.69900.55910.55920.5

0.65360.45370.45380.45390.6 0.4540
0.37320.37380.37830.37340.37340.7
0.31020.31020.81030.81030.S1040.8
0.25990.25990.25990.2000.28000.0

0.21910.21910.21920.21920.21921.0
0.04890.04890.04890.04890.04892.0
0.01800.01300.01300.01503.0 0.0130⋯ 4.008B0.00388900*0C.008B0.003840A
0.00110.00110.00110.00110.00115.0

0.00040.00040.0040.00040.08046.0 0.00010.00011000°00.00010.0001TA 0.60000.00000.9000e0.00000.0000B.B

···



1977解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特

薯徉

苏重
0-160.100.0850.0900.08s

名.82713 量22182.28322.26542.26840.80
2,130g 2.12582.12840.70 2.1232 2,0804
20099 2.007 ,00840.80 1.gas2,056

1.9221.940 2.8860.90 1.s321.9803

1,8061.W670,1 1.78291.80B41.g0s9
1.21621、218B1.217s 1-21650,2 1.2080

a.90180.80220.30290.8 0-8960.9025
0.7s 0.70000.702宁。 0.7004 0.969
0.55960.5 0.5580.554 0.581 0.3561

0.6 0.45340.455 0-4533 0.4510.458
0.3752 0.37300.37310.7 0.3729 0.3719
o.3101 o.310 宁业吕0.31010.8 0.309
0.2598 0.26130.9 0.2500.2597 0.2591

10 0.211 0.21EO0.2191 0.2160 0.2186
0.04息9宁空雪 夕室氢2.0 0.0488 0.048B

0.01300.0130 0.91300.0130细。部 0.0130
0.03自 0.90380.0038宁它 0.00384,0：
0.0021 0,0011 夕名S,0 0.0011 0.01

售.0 0.04 0.0od 0.000.00t 0.004
0.6001o,00e17,0 夕宫0.0001 o.00o1

夕吕名6.0 0.0000.000 宁名名 a~0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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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自
0,85气尊 0.30 夕含0.25

2.2291Z.74s93.印05 a.48543.0839

8.0001
0.002
o.0
0.0604
0.005

0.06
0.007
0.0s
0.0505 ，

S.5045有e001
3.749E，0客30多50436.002
只.74ds8.81S.48690.003

纱偿平2,74d 2.485A学高S,4608.0ad
2，22响2,d8513-071s 2.74283.45870.005

艺.469工.789 2，、2管3.06140.608 342t
Z,2%2.463.73503,0768.38470.007 2.734 秒姓觉2。460s,D811岁控蓄0.08 2.5762.7202 哼溢密槽3、010步谱0.009
2.223245342.7102.9253as母101 2.180世密雷 2.373条.7582.96210.但

唑结召” 2.108t2.41202.6712.彩6照6Q.03 201552201 z.431241信 2.33929.04
务-1371 ，035展 L02集z.3118 2,23e.05

“：



1979附汞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杆

续没

卟由

专铝6.500.45 1.60 0,65
2.0258 1.密48 1.43171.5501.8931

.001
50o
0.0003
0.0o4
0.0a5

0.00d6
0.0307
·.0303
0.09

e.001
0.062
0.D03
6,H4
命005

2.025象意。06
2-8025T制007
号己省0.008 L84882.02630.009 1.队87

夕 2.0248 1,69811,8488 1.556 1.481720o30.02 1.6831,879 1.5530 2.43091.9615 1.BOG20.03 1,68 1.5423 1-4231包，04 1,869 1.7603 1,687 1.5213 1.41?
1，818度 1,70760.05 主.595 1,4327 1。3814



1980 附 泰

赠谱

卟，
夕告宁当 0.35宁岂9-25

1,9369 1.84522.02272.1C022,1673。制
1.767合1-84691.98672.Q435 .9206守台

1.76461.8200 1,E9471.886l1.9351雪富
1.740o1.889 L.e272t.6#921-7910.99

1.61981.67041.7527 1.56441.7149自-2
1.1887“才誓备 1.151.17891,1B4s0,2
的，85980-8713 0.457宁售0.38020急
0.67330.5805 ④.86470-592 .6B740.
854020.5453 0.53440,592 6.54%0.5

0405 0.A3640,472 E、a1o.44980.6
0.3806夕差召 4,36350.236850.3704宁中 0.305b R-3008夕艺艺0.30670.306i0,8

B-25440.2559 0.252t0.26720.2583步句

0.2135a.21490.21616;210.21791。0
8.048t自。e48是s.0486o.5467 0.在4862.0
0.0129e.01300.0180-0130 0,6130名0
。各等宁茎勒 0.001a03营 4.0384;0
0.01t0.0011 0.00110.0r1夕号“6.0

o.9t 纱空雾0.004夕它名U、004：宁却
夕盈名4.p10-0o19.00100”物
9.00ts旁赏袭 0,4000o0n夕雾子名学。



1981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续表

苏目
0.45 0.559.So 0.6自 0.05
“才体经宁富 1.4S91.5524 1.56 1.3663

1.42321.5931.6客350.07 1.33901.5101
0.08 1.548售1-6208 1,30781.38601.4850

“宁多 1,34861,42061.4918 1,2766.08

0.1 13151.5048 1.377414422 1.2451
1.08796.2 0.9954“密名1.0502 0.96280.3 07750.8505 0o.7964 4.7570-8342

0.4 0.62090.B460.151 0.6332 o.6080
0.578 0-5206 6.504051230.5 0.4955

0.a2160.4260,437 0.a1600.6 0.4988
0.8572 0.3340-7 o.34450.3493 0,401
0.282 0,20530,8 0.289b,282 0.2853
0.25070.9 0.24610.2485 0.2436 自.2者08

0.21201.9 0.2103 0.2050.2085 0.2043
.000 0.04772.0 0.0475 ·0473 e.0470
o.0129 。01280.01z8 0.01273.0 0.01270.00374,0 00037 00037 0.037 0.0033

.0010.8011 01150 .601 0.至1

0.0046.0 e.004 0.0040.0040.0
7.0 乡签名0.8001 宁号一 a.o1 0.801

宁8。0 o.0820 夕含吕 0.000 少宫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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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响
0.86-800.750.7D .90
1.04&51.13c1.上Q 0.9735：谱”

0.001
0，09专2
0.0043
.0901
0.005

0.006
0.017
0.0008 ，0.9509

宁图”
子
4.03
D.0
引空亭

a.06
,0.007
0.thg
0.09 ‘

1.04851.13071,3210 1.2212。日
I，04队 0.93s1.13061.3207 1,22100.0 1.0481 0.97331.1998.21951,31r0.03
1.9465 b.9724H.10少的高1,3090.Da b.g78&A,1210 1.84281,20521.2850.05



1983附录8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牌谱

古司

2.⑧t.50.285 1.D 2.5
0.12490.2780.2?6.84200.8049

0.0601
表，D02
0,043
象.0004
0.0005

.00a6
。完艺名
6.800
0.0009

宁名
0.002
0.003
0.004
g.0065

0.006
宁宁名
0.008
α.60
A
会.01

0.02 0.904
0.B4z00.904g6.03

子客产 0.象4180.04
0.9023A05 9-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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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哼’电
0-00.75 0.8宁己中 0.90

1.1161.1919 1-0362127700.08 0,9657
1.0721.0931.17541.3951 9.95930.97

1.0847“室。1.2310 0.910.0r61合：
1.003z1.068212053 0.别112.13580.09

1.40 0.98941.4505 0.9291,190.1
：夕纪0,a1160,85750,2 9,.8920,9284

6.8932 o.847e0.6r06④,715c0.71389步却
日，501·5053 0435450.5043 0,5891D.
.4550 0.440费.4580.47610.s85号多纠

9312罗给整0.38710.3946夕告0.6
0,31230.3243 0.9183宁溢部 0.32970.7

0.8732 0.28的 0.2B410.27740.28150,8
02老的0 .0.22a0,23140.23470.337s019

B1943 8.1914e.187e0.19051.0 0.10620
0、048Z0.0480 6.01560，假463夕雪利2.0
0.01280.01250.25 0.01M宁色端3.0
e，03店0.0930.00870.00S0.40374。0 8,00116.06110.60110,0011090119、0
0.00040.08040.004C.00040.0Q46。0 0.00320.0061 0.00a10.0001宁占己”7.8 0000.0020000 0.06080,0n008



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月贷料 1985

续表

够◆ “ 2.2·00.9 1,0 支，

0.06 0.839109001.
0.42760.83600.84560.07
0.42750.83160.63950,0B

0.42740.82590.0g 0.3819 “：
甲.

0.1 0.42710.839 0,2780.19o
0.4150.7501 022680.7148 .O。1z47中物

0,8244 0.22\10.8120.8.10 0.,1240D.3
0.5180 .0.12J70,2890.34]0.50240.4
0。1328 0.30070.i10 0.194车 0.2174专5

之
0,26300.35480.3629 0.11120a17?40.6

e.10460.1060 0.16020,22920,295
o。1.940.2592： 仓己斜0.2543 0.0t“：

0.207 0.1784 o.8S10.1281宁心影鑫。9：

0.11390150e0.18B51。0 0.155 0.0803
2.o 6.023500304宁乞 0.6837生0.044

0.0112 g.9109占己记谱0.0123 o,803.9
00e09038 0.90s6 0.0027·.0014.3 ：工

宁乞呼艺出宁工5.0 四气艺“ 0.0

4060o4 0.0s6，以 0.0036.004 0.0903
0.0i0.0601 骨涩等心0.0017,0 0.0901

夕己合名0.94 0.0008,0 、0e 0.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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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

B当
4- 5.04-当”3。

夕完端 -0、9074d0.039 6.01280.695 .，” ，
0050.2
0,08S40.3

0.68920.0?串.6

6.02230.0890宁岩严”0,5 “
0.02 0.e1280.03t信0.6 06

夕乞” s.012ro.02310.0839一0.7
o.0218o,038 0.907电4.91270.8 o.v6o7
0.0213 宁差钟。01256.057? 0,503540.9

夕冠各 0.01280.时38 ：？。：雪纪树0,0634
0.0A770.0120.9156 5.00310.0410体 2,0

0.0025夕差第8,067 9.Cos夕客台”3.0

6.00to8，的020 9.001s0、90150.w24垒。均

。多高 a,580Ae.000.960700008“”：：栅审 一一”体， ...‘ 年，0022Q.0020.003 Q.00020.00a2：：”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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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附录 3 矿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续壳

叫自
6. 1.口“与 9.0
0.0025 0.4003夕名品 1。0n61

0.
0.2

. 0.3
0,4
Q-5： 0.6
？”
.8

0、9

6,0c25“。
0.00p30,0021 0.9082.0
0.00929.012 9.0063.0
40020,06sd.多 900e 6.01g,006.0 0.08019.0002 9.900

步 夕名号0.010.ao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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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或最小区，再次以试验。1988

晋歌F（Ⅱ）歌信来 表附-3-550
“# "

6AS 10√ 20541 1.

NELL in.7 **1017 16.614.30.005 20.718.0A.78  I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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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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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补睿用资料

圆差（机率》取分函航◇（a）和余误差酒靠orfc（α）数值袭

办ka）-÷ 一dtu），ereta）=1-4（a）
寝前-3-7。 erfcta)教（a） 。电艺。企台 e（红） er!e(a)a ：

1.600 0.410.a·.00 0.÷38 0.562 夕高 9。2520.8t
0.011 0.z夕日 0.989 0.7F40.820.5520.-48 宁心害

0.02 0.9570.023 0.457a.43 0,830、543 g.7R0 0,24
0.03A0.03 0.4 0,5345,066 0.B40.46 0,765 0.235

宁密0.0 04760.045 0.5240.45 0.2290.7710.85
0.05 小.94准 0.4850.056 0.7760.4G 0.5i5 0.86 0.224
宁品 0.983.0,067 0.5060.499.0.57 0.87 0.2190.781
6.07 0.92.10.u79 0.4970、48 0.503 083 0.213OT7
鱼.08 0.490.9100.093 6512 0.29 0.7920.488 0.208

0.59。“。”0.09 0.5200.899 0.480 0.7970.90 6203
0.510、10 0.5290.113 0.87 0.471 0.91 Q.802 6.198
0,520.1240,L1 0.5380.B?6 0.462 0,92 0.207 0.193

0-135 0.530.12 0.4580.5470,865 0.8120.93 0-188
号.13 D.540.146 0.535 0-940.440.851 0.惠I6 0.184

0.5台章。卫4 0.4374.843 0.563 0.95 0.82Y 0.1?9
0,16% 0,820.15 0.166.56 0.52 0.8250.山28 0.I75

命.J6 0.、$29中叶 0,5A0 0.830。点Q.S7 0.97 0.17&0。190合 0.810 0.58 0.4120.589 0,8340.98 0。186
0.20l0,18 0.5960.590.789 0.8iS0.4O4 0.96 0.16l0.2110.19 0.789 “艺0.3960.604Q.60 0.843 n.157·.234.20 0.86o.717 要目1 0.812 1.85 0.8电2 0.138
0.2sA0.21 0.76B 宁也图名夕端”D.62 2-100.619 n-120夕化.22 0.373雪心儡 0.6270.63 1.15 0.897 0.104a.23 0,255 0.745 0.63 0.3650635 1,20 0.9iO 0,t9o0.2660.24 0.731 0.3580.542夕。叫 1.25 0.923 0.0770-2760,25 0.724 0.68 0.64D 0.9340.351 1.30 0.066.0.7130.26 0.287 0.67 0.34色.657 1.35 0.94 0.05e0.2870.27 0.708 0.68 0.3360.664 1.40 0.952 0.04B0.28 0.308 6.690.602 a.67i 1.450.328 0.960 0.Dsa0.29 0.,318 宁D.682 0.3220.678 1.50 宁己部0，98水O30 0.s7 ④.671 0.71 “部0.685 1.60 0.0240.76

0.31 0.6610.33g 0,72 0.3090.681 1.270 0.984 0.0160.2 0.6510.349 0.73 0.3份20.698 广学 0.04F宁告学0.33 0.369 0.641 0.74 0.705 0.295 0.83190 0.070.289 0.6310.31 0.75 0、711 0.239 2.00 0.,9952 0.0480.35 0.379 0.821 0.76 0.2820.718 2.10 0.的7 0.0g0.38宁 0.611 0.?7 0.2760.724 2,20 0.明981 0.00190.1990.37 a.601 电.730号甾 0.270 2,30 0.983, 0.00170.38 O.40% 0.7360.790.591 0,264 2,40 0.993 0.0007宁占勘U.69 0-800.581 0.742 0.268 2.50 0.8965t a.004204280.40 4.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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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司汕叫椒品响心础硼砜仍砷翩吊意仍

8-全-刚缘 泳叫叫累 较智 出 是 属扇偏葛名名名

窗 曲编‘蚀做‘脚邯 融偏碰 鸟

率尊孕学宇学 学罩容司8氢 ，9 甲?

3L"0-24。 七曾婴号 心电fy”？吨刮刮

节”宫容名号 饼跨岚：站 绵钻团Dg A
响轨刮，

事d箱宜章6舒思应I语忠福
，

图营学习子氧 刮轴祁晶卤 融心牺昭翩·t

〈%d 叫油啦叫涵 心叫叫融砷础睡融油汕白 叫邮晒叫叫‘

图图西驾善虽星营营器融翩晒硒码涵翩融讹轴S

心沁调谱础旗麟歇廊“锯砜礴歇噪孤睡翩儡翩砷  

ps e

峰系留鼎长篑平果轴辛停
胡另等房路幅翩晒孤础郸福缸籼融锅导与尊邻” 斜么染轧

叫心。叫品涵轴翩占占 驰翩稿翩晒。 手。载
一，与：

乎季学号学研翩融码码需占 总员号西 础础砾轴

”砷硒幅籼锯岫翩儡叫昭物名 翩翩础沁礴磁翩翩硒：
了

控 己。 383营3 33工盟G



199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8 器"品等总舍器。 窝实等器高"昆含凯牌号男写3
涨爭

窝罩驾骂骂68 器诵端‘存 载一

? 9·青”，5，’ 呈言号 盏号写罩母S6 胃部肿‘萌财抑渊
9 秒“种利色 响司电秒刮手看，

融翩翩邮硒S6a疗 员密品台品 硝晒帕循
0 中卓宁?P O,、

S2 号要骂号选
机砜泉乱乱。 ，，。

号驾季等品 沁础谱叫籼码讹
部却剪益部

9

号贸空资，西名 靥磁融翩涵福翩端融磷 融翩碾翩碱融翩辑础砸

<面 适壁整塑理罩终堡马枣贾器三当登常要变具气 吕员鄂支母

s 88名8S 晶闽籼翩汕 窝导景盘学告美些西些型居胃照空 3 nn

轴硒融础码轴硒翩轴翩嘧融融磁儡调儡涵硼龄害号号

翩翩籼福翩” 浴胃贸每号 翩硼硒啦磁翩榧翩碗翩儡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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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询及防钟镉道客许（不冲刷》流速痰

袭刑-3-1（国）

水流平均深度（m）

2.1.0铝侧及衍护类盟 3.00在

平均流速（m/±）

1,80.9平懂草皮 0.80-6

达销草皮 2.22.01.81.5
响菌薛装溶奠嫁麟国 2.21.8 2. 2.7

难 石 根据石块粒度按表决定

管笼中维百 很聚石快粒度按步决定，增加10%

单层铺石《石块尺寸15cm》 少。宁的 8.3.0

单层懒石（石块尺寸z0cm> 3.52.9 4、0 4.

双层铺石《石块尺寸15cm》 3.731 4-3 4,8

双层铺石（石块尺寸20cm） 3-6 504.3 少

快丝石笼 达6.7达4.2 达6.2达5，0

水泥砂浆潮费，水工砖标号不低于30号 1.8 2.32、0 2.5
水泥砂浆面软弱沉飘挡挑石南体。石材标号不低于100号 2.9 少 。4.

水泥砂数制中等蕴度沉积岩块石砌体 5. 7.0 8.1 8.7

水游砂浆新石，石材标号不低于800号 7.1 9.8 118.5

注。1。 表中数值不可内摘，知水流滚堂在表列之间，则采用貌 换近的效 值，
2。幽平均水深大于30m时，按Vy=HA'·V公式计算，Hm为平均水深（m）>，V1为水深1m时的容资

濒温（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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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3-13（一）经常性 水 波河床幢率

竖宁公式采用的平均值

看 响莞次 河 瘤 ”平均水课（m）
乙- 0.021半山区调流的平整河歉（砾石、卵石的河床） * 0.023
迎 0.023
乌 0.023ee 0.026半山区河挑中等考曲的闸推;平原河流的平整河精（土质河床）
看 0.025。 0.025
70 4.02准

ee 0.03L半山区制流极度弯曲的何槽，有支流和盘河，平原同痕中等驾曲的河 ，部 0.029
6 0029

0.02B10
e 0035( 平抓柯浪额蜜弯曲的河植，有支流及岔河∶山区柯瘫的筒神（赚石，

0.033(大曝石洞床>
喜 0.03Z

0.03010、
e占 0.045平系河流极度弯曲的两指，河举有杂卓;山区制渡具有大碱石河来的 ， 0.4O河摘，浅的党属

0.0386
0.03610

置 0。089。 星均匀流的多石摊河段，无杂草的河神
四 。浴叫
中 0,051
乌 0,04 

？ 0.002？ 中等情况的多石掩河段，25??生杂尊的制律
毒 0.077
图 0.065

夕、 0.050
e 0.175的 具有大磁石的石滩段，个别郁分水流方鸟的别不规则，50??生染革的。 ， 0.095河常
象 0.080
10 0.073e 0.150自 75??生杂革的河摊 ， 0.122

。售 0.101
0-0S2管

2 0,24010 100??生杂草的河棒 ， 0,195
0.180c10 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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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刚-3 -13（二）人工集槽粗糙原敷n值表

卖 别 推集 谨 表 面 的 性 质

0.017堑实光滑土票
砂土果 0.020
秒系底赛石坡票道 0.020～0.022主
细森石<D10～20mm）燥道 0-022

0.025中砾石（D20~50mm）系道

桑 粗砾石（D50～150mm）氟道 0.020
献布粗石块的土聚 0.033~0,040
野草丛生的秒坝土系或砾石票 0.040～0.050

中寄粗糙的凿石第 0,033～0.040
石 集 细致燥开的凿石果 0.040～0,050

粗劣的级不挑则的翻岩 0.060～0,065
整齐勾键的浆砖渠 0.013

备 搐弹纳出 0.014
日 绸败装测碎石添 0.013
系 一般菜脚碑石粱 0.017

桩植浆砌碎石聚 0.020
水滤浆抹光 0-01
凯惯板浇筑痕漫土 0.010～0.811
水泥液粉剧 0-Q105～0,011混 滥藏朴剥善 0.011
模板较光，高灰分的光泥鞍土， 0.01~0.013
冰横板不加喷浆的混凝土朴 0.014～0.D155
表属较光的夯打混凝土 0,0165～0.0155着 表商干净的旧温凝土 0.0!65
凿善吞蒿螯计苹者 0.018
老面不鳖并的混凝土 0.020

附3.3 水文地质条件分类

水 文 地 质 条 件 分 类 羲 囊附-3-14

类 型 内 喜

矿层位于地下水位之上，威矿层位于地下水位之下，含水层的克水空网不发育，涌水盛
小（钻孔单位酒水量g<0.1L/s'm），与地表水无水力联系;脑然含水层充水笠间发育，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类型

但距离矿层较远，其闻岩层结构敢密，并有良好的隔水层，网时断屋导水性微弱
矿层顶底板或附近有充水空间较发窝、酒水量中等<皓孔单位涌水量q0.1～1L/sm）

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类型 的含冰层，虽有隔水层，也不翻定，断层导水性弱，地表水与地下水无水力联系，或有水
力联系，但对矿且开采无基影响

矿屋顶板或底截直接与充水空民发育、通水量大!钻孔单位涌水量g>1L/s·m）的含水 层
按触;虽不置接接触，但含水层位于未来坑道顶板裂原帝可能高度内4鼠底钣隔水层强度不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夹型

足以对抗含水层静水压力的破坏。地质博造复杂，断层导水，地下水与地表水有水力联系

注∶引自《矿山井巷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213-79 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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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5 降水孔疏千用深井泵和潜水泵系列、

规峰及主要技术性能

表附-3~17丁嘎绿并泵螺格及主要技术性能囊（沈阳水泵厂）

量Q亮 功率N（kW> |泵体量大j政轮直径转速n总锅橙 系质量采效率
外经Dia(m3/) (L/s) W(kgsH(a) 蓄络错 陌宇目一电抵功率n(%)Jtr/mn 一日引：口 售3的 “色 团 “”10’

57,82 60.02,20
图10.00 54.0d10×I2 29302,7 1需5.52.
雪3.8011.88 48。0

60.D2.207.9 55
10.00410×16 2.78 5.53,2294072.0 729660G21188 64.0330
7.82 2.20 100.06 鸣4I10×20 10.00 7295284090,D2.78 图5.54.0

色3,3011.8 30,
7,92 2.20 120.0 55I10×2 1000 如829402,78 95108.0 锡7.5 电1188 3.30 96.0 帮

含7.02 2.3 140.0
10,00 理4J1自×28 29402.78 95S.6126.0 7.5 号62112,011.88 3.30
7,82 z,29 160。0 55

工6-410。004J1a×$2 2.78 菖284014.0 9560
3.3011.8 128,0 6

552,207.92 140.0
4J10×36 男n2.78“占写 152。0 e57,22940 72

南14A。17.8B6 3.30
7.92 5200.02.20

4T10×s0 180.010.00 29402.78 8,0 害11 95 7211.8 180.03.30 的
7.92 22D,02,20 帮

凸岩义生 10.0 198.02.78 2940 “8.8 95 7260
176.011388 3.30 62

7.92 闽210.02.20
4I10×48 10。00 294020602.78 159.6 95 72603.3011.88 192。0 62

7.82 2,20 260.0 55419×52 234.D 510.00 29402.78 10.4 60 729511.8 部8.30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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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表
凉置 Q 功率N（kW） 泵体量大系效率转速n总扬程 叶轮直径夏质量

聚 型 号 外径Diol
(L/s) D(mc)工司当” 二利八？电视功率kr/mim)H(m) 轴功率 n<%)(mm). 四？一自着售乙 。雪 ““当

le呼T,32 280-02.20
611,229402,78 79515410×56 252、010.00
6211.88 224.03,30
55S00.82.207.92

12.0 72956018.5294位270.02.7810.80台岩义雪。
e23.50 240,91.88
57.54.0067,03.312.6

10614265.04、73 1294062.05.018.06318×6 65.021.6 5.1657.06.D
67.56.389,53.512.6 10s14265.0户6.2%294b明临.05.018.06l8×B
65.06,8878.06,021.8
57.5B,763.5 112.0“吵司 “ 142 1o57-84 65.029405.018.0 104.0eI18×19

95.5 65.08.54z1.8 6.0
57.58.0312.6 9,5 134.5

10514265.0“2940 9。43125,618×12 18.0 5.0 65,010.36“产幼6.02L.6
67.510.0516803.512,6

1051426、018,5“2940156.05-06]i8×15 18.0
12.98 650143.06.021,8

57.5202.t 12.053.512.6 os“高65.029A0 30“己牛187,55,06J18×18 18。0
65.15.67）72。国6,D27,6
574514.72247.Da.512。6 10514265,011.272640229.05,038.P618×2 。 65.0210.0 19.00合21.5
666。0863罗印23,4 雪 “高 165010116,S5284054.58,33306J30×6

白 626-d89.7285
669.1394.56.s23.4 1500105u268159.86294务-33 号2306J30×9 622.689.72 8335
台136.5 13.26.623-4 t60“18.5 142霸14,22840118e.3330630×13 6835 1.19 7 92
驾17.22378,58.523. 3050142 10530 618.628401568.33甾630×17 62镓1209.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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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量 Q 溢梯之八名”群 泵体最大总扬程 转道n 泵质量系效率 叶轮直径系 型 号 外轻Dio
(L/a)(m2/h) Hcm>cr/mia 电忧功率 飞可<??孵功率 D(mm)(nm)； 3 ？ 售6占， 310。

28.4 6,5 6621.2220630×21 30 8.33 当召1426S830191 10522.952940
9.7235 148 622,76

14,4 60,54.366
8l2D×自 65.55 5.1295960 1286n 14s152兽2A 6.65 5.3图 电5

四14，心 5,8 68.58
5.558I20×是 295020 188s6.8 65“ 105152售’6.65 7.169;6创 65

4.1 68.51Jo 7.2，
8J20×18 20 5.5 100 15265“8.42850 208510524 6.6 87 65予断-14.6 1s2 8.7 60.5eJ26×1z b15520 120 “当”2950 152e515 24851056.652a 5J0.6104

喜16 60.S165 T0.8
8J20×15 5,55 12,62950150 18.5 3025105152引o 6,65 165 ]3,2。’ 6

在1d.4 60.7 少高 6058I20×6 655,6520 284064 4.6 105152 128524 史驾 4745.7 65
1d.4 5.181 60.54

8J20×8 20 6.5s 284072、6 6.0 105162 16Bs产 e6.B 80.7 6.2 69“ 105.3 60.56.4M8T20×10 参20 5.55 284D90,5 染递机7.6 152 105 208524 参口”6,56 75.8
4o×0.75门14. 121.5 60.5寸”

gJ20×12 存骂 5.65 108.5 2840 9.1 150 24855224 kw5,66 9 9.3 65
14-4 如 151.5 9.6 60,68I20×15 20 55.5s 135.8 “了2840 152 302515024 136.8各 11.5 65

BJ5×10 85 9.7 日40 5.5180 当 895Ta6185
8l36×14 95 “9,7 1480 “ 78乌 178“尊 136

骨8]35×18 35 B8.7 9.9“ 16 70 “畜 “量矿136
335×22 e.7 148o35 羁 12.1 18.5 70 186 13 1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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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帮
谱瞒仍’ 功率N;kW） 泵体量叶轮直程转速口续嵩曲 形质应系较率大外径要 型 号 WCkg)<L/S《a2/b》 Dvmm汇国” 电机功中kr/mim) n(%)轴功挛 哈误当史e 小“ ，：？6 ”。。昌！ 710一

2167109.7 13618513,514.3“骂 708J35×28 哈
37.518,0565 9,22 ’ 2020135`182741529403222,2880×2 9.aI60 6826,4 9.7595 26 “13.76518。05e 13581351827418.514.12294022,28180×3 g0 r? 693928.A 14.385

18.4375 T218.0565 187018。 135量兽18.82294022,2 。UJ80×4
色。19,552皆卟95 ：：

22.98 729a.5180565
30 2391351827d22, 23.53294O80eT30×5 80

咯。 ，24.38 696526.d
72112.5 27.8565 18.05

280135当 1827428.2准 40294Da622、28Ja0×6
6929.267826.495

322 7218,0565 181 3216182 135744032.9429401122,2BI80×7 售 84.13 699126.d95
6.6226.517.864 电r3 11581752307.01 1123.5 D48301j80×3 BO 22.2
7.1819.526，各596 心’
8.7 70“17.8。

今 1420175230秒 9.4 15148031.522,210180×4 7!9.582626,659G
810,8343.617,864 1700175280r3“仍 1516803B22,28D10i80×s 个2.5 11,9826。6596
7013.1s2.517,864 20701?6230r318.547 1480 1s.022.210180×6 巳14.37查9 3926.65e “当15,256].617.8 25023 17573216.4s5 148022280106】的×?

中 7116.7545,526,65
7017.43017.864 7 253017523018.63142662,5o 22,2 色10J80×8 ?!10.1596 52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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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量 Q 功率NkW）详 泵体最大转速n总场程 雅效率 景质量】吐轮直径!
外轻Dio系 型 号 D(nm lwW<kg>aL/S) 六仅自当H(m)不日心” 可%>区机功料额功了 一当”“ 害 ie害？白 10 “一？

7017,8 86s 21.93
7822、21010xIo 占 3ato733023.25“艺8o 230

2665 25.6。46 ?
17,8 29,114 70略’ 。兽 1382、2 30-4148010J80×13 102 175230 408196 26.65 ?1B生 3095e 甘17.8 130 32.45
Z2,28010180×15 1180116 品403.6 800175z230

岩 26.65 r35.496
0 14.0725 40,2 71

萄38113021130×3 1460 2216,56 218282马
158 31.8 1842,3 75

259o 58.6 7118.76
12J130× ?146036.1130 22.0848 21828230

台48.31586 24 75
日S0 25 87 23.45

1301z]130×5 351 日27.60146060 28240 218
158 343.3 30 75
萄 80-425 7128,4

日29.113012]130×6 146 40窒 z18282?43,3 7563.B156 36
2590 *2,83 793.8
36.113012]136×? 146 28?6386484 2187?

TA,24,3150 42 75
巳3.52107.226S0

亭1zJ130×B 130 J460潺36，上 77.16 282 2184.3156 4.8 48 75
号0 120.6 42,2125 心’13012J130×9 “含1o836.1 754868 2*2 z137
158 95448.3 54 -.75
80 134 46.9 71争‘13J130×10 130 361 120 65.2 751460 21628277156156 43.3 BO 75
乡 137.4 智”驾25 71

12J130×11 130 36.1 132 60.72 777546 218282156 761T6,643,8 66
150.825 5C.28 71色’12130×32 130 36.1 1460 66.24I54 “凿过1366 21843,3156 27.2 7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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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量Q 功率NVT湾 泵体量 采质蛋总河程 叶轮重径泵殖率转述a

赛 型 号 大外径
wkg)(L/sn H(m)（四'/y 六肖首二 口引目脑功率电姚功率可（??Diamm)

四*' 身号~ 3 1102 6 、卢
ED.9 719b 17.22 21829212330×is 10o71,761480168361130

5187.8 7843.3156

计126 12.828.535
285 340013.6 218rs18.1d8023544.416012]ye0×2

70.565%191 14矿
723 39.5126 18.8

25 218286 280020.61480 30 744生。4160123160×3
70.521。42919t 63
7225,26126 36 216s27、T 218281480 40a744.16012J160× ?70.528385319
菖31,56626 告‘ 3200需 218285S41180 “44.160 5812I160×5
70.585.4本8191 53 “37,979.51z8 35

218 8002855s 7s电1，21A80704⋯416012J189×6 70.653191 8p 合
常 72d,4136 0 飞 430s2 21828548.3 75444 14801612J160×? 70、549.453 。191 占.

72106 50.5126 45 501021828574556 75了48044。4180 94123166×8 70.556.576.553191
7256.811935126 5602B5 2187461.7 7544.4 106 1420160123160×9 70.563-4866各291

62.9 721$2126 号’ 610o28574 21810c68,11 J4804416012180×16 70.570.8絮53197
2158 75.335126 艺21828506o T4“艺 82,4140d。416o12J180×12 70.5号4、1155191
B3.515,124144 o 215721.1 22 “省146021.458.32色12J210×2 68.517.17,2252 70
63,522.73后40144 212826.6 8032,1 1450窒企210 ?210×3 雪幼25,70252 ，多



2039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

续表
述诗予今乏”量 Q流 源体最大| 锁煤泵效率转速 轮直径总纸6器

外砼Diq系 型 与
W(kg)L/S) 宁日自c/mi)H(a)《m'为h） 电机功率嵩汹 史谦”(mm>- ？日e ”喜w占： 18一 合’

63.530.248“ to12321× 28268,3210 ?4034,2“图42,8 218
65.534.470252 34.7
63,537.860401ds
己16o210123210×5 42、853.55-3 218282550252 68.545.343

14d 63.B724 45,3
12J210×s 51.3146064.2210 “钊75S8.3 72 218

51.6 帮7p262 6.5
54“又 4D 63.5

146074.95,3210183210×? 60 7275 218282
60,270252 66.562.8
雪1as 63.540 60.5

12z1×8 58.3 1460210 7268.385.6 218282占”
68.7252 89.370 65.5

6101d 63.549
书12I210×9 58.3的召 1480铌，3 1oo 282谱 218

262 77.570 66.578
70.825 34 7681。07

28公34D14.340×2 55 357833,24148O 22926069113.3 20.车408 32.85
255 4665170.8 6
34014I340×3 r因，4 3457549.85148042 2598 3180408 当了却118.3 49.27 69
255 621358量台 78

“台台义 340 66-475694.4 14830 ““名 335 407o26040。8408 657n13,3 。
15.5180-648 3.7 12,5161550×1 17.5550 35,g1480152.7 55 73 29182  27o

450 69125。 5,5图

1806A48 75.531 72518150×2 550 152.7 “图35 “宫71.8 382208 zro!中450 125。 10 6971,0
180.648 46,5 118.9 69
152.755016]550×3 52.5 148o 1351092 382 446529327o?“立450 图矿60 108.9

648 180。 52 158.8 697016760×4 550 152.7 18o145.6“含 38272 298 5348270450 125、 当 断7，51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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蜈表
流景 Q 聚体最大功环N&kW） 叶轮直径转施n总扬程 票效率 系质量

外轻Dic泵 型 马
矿（k）六目“ D(mm)应自L/s) 电机功率轴功率r/mim) 可（?? 日占”o。， T1 产3日 。 1110？

18.2578 7050。6160
122148018170×2 27o75 46015648194.是700 328
130.6险叫 76240864

空 r28026.5222
460 34083.5 7514602010×1 “名2327810a0

17.6 84.3334 6号120
z40.3 727骨，52380

75 840300 460250.714805927810020]100x 3
526 88334 252.81200

注∶J型深井泵型号说明（以10】30×S为例>;10-并管内径250mm，一氰并涨;80-寓量，m3/，5一
叶翰级微。

凝附-3 -18IC墨源井泵规格及主要技术性能表（沈用水泵厂）
茶质域井下都分量 Q旗 功率（kW）雅 特速选效 率扬 六洲药莆|最大外轻吧机》型 号 (L/a) 电机功率Km3/h) 帕功率H(m) ce/mim)n(%) (k)（四m>

售一自 自” “A。- “”5
白 56.6~ 1,511,9

罗y26.514732940603G2.78100]C10-3.8×10 含 27 16057.53712.5， 5.5 2.09如1.94
5. 66922940 2,2610 40.52。78 6010TC10-3,×13

2.0757.5乡讹12.6 95
？ 5545 2.901,94 84
10 950B553.112940602.78 60.5100JC10-3.8×18

2.8757.548,512.5 “台
3.785,S10g1.94? 111026.51 2940 3.8787.52。78 60100SC10-3.B×23

57.S 3.6712.5 82各.47
4.5165.6？ 1.34 1831.5 13s925.52940 4.8a602.7810 108.s10aJC10-3,×28

57.5 4.sr3.-47 75.612.5
5.3155.6155， 19 “” 156095.72940650125.62,781010C10-3，自×33 S7.S S,2712.5 8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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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率（KW）Q 井下部分f流 菜瓜蛋数 率扬  粗 转速n 不包宿台西 最大外径

Him)(L/S)（m2/k） 电机）电机功率抽功率η（?? (r/min) (mm) (kg)

10味中I 90H42 了 ?
4 1881.94 6.4455.5

60100JC19-3.8×40 294010 1522.78 926.9 20402
1083.4712.5 6.7057.5

13 3.61 69.5 2.0234
158JC18-10.5×3 294031.5 1425.52.38- 550店

28 6.39 27.5 65 2.65
13 3.61 59.668 4.05

?150IC18-10.5×6 294085 7.54.755 91014223 6.39 9 5,30咖
13 101.53.61 59.5 6.04

150JC18-10.5×9 18 29406594.5 n7.155 142 148023 6.39 6583 8.0
13 3.61 59.5135.5 8.00150JC18-10,5×12 " 2940651265 159.5 142 1880
23 0.59 651I0 10.6
18 3.61 59.5169.5 10.08150JC18-10.5×15 813 157.5 29405 1511.88 2320102
23 6.39 138 13.3G
目 3.61 59.5203.5 12.11

150JC18-10.5×18 13 66 10.5189u 14,252940 30651323 6.39 65165 15.9
E2 6.39 6532.4 3.12150JC30-9.5×3 30 6868°8 5.528.5 1422940 3.42 6038 2210.56 65 3.5

B2*923 64.8 B.2565
150JC30-9.5×6 30 8.33 29.0BB57 Ⅱ6.85 115014238 10.56 7,0144 950

22 6.39 97.2 9.37G150JC30-9,5×9 30 6885.58.38 2940 1510.21 142 1650
韶 10.56 65 10.51%

129.66.39 12.496B1500C30-9.5×12 0℃ 8.33 68111 2010 14213.69 18.5 226038 10.56 87.3 13.9465
23 6.39 162 16.8165

1501C30-9.5×15 8.33 042.5 294068 2217.11% 280014238 10.56 109.5 65 17.44
23 6.39 194.4 65 18.74150JC30-9.5×18 5 8.33 88171 2940 3020.54 93261428: 10.56 65181.5 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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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凸’ 功率（kW）瓣 井下繁分|颈质量篇僻中效 率端靓 （不包插型 号 最大外经电机>(L/S)（m27h） 电担功率勤功率(c/mia)缸。目” 己篆” (kg>〈mm), 售、乙 。日v in 10， ，”’，、 。23 6.39 21.8626,8

3850“龟3023,982940198.58,333150lC30一9.5×21 68
24.45163.510.5638 86

5 2.7022.5号.3 68
巳1460 182 50宁己 3.117010 20208JC40—4×5

50 S.191513.89 64
1.326836B.33号 1 7901t24.9号146011.13 70200]C40-4×8 ·40

夕 5.138950 8d
5.95。当问善.38 8930 1Os30“气116,8514807040 11。11 4d20IC40-4×i
7,0263313.50 s 8.167.5。30

“艺名12“品31460601.114 70200IC40-4×15
9,5713.89 4550 。’
10.838,3 6830 电 182 18Jo1512,45146070Bo,1110200JCA0-4×20
12,77G4弯13,8960
B.646938.516.6u60

鸣 18940 108On173.5 9.482.2?8020olC80~-1e×2 8,9225, 6427.77100
12.906954.618.660

318, 150o1822940 4,2280 73.622.22 '8200JC0-1×$ 14.78B7038岂“100
17,28雪7318,6660

菖 182 1910BO 18.9294078.58422,22200JC80-15×4
18,88705127,7?1ao
21-569雪 16.66 · 富占1823023:71294078,5BQ22,22B0200JC80一16×5 24,70泻司“等 27,7 ?0
25,806910916.660 286182372940 28.4573,$9622.2280200】C80-16×自 29.757027、77 76-5100

69.5 6,26.016.66含’ 1t 232 8107.11146073.5温80 2d250JC80一8×3 r1 7,4819.527,r19o
)10.2869.543.516.6880 13102316160 11.873.522.2 4080250JC的一8×5 12,287138roo 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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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量 Q 功率（kW） 井下部分表质量续槲插 迎 效 率 《不这括吸大外经型 号 电机》( 1/s) H(m) kr/aialcms/h) 电机功率工壤” 输功率 (n:m) 小”

? ”” 四5四 自一- 10？
？ 14.360 68.16.67

13.6 2280 18.O146022,23 S6 17502s0IC80-各×7 232as1oo 7127.8 17,28
个 18,3460 69.516.87

73,5 3o80 23707212.28250IC80-8×9 23221.341480
才。合。27、6 22、2510o
69.5e 10436,87 24.48

9 艺名23Z3773.5250]C80-8x12 B0 28.45146022、22
才1o t 29.5427,68

60 69.513016.67 30.57
250JC80-售×15 35.6714Bo73.512022.22 37004S80 23?

3。027113o 窑27。88
6925598 8,B627,22

300IC130—12×2 111011.33二 73180 285146024 命74.5 ，12.792048.61175
19.7?26927.22品8 o,36.1130300JC130—12×4 ?5 20548 3022.88 2150r460

74.540.5175 30.7148.61

9 697727,28 29,78： 438.1113o300JC130-12x8 75 2e572 318033.9ld6D
74,5I75 39.7060.548,61
6102.527.2898 39.告4

9630e]C13-12×8 130 45.3J36,11 20o651d6D75 285
175 51.8174.548。61 。

27、22 雪12898 49.E0
130300JC130—12×10 L460Y512036。11 56.6 75 530o286
7s 7.510148.62 64.6
08 166.527,22 69 64.40
12030OJC138-12×13 56386.11 520028573.64I46 90e48,62 “噬175 74.5 84。;2
160 7623,54·相想 “部
210300JC210-10.5×2 218.33 2876,5 18.515,70J46 14d0

白72,22260 75 予
16o 36.64,d 70 22。1300IC210-10.5×3 210 “当司58,33 146031.5 23.55 190d2853026260 72.22 75 24.54
I6o 5944.44 70 36.72

300JC216-10.×5 210 52.558.93 76.5 “驾 539.24 络匀。28572、2228D 43 75 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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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量Q 功率（kW>流 拼下解分系随景沥 程 转速。效 率 判眩荪最大外径型 号 话菌（m3/）(L/S) 地顿功率轴功事H(m) r/mi （低m>n(%) ('g)

、疗 8自：售； 108身o
382.5室 70 51·35444

409矿54.941460 28576-573,5210 5易.333003C210-10.5×7
75 铝占型6072.2260
70 65.9710618n 些。压本

62070.64 28590146016,694.558-33口乙300C210-10.5×9
73.16?7.572-2228o 75

s2 31-0472,?22850 ?28 2300335453,278 16o350JC340-14×2 96.4d340
7d4.5 33,7822420o “”司

d6.567222260 48 刨’ 32003357549,867思 148so96-d4340 42350JC340-14×3
结 74.5 50.67420 116.67

62、08736472,2228 3390 40306,47“含7856息。ds840450]C840-1×4
745 67.5544420 116,67

17.59732,22260 80
5850110 335沿司14607894,4434o350JC340-14×5

,d20 74-5 84.45116.87
93.1]7372,22 9626o 6260335“常99.71'1460789.,a4s40 84350JC340-14×6 101.33420 74.66，116,67

e065.9罗 31
132B7~9351的 38278 尚宋定型1460152.7850 64o0JC550-17 130.57，

多 163.21雾
T1.36； 23
142.7248 尚未定型16090才 146079250空500IC900一23 216·16e 60
28542， 92
120,84211 未定型70o241,688061481500 416750JC1500--242 302453、 72

注。型号说明（以150JC3n-9.5×15为例）∶150-藏用的最小并径。mm;IC-长轴 聚势系;30一派骨，m3/h;
9.5-单级锅程，0;15一叶轮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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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湿深井泵规格及主要摸术性能表（上海深井机械厂） 表附-3-19
壤的润戴势扬 恶洒 量 舶功率 成台场水管数 泵伴是电机功率水系效率趾 （不计电型 号 大外径}短变长管德长 j机重>CkW)《W)(m2/h)! (%)（r/min光(m) 入引母”】《很）H根）血） 人赞第，

1.72a3.538109JC10-3,8×1 5,5‘的 550
100)C16-8,8×13 含 5.52.2下 驾(e)

呼100JC10-3.8×18 5.568.4 294010 3,10so 9z60 950
5.5100IC1-3.a×2 87-s 28 103.96下”

10IC10-3.8×28 葛06.4 7.533 18354.82
150JC30-9.6×s 57 6.B4 1119 115048.5j
150JC30一.5x9 5.5 28 10.27 151 165e30 2040 68 ]42“ 93.5150JC3一9.5×12 18.513.69 货图色

寄：150IC30~9.5×15 ;j18142.5 17.12 22 堂
150IC50一8，5×5 42,s 弯 亡8-201a 900

59.5150JC50-.5×7 1I,4939 15148.5 “亡骂当 294050 70.5 “高150JC50一8.5×9 14.7?76. 18.55j备.525 1650
150J5*一8，5×11 93.5 78}30 218.06 “艺名
2aoJG80-16×2 ？。t 2e.6“一32 9,48 当图
2noJC30-16×3 48 18.614.224I 1S00八传
ooJC8—18×4 会80 64 z94022 73518,97 182谱53.5 1910
200JC80-I6×5 党 嵩” 23.71 30;66 2410
20wJC30-15×6 尊 ,31 8778.s 28,45 2850
250IC133-自× 15.10ps.5)32 18.511 149250IC133-8×6 d 2265 兽” 2130八乌心z130 1460 75250JC130—8×B 23264 t 53.s21 30.21 3y 2730250JCT30—8×19 B0 455 6626 3356s7.76
30oTCz10-10.5×5 5fs3.552.5 39.25 Soo八

置210 1450 76.30JC210—10.5×? 73. 285一 7554.9561 409o
300JC210-10.5×9 94. 90t Fo.631 760685 型等



2046 附 录

潜孤！叫气JD（B）型深井泵规措及空要技未性能表（上海深井凯械厂）

体水泵配足摘水管救成台扬水管数插思!滤量 j电机功率当勤一 整台重量轴功率 最大串 效率型 总长引长暂 外径≤短特长管益长短管 (kW) 入矿”(kW)(m》 r/aia)e3/h)六自 j(%自”一蔬兰甘“一K报少摄）六蒿” mm>

勾。考一ea”乞 ：售一 1513le、e4JDE10×10 3 5,5工谱40 63614含’色ee s5.64DB10×16 6,583当 3.0164 ,8S821e 艺 5.69.3B、 密A/DB10×13 70.s25a72 闪1 甾2940气 名 9r4TDB10×20 8996,5司58 3.76岂89 30” 乙 5.685.5 4.1358漏 9052z4JDB10×22 八邑
乙w 4.5195.5 5.5 9115名2z岛 374JDB1×24

巳出团 乞 5.66 105235.56JD36x4 1338 35.5

斗岂e 12926.98e4?.5 45.5,HJD36×6 43.517
15028,35s? 155.5) 21eJD38×6 55,521 o。

？ e 9.7465 116.5 1659256JD36×7 。、啥‘3s 6 1472940ee 157211.13 1558 75.5 29”6ID36×8 八创“
3s。e 157912,5283i3zz28s.s6ID38×9 下管‘

(s r员95 18.5 1592I3.99336 jJD86×10 色
、互e 155915.30io4.s 18.510349富一下588Jr36×1 e 4、？ 22 “”76.701“ 58内ID36×12 （母

929305!eu 16JD48×4 6.9210 28,2、：。
比也 1438Q 86514 3B! 45 f 148JD48x5
习 1z9910.39e 45.5i6在 5.5iJ?BD48×6 (?2

置 146312.11 15ex 55.5l216s 20 53aID48×7 1d78a294048 e 157718.5i3846322'58726D48×3 名 色e 168415.57r0.5 18.5212 5881 2763D48×告

15962217.30783D222 585D6D48×10 。
“空e 2285.5 19.03ss砷富 22 58.6IDd8xn
9292 7.I8 “:30-5e 1110 28sJD58×4

争 11s0吵昭 114 3B 38(6JDs6×5 vo 、但
1ea 12695.5 45.5 10.717i2 176D5×6 看’ e “召e 1512.565.52153566ID56×7 号 ”“国254056 151?乞 18.514.35624zz se64eID56×自

e 158418、518。1470.527”差72创1D58×9 2 58
1696、？ 22 17.978号228 588SD5×10
168422e2 19,736.5!22当 586JD56×tl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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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表
水泵配足扬水管数 泵体'成台扬水管数 要台质量电机功率扬程 轴功率流量 特 速 最大当 效率号 总长 并径一圈卖 ctw>短管 心市孩长管总长 (kg)(kW)(r/miny目“km3/“式 一旗(m> 六引昂心八蒿若引盖关躯二 .

之 夕、e 昌了售‘1 。 158 1d131210
e乙 150118.51030.52l2819328IDa×8

s0 、置aID80×10 185012.5 18.538坚3814
4 乙o 2191思.545.5 15岂4&8JD80×12 45.5

乙 188JD80×18 当 221318.516.4352 50.519

e互 23078IDa0×14 2217.5s6.5s320 2王、萄’‘ e eeID80×15 240113.7 2256.cf21Go 2258 1927080 1460
乙 叫2 219.92264aJD80×1e 258858 告‘

中‘ 乙8JD80×17 68 21.2l58 26123065.5252 一飞 eJD30;19 景产78 23,7 3075.5!20582o 乞ID8×20 58so 265624、多78so 30S
置 置 乞8JD80×21 287026.2党 3058 32八乡

当 eJD80×23 28.792 2742告90.5|59 35
四 e 220.83910JD140×7 28293811 36 “”e 乙aa 2499”10JDu40×8 304212 rze 13
日10JD14×9 279sev驾 26.8514' 30莴”e10ED146×1 17？ 29.75 313116 5t 54140 1460 28372fo
乙10SDi40×1 e。 32.318 57 6o 34244019

10DH×12 富er 35.718 57 348告21

飞。乙 es101Du40×13 72 3g,118 57 e 45 506
P”1oTD140×1 78 352041.5 4518 57 24s

12.ID230× 。身 10弯 3ss6 30.9“一 264eo12JD230×5 45 八“39 38,61 325045一八仓”12JD230×6 的 54 66当高1815 46.33 艺马230 1460 29173置 乙12JD230×? 68 756J8 54.05 464是下啥’
12JD230×8 72 7561.786e18 5r” 22 46852

寸 15er12JD230×9 as7818 57 69.52 4726
型号说明（以12JD230×8为例>;12一适用的最小并径。300mm，JD（B）一深井多轶系优号，不带B为半开武

时轮。带B的为闭式叶轮，230一离量，m3/bh8一叶轮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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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3-21J型踩井孤集格及主要搜术性能囊<石家庄水泵厂、天津电机厂>

性 韶 标准配管配带电机型号及功产品外径 母学口常
型号规 括 程流、量辈八子” (m)(mm) 一已呈” （m2/ 《m)

2160
20LB:61-4 23.58010J80×3 路23D “” 108 16

36,550
27.6L62-4 15 31.58010J30×4 125230 - 21308

5450
42,54780250 L72-4 2212510I80×6

31.5108
8250 62,57180126230 J73-4 3010J80×9 47108
118,50

弯102害IL74-L 40230 12510J80×15 66108
28、122

20160200 J?3-4 22骂 曾92J180×2 岂动204
42.8L22 40.5 27.5180JLrs一4 30200290123160×a 34.2204
56,812 37.554168JL74一4 40280 20012z】160×电 46.620电
82120 62.57815720 IL81-4 5s29012J150×8 雪印200
109“当 8510157TL82-4 75290 20012J160×8 图200

表滞-3-22J盛灌水泵规格及主要裁术性能赛（石家庄水泵厂、天津电机广）
性数 标准配管出水口轻 配带电机功率产品外径 扬 硬 小目”善：型号规格 一“省”(mm) 六固译 (m>(mm)

2L65 17.520807,510017520IQA80×2 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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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能性 标准配置配带功率出水口径产品外轻二号摸络 岛流 最(kW)<m》 程(mm> 一当””苜”（m3/5）

65 36
20OJQA30×3 1010o175 27.5EO 30、 “ 21

4865
200JQA部0× 175 801310o 3540

25 2B
60密”20oJQA:0×5 100175 80 4550

95 35
65 72

200JQAs0×e 176 2“字 s0 52.580
95 42

65 B4200TQA80×? “端 28100 62.670考
95 4S

65 96
200JQAB<8 175 28“宫 80 81 ?o5696

6 0
200JQA8×9 175 34100 80 90 80

639
蓄 “宫

200IQA8×10 175 100 34 10080 87.595 70
67 曾’

乌19o208250JQA80×2 80 2534
“当 22

67 55.5，
250JQAg×3 富208 合02 51 37.5

110 33
67 74250JQA80× 雪20 “吕 28 80 50

“吕 4A
92.87

250JQA8x5 替208 100 34 80 62,6
1ro 656

1167
250JQA部×6 20 700 告 80 r51o2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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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能 标准配管出水口卷产品外轻 配带动率
蔻号规格 流 程场 寻(kW) 置 一当”一当当”八目目心 一电叫 一日”

1z9.s87
87.6208 118 BO害T00250KQA8×7

110 “斗
16,S67

112.516370z00208 g0250JQA80×号
“占 99

203.5。e 187 187570250]QA80×t “吕z08
121(11o

277.5雪’ 255“宫 25516o EO250JQB80×16 229
180s10⋯

2966T
当272“害 弓“言229250JQBa×18

110 176
11.667

287.s160 287宫IQ0229250JGB×17 187110
“等 39

203014017150250JQC140×2 225 “”17o
16 586 so46140150 28225250IQC140×3 285170
100 78
140 40603415022550JQC140* 170. 38

87.5IO0
E0764050150225250QC4×6 47.17O

“斗”“宫
140 60兽50150252501QC140×8 170 57

156“享
L20 80140701502.52501QC140×8 17 嵩

100 214.5
137.516s14092150225250JQC140×11 104.5170

泵落于从共下取水;Q——电机漕入 水 中，型号说明（以200QA80×5为例） 200——井管内径，mm，3
A——产品品种代号∶80——流量;m'/hy5-一叶轮级数。



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货料 2051

65/88及81/67型潜水泵规格及主要技术性能表（石家庄水泵厂、天津电机厂 表附-3-23

性 能出水刀径产品最大外径 最高效率配带电机功率型号规格 BLO深圳市金额(kw)(mm) (mm) (%)9
N 响1 76%

199 27.36666×3 185 "65 76.518.6Ⅱ32

四季 36.46666×4 65185 " 77.524.8 32 16

55.5 31193??6856×5 65185 " 77.5 20

10 24 32 54.66666×6 185  s7.265 " 77.571
19 24 22 63.7185666×7 5,565 13.4 77,528

youy 72.86686×1 185 5.5G5 19.8 77.5 32 32

51.9  66.6U V1856666×9 7.565 77.5 32 38

Ⅳ少 917.56564x10 185 65 77.5@ 32 10
19少 100.16668×11 7.565185 68.2 77.5% 14rav 109.2W666×12 186 0.2! 65 77.6I

32

104.3 BO.8 BA19991850666×13 9.265 77.5

19 24 12 127.1BS.606686×14 185 9.255 77.5

138.5 93少少6666×15 185 n65 77.5 32 60

山北 146.6PPIT M6665×16 185 Ⅱ65 77.5 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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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表
性 隐 展高效率产品最大外径 究增电机功率出水口径

型号规格 扬 程 一募(kW) 崩响(mm) (mm》 ”目心”目译”

自占台 ：e-
151.710

肉 17.5105124“”185566×17
32 B9

163.810 77.s11.624“岗18566e6×18 管 r 3?
172-910

37.517.824185 1865666×19 7632
1810

121 77.55贵 置18566×20 BO32
191,110 ?75130.2241551856886×21

e4)32
句 200、2

7:5136.12415818565×22
帮4

209,320 77.6142.62465 15185666×23
省32

z18,110 77.5148.824“”18s666x24 eg 96 l3Z
5430 74516.2o 45各，21856699×3 29.165
召30 6.561.6“” 4530185699×车 38.86
9930 15.5日4515601856899×5 48、556
10830 76.592,4513.58018566岛×6 5B。4客

3 26
75.5岂45228018569×7 67.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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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 的 最高效率配带电机功率产品最大外径 出水口经

翌号规暗 祥赚 橙八艺” 漱心 八轼(Dm) (mm) "m2店 ”自“’。，1 雪， ？，。’
142s0

45eo 182,225185 75.56699×8
77666

1密?30
3兽 451856699×鼻 75.5138.6

87.s66
一宫3D

69×1 76.曾80“露 15445
8?，毫

2920
台告6699×1l1 1a3 168,1 75.545

108.7富

21630
37骂185669×12 75.545 104.8

停 “
l23430

185 4806899×13 20-245 75.5
66 28.1

25230801856699x14 盐 215 845 75.5
雾 135.8

骂 270
e69皇×15 全g0125 23445 76.

蒙 145.5-
jpas30689×16 20185 索 46 75.5246,

155.266
30 3osEO18569×17 5 75.545 261,8

66 164.9
80 6加，车6613H×2 280 125 30 125 7557

61,8140
宫 96,92806013H×3 125 ， 16125 85.5

10 r7.?]
1290.29o6613H×4 280 125 64 125 131 77

140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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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唐性 】最高效率出水口径 采号电机功率产品缴大外径

豆号规档 流、量 扬 程（上W）(mm) 一霸”一百当” 发m22/h" “目”
？。 菖乙。 ： ： 5

181.596
77“尊印12575613H×子 125230

129.514e
90 19s，总 “71125871252808613H×6

“都““乌

28.1电
当12s 189.5120126280613H×? 工 1813140

|258494
722812%1201252806131×患

201.2;“告

“驾 66
岂5,522065300G618×2 18o 37.6z28

9“鸟 788375 221503006618×3
280 56.3

132180 “” 79220100“等30066L8x4
75280

“室 185
79120 138.8220300 150613×5 93.8280

198180
16.5 792201801503006618×8 125!280

23116
194.3220 791801503006618×7 131.12a

“宫 241
236 78200150300 180618×息 2820

5285
74453 13012s2816112×2

“岩 32
85 哼’

义67.5130士291 128612×3 xro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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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性 能 聚离效率配带电机功率出水口径产品最大外径

型号规格 “ 扬 程 <%)淀(kW》八目吕” 一目吕” 目“’六当
[- ；e喜，？一 ，-

貌 104
72916112x 13055 90125

1ro G4
130as。291 112.5130125 ?46112×5

170 含
156景

7K75125291 1351306112×6
170 ，需

18285
157.51306112×7 281 艾87125

170 “品
20g85

16o125 尊29611g×8 728
17o 128

150 152
67L5×2 118220150480 70.5140

28o 107
150 19

46o 180 17?2206715×3 “150
“蓝 160.5

150 264
字201504608716×4 71236250

280 214
150 330

3006715×5 150460 220 72205
350 267.6

160 396150460 3506715×8 35120 72.5
260 321

150 462468715×7 150 谱220410 613
374.260

48s150
e715×8 150 420460 472220 73

67.S160666750x2 300 8022D 7757.a
“艺 4-5



2056 附 录

续表
性 能 离效率配带电机功率监水 口径产品最大外径

型号规格 钻 程 (%)兼(EW (mm> 小当甘” 意
(m)(mt/a “。昏”； 2，

3013160
360 6,6306o 788906508730×3

图华“亡名
13516o

78115,5客42036o6606730×4
1160 83

16 168
30054 79300 111.16o6730×6

103816o
z02.516o

173.3620 79e003008506730×6
121.5110o

160 236.3
男202,2B00660 720300630×7

145.a“尊
16 “召
意 302315066 30o6730×B 186“宫

3.意180
259，各 818oo85030068730×9 3100 186.8

160 岩乌
8180o6 100o 288患3006730×10 116o 207,s修，，有：：

871.3180
81317,6115 雪30o8606730×11 228,31100

40160
8]346.58013003006608730×12 2491100

86130
73图1300 窗爹250770积825×14 686480

9:.6SD0
73思601509 390260770思825×16 761486

10803E0 7S967330过名260770625×18 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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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
能性 |最高兹率出水口磊 配带电机功率产品最大外径

型号规格 扬 程流量 (%(EW)小司日”小当当 《m)八当“，3“1 。。 ： ”
145300

6825×20 390“客予250岂 107s 18
告 980

婴号说明（以6899×9为例>;66一果列代号;一晶种代号∶ 9—叶轮级敷。

QKSG（D）型着水泵舰格及主要技术性能囊（合肥电机厂） 套则-3-24
家效率流 量扬 程 癫定电压 电机效率功率因数水减外径电机领驶谦

号塑 定功率
<m/h) (%)八目” (V>Ke/min) (%)ZW> tcosp)(mm)” t4四 。日 自≈显 10

QKSD800-20-50/76 78 20o-g×? 38o
QKSD800-280-50/115 “落论飞1 “窒一3×2 878
QKSGRD3-400-550/153 15 100-4×2

QKSGM00-450—550/191 “富 450-5×2

QKSC80一560-550/230 230 560一6x2

QKSC80一630—550/68 9268 690一7×? 79
4KSG89-710一550/306 30 710一8×2

1470QKSG800-800—550/344 550 344 0.88一9×2 者60
QKSG80v一900-550/383 38二10×2 900

60Do
QKSG8-1000-550/421 421 0o一）1×2

兽.e
QKSG800-11z0-550/460 120460一12×2

80 了！QKSG800一1200一50/498 498 120-13×2

QKSG800-1400一550/536 S36一1d×2 。1430QKSG800一1400一550/57 674一15×2
QKSD850-160—1450/26 150 76 380二1×? 26 1475 嵩160 密一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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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设
扬 程泵效率蓖 量 制定电压|特 速 还并减雾劝电机微 电机效率|功率因敷

定功薄型 号 <V>(m-/h) (%) 小滚””靶义ce/mim>(m> （匹m）六名”s 。 功?e 身。； 10？’
380QKSD850-320-1450/53 B名“尊7653 (a0a0)一-2×2

70QKSG850一450一145/70 。宫一3×2
89QKSG850-60一145/1*8 60b7占一4×2

132QKSG850-710-1450/132 710 0,85一5x2
QKSG850-900-145/15 900159一6x2 1475

0名185 78QKSG850-1000-1450/185 客名 602-7×2 1450
QKSG850-1200-1450/212 120o212一8×2
QKSG850-1400-1450/238 z38一9×2 14

265QKSG850-1000一150/265
79一10×2 0.891

15DO291QKSG850-1600--1450/291
-11×2

1809QKSG850-1860-1450/318 218一】2×2

麦腾-3-25QKSG一D型著水电氟性能参数寝（合肥电机厂）

高 惠翩 部功率因数水源外经群驾博 】画定电压电机效事乌机制流 量 程
定功率型 号 cv （cos中）小徽” (mnm)(m) Cw)（m3/h） 《r/mim)%)

9售四 19：自响了 ，仰o
160QKSD-D850-16 53725/53—2 38380
2207579QKSD-D50一220

725/79-8

320106QKSD-D850一320
?5/106一4

0.85 8200QKSG-D850一400 132 1475725725/132一6
疗疗78

450QKSG-D50一450 159
725/159—6

69驾185QKSG-D850-560
725/185一7 7

60212QKSG-D850一600
725/12一8



附录3 矿山防治水设计常用资料2059
续表

录效率掌 额定电压电机效率;功率国数j水泵外径电机部’群流 量 特糕
型 号 定功率

<w)一篱”小自心马” 八课”Gcr /min(m> 八宫出”cos④>八”利

售一？ ，3 如“心： 10司

QKSG-D850-710 238725/238一9
71077 89OKSG-D850-710 265 682Tz5/265一10

QKSG-D850-0 800291725/201-11

QKSG-De50-900 318 客725/318一12
QKSG-De50-1000 整。725T25/344一13

1000QKSG一D850一1000 371725/'373-14
QKSG一D850-1200 38725/397一16 6000
QKSG-Da50-100 1200424725/424—16

QKSG-D850-1200 6951475450 7825/450一17 9 0.8
QKSG-D850-1400 477725/477一18

14oQKSG-D850-1400 50725/503一19

QKSG-D854-1500 580725/530一20

QKSG-D850-160D 160 0.8空 91725/556一2】
QKSG-D50-1600 583725/593—2

QKSD-D80-220 191 2202ns/191-5
QKSD一D800-280 230 80275/230-6
QKSD-D80-8z 275 26275/268一7 320 窒 6“台召7?QKSG-L）800一360 306 336735/396—8
QkSG一DB00一400 344 (000)400275/344一9

QKSG-D80—450 3075/383一1 450
孝QKSG-D0-50 421275/421-11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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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
系效率 电机氯转祝 量 颗定宝压电机效率劝事因数水泵外径”鲜捞 程

定功第型 号 cos中）(%)入司“ (V)(%) (mn)””式靶r/maima>}一日”
QKSG-D800-5B0 4号0 560275/460一12 77
QKSG-D800一504 E0498275/498一13

QKSG-D800一63 630536275/53614

89QKSG-DBo-710 574275/574一15 710T8QKSG—D800-710 812275;6I2-16
QKSG-Da0一80 651275/651~17 0
QKSG-D800一800 689275/889—18

“予 90y-0.8560895QKSG-Da00～-9o 72r275/727一19 t0
OKSG-D800-900 “275/7C6—20

QKSG--D800-100 雪：278/804—21 106 0
QKSG-D:0-1600 842 79275/842—22 90
QKSG-D80-1z0 88O275/880—23

“喜
QKSG-D00-1120 919275/919一24

QKSG-D80一120 95275/95725 占
QKSG—D800-1200 995275/995一2g

塑号说明（以QKSG-D850-32一725/106-4为偶）;Q-潘水电泵;K一矿井排水及水井、许、河取水用∶
S一电机为充水式，G—电机为高正（D为低压）;刀一单股直动平衡式（双吸省骼）;850～- 电票致用最小井
径，m血，320一电机额定功率kW;725~流量，m'/h;100一折程，血;4一叶轮级数。

婴号说明<以QKSG80一20-—550/76-2×2为例），Q一澧求电系，K一矿并操水及水 井、江、洲嗽水用，
S—电机为充水式∶G—电机为高压（D为怪压）;800—电泵适用最小井径，mm（不带吸 罩 时）;200—电
动机额定功率，上W，550一电浆流量，m3/hr78一电溪场程m」2x2—叶轮级数（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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