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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中国成立三十七年以来，我国的采矿工业发展很快。根据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采矿工业还要进一步发展，采矿技术还要进一步提高，采矿能力也要加快增长。设计工作
是国民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设计工作者只有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努力提
高设计水平和设计效率，才能取得一个较好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工程设计
成果。

《采矿设计手册》是在冶金工业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领导下，全国冶金系统
设计院采矿业务建设网提议，由冶金工业部，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化学工业部、国
家建筑材料工业局、核工业部等五个部门组织三十一个设计研究单位、约共 300余人，在
总结国内外采矿技术和采矿设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编写的。曾走访国内五百余 个厂
矿、科研、教育及地质勤探等单位。希望通过这套《采矿设计手册》的编写和出版，能有
助于提高我国今后采矿设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采矿设计手册》是供采矿、地质及水文地质、并建、岩石力学及矿山机械设计人员
使用的工具书。也可供地质勘探、厂矿、科研、教育等部门有关人员参考。全书共分矿产
地质，矿床开采、井巷工程、矿山机械四卷。为了适应今后采矿设计工作的需要，在编写
过程中，尽量吸收了国内外采矿工业的新技术，展望今后采矿技术的发展，注意收集系统
工程、岩石力学、海洋采矿、溶浸等采矿工程领域内的一些新兴的科学技术的资料。本手
册雪点介绍实际应用的技术，不做纯理论性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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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手册编写过程中，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冶金工业 部 贝念

明、辛静如同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基建部方开栋、张绍达同志为组织《采矿设计

手册》的编写，不遗余力，作了大量工作。每卷还特别邀请有关行业的专家，提供了许多

宝贵的意见，还有许多厂矿、科研，教育及地质勘探单位，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热情地协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采矿设计手册》的出版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晶。
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编写人员技术水平和经验不足，书中一定还有不少欠妥和错误之处，希望读

者给予批评指正。
《 采矿设计手册》墙河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采矿设计手册》编写单位

总编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副总编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编委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参加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

秦皇岛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4 编写单位-_______--———.
化工矿山设计院

华北冶金矿山建设公司设计研究院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
长沙化学矿山设计研究院
长春黄金设计院

苏州非金属矿山设计院
化学矿山规划设计院
广东省冶金设计院
山东省冶金设计院
鞍钢矿山公司设计院
四川非金属矿山设计院
核工业部第四设计研究院
乌鲁木齐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
湖南省冶金规划设计院
吉林省冶金设计院
湖北省冶金设计院
四川省冶金设计院

广西冶金设计院

贵州省冶金设计院

江苏省冶金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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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册∶第二篇 地下开采
附 录

3。《井卷工程卷》

井巷工程
附 录

4。《矿山机械卷》

第一篇 矿山机械

第二篇 架空索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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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开采卷》编写说明

本卷编写的内容包括了黑色冶金矿山、有色冶金矿山、非金属矿山、化学工业矿山和

核工业矿山的设计资料。同时，尽可能编进了矿山生产中的一些技术经济问题。将别注意

了本书的通用性和实用性。
在章节的编排上，本卷基本上是按矿山设计工艺的顺序来考虑的。其中有的章节，由

于分篇立章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重复，因此分别编入露天开采篇或地下开采篇。例如，
"矿山环境保护"及"技术经济"两章编入露天开采篇，"安全技术与工业卫生"一章编
入地下开采篇;而露天矿边坡工程及地下开采岩移计算则并入《矿产地质》卷的岩石力学

篇。
本卷涉及的一些理论和学术问题，诸如采矿方法分类、开拓方法分类及放矿理论等，

主要着眼于设计的实用性，一般不作为学术上的探讨。
考虑到某些技术经济指标，特别是设计选用的设备材料及其价格，随时间和地点而变

动，读者在选用时请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核实。
本卷采用了国家颁布的法定计量单位，除在引用规程、规范时所涉及到的计量单位仍

按原文，未予修正外，在采用新的单位制中，还遇到一些过去在工程计算中经常混用的概

念，为照顾到过去的习惯，我们只修改了单位符号，但仍沿用了原有的术语名词。此外，

在法定单位制中，没有对工程计算中所遇到的各种符号作出规定，例如表示时间的年、月、

班，表示数量等级的万;表示货币单位的元，其它还有诸如台班、工班等。对于这些符
号，未敢杜撰，只是根据我们的理解采用了变相的表示方法，与过去的习惯用法颇有不同。

总之，由于对法定单位理解尚未尽深透，这样的处理亦未必完全合理，尚有 待于进一步
推敲。
由于篇幅所限以及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矿山设计中一些经常变动的经济指标（如基

建投资、各类成本等）未列入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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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任编写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参加铺写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没讨研究总汽
编 写 人 潘 燮 刘大荣 罗绍裘

设计是整个基本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一个工程建设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是否
能加快速度和节约投资，建成投产以后，生产的工艺和布置是否合理，生产的指标是否先
进，经济效益是否良好，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设计的质量、做好设计不仅会在工程
建设上直接收到实效，而且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具有重

要意义。设计又是一种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的创造性劳动，它与工矿企业不同，它不宣

接生产物质产品，而是根据国家对一个工程建设项目的总要求，通过调查研究，摸清和掌
握有关资料与数据，将适合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设备应用到设计工程中，并运用技术刚经

济等各方面的科学知识，经过综合研究，反复比选而编制出设计文件，用以指导施工和竣
工验收及规划生产。因此，设计工作是一个艰巨的工作。由于作为矿山坐产对象的自然资

源条件变化大，不稳定性的客观因素多;采矿作业线随时推移、更新; 正常生产能力也是
不断消失、又不断补充。整个矿山生产是一个动态过程，因此矿山设计没有标准的模式，

工作的艰巨性更大。
根据三十多年以来矿山建设和设计的经验，为了做好设计，必须注意下列各项设计的

基本原则。

1 要遵守基本建设的程序

实践证明，一个矿山建设项目从资源地质勘探到建成投产，一般要 经 过 以下几个阶

段∶资源地质勘探与试验研究;根据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布局的要 隶 编 制 项目建议

书，项目建议书经批准后，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任务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任

务书经批准后，编制初步设计，初步设计经批准后，编制施工图，进行施工准备和组织施

工，以及设备的订货和制造，然后，进行试车和验收，交付生产使用。这是一个矿山建设

项目的必要的基本建设程序。
为了做好基本建设的设计工作，国家计委1983年颁发的《基本建设设计工作管理暂行

办法》中规定了基本建设的设计工作程序，这个设计工作程序包括参加建设项目的决策，

编制各个阶段的设计文件，配合施工和参加峻工验收以及进行总 结的 全 过程，现分述

如下。

1.1 参加建设项目的决策

设计单位参加建设项目的决策，其主要工作任务是根据主管部门或委托单位提出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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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承担和参加建设前期工作，包括矿床地质数探工业指标的制订，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
研究报告与设计任务书的编制，以及参加厂（场）址选择和工程设计所需的科学试验等。

1）矿床地质勘操工业指标的制订
制订矿床地质勘探工业指标的目的是为评价矿床工业价值、圈定矿体和计算衡量提供

依据和标准。
制订矿床地质勘探工业指标的任务主要是根据各该矿床的初步地质勘探资料，研究确

定各该矿床的矿石工业类型，矿石中有用组分的边界品位粗矿块最低工业品位，并按顺开
采技术条件，研究确定计算矿石地质储量时需用的夹石删除厚度和矿体最小可采厚度。此

外，对于直接入炉冶炼的矿石，要制定矿石中有害成分的允许最高含量指标。对于多种组

分伴生的矿床。要制定伴生组分综合利用的最低品位指标。对于坡积残积矿床和砂矿床，

要制定含矿系数和净矿最低品位指标。对于具有氧化带和原生带的矿床，要制定划分两带

界限的指标。

矿床地质勘探工业指标要经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
除了制订工业指标以外，设计单位也可能被邀请参加一些与矿床地质勘探有关的其他

问题的共同研究，如勘探顺序的决策和矿石加工试验的采样问题等。

2）项目建议书的编制
项目建议书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行业规划、地区规划等的要求，

经过调查、预测而编制的。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的项目建议书需要国家审批。批准的项

目建议书是长期计划或建设前期工作计划的列项依据。

项目建议书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一般如下;
（1）建设项目提出的必要性和依据。如果是需要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的，还要说明

国内外技术差距和概况以及进口的理由。
（2）产品方案，拟建规模和建设地点的初步设想。

（3）资源情况、建设条件和协作关系。如果是需要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的，还要说

明刃进国别，对厂商的初步分析。
（4）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播设想。如果是利用外资的项目，还要说明用外资的可能

性，以及偿还贷款能力的大体测算。

（5）项目的进度安排。

（6）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初步估计。

3）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任务书的编制.
一般建设项目在批准项良建议书之后，应编制可行性研究和设计任务书。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任务书是项目决策的依据，要做到一定的准确性。

大、中型建设项目的设计任务书需要国家审批。利用外资项目、引进技术和进口设备

项目的审批，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矿山设计任务书，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一般如下;

（i）矿山的资源条件和建设条件，包括矿产资源的储量、主要成分的含量、矿体的

产状和赋存情况、矿石加工冶炼试验的情况、开采利用的条件、交通运输及供永、供电等

的建设条件。
（2）建设规模及产品方案，包括开采的方法、开采的规模、产品的品神、数量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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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以及产品用户的研究和推荐意见。

（3）主要工艺和设计方案，包括采矿方法，开拓运输方法，矿石加工方法，装备水
平，主要厂（场）址，以及矿山设备修理、供水、供电等主要设施的方案研究和意见。引

进技术和设备的，还要说明来源国别、设备的国内外分交或与外商合作制造的设想。
（4）原材料、燃料等的落实情况和能源的节约主要措施，包括需要的原材料、燃料

等的种类、数量、来源和供应可能，以及能源节约的主要措施，
（5）环境保护评价，包括环境现状，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保护环境的主要

措施等。有文物保护的地区，还应提出保护要求和措施方案。
（6）矿山组织、劳动定员和人员培训设想。
（7）建设进度安排，包括需要的建设时间，可能的建成投产时间和达产时间等。

（8）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办法，包恬项目建设所需要的投资和生 产流动资金的估

计，以及资金的来源和筹措办法及贷款的偿还方式等。利用外资项目和引进技术项目，还

应包括用汇额。
对于改建、扩建项目，还要说明对原有固定资产的利用情况。

（ 9）生产成本的估计和市场价格的分析。
（10）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计算建设项目本身的微观效果，而且要衡量建设项

目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宏观效果和对社会的影响。

1，2 编制各阶段设计文件

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的编制，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可按初步设计

和施工图设计两个阶段进行。个别技术上特别复杂的建设项目，也可根据主管部门或委托

单位的要求，按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进行。小型建设项目中，技术

简单的，经主管部门或委托单位同意，也可在简化的初步设计 确 定后，就可做施工图

设计。
初步设计应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任务书进行编制。技术设计应根据批准

的初步设计进行编制。施工图设计应根据批准的初步设计或技术没计以及设备的订货情况

进行编制。

1，3 施工服务和总龄工作

设计单位对所承担的工程设计要派出必要的设计人员积极配合施工，负责交代设计意

图，解释设计文件，及时解决施工中出现的有关设计问题。同时要参加试运转，参加峻工

验收、投产，并根据设计在施工和投产中的实践，进行设计工作的总结。这不仅有利于建

设项目的施工和竣工生产，同时也有利于设计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出现因设计原因造成施工图的重要改变，设计部门要负责重新绘制

改变后的施工图。

矿山工程项目的建设程序图示于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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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性试骗，矿床初勘及
初步经许评价 或扩天试验

订工业指标 扩大 试确详短劫择

（批准》

半工业流工业试验项自静议书

可行性研究及 资 金 筹备

《<批准》

设计基融资科 初步设计

《批准》

设 备 钉 货设计基葛资料 ，技 术 设 计

〔批准》

设计基轴资料 施工圆设计

施工服 务

试车投产服务试车及投产

证 计 总 结

矿山建设项目的建设程序图

2 要搞好调查研究，取得必要的基础资料

要把设计做好，必须从实际出发。这就要求设计者要搞好训查研究，在进行每项设计
之前，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深入到与设计有关的各种现场以及有关单位，把实际情况搞清

楚，听取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以便在设计时充分考虑这些要求和意见及所调查的实际

情况。
必要的基础资料是保证设计质量的重要条件。为了使设计建立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

在动手设计之前，均必须取得必要的基础资料。

矿山设计必需的基础资料，一般如下∶

（1）经过储委审查批准的矿床详细勘探地质报告。对于水文地质条件比较简单的矿

床，其水文地质勘探资料一般可包括在详细勘操地质报告中。对手水文地质条件比较复杂

的矿床，应有经过有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专门的矿床水文地质勘振报告。

（2）矿石加工试验研究报告。对于选冶性能和工艺比较复杂的矿石，其加工试验研

究报告应经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查批准。
（3）边坡状况比较复杂及大型露天矿山的边坡设计，要有经过审定的露天边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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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研究报告。
（4）地形测量资料。包括∶为编制矿山设计总平面图所 需的1/1000或1/2000地形

图;为编制矿山总停布置图所需的1/5000或1/1000地形图，施工图设计时 需要的个别工
业场地的1/500地形图。这些地形测量图的范围由设计单位根据设计窄要具体研究确定。

（5）工程地质资料。初步设计时，需要主要工业场地工程地质的初步勘探资料。施
工图设计时，一般需要各个主要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工程地质详细勘探资料及主要井筒和硐

室的工程地质资料。
（ 6）水源地的水文地质资料或水源资料。
（7）气象资料。
（8）地震资料。

（9）水、电、交通运输、机修、燃料供应、征地拆迁等的外部协作协议书或意向性

协议书。
（10）环境评价报告。

（11）当地建筑材料的资料。

（12）设备及其报价资料。

（13）编制设计概算所雷的当地价格资料。
（14）如为改建、扩建矿山工程，尚应有矿山现状总平面图、采矿场现状图及其现有

各项设备和设施的鉴定资料。
对于上述各项设计基础资料，设计者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检查其质量，在必要时要提

出补充基础资料的要求。

3 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

设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要做出能体现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切合实际，安全适用，技

术先进，经济效益好的设计，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设计工作要遵守国

家的法律、法规，要站在国家全局的立场上，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经济建 设的各项有关方

针、政策。
针对矿山设计工作的实际，矿山设计工作中要特别注意认真贯彻执行下列各项主要方

针，攻策。

3，1 讲 究 经 济 效 监

每项工程建设都要讲究经济效益，矿山工程设计也不例外。

衡量工程建设经济效益的主要标志是投资省、工期短、达产 快、成本 低、产品质量

好、投资收益率高。因此，为了提高矿山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在矿山设计工作中要认真

研究节约工程投资，加快建设速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各项技术措施，要十

分注意经济分析，进行多方案的比较研究。对于技术上的问题，不仅要从技术上看问题，

而且还要从宏观经济上来考虑问题。

为了提高建设项目的投资经济效益，还要根据国家有关的规定、规范和标准，结合建

设项目的实际情况，正确确定各项设计标准。对生产工艺、主要设备和主体工程，要做到



6 绪 论

先进、适用、可靠。对非生产性的建议，要紧持适崩，经济，⋯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

原则。
根据国家规定，从1985年起，凡是由国家倾算安排的基本建没投资全部由财政拨款改

为银行贷款。这样，在设计中如何节约投资、缩短工期，使工程项目尽早建成投产发挥经

济效益，就显得更为重要。

3.2 促 进 挖 术 进 步
实现我国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要幕技术进步。因此，在矿山工程设计中要结合我国的

国情和各个工程建设项目的具体情况，积极采用先进技术。

由于世界果矿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前在国外涌现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同时，由于新中

国成立以来，我国采矿工业的不断发展，在我国的许多矿山也创造了不少新技术、新经

验。因此，为了促进技术进步，就要求设计者不断学习和总结国内外的先进技术。

促进技术进步除了要注意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各个工程项目的具体情况以外，还要注意

处理好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采用先进技术要以是否取得良

好的经济效益为前提。
根据有关部门的初步规划，我国在采矿方面达到经济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

代初的技术水平，要实现的新技术主要如下∶

（1）为了尽量减少采矿基建工程量，均衡生产剥采民，在条件适宜的大型和特大型

露天矿，一般要实行分期开采，陡帮作业。
（2）为了提高开采强度，在条件适宜的深凹露天矿，要根据开采规模、开采深度和

运距等不同情况，有计划地发展公路开拓运输和汽车-破碎-胶带机联合开拓运输，或铁路-

公路联合开拓运输方式。
（3）掌握与8～15m2挖掘机配套的大型露天矿机械化生产工艺。指标达 到或接近同

类矿山国际水平。
（4）采用新型爆破器材和高威力炸药，实现爆破量达50万吨以上的大区微差爆破和

靠帮控制爆破;掌嚣边坡管理、监测和控制技术。

（5）地下采矿要掌握倾斜中厚以上不规则矿体高效率机械化采矿方法，在条件适宜

的矿山推广采用阶段崩落法，高端壁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大孔回采等先进技术。

（6）在促进现有常规设备更新换代的同时，积极采用地下无轨开采薪统的设计，在

国产2～3，8m铲运机的基础上，进行禽岩台车、支护设备及各种辅助服务无轨车辆的配套

工作，使新建设的大、中型矿山接近筒型矿山国际水平。

（"）积极促进矿山岩石力学研究工作，并用于边坡稳定，深部开采、地压管理、岩

层移动、空区处理、巷道维护等矿山设计工作中，以提高矿山设计的科学水平。

（8）积极采用电于讨算机进行露天矿的境界、生产能力、开采计划安排、运输、边坡

稳定，以及地下矿山工程稳定性分析等的设计工作。

3.3 重视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矿产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矿山设计工作要认真贯彻执行已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矿产资源法》中的有关规定。要认真研究确定合理的开采顺序，要尽量提高矿产资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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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回采率，降低贫化率和提高矿石加工对有用成分的回收率。
根据当前的采矿技术成就，露天开采的矿石国采率一-般应在95?? 上（开采 范围以

内），贫化率一般应控制在5??内。她下开采的矿石回采率，当采用大量前落方法时，一-
般应在80??上，采用其他采矿方法时，一般应在90??上;地下开采的贫化率，当采用
大量崩幕采矿方法时，应在20??下，当采用充填采矿方法时，应在10??下，当采用其
俅采矿方法时，应在15??下。

对于具有工业价值的共生矿产和伴生有用组分，必须综合开采利用。在日前技术经济

条件下暂时不能综合开采利用的，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对于设计开采范围以内的表外矿石，要通过必要的试验研究，尽量考虑利用。在目前

技术经济条件下暂不能利用的，应当分别堆置，为以后考虑利用创造条件。

3.4 量 视 安 全 生 产

安全生产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针。矿山的安全生产更是关系到对职工生

命安全负资，保护国家财产和保证生产建设正常进行的一个重大问题。国务院于1982年在

《关于发布矿山安全条例和矿山安全监察条例的通知》中规定;"凡是新 建、改 建、扩建

的矿山，其劳动条件和安全卫生设施都必须符合《矿山安全条例》的规 定。否 则不准投

产"，《矿山安全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矿山设计必须符合本条例的规定，必须按国家规

定的程序和权限进行审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设计，不得批准"。因此，矿山 设 计必须重

视安全生产，认真贯糊执行《矿山安全条例》及其他有关的安全规程的规定。对矿山生产

所必需的劳动保护和安全设施，设计中要认真研究落实，并且要按照国务院1984年7月颁

布的《关于加强防尘防毒工作的决定》。在建设项目的设计中，对尘毒，噪声、高温等危

害职工身体健康的治理措施和防止发生伤亡事故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审批，间时施工，网时验收、投产使用。所需材料、设备一并列入概算。在建设项目的初

步设计中，还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编写安全和工业卫生专篇（章），详细说明生产

工艺流程中可能产生的职业性危害和不安全的因素，应采取的防范措施及其预期效果，以

及需要建立的安全管理机构等。
矿山安全防护应考虑的主要措施是大力防治硅尘、放射性和有毒物质的危害及事故的

预防。在粉尘多的作业地点，如采掘工作面的凿岩、装卸及破碎溜井系统，应设置有效的

防尘措施;对游离二氧化硅大的矿山应通过采取湿式凿岩和机械通风措施保证.工作地点空

气含全量不超过国家规定。对含有毒及放射性矿物的矿山、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并缩

短地下工作面工人的工作时间。对露天来矿场的边坡、矿山地压、顶板管理、爆破作业应

考虑必要的安全措施。寒冷地区的坑口、井口应设防寒设施。对自燃性和可能突然涌水的

矿山，应考磁防火和防水措施。

3.5 置 视 环 境 保 铲

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六条规定∶一切

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环境的污染和激坏，在进行新

建、政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的报苦老，经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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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批准后方能进行设计，其中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各项有害物质的排放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在矿山设计
中要重视环境保护，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及其他有
关规定，采取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防治粉尘、矿毒水以及废气、废水、废渣、噪声、放
射性物质和其他有害因素环境的污染，并进行综合治理和利用，使设计 符合国家规定的
标准。

为了加强基本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管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国务院环

境保护领导小组于1981年颁发了《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基本癌

设项冒的初步设计，必须有环境保护篇（章）>，以保证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 审批意见所规

定的各项措施得到落实"。因此，在矿山设计中要根据这个规定编写好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的环境保护篇（章），阐明环境保护设计的依据;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及其处理工艺和

达到的排放标准;绿化及复垦规划;环境监测的任务、范围和内容;环保管理机构的设置

及定员，以及环保的投资等。
矿山设计中应考虑的主要环境设施如下;

（1）选矿厂、炸药加工厂、机修厂等的工业污水和矿山生活污水以及酸性水和其他

矿山毒水的处理设施;
（2）采场、破碎、平硐溜井、矿山道路等的除尘设施;

（3 ）各种设备的噪声治理及防护设施;

（4）有害气体净化处理设施;
（5）绿化及土地复垦。

3.8 节 约 能 氰

按照国家计委1984年《关于在工程设计中认真节约能源、合理利用能源、并加惠修订

补充设计规范的通知》的规定，新建项目（包括重大技术改造项目）的设计任务书或可行

性研究报告和初步段计中，均增加能源节约和如何合理利用的部分。设计中应当有单位产

品能耗指标，在审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时，都要把好能源利用是否合理

这一关。因此，矿山设计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有关部门对节能的各项规定，要在经济合

理的情况下，尽量选用能耗少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以努力降低矿山开采的能源消耗。

对设计矿山的能源选择、供给、构成、平衡等要进行多方案比较。对设计方案的比选

要把能耗作为重要因素之一来考虑。
根据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组织制定的建设项目的单位产品能耗定额标准，矿山设计能耗

指标一般不应超过下列数值∶
（1）山坡露天矿每吨矿岩的能耗为，

大、中型矿山;0.6～1kg标准煤;

小型矿山∶1～1.3kg标准煤。
（2）深凹露天矿的大、中型矿山为每闻矿岩0.78～1，3kg标准煤;小型矿山为1.3～

1.7kg标准煤。
（3）地下矿的大、中型矿山为7～10kg标准煤，小型矿山为9～12kg标准煤。

对于当地采暖温度在-3～-10℃之间的矿山，每啶矿岩煤耗指标中再增加1kg标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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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及以上的矿山再增加2kg标准煤。
节约矿山的能源包括节约矿山用电、用油（柴油、汽油）和用煤等，这些能源折算成

标准煤的折算系数如下;
用电----每kWh按0.407kg标准煤折算，

柴油-—当热值为11000×4.18kJ/kg时，按1，57kg/kg折算;
汽油---当热值为11000×4，18kJ/kg时，按1.471kg/kg折算;

无烟煤---当热值为6000×4，18kJ/kg（湿）时，按0.971kg/kg折算，
动力煤一-当热值5000×4.18kJ/kg（湿）时，按0.714kg/kg折算;

压缩空气-—-每标m*按0.038kg折算。

3.7 节 约 土 地

节约土炮是我国的国策。矿山设计必须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

定，珍惜和合理利用一切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 利 用劣地的，不

得占用好地。""--个建设项目需要使用的土地，应当根据总体设计一次申请批准，不得化

整为零。分期的项目，应当分期征地，不得先征待用。铁路、公路和输油、输水等管线建

设需要使用的土地，可以分段申请批准，办理征地手续"。"国家建设 征 用 耕 地一千亩以

上;其他土地二千亩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用地单位除支付补偿

费外，还应当支付安置补助费""采矿、取土后能够复垦的土地，用地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负

责复虽，恢复利用"。这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与矿山设计有关的重要规定。

3，8 木材的节约代用

木材是生产和建设的重要物资。我国森林覆盖率低，木材资源短缺，木材的节约代用

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物资局、林业部1983

年6月颁布了《关于节约使用、合理利用和采用木材代用品的若干规定》，矿山设计工作

中要根据这些有关规定，注意木材的节约代用。

根据矿山建设的特点和有关规定，矿山设计要特别注意贯彻下列木材节约代用的主要

措施。
（1）各种永久性井卷工程，要积极采用各种非木材支护，如混凝土、喷锚等，一般

不使用木材做支撑柱或顶板;需要支护的井下采矿场，应根据具体条件，尽量采用金属支

柱和其他非木材支护用品。
（2）露天矿山除采矿场移动铁路外，固定铁路线要采用混凝土轨枕，地下矿山除文

岔点车场外，其他线路要采用混凝土轨枕。

（3）永久性的送电线路、通信线路，一律要采用水泥电柱，一般禁止使用木电柱和

木横担。

3.9 注意专业化和社会协作

对建设帧仔的辅助生产设施、公用设施，运输及生活福利设施等，在设计中要注意专

业化，尽可能同邻近有关单位密切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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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正确确定设计中的各项技术经济问题

4.1 开采矿区（点）和开采方法的选择

1）开采矿区（点〉选择
开采矿区（点）的选择是矿山建设的一个重要决策问题，要本着先富 后贫、先近后

远、先易后难和重视经济效益的原则，在编制项目建议书时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技术经
济论证来确定。一般应优先开采品位较高、开采条件和选冶性好、交通运输和水电供应条
件较方便、基建工程量较少、投资较省、成本较低、经济效益较好的矿区（点）。攀西矿
区之所以首先开采攀枝花铁矿，攀枝花铁矿之所以首先开采兰尖铁矿，泸清铁矿之所以首
先开采铁矿山矿点，都是根据这些原则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技术经济论证后确定的。

2）开采方法的确定

矿山是采用露天开采还是地下开采，或者露天、地下联合开采，要根据各个矿床的具

体赋存条件来研究确定。
在矿山建设中，有些矿床是可以根据它的赋存条件，不要经过大量的技术经济工作就

可以比较明显地确定其开采方法的。矿山建设中需要在设计中进行认真的技术经济上的比

较研究工作后才能确定其开采方法的，主要是下列几种情况，

（1）一些厚度较大，埋藏不深也不太浅的块状矿体;

（ 2）一些厚度中等，埋藏不深的急倾斜矿体;
（3 ）一些矿体厚度较大的急倾斜的深部矿体。

上述各种情况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当这些矿床（体）采用露天法开采时，其剩采比一

般都接近或略大于经济允许的剥采比。
我国的梅山铁矿、桦树沟铁矿、弓长岭铁矿二矿区西北区矿体、铜绿山钢矿深部矿珠

等，都属于上述各种情况。这些矿山的开采方法都是在设计过程中经过大量的技术经济上

的比较研究后才确定的。
为了合理确定上述各种情况的矿山的开采方法，有时要做出两种开采方法的设计方案

甚至初步设计，并就下列主要内容进行综合的技术经济比较和分析;

（ 1.）可以达到的开采规模，或同样规模的潜在能力;

（2）可采矿石量及服务年限;

（3）采出的矿石质量;
（4 ）需要的主要建设工程量及投资费用，
（5）生产成本和经营费用;
（6）建设的速度，包括建设投产时间及达产时间;

（?）经济效益，包括投资的收益率和投资性还期，

（ 8）矿产资源的损失和利用程度;
（9 ）生产劳动条件和环境影响情况;

（10）主要设备、材料和能源的需要量;
（11）占地及拆迁量等。

由于露天开采法的生产劳动条件，一般地说比地下开采法要好，矿产资源的回果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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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因此，在经济效益相差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应当其员考虑芈语溶尺法亦梁。

4.2 矿山建设规模的确定及矿山规模的类型划分

1）矿山建设规模的确定
矿山的建设规模要根据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合理和市场需要或委托单位的要求，进行

全面的研究后确定，
（1）技术上可能是确定矿山建设规模纲 一个前退条件。在矿盲没训工作中，对露天

矿，要按照可能布置的采矿设备数量和矿山工程延深速变或采矿下降速度来验证在技术上

可能达到的矿山生产能力。并通过编制果刺进度计财进行落实。对地下矿，婴按照所采用

的采矿方法和回采工作条件，新水平与采区开拓和采准条件及开采下降速度来验铺矿山在

技术上可能达到的生产能 力。
从技术上论证可能达到的矿山生产能力时，要以批准的工当矿烃为基础。与生产能力

计算有关的各项参数、指标的选取，特别是塞工艺、新设备的爷种指际选取，应当稳妥可

靠，留有余地，并且要预见到地质条的可能变化，适平考点控就储量差异系数、。

由于矿床赋存条件上的境圈，有时达到建设规模的时间很长，在这种情况下，应考温

由小到大、分期建设的必要性。每明的惩设规模一般应考隐在粘产后能在1～.年内达到建

设规模的产量要求。但分帖建设要有总体规则。尽量做到前后期衔接合理，并且在近期建

设上，原则上不要为远期建设预花很多投衍。
（2）--个建设理日的三同弥设熄模，其经济效益往往是不同们，要使确定的建设规

模达到最佳经济效益，这是硫定矿山建设规模的一个基本原则。

衡量矿山建设境模的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是投资收益率。因此，从经济上研究建设的

规模是否合理时，一-般应在恃掌条件可能的基猫上考虑几个不同建设规模的方案，分别计

算其投资收益率，然后进行比 选。
（3）市场需要或委托单位的要求是确定矿山建设规模必须认真 考虑的一个重要因

素。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尽量满足市场需要或委托单位的要求。但考虑这个因素必须联系

技术上的可能和经济上的合理，

2）矿山规模的类型划分
为了正确反映建设项目的规模，加强基本建设项目的管理，参照国家 计 委、国家建

委、财政部1978年4月颁布的《关于基本建设项目和大中型划分标准的规定》，辨结合我

国矿山建设的实际情况，一般矿山建设规模的类型划分参见表 !。

4.3 矿山 服 务年 限

矿山的服务年限根据各个矿山采矿场内的工业矿石储量和设计的建设规模，通过编制

开采进度计划表来确定。一般情况下，以最佳经济效益来确定矿山建设 规模后的开采年

限，即为经济合理服务年限。对于重点矿山工.程应结合矿山规模的确定，进行技术经济方

案比较确定。
根据以上原则，并参考国内外一些矿山的实际服务年限，一般矿山的服 务年限参吨

表2。
对于国家急需的资源和邻近有接续矿山的，其服务车限也可以适当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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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规 损满 置 为 分 费1

矿 山 规 族 类 型（×10'I/2）
矿山 区 分

中大 型

黑色治金矿山，
<B0200～60露 天 100-200>100
<80200～80地 下 300～200>300

有色冶金矿山，
<301800～189 100～30>1000露 天"
<202顶-10 100-20地 下 >200

化学矿山
>100 100～30碑 矿

<20100-20>10D斑性矿
建材矿山

>190 100~5石灰石矿
<0,11,0~0.1>].0右棉矿
<0,81,0~0.3>1,0石墨矿
<1010～10>30石青8

囊 2一般矿山的顺 务年限

型小型特 大 塑矿山周模类型

>10220>30服务年限（年）

在一般情况下，达到设计规模的年限要超过服务总年限的2/3以上。

4.4 矿山 鞭 备 水 平

1）确定矿山装备水平的原则
（1）矿山装备水平要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总目标下考患。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规划，我

国经济的技术结构到本世纪末仍将是先进技术，中闻技术和传统手工技术等各种技术并存

的多元型结构。据此，在本世纪末以前，我国矿山的装备水平应采取多层次同时存在的方

针，重点矿山的关键设备要考虑先进，一般设备以适用有效为原则。
（2）在上述我国经济发展和矿山装备水平的总目标下，各个矿山的装备水平应根据

矿山的开采规模、设备的可能来源及经济效益等因素具体研究确定。

当有多种设备可满足设计开采规模的要求时，应当进行各种规格设备的经 济效益比

较，并根据比较结果选用投资省、生产成本低，能耗少以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好的

设备。
当国内设备能满足设计开采规模的要求时，首先应当考虑采用国内生产的设备。

当国内设备不能满足设计开采规模的要求而需要从国外引进时，必须讲究经济效果，

明确引进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注意进口的设备必须是适用的、先进

的和可靠的，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以及符命俄国技术经济政策和能源政策，有利于我国

机械制造工业的发展的。并且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出计划，编制引进项目建议书和可行

性研究，履行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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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九十年代投产的新矿山，设计中要大力提高矿山机械化装备水平，有派件的
地下矿山要发展无轨采矿技术及其配套设备。地下矿山不应是劳动密集型的场所，要努力
提高生产率，要使矿山生产安全、效率、管理都能相应提高。小型矿山要继续完善和推广
国内研制成功的一整套机械化设备。

2）矿山一般装备水平
根据上述原则和我国矿山设备现有制造水平和发展规划，一般新建、改建矿山的装备

水平参见表3 和表4。

囊 3一般蓄天矿山的藏备水平

平备 水
装备名称 小 型恃 大 型 中 型型大

1.φ15cmm以下潜孔钻1.中250～310mn牙郭 1，伊150～200rm潜于1.穿孔设备 1.φ31D~380mn牙轮
2，幽岩台车钻钻硬岩） 站
3.手持式凿岩机2，φ250mm牙轮钻2.φ150-200mm滑 孔2.φ250~310mm牙轮

钻（软岩） 钻 3.隅岩台车

0.5～1m'挖掘机】～4m*挖掘机～10m'挖掘机10m*以上挖握机2，装载设备
3m*以下前装机3～5m'前装机

陵岩机

1.汽车运输时。1.汽车运输时。J.汽车运轴时，3，运输设备 1，汽车运输时，
15t以下汽车50t以下汽率50～100t汽车10O以上汽车
2.铁路运输时，2.铁路运输时，2。铁路运输时，2.铁略运输时，
14t以下电机车14~20t电机车100～160t电机车，80～150t咯机车，1001矿率
4m'以下矿车《～em'矿牢【1901矿车3.胶带运输时;

3.胶带运输时，1.4～1，《m胶带
1.4m以下跌带机

1.推土机配合汽车1.缩土机配合汽车1，推土机配合汽车1，推上机配合汽车4.排弃设备
2，铁路一按土机2.铁路一推土机2.破碎一胶带一排土树2，破碎一胶带一排土机

3，铁路一挖掘机3.铁路一挖掘机
120×0.7a5kW以下履(120~320)×0.74s(320～410)×0.,74540×0.74skW履带捡5，轴勘设备
滞推土机*W履带推土机W覆带推土机七机

5mo'以上前装机30×0，74sW轮胎 置

+机
9m'滴装机

1.700～500旋回破碎机1.900旋国破辟机1、1209旋回破碎机1，1500旋回破碎机6.粗破碎设备 2，600×900至450×802，900×12n 喷式融碎2.1200 ×1500重式破确2。150× 2100瞬式破碎
飘式破碎机.机概，

4.5 矿 山 工 作 制 度

1） 露天矿的工作制度
戴天矿山工作制度应根据矿床的开采方法、规模、装备水平及当地的气候条件等因素

具体研究确定。
为了充分发挥设备的能力，一般特大型和大、中型露天矿采用每周7天和每天3班、

每班8小时工作的连续工作制。小型露天矿或某些中型露天矿一般采用每周é天工作的间



14 绪 论

一般地下矿山装备水平 表 4

备 水装
装备名称

卷大 型 本中大 型型
（1）各种惯岩机（1）单、双机采矿合1.常岩设备 （1）单、双机采矿台车 （1）各种凿岩机

（2）单机采矿台车（2）2~机漏进台车 （2）单机就双机采矿白（z）2~3机掘进台率
〈3）双机围进合率（3）165满孔钻机 车（3）净155谱孔钻机
（④）φ10mm以上端孔（4 ）φ12以上牙轮钻机 （8）双机镧进台车（4）1000以上天井蛄

机钻机《4）100以上着孔钻机钻!《5）1000以上天并 姑进机
（5）10w0mm天井钻机《5）④1600天并钻进机进机
〈1）撮动放矿机（1）2～4m'铲运机（1）m'以上护运机（1）4m*以上铲运机2，装运设备
（2 ）装运机（2）凝动放矿机（2）操动放矿机（2）颗动放矿机
（3）15～30okw、制，15（3）装运机（3）50*W以上、0，5～（8）8～10m'矿车

（4）15～60iW、D.1~0.3m*电教1m'电类（4）20t以上电机率
（4）0，S5~m'矿率一0.5m"电抓（4）4~6m'矿率（5）胶带运输机
（6》-3r电机车（5）2～4m'矿车（5）201以下电机车

（6）7～1I电机率（6）胶带输送机
（?）放带箱送机

（1）魏药墙（1）1～3t矿用电梯（1）装药车 （1）～51矿用电模3，辅为设备
（2）喷射混凝土机《2）装药器（2）装药车（2）铸籽台布
（3）吊罐（3 ）吊辅（ 3>吊罐（5）喷射混凝土车
（4 ）人车。材料率、蟾（4 ）爬阐（L）胸罐（4）人车、材斜车，塑修

修率等服务车辆（5 ）喷射混廉土率（5）输杆合率*等服务车辆
（9人车、材料率，维（6）喷射混凝土年

（7 ）人车、材料车、维修本等服务本!

修车等服务率辆

断工作制，每天工作班数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每班8小时工作。

露天矿的年工作天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N= 路-*一约-M。

式中 N——设计工作天数;
n —--年日历天徽，865天，

";—年节假日天数，连续工作制时为7天，间断工作制时为59天;

"-——设备集中检修天数;
n-—气侯影响天数。

设备集中检修时间，当采用连续或间断半连续采剥工艺时，系指破碎机、胶带机和排

土机等的检修时间，一般为15天;采用间断采剥工艺时，剥离工作一般不予考虑，采矿工

作应考虑破碎机的检修时间，一般为15天。
气候影响主要是指严寒、特别炎热或台风暴雨比较频繁地区因这些气候因素造成不能

进行采矿作业的影响，其影响天数要根据各个地区的气候条件通过黄查研究来确定。

戴天矿主要设备的年工作天数，挖掘机一般按300～310天，濮孔钻机和牙轮钻机一般、

按310～320天。
2）地下矿的工作制度
地下矿山工作制度可根据具体条件分别采用年工作天数为330天的连续工作制或806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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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断工作制。

为了保证设备的检修维护，一般特大型和大、中型地下矿宜采 用 每周ε天、每天3
班、每班8小时的间断工作制，年工作天数一般为306天，一些中小型地下矿也可采用每
天2班，每班8小时的间断工作制。对于采选联合的地下矿，为配合选矿连续生产，也可
采用年工作日数为330天的连续工作制.

当矿尘中有毒或有毒矿物含量较高、矿石中含有放射性物质、采场有大 量滴水的矿
山，工作面的工人可考虑适当减少每班的工作小时数。

对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地下涌水量大、矿山压力大和具有内因火灾的地下矿，为提

高采矿强度，也可考虑采用连续工作制。

4.6 矿山建设投产标准

矿山建设项目的投产标准要根据各个项目的具体情况研究决定。一般矿山建设项目的
投产标准如下∶

（1）投产时采矿贮备矿量达到规定的标准;

（2）矿山正常生产所必需的各种设施和系统（包括主要采矿设备、露天或地下开拓

运输提升工程、矿石加工工程、防排水工程、通风工程、供电供水工程、设备修理设施等）

已经建成，并能进行正常的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设施及安全与工业卫生设施已接设计要求

建成; 必要的行政、生产福利设施亦基本建成;
（3）投产后已经有一定的盈利，即税后利润除了用于贷款偿还额和贷款的利息外，

还有一定的企业留利，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职工福利和发放奖金等的需要。

47 矿山基建投产的采矿贮备矿量

1）采矿贮备矿量的必要性及确定其分级和保有期限的基本原则

一定的贮备矿量是保证矿山投产后持续生产的需要，贮备矿量的分级及保有期限应根

据矿山的开采方法、开拓方法、贮备矿量准备工程量的大小和难易程度等条 件具体研究

确定。
 2） 露天矿山基建投产的采矿贮备矿量
露天矿山的基建投产贮备矿量一般分开拓矿量和备采矿量两级。

开拓矿量是指开拓工程已经完成，出矿和废石的运输系统已经形成，并且具备了进行

采矿准备工作的最下一个台阶以上的各个台阶矿量的总和。所谓开拓工程已经完成，对山

坡露天矿来讲，是指已经完成入车段沟工程;对深凹露天矿来讲，是指已经完成了入车斜

沟工程。
备采矿量是开拓矿量的一部分，是指在台阶上矿体的上面和侧面已经被揭露出来的最

小工作平台宽度以外能立即进行采矿工作的各台阶矿量的总和。

露天矿山基建投产的贮备矿量保有时问要以保证矿山投产后能持续生产为原则，结合

各个矿山的具体情况来研究确定。

一般露天矿山基建投产的贮备矿量保有时间如下;

开拓矿量一-1～2年;

备采矿量--—1～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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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备矿量准备工程难度较大，工程量较多的（如深凹和铁路开拓的露天矿）取大值，
.反之（如山坡和公路开拓的露天矿）取小值。

在考虑露天矿山基建径产的贮备矿量时，应同时考虑采掘设备所必需的空间位置。
3）地下矿山基建投产的采矿贮备矿量
她下矿山的基建投产储备矿量一般分开拓矿量、采准矿量和备采矿量三级。开拓矿量

为设计开采区内可采矿量的一部分，凡按设计所规定的开拓系统的井糖工 程 均已 开凿完

毕，已形成完整的开拓、通风、运输、防排水、充填等系统，并据 此可以开漏采准巷道

者，则在此开拓巷道水平以上所控制的矿量，称为开拓矿量。
为保护井巷、河床、运输线路和地面建筑物所保留的保安矿柱矿量，不能列为 开拓

矿量。
采准矿量为开拓矿量的一部分，凡在已开拓矿体的范围内按设计规定的采矿方法及生

产能力所需的果场数的采准巷道均已开掘完毕，采矿场（矿块）的外形已经形成，则此准

备好的采场（矿块）范围内的矿量，即为采准矿量。

顶柱、底柱和中间矿柱内的矿量，只有在完成了矿柱采矿方法所规定的全部采准巷道

工程后才能列为采准矿量。
备采矿量为采准矿量的一部分，凡在已做好采矿准备的采矿场（矿块）内，完成了切

割卷道、切割层、漏斗、深孔凿岩硐室等工程，可立即进行采矿的，则此采矿场（矿块）

内的矿量即为备采矿量。
顶柱、底柱和中间矿柱内的矿量，只有在完成了矿柱的回采方法所规定的全部切割巷

道工程和管线与放矿设备均安装完毕后，能立即进行回采的，才可列为备采矿量。

地下矿山的基建投产的贮备矿量保有时间，要以保证矿山投产后能持续生产为原则，

根据有关主管部门在这方面的规定，结合各个矿山的具体情况来研究确定。

一般地下矿山基建投产的贮备矿量保有时间如下∶

开拓矿量一——3～5年

采准矿量—6～12个月

备采矿量———3～6个月
，矿石及围岩松软，直接顶板易燃，矿坑水为酸性，维护困难，急需放顶及矿山装备水

平高、采矿方法生产能力大的矿山，贮备矿量的保有期限一般取小值。

矿岩稳固性好，矿山技术装备水平低，采矿方法生产能力低和矿石警分采及配矿的矿

山，贮备矿量的保有期限一般取大值。

∶ 一般情况的矿山，贮备矿量的保有期限取中间值。

多品种矿山须分品种、品级开采时，其采准和备采储量应接品种、品级完成保有期限。

在考虑地下矿基建投产的贮备矿量时，应同时考虑必要的备用矿块。

4，8 采矿基建工验量

采矿基建工程量要根据各个矿山的不同情况具体研究确定。

露天矿山的采矿基建工程量一般包括基建投产时所必需的开拓运输工程，制离工程和

防排水工程，如入车沟工程，平硐溜并工程，卷扬机道工程，和开拓系统相联系的破碎场

地准备工程，运输线路工程，保证规定的基建投产贮备矿量所必需的剥高工程，防排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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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沟巢及构筑物等。为了尽量减少露天采矿基建工程量，以缩短矿山建成投产的时间，
设计时需注意选择揭露的矿石量最多、剥离量最少的最佳部位进行基建剥离。

地下矿山的采矿基建工程量一般包括基建投产时所必需的各级贮备矿量需要完成的井
卷工程，以及为形成通风、排水、开拓、运输系统所必需的井巷工程。

基建投产后至达产时间所需要的开拓运输工程，剥离工程和通风防排水工程，一般只
列出项目及工程量，不列入采矿基建工程紧，其所需费用一般由企业专项基金（如企业留
利中生产发展基金和矿山维简费）解决。必要时，由企业单独立项，报请列入基建项目。

改慈、扩建矿山工程一般不再从基建中给采矿基建工程量。

5 设计内容和深度要满足有关规定的要求

各阶段的设计内容和深度要符合要求，这是保证工程建设的需要，也是衡量设计质量
好坏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各主管部门和设计单位已都制订或正在制订各阶段设计内容和深

度的一般规定或原则规定，设计委托单位也可能在设计合同中抖出这方面的要求，设计时

要按照这些有关规定和合同规定保证设计的内容和深度符合要求。

在一般情况下，初步设计的内容和深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对于主要的设计方案要进行多方案比较，并择优推荐设计方案，以备上级机关

或委托单位的审批;
（2）要为主要设备和主要材料的订货及土地征用提供依据;

（3）要为编制设计概算、控制基建投资提供依据，包括投资包干，招标承包等，

（4）据此指导和编制施工图设计;，
（5）据此进行施工准备和为人员培训及生产提供文字依据。

施工图的内容和深度，一般应满足下列要求;

（1）据此进行施工;

（2）为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图预算提供依据;

（3）一般设备的订货及备料和非标准设备的制作，

（4）为竣工投产验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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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露天开采境界设计

黄任编写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参加编写单位 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罗绍裘 黄淄南 周传银

1.1 露天开采境界设计的主要原则

露夫开采境界设计的主要原则如下。
（1）圈定的露天开采境界要保证露天采场内采出的矿石有盈利，即采用的境界制采

比不大于经济合理剥采比;
（2）要充分利用资源，尽可能把较多的矿石圈定在露天开采境界内，发挥露天开采

的优越性;
（3）所圈定的露天采矿场的帮坡应等于露天边坡稳定所允许的角度，以保证露天采

矿场的安全生产;
（4）用经济合墨剥采比圈定的露天开采范围很大，服务年限太长时，应按矿山一般

服务年限确定初期露天开采的深度;

（5）下列情况，可适当扩大露天开采境界∶

按境界剥采比不大于经济合理剥采比圈定露天开采境界后，境界外余下的工业矿量不

多，经济上不宜再用地下开采;

矿石和围岩稳固性差，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量大，矿石和圈岩有自燃危险等，在安
全上和技术上不适于用地下开采;

（6）下列情况，可适当缩小露天开采境界;

开采境界边缘附近有重要建筑物、构筑物、河流和铁路干线等需要保护，或难于迁移

至露天采场影响范围以外;
排弃场占用大量农田，征地困难;
由于地形条件（如采场最终边帮上有较高的山头），造成基建剥离量大和初期生产剥

来比大;
为了避开严重影响边坡稳定的不稳定岩层;

（7）当矿体极不规则，沿倾向厚度变化大，矿体上部覆盖层较厚或地形复杂（如境

界内有孤立山头等）时，用境界剥采比不大于经济合理剥采比初步确定境界后，再用平均

剥采比进行校核;
〈8）如果基建剥离量大，初期生产剥采比大，则需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以确定

用露天或地下开采;
（9）对于特厚的剥采比很小的矿床，有时要根据勘探程度及服务年限确定露天开采

境界，而不应按境界剥采比确定开采境界。如硅石、白云石、石灰石及特厚巨大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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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主要是根据服务年限和勘探程度确定合理的开采深度。

1.2 经济合理剥采比

1.2.1 经清合理剥果比计算方法

1.2.1.1 产品戴本比较法
1。原矿成本比较法
以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原矿单位成本相等为计算基础，即，

(1-1-1)N;=—

式中 N;——经济合理剥采比，t/tz
c——地下开采每吨矿石成本，元;
a———天开采每吨矿石采矿费用（不包括剥高费》，元;

b——露天开采每吨教离费用，元。
2。精矿成本比较法
以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一吨精矿的成本相等为计算基础，即;

Nj=-存， (1-1-2)

z=(C+1a)T:

4=(a((1-pa)+p0g]ea*
@=(a+f)T:

β
T;=—(a(1-P;)+P;ajJ;

e———地下开果一吨精矿的成本，元;式中

a;——戴天开采一吨糖矿的成本（不包括剥离费用》，元;
T∶，T——分别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一吨精矿需要的原矿量，t/t;

，f——分别为露天开来和地下开采一吨原矿的选矿加工费用，元;

β，β——分别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的精矿品位，%;

α—-—质品位，??
41，——分别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混入的废石晶位，%;

A，4——分别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的废石混入率，%;

e，84——分别为露天和地下采出矿石的选矿回收事，%;

其他符号词前。
1.2，1.2 盈 判比 较 蔗
以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相同工业储量获得的总盈利相等为计算基础。

1。按原矿产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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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州，（B，-a）-xi（Bs-6） (1-1-3)

",=1-

--pZ
式中 B;，Bz——分别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簿吨原矿的销售价格，元，

"，，"——分别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不的视在回采率，%;
"，#s——分别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的实际回采率，??

其他符号同前。
2。接精矿产品计算

(1-1-4)

A=-P;- n(a+f)

As=9g.4 P4-w2(6+1a)
式中 A，A。——分别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每吨工业储量加工成精矿获得的盈利，元;

a}，04_——分别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的采出矿石品位，%;

P，，P_——分划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的每吨精矿价格，元;

其它符号同前。
用盈利法确定多金属矿床的经济合理剥采比时，应按（1-1-3）式或（1-1-4）式分别

计算出各金属品种用露天和地下开采的单位盈利后累加求得。

1，2，1.3 国外关于经济合理剥采比的一般计算方法

1。美国的计算方法●

(1-1-5)

式中 E，——经济合理剥采比，t/t;

P——矿石中每1?位价格，元;

4-—矿石平均品位，%;

R，——回收率（包括采矿回采率和选矿回收率>，??

N，——矿石中每1?位盈利，元;

b———每吨废石的剥离和运输费，元;

C——其他未摊入a、b的费用，元。

2。苏联的计算方法●

● 摘自美国凯萨工程公司编制的《可家营铁矿初步和总体设计报告》。

◆ 摘自苏联《需天铁矿设计》 敬制矿山设计院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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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式中 n，—--极限游采比（即经济合理剥采比）;
Y.Y。——分别为露天和地下开采的选矿实收率;%;

3。、3_——分别为露天和地下开采的采矿、选矿单位换算费用，卢布/m2，
3。= C。+EK。-C·.+BK9.。
3,=Cr+EK。+Co.n+EK6.

C。、Ca——分别为露天和地下开采的矿石成本（露天不包括基建剥离和生产剥离费

用），卢布/m2，
E——投资效果标准系数;

Z，K。——分别为露天和地下开采的矿山单位基建投资，卢布/m2;
4，。K，——分别为露天和地下开采的选矿厂单位基建投资，卢布/m?;
C.Co.——分别为露天和地下开采的选矿成本，卢布/m2;

3，——露天开采剥高岩石单位换算费用，卢布/m2;

3.=C。＋+EK。
C。——制离成本，卢布/m2;
K，——用于剥离的单位基建投资，卢布/m2。

1.2，2 各种经扶别采比计算方法的通用条件

1.2，2，1 虑本比被法

1。原矿成本法
原矿成本法设有考述露天和地下开采在矿石损失和贫化方面的差别，采出矿石的数量

和质量不同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也没有涉及到矿石的价值，因而只有在两种开采方法

的矿石损失事和贫化率相差不大，且地下开采成本低于产品售价时才采用。
2。精芩成本法

精矿成本比较法虽然考虑了两种开采方法的采出矿石品位和选矿指标，但未考感矿石
损失的因素，因此只有在两种开采方法的矿石贫化率相差较大，损失率接近，以及地下开

采的矿石加工为最终产品的成本低于售价时采用。

1.2.2，2 盈剥比较管

盈利比较法综合考虑了保天和地下两种开采方法在采出矿石的数量和质量，选矿指标

等技术经济因素方面的差别。当舞天和地下开采的矿石撰失和贫化率相差较大，且两种开

聚方法采出的矿石加工成最终产品的成本均低于售价时采用这种方法。

1，2.，3 经济合理剥采比参考资料

我国部分露天矿设计的剥采比值见表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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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分量天矿设计的剥采比懂 表 】-1-1

平 购 生 产经济合理
主要采剥设备 剥 采比 剥采比剥 采比矿由名称 开拓运输方式

（m*/m2） (m*/m*) <t/t)

4m2挖掘机 2,7~3,83.66朱家包包性矿 准轨铁路 8.0
1.744 m*挖掘机汽车-翻升兰家火山铁矿 8,0
2.55 3,87～83～{m*挖掘机海南铁矿 上部铁路，下部公路

1、983.188,04 m"挖掘机大宝山矿 公 路
6,0114.2准轨铁路，下都公路 3～4m*挖掘机大冶东露天采场

3.03,2310,0公 路 18.8m'挖掘机水厂铁矿
3.36汽车-溜井 3.288.01m'挖爆机风凰山铁矿
3.22,8e6,0准轨铁路 3～4m'挖掘机大石间铁矿

白云鄂博铁矿
1,562.210。0准轨铁路 3～8m*挖掘机主矿
2,842.9510,98～8m*挖掘机准轨铁路东矿
2,32.44～7，0m'挖显机 4.8汽车-溜井南芬铁矿
4.752,964~7，6m*挖想执准轨候矿大孤山铁矿 2,712.04m* 挖掘机准轨铁路跟的山妖矿
8.545.6783～4m*挖地机公路白银厂锅矿1*
10.0511,36153～4m'挖掘机公 路

6,2～7 ,83-4n* 挖损机上部铁路，下部公路金川镍矿
2,0～3.02.27.04m' 挖翻机汽车-御井饱兴佣矿
8.!74,d28.04π'挖掘机公路尾阳磷矿

2,59 2,4B.04 m*挖掘机公 路云浮肇铁矿

1.3 露天采场最终边帮构成要素

1.3，1 影响采场最终边帮稳定的因素

露天矿最终边帮由阶段高度、阶段坡面角和清扫平台、安全平台、运输平台等要素组

成。影响最终边帮稳定的主要因素有;
（1）岩石的物理力学性质∶包括岩石硬度、凝聚力和内摩擦角等，

（2）地质构造∶包括由破碎带、断层、节理裂隙和层理面构成的弱面，不稳的软岩

夹层，以及遇水膨胀的软岩等;
（3）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的静压力和动压力;地下水活动对岩层稳定性的影响，

（4 ）强裂地震区地震的影响;

（ 5）开采技术条件和边帮存在的时间。

为了保证采场最终边帮的稳定，边带的形成一般可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1）靠近最终边帮的1～2排炮孔采用斜孔、光面爆破、加密孔距等控制赚破。如大

冶铁矿采用孔距为3m的孔网爆破（正常爆破孔距为4～5m，孔径170mm）。

（2）减少炮孔装药量，采用微差爆破，减少爆破对边帮的震动。

（3）水文地质复杂的矿山，进行专门的疏干工作。





第一章 露天开采境界设计 27

1.3.2 最 终 帮 玻 角

露天采场最终帮坡角是采场最下一阶段的坡底缓
和最上一个阶段的坡顶线构成的假想平面与水平面的
夹角（见图1-1-1）。

最终帮坡角应根据边帮的岩石性质、地质构造和
水文地质条件，并考虑安全稳定因素及布置运输系统
的要求来确定。为了减少剥离量，在保证生产需要和
安全的前提下，最终边帮角应尽可能大些。

在编制设计任务书或可行性研究时，最终帮坡角 图 1-1-1 最终边帮构成要素图

H一采场高度;h-阶段高度;β-采场边帮可参照类似矿山的实际资料或设计部门的资料选取。
角γ-阶段坡面角;b—安全平台

编制初步设计时，中、小型矿山及边坡地质条件
简单的矿山，可根据初步的矿山矿岩物理力学性能指标计算出最终帮坡角，或者参照类似
矿山实际资料选取最终帮坡角。大型矿山及边坡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山，在进行初步设计之
前，应委托有关部门进行系统的边帮稳定性研究工作，并以该部门边坡稳定性研究报告及

囊1-1-3国外部分 盒 天矿帮 被 角 资 斜

开采深度
帮 坡 角图 岩 即 类矿 山 名 称 《m)

85°～46*370石典岩，石英二长岩鼻山铁矿东采场（美）
40°428.7二长岩，花岗岩善玛假矿<美》 52*28'670花岗岩，石灰粗，石葵岩，页岩莫化西铜矿《美）

士37*，岩45*230花园岩，表土密斯兴铜矿<美）
状物45° 南帮37°550双峰铜矿（类》 石灰岩，硅化灰岩，石集二长料

45°663石葵闪长岩，石花二长岩西雅里塔铜矿（美） 45°835玄 武 岩巴格达德铜矿《炎》 45*-38"40305花岗岩，二长岩芦卡顿铜矿（美） 42"442石英长石逐岩平托谷铜矿（英）
硬岩 40715石英斑岩犹他铜矿（美）

软岩30*-35*
45°100斑岩，花岗岩叶灵顿铜矿（英） 46°213,4~304,8石英二长岩悬料达铜矿《加） 45"～20"426.7石葵闪长岩洛索克斯铜矿（加） 86*～45*274.3闪长岩，二长岩阿夫顿铜矿（加）
45*365.7火成岩，安山岩艾兰德铜矿（加） 30"-40°100～120粉岩，舞绿岩，闪长岩乌拉尔铜矿（苏） 38*~42*305片岩 f=8~11南方采选公司铁矿《苏） 47*125角若 f=10～14共产国际矿〈苏） 35*～46*500砂岩，页岩纽曼山铁矿（澳） 48*110-220角 砾 者下泄沃西铁矿（澳） 52*已采 250石英班岩摩根山编矿（演） 48·331闪长岩，花岗岩积基卡疵铜矿（智） 42B~43o安 山岩科利编尔铜矿（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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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帮坡角值作为设计的依据。如果边帮研究报告在初步设计完成之后提出，设计部门
应在施工图设计中对边帮设计进行校核及修正。

我国部分露天矿最终帮坡角构成要素 见表1-1-2。
国外部分露天矿帮坡角资料见表1-1-3，表1-1-4，表1-1-5和表1-1-6。

荪联 矿山验 计 院 器被角资 斜 囊下-1-4

(m)氰聚 度岩 石 硬 度

。数 300m 以内180m 以内90m 以内 24Dm 以内

48*-54*53'～制0"的0*～够* 57°-65°18～2o
u2*~dB*50°～8* 45～53*48*～67*n~14
～48*40~6s 89"-46*4]*-48*3~7
24'~3M°～a* 28*～41' 26*～39*1~g

21*~3o° 20"~28° --，6-0，息

毒11-5护稳定条件计算的重天采端单工作帮救危最信
（全苏矿业研究所资料）

善工作帮坡角数种 特岩体

56°1。裂隙不发青的硬岩、弱面曼露不明显硬岩，抗H教度 BX>
2。裂腺不发育的硬岩、腾面虽急倾斜状（大于的'）或量缓倾斜 d"～46"×10Pa 状（小于15*）

30°-46'3。采像不发青的和中等发育的匣岩，感面倾角（向采空区）为85*

-5B°
4，裂障不发育的和中等发青的硬岩，蜀商倾角（向采空区）为 20"～30*

20*~30°
40*-46°1、边带的岩石相对稳定，翼面墨露不明显不最国的硬岩，中硬岩 20°~40°2。边帮的料石相对稳定，翼面爆角《肉采空区》为35°-56°

和败密，抗压浆度 B浓K= 30*-35"3。边帮的岩石严重风化
20°～30"·4，一组岩石、弱面倾危《陶采空区）为20*～3°8×10*-8×10P=

1。逐展性粘土，无很滑落面，岩层与羁面的接触带不明墨软岩和公散的土若，抗
2、延展性粘土和其他粘质土岩、器面位于边帮的中都就下都压数度 BX<8×10*Pa

注∶" 弱面倾角越大，希波角越陡。

1.5.3 阶散高度和酚股被面角

（1）阶段高度主要取决于矿岩性质和装载设备规格。

对不需穿燥松散的软岩，阶段高度一般不超过挖掘机最大挖掘高度。

对需穿爆松散的硬岩，阶段高度不超过挖掘机最大挖漏高度的1，25倍。

我国设计和生产的露天矿，小型矿山的阶段高度一般为8～10m，大、中型矿山一般为

10～i2m。大型露天矿选用斗容8m2以上挖掘机时，阶段高度可采用12～15m。

如果组成最终边带的岩层稳定性较好，允许有较陡的帮坡角时，可考虑把2～3个阶段

合并为一个高阶段。
（2）阶段坡面角与岩石的性质、岩层倾角和须向、节理、层理和断层、阶段高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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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边坡善固性进行的岩石分卖和偶天采烯帮坡急凝略值 表 1-1-6

确定边坡稳固性的基本
帮 坡 角地 质 条 件本类岩石的一般特象

要素和者石稳定性指标

弱面（断层破坏层理， 小于 56*具有弱裂缝的馒岩，没有方向不坚硬（基岩）岩石，火I
利的羁面，弱面对开挖面的倾角是长度很大的构造节理、等山岩和变 质岩，石英砂
急倾斜（>650°）或搜倾解（<15">岩，石灰岩和硅腾酥岩 等）的方向很不利
的样品墨度，Oax>7848×

40*～45"地质条件同上，但岩石具有裂缝10*Pa
30°-~45*具有弱裂缝成节理的硬岩，弱面

对开挖面的倾角为35°～5'
20*～30"具有弱裂缝的便岩、弱面对开挖

面的倾角为20°～30°

小于 40"斜坡的岩石相对稳固，没有方样品岩石的强度、弱面中硬石，风化程度不同
向不利的弱面，成有对开挖面呈急的方向不利、岩石的风化的火山岩与变质岩、粘土
倾解C>60"）或缓倾斜（<15°）治势质、砂质一粘土质页卷、
的弱面粘土质砂岩、泥板岩、粉

30"-40*同上，有对开挖面基35°～55°角砂岩，泥灰岩等
的薪面样品强度，

边坡的岩石强裂风化（泥质港、O反=785～7848×10+Pa
粘七质砂岩、粘土质顶岩、等等）

以及容易碎散和剥落的岩石
20*～~30·弱面对开挖面呈20*~30°倾角的

所有岩大

20"～30"没有塑性粘土，古老滑面，层间对于粘结性（粘土质）软岩（帖土质与砂质-I 的软弱接触面和其他的面岩石为;粘土质岩石） 15*～20*在边坡的中部或下部有翼面样品强度，弱面（教弱祥品强度。
夹层，层间接触面）取向OE≤785×10*Pa
不利。对干非粘结性岩石
为，力学特性动水压力，
渗透速度

及穿爆方法等因素有关。
一般阶段坡面角参见表1-1-7，。

表 1-1-7阶段 坡国 角参 考资 料

1-23-78~1415～20岩石硬度系数/

45"～60*6"-86°70"~75°76°~85°阶 段 坡 面 角

1.3，4.最 终平台 宽 度
露天采场最终平台分安全平台、清扫平台和运输平台。

安全平台和清扫平台的宽度与已定的采场最终帮坡角有一定的几何关系，一般可用计

算确定。即先计算平台的平均宽度，然后技平台组成分别确定安全平台和清扫平台宽度。

(1-1-7)a= (L- nb》/(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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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内 a——安全平台和清扫平台平均宽度，m;
L——最终边帮水平宽度，;
x ——阶段数;
b-—-阶段坡面水平宽度，m。

安全平台宽度一般大于2m。一般设计规定每间隔
2～3个阶段设一个清扫平台（最终阶段并段时，可不设

轨源中心线 安全平台），清招平台宽度报据拟采用的平台清扫手段
决定。如平台上设置排水沟时，其宽度应考虑排水沟的
技术要求。

运输平台位置，由开拓系统的运输线路而定。其一x-
宽度和纵坡根据运输设备类型和规格决定。

铁路运输平台宽度的构成，见图1-1-2。图 1-1-2 铁路运输平台尺寸图

双线铁路运输平台宽度∶
(1-1-8)B=f+a+5+e+e+d

单线铁路运输平台宽度，
(1-1-9)B= f +k+t④

式中 4———两线路间中心距离∶准轨电气化铁路为4，3m，90mm轨距为40m，762mm
轨距为3.5m，600mm轨距为2.5m;

———线路中心线距平台边缘宽度;准势3.5～4m，窄轨2.0～2，5m，

b——摩电线杆至线路中心的距高;准轨取2.44m，窄轨2～2，5n;

e——摩电线杆至排水沟边缘距离，取0.6～0，7m;

e-—-水沟宽度，采用矩形断面时，一般取0.5m;

d——坡脚平台，一般取0.5m;
再——单轨线路中心线至水沟边缘距离∶准轨取2，35m，窄轨2～2，5m。

一般设计采用的铁路运输平台宽度见表1-1-8、表1-1-9。

囊 1--3准轨铁路运输平合最小宽度（m）

线三线 路 平面 情 无

17.5区间直戟
18、012.06.0区间曲线

一般汽车运输平台宽度见表1-1-10。
美国一些用汽车运输的矿山公路最小宽度见表1-1-11。

1.4 圈定露天开采境界的一般方法

1.4.1 确定露天开采添度及底平面

1.4.1，1 确定长露天采场的深度和底平面

1。在地质横剖面图上计算境界剥果比

wxw
Underline

wxw
Under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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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轨铁路运善平台最小宽度（m） 表 1-1-9v⋯. ,,w-wr_
单p∶"-、究度 双枳 线 线举 —__.

72 Im 900 mm 500 mm 82 mm 00 meOOmm浆
(m) 轨直 轨距轨距 轨距 轨距 轨距

6,0- -6.1 10.5 iD.52.4~2,8
电 6.71,~2.3 9.55.8 9.6

5,5 B,55,85.3 8.51.4～J,8 8.5-. 7.55.1 - -≤i.3

9.0 9,22.4~2.8
8,75,5 月.5。6.7 -1.～2.3 3.3
5,2g.07.71,<~18

年 7.2≤1,3

注。摘自《希金矿山设计参考资料》

汽 车 运 独 平 台 最 小 宽 度 囊 1-1-10

二 四三 六五率 宽分 类

7,06,05.03.0 ,525车身计算宽度（m>
1541032 3820较 置 量（t）

121510 1?单 线运输平台宽度
2617.5 22.51L5线双{m )

狭 1-1"31膜醒一些用汽车的矿山公路最小童度

公路宽度4×年究汽车宽宪汽车象重量
(m)(m)<m)(t)

15.01.3.731
23.021,5.4
23.023.5.9108
3o,035、66,4154

在每个地质横剖面图上，根据境界剥采比等于经拾洽理剥采比的原则初步确定露天开

采深度。
矿石品位变化不大的矿床、其经济合理剥采比可颗全矿床的平均品位计算，各地质

剖面的经济合理剥采比控制在同-数值内即可。矿石品变化较大的矿床，则按各剖面不

同的矿石品位分别计算各剖面的经济合理剥采比。
在用各地质横剖面图计算境界剥采比时，对与矿本自向不成正交的横剖面，需将设计

的最终帮坡角换算成相应的伪倾角，以换算的伪倾角进行计算。

非正交横剖面的采场边帮伪候角按下式计算∶

(1-1-10)tgp'= cosgtg3
式中 β——非正交横剖而的边帮伪倾角（'>;

φ——-非正交横剖面与正交横剖面在平面上M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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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设计的露天采场的帮坡角（"》。
1）倾斜、急倾斜矿床的境界剥采比计算
走向长度大的倾斜、急倾斜矿体，一般在战质横剖面上，用线比法计算境界剥采比。
（1）单一矿体的境界剥采比（Nx）计算
朝圈1-1-3 所示，在地质横剂面图上，确开采深度从汀下降到日+h（取为等于阶段

高度或其整教倩）。通过H和H+所分别作水平曼交矿体于EF和BC，速接EB。
按照确定的露天采场底宽和顶，底盘帮方角，确定底宽BC，并作两帮的着坡线 AB、

CD，空地形于4、D点。
通过4、D，E、F点，作平行于EB的s段d4，DD′FF，

-42±rD/ (1-1-11)

（2）主矿体有夹层和顶、底盘有小体时的境界剥采比计算
作图方法与单一矿体相同，编弄剥死比计算式为;

(1-1-12)Nx=BK社芯Tc+GI书j强

器 1-1-4 主矿体有夹展和顶、底盘有小矿体的线比法求N图 1-1-3 撰比法求Nx

（8）两个较大的矿体的境界利果比计算

两个相距较远的大矿体Ⅰ矿体第1矿体，用同一采场开采时，先以其中较厚大和埋藏

较幌的Ⅰ矿体为主，厚度较小的Ⅱ才体为辅，用上述方法初步确定露天开采境界ABCD，

然后以同样的方法确定Ⅱ矿体剩余移分的开采境界，并计算其境界制采比。全矿床最终开

采境异为 ABCGHIK（图1-1-5），
Ⅱ矿体剩余部分矿体的境界剥R比N??;

G'H'+J'K' (1-1-13)

2）最倾斜或近似水平矿体的身剥采比计算

如图1-1-6所示;
_AB._Hsin(a+?) (1-1-14)
C=ms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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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覆倾斜矿体N，计算图图 1-1-5 两个大矿体的线比法求N"

2。端帮境界剥采比计算
用地质横剖面图计算的境界剥采比，没有考虑到端帮矿岩量。而这部分矿岩量对露天

开采的经济指标是有影响内。设计开采境界时，应考虑端帮剥采比。
端帮境界剥采比不可简单地用垂直径向剂面图计算，需用径向平面投影图才能正确癌

定。如图 1-1-7为一形状简单的端帮境界平面图，当在垂直径向剖面图上计算得境界剥采

比为2∶1时，在径向平面投影图上计算为8∶1。因此，用垂直径向剖面图确定境界剥果比后，

必须用图1-1-7中纵座标的径向平面剥采比值进行修正。妻求径向平面羁采比等于Na。

2∶十
18:—
J6:-
14:1-

④:1
8;
6:I
41

2:J轻向剖面

径例鹏面制果比《mn /m*）

图 1-1-7 蜗帮径向平面投影图 图 1-1-8 斓帮径向平面剥采比和径向剖面病采比关系曲线

用线比法计算的境界剥采比为体积剥采比，因此以重量计算的经济合理剥采比先要换

算成体积剥采比。
3。确定露天采矿场底宽及位置

1）露天采矿场底宽
露天采场底部最小宽度不应小于开段沟宽度。底部最小宽度按采装和运输设备规格确

定，可按表1-1-12选取。

露天采场最小底宽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铁路运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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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聚 镉 秦 部 最 小宣 度 表 1-1-12

最 小 露 宽
狼 酸 设 备 运 输 设 能运输方式 （四>

101m2以下挖掘机 窄轨机车（60mm 就 距）
121m*挖 据 机 窄轨机车（762，900mn轨距）散路运输 164m2挖 能 机 准款机车
20准孰机车6~1知2挖罪机
101m'挖 掘 机 7t汽率
28I-32t 汽车公路运输 《m2挖 氯 机
30100～154t汽本6～12m'挖摁机

(1-1-15)Bala=2Ra+T+3E
汽车运输时;
（1）回转式调车

(1-1-18))Bain=2(Ran+0.5T+E)

（2）折返式调车
(1-1-17》Bam=Rama+0,5T+2E+0.5Le

式中 B2。—---露天矿最小底宽，m;
Rnt----汽车最小转弯半径，m;
R。———挖掘机尾部回转半径，m;
T-—运输设备最大宽度，m;
E——挖掘机、运输设备和阶段坡面三者之间的安全间除，一般取E=6.5m，

L8---汽车长度，m。

—5mis-

图 1-1-10 公路运输露天采场最小宽度图 1-1- 铁路运输露天采场最小宽度
a一圆转式调车;b-折返式调式

2）露天采场底部位置的确定
矿体水平厚度小于露天采场底部最小宽度时，底部平面宽度按最小底宽确定;矿体水

平厚度与最小底宽接近时，则露天采场底宽取等于矿体水平厚度，矿体水平厚度大于露天

矿最小底宽时，以最小底宽确定露天底郁平面，这时露天矿底部位置按露天开采经济效果

最大的原则决定。露天矿底部平面位置（图1-1-3）应满足∶AB∶BO=DF1F0。

4。确定露天采矿场底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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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所活心图初步确定篱天开采深度后，再考虑?代扎学弹的因素导终确定底平面。
（!）务帅质剖面图初步确定的游天开采 深度不一定在同一标高，应调整为同一析

高，真没计旅阶梯状;
i2）底平面边界尽可能保持平直，弯曲处应满足运输线路对曲线半径的要求;
（3）底平面长度应满足运输要求;
（4）底平面最小宽度见表1-∶-12。
?.4.1，2 硝定短露天误场的崇境及雇平面
短露天采场是行在其周长上难以分出端部和两帮的来场，短露天采场的端祁剥离量占

的比重较大。森这种情况下，用地腐锁例而图不能正确确定矿志境界剥果比、而应当采用
平面图法或线性境界剧录比法来迎。

1。平防图法
（1）选择几个可能的开采深度，绘制每个开采深度的平面图。按平面图上的矿体形

状.根据运输线路要求，初步确定露天采场底平面冠界;
（2）在平面图上确定地面境界然。在可利用的地质横剖面图上绘出开采境界，并将

边帮上矿岩界线和地丰境界线投到平面i图二;
（3）无地质横剖面图可利用的区段，在乎面图上选有代表生的各点，作垂直干底平

面周界的辅助剖面〈见图1-1-11中的Ⅰ、!、亚）;
（4）根据已知的境界深度和边帮玻面的水平投影距，确定各辅助剖面的地表境界点

（如图1-1-11中b中的1点）;

〈5）连接平面图上各剖面的地表瓷界点i、2、3、⋯⋯，得出地表境弊毁，

（6）在平面图上用求积仪分别量尘地表境界线内的矿岩总萝积和矿石南积。诗算境

界剥采比。

(1-"-18)

式中 S——-露天采场地表境界内矿岩水平没影总面积，rm?．。
S —-露天采场底和边帮上矿右水平投影面积，m2。

2。线性境界剥采比法
在圈定短露天矿开采境界时，为了计入采扬端部岩石骨、采用线性镜界剥采比小于览

界剥采比的方法圈定开采境界，亦可达到同样的精度。

线性境界剥采比和境界剥采比的关系用式（1-1-19）表示。设矿体长度指教ε=1～

10，用式（1-1-19）计算的线性境界剥采比随境界剥采出（等干经济合瑾剥采比）变化的

曲线如图1-1-12所示。
（1-1-13）卷N;=0.64[√~(8+1F+Nze -s-1〕

式中 N，——线性境界剥采比;

N，——撮界剥采比，
c——矿体长度指数，e=L/m;
L——矿体走向长度，m;
m——矿体厚度，m。

● 式（1-1-19）摘京有京环*还《费下性矿识汁》《苏K八A·库马切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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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5M

人帮坡角
水平贬（m）
6~570

50 ]Y S60
a
图 1-1-11 短露天矿Nx计算图

4一平面离，b一放面水平距图

-古5。F丁古rsi5
N(m7/m2)

图 1-1-12 城性境界测采比与境剥采比关系曲施

1，4.2 触制露天采矿埚饶了平面图

按所确定的开拓运输系统、最终边帮构成要素和露天采场底平面周界，绘制露天矿开

采终了平面图。其步骤是;
（1）将设计的底周界绘在透明纸上;

（2）将透明纸覆盖在地形图上，按最终边坡组成要素（阶段高度，坡面倾角，平台

宽度）从底部周界开始由内而外（标高是由下而上），依次绘出各台阶坡底线、坡顶线、

平台宽度和边坡上的运输线路。

1，4，3 国内外部分雪天矿开采境界资料

我国部分露天矿开采境界资料见表1-1-13，国外部分露天矿开采境界资料见表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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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3 露天开采终了平面图

表 1-1-13我国都分量天矿开采境界振况装

装载设备 平均剥采比阶段高度开采境界 （m）
运 糟 方 式斗著矿山名称

宽长 深 (m*) (m'/m*)《m)

2 3 654

准就电机车2150 3.40大冶铁矿 3-4350 365 12
泰轨电机车1600 2.951050 3-4大孤山铁矿 274 12
汽车一溜井 2,662560南芬铁矿一期 1480 4-7,6
汽车一潮井二期 4.2│11,5~16.83500 1900 527 12
准轨电机率 2,56海南铁矿 121650 3～4510950

锰矿-汽车，运岩一机率 4,A60b齐大山性矿

准轨电机车 3,13-5110 396白云事博主矿 1600 12
上部电机车、下部汽车 2.022100 900 460朱家包包铁矿 3～4

汽 车 3.23水扩铁矿北山 16.8300～1800380 840 15
汽 车 1.4312弓长岭粒木来场 27B588785

白银厂铜矿
汽 车 5.871*采 场 6c 2821320
汽 率 11.363-4122*采 场 550 2631030
汽 车 1.5[ 13~128002400德兴铜矿

准轨电机车 2.86r0 │3~4120340大石间铁矿 1?4o
汽 车 4.42800～205100昆阳磷矿
汽 车 2.58201830 47s云浮确铁矿
汽 车 412623 204885南墅石墨矿
汽 车 3,18200大室山矿

汽车一圈井 1.74155701100 I50b兰家火山铁矿
汽 率 1.6410300900I300把关高石灰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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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外部分警天审ri9片冰视界 褒 1--14
rm~r工n_use_u一

采 墙尺 tn）矿 由 名 除 l.F施啶i阶段动B， 生 产
.斗 剥采 比运着方式

宽长 译（国 别） <避'） (t/t)Cm?
2 3

明塔克性矿（英> 1.0
当.2～i0.?7z300东 果 场 9E00 165 柴油机车（矿石）13

230d西 聚场 9,2～10,1I2D0 汽车（着石）1e5 12
9,2～10.72150汉语铁矿作羹） 80D o.71汽车122 15

1000希宾铁矿（荧） 28o0 0.56i,5165 15
带尔蜜铁矿<荧） 孔本A520 11.5960 1.31360 13.5

机车（矿石）宾汉铁矿〈赞> 3.59～li.5400o 240o 15.2806 汽车（岩石）
碧马快矿（美） 200I600 [ 1.7B6,b⋯15.5426,7 15
西推里年销矿（萸） f520 2,2汽11.5563 15.2
帝国供矿（资） 0.78～1,03200 《与4.5.21600 15.S464
高山铁矿（荧）  车120 S.～13o00 87u 1s.a

汽羊一胺带双峰铜矿〔美） 240 i36 3,E55o L.5I2~3;
汽车一胶带巴赔达静铜矿〈莫） 2133 1.5I530 15.2335 ·江

宽应夫德铜矿《美） 汽3，B→6，器 2.01293 89u 13.Y80i
密幅昂铜矿（美） 10uu 5.D159o 6,8～13I303
卡尼亚铜矿（拥） 汽D15 61～12.212zD 1.58ID～15350
纽量山铁矿（澳） 汽 1.287,618,55540 1500 i5500
章根山翻金矿〈澳） 车汽 2,147760 25b 20S

汽车一胶带源静键钢矿〈加， u8?67o 2.3 3,778.12]9

工节30 汽 0.75默科达需矿（加> 6.1～11.3r62 21s～3281829 最终20

N 2.18路亲克斯铜矿《加） 11.5～16,B10361646 42? 15.2
汽 1.8洲东铜矿（加） r4o 4.5~li.5480 9148
汽 车 5,5博尔儒矿（南） s.8～il.5L2BD～130g00～806 320 i5

2,8马尔且蒸克铜矿（南） i,B～)1.51500 251000
汽离利犟尔桐矿（南） 2.87车2100 ].5420～450201O 15
代 1015604500思加昌制矿（赞） 43t i

s,16汽卡门铜矿（和> 在Z7 6,1～17,61920
汽车一机率 2.09i6002020托克帕拉氮矿《整） 14~151258
汽车一机车6.1-21,3 3,0i6008000丘靠卡马塔例矿（智） 矿广18《50
电 机 车意匿沃罗格南部铁矿（苏） 20f0 4.0～6,8s00 岩26 2,45425

矿15充盈沃罗格中部铁矿（苏）  汽 车8763 4.0一8.6 0.6m"/t850 35b 岩】
电机车、汽车真列湿龙尔箭克快矿（苏） 3200 4.0~8.01050 450 1.441E
汽车萨尔舞铁矿（苏） 23603100 12630
汽率一机率 0.3n'/t新克温跃罗格铁矿（苏） 1006

注，<黄>一美圈;《墨>-■西需;（澳）-澳大利亚∶（如）一加拿大，（南）-南斯拉关，（费）一赞比亚，（非）一非
律真;《密）一留鲁;（智》一智刺，《苏>-苏联

1.5 露天矿分期开采境界

1.5.1 鲁天矿分期开采的日的

露天矿分期开果是在储题较大、开采年限较长时，选择矿石多、岩石少、开采条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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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段作为第一期开采，把大承岩石推迟到以后剥烯，以减少基建投资（包括基建工程量
和设备数量），降低才石成本，并使矿山早日投产达产。

1.5，2 露天矿分期开采的条件和原则

（1）分期开采的经济效益好，投产早，达产快，
（2）最终开采境界内的储量大，服务年限在4，写0年以上;

（3）露天开采第一期境界的生产年限（指开始过波以前的时期）应不小于10~15年，
（4》露天矿运渡期间的生产剥采比不应超过经济合理剥采比，并力争与第一期生产

剥采比不要相差过大;
（5）解天矿过渡期间，矿山生产量不应降低。

1，5.3 避关分爆开系的边帮构成要素

分期开采采场的汉帮，一般有一部分是最终边帮，其余部分为临时边帮，有时全为临
时边帮。

分期开采采场临边坡的阶段坡面角及运输平台宽度的选定与上述原则相闻。为了龄
将来扩帮创造有利条件，除运输平台及接藏平台外，其余平台宽度一般均为10～15m。另
外，为狒保扩帮时下部采矿平台的安全，在临时边帮上，每 隔60～100x高度需设置一个
25～40m宽的接碴平台，以截住上部扩帮平台掉下来的滚石。

1.6 用电子计算机确定露天矿开采境界

i.6.1 砸 况

目前，国内外用电子计算机确定露天矿开采境的方法很多，就其实质而论，大藏可分
为两大类∶

第一类模拟法。属于该类方法的有断面图法，平面投影法，浮动国锥法。
第二类数学优化法。属于该类方法的有线性规划法，图论法，三维动态规划法，网络流法。

近年来，国内有关设计研究部门对以上方法进行了部分实践。其中主要有浮动圆戴
法，三维动态规划法，网络流法，平面找影法等。

动态规划是解决多阶段决策过程的最优化问题的一种方法。
利用动态规划使整个过程取得最优的效果特点，将矿体沿走向分成若干个横制面，以

赢利最大的原则，按照稳定的帮坡角及开采顺序约束条習进行开来方块的多阶段决策，以
求得总赢利最大的露天开采境界。这里所说的三维动态规划，是通过两次二维动态规钳来
实现的。

网络流法是借助图论中的偶图求网络最大流的方法来解大系统线性规划中的于规划间
题。用这种方法来确定露天矿开采境界，其特点是充分考虑了矿石方换之间的相互补懂，
互相组合，能得到数学上的最优解。

根据国内近几年的实践以及国外有关技术资料，将部分计算方法归纳于表1-1-15和表
i-1-16。



40 第一篇 露天开采

都分确定露天开梁境的计算机方法氰介 表 1-1-15
p--r---—

实 段 程 度方 法 俾 述方法实质方法名称

苏联，南非、美图都有人发表过文章数学模型微单，但未实现优化横物人工穷法断面图法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与武汉相关学院编写过数学模型简单、没有实现优化，计算换都人工方法平面投影法
计算程序，并作了试算工程量较大

国外暂遍采用，国内偏母及使用也较多，模 扣 法 改学模型简单、监观，疗能满足生产工多重园法
比较成熟艺要求得不组级优解、但能达到次优解

国外发表文章较多，但没有具体用于矿山能器到教学上最优化重天开采境界，最优化方法三维动态规划
设计但境界端带是尖的，重天矿底部起伏较法

马被山矿山研究院与马胺山翻铁设计院合大。不能满足生产工艺要求
作T1972年编写了计算湿序并对马钢高村铁
矿进行了试算，证明此法尚须进一步完善

只停留定些;.⋯段，没有用于美体设计散学模型复杂，计算时间长最优化方法图 论 法

1982年中商矿治学院管幽出了漏程序，对数学模型装复杂，计算时间较长，能得最优化方法网络汽法
密'铁矿的并采境界进行了许鼻到最优解，能满足工艺要求

泰 1-1-18部 分 萍油颛 验法 氰差 序

注备主 要功 能使用陋言绵写单位孤器序名称
谈程序曾用于驰ALGOL-30 1.打印醇天矿终了平面图用多面搬法确 马蒙山矿山研究
定吉山铁矿及水厂2.打印填界内分层矿岩量表定鼻天矿开采境界院

;使矿的境界3.打印带有开采境界的分层平面圈、剖 使

面国

曾对白云鄂博主ALGOL-8和 1.打印有运输条件约束的露天矿境界获山黑色冶金矿确定露天矿地界
矿体块界进行计算2，打印无运输条件约束的露天矿境界PORTRAN的计算方法-浮动山设计研究选

3.打印携界内分层矿、着量表圆糙法
4，打印带有开采境界的分层平面围

1，打印露天矿最终开采境界图ALGOL-60用电子计算机确 北京有色冶金没
2.打印境界各分层平面图定金堆城钼矿霉天计研究总院
3.打即壤界内矿石总量，岩石总量及总最终填界研究报告

盈利值
计算过着兴解F同 上FORTRAN-4四 上确定霣天开采端
开采熄界

界的计算方法
计算过凤黑山t铁1.打印露天矿开采终了平蜜图ALGOL-to z用浮动骗兼法聘 乌散山钥铁设计

矿和凹山铁矿的开2，打印境界内分屋矿患量FORTRAN-70定螺天矿优化卉采研究院
采境界8，打印带开采境界的分层平面图域界

4.打印境界内分层盈利值及割岩费总盈

利值和总剥岩赞

计算过尖包包铁（1）打印矿区地形图，露天络了平面图，}FORTRAN-71（由 长沙黑色冶金矿FHD5Z程序（由
│扩的露天开采境界（2）有选择地打印带境界的分展平面图一个主程序、四个山设计研究院

和级剖西图，剖面图;（3）打印壤界内分于程序组成）
层矿量、金具量、岩石量∶<4）境界内
矿石总量、岩石总量和平均剥采比（5）
打印盈利值和采出矿石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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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备主 要 功 能编写单位 注使用语言源程序名称

计算过焊锤山铁（1）打印需天开采终了平面图用圆锥法确定梅来皇岛黑色冶金 FORTRAN-4
矿露天开采境界（2）打印带有境界的剖面图，锤山铁矿■天开采矿矿山设计所新院

（3）打印壤界内分层矿岩量，境界
（4）打印境界内分层盈利和总盈利

已计算过多个矿1.打印露天矿开采终了平面图，用浮动圆锥法确 昆明有色冶金设
山露天开采境界2，打印带有介采境界的分层平面图;定露天矿开菜境界计研究院

3.分层矿，岩量表

1.6.2 浮动圆靠法确定量天开采境界的原理及数学模型

浮动圆锥法是美国M。T潘纳等人于1965年提出的，这是一种用系统模拟技术 来解决

露天矿开采境界的方法。它的基本出发点是将最简单的圆形露天矿近似地看成一个截头倒

圆锥。该圆傩称锥，它锥立在矿石方块之上，上部直通地表，圆锥的母线与水平线夹角等

于露天矿的边帮角。由于组成露天矿边帮的岩性、节理、裂隙性质不同，故露天开采境界

的边帮角亦应随之变化。所以露天矿实际上是由不同锥度的许多相互交错和重叠的可采圆

锥体来模拟。圆锥体越密，越逼近真实的露天矿。

用浮动圆锥法确定开采境界的示意图如图1-1-14。

矿床开采设计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开采手段，使该矿床的开采成本最低。

对于上部可用露天开采、下部用地下开采的矿床，就是要寻求露天矿合理开采深度，

使得矿床开采总成本最低。用浮动圆锥法确定露天矿开采境界也符合这一原则。

现举例说明手工方法确定境界与浮动圆锥法确定境界两者之间的顺应关系∶

设有一急倾斜矿体，埋藏情况如图1-1-15。

图 1-1-15 手工法确定开采境界示意图图 1-1-14 浮动圆傩法确定开采境界图

d一黑天开采经济境弊

图中单位若用走向长度计算境异剥采比，则

(1-1-20)Nx=2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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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N，= N 时

购 (1t-1-21)

式中 c——地下开采单位体积矿石成本;
a——露天开采单位体积沙石成本;
b——剥离单位体积岩石成本。

令4P=dP1+4PAV=A÷4V。
由（1-1-21）·式可得∶ {1--2)CdP= adP+bd"'

从（'-1-22）式得知，当露氏开采深变达猫某-
定值H。时，地下开采单位体积矿石的费用等于露天
开采单位体积矿石的费用，此时露天丹渠深 度 H。便
是露天矿的极限开采深度，再往下必须转入 地下开
采，否则露天开采费用便高于地下开采费用。

浮动圆锥法确定露关矿开采境界，其目标是寻求
盈利最大的露天矿。这是参对矿床经济矩阵面言的，图 1-1-16 浮动圆慷法确定露天开采
那么对于矿化矩阵又是如何呢?见图1-1-19。境界原理困

图1-1-16是上下两个分层发些的相互重叠的圆锥

体剖面图。A是上一分层的圆锥体，E是F一分层的圆锥体。两个锥体之间的移动增量，

用S表示，则;
(1-1-23)S= dP + 4P,+ 4V,+ 4V;

当键体A已经采出的情况下，衡量锥体B能否开采，取决于3的值。

当S>0 时，锥体移动增量值为正。锥体可采;

S=0时，锥体移动增量值为0，此时圆锥的下沉深度Hz便是该锥体开采的极限深

度，此娥体也可作为可采圆璧而移除;
S<0时，锥体移动增盐值为鱼，此锥体下更采，所发位的圆被体界毁作废。

=.iV+4,
从（1-1-20）式得知，用人方法确定露天矿开采境界，其s江淡度取决于-记出度取决ZP1＋ ∶

 的比值，雨阳浮动圆锥法确定乎米境界，其圆锥可采与否 取决于 （1-1-23）式中AP，+

4P+4V+4V，的值。若将矿化姬阵中的矿石方块的值用境界姆采比 Nk代入，岩石方块

用-1代入，空气用θ代入，则（1-1-23）式可表示为
(1-1-24)S=(AP1+ dF,iN;:-(4V,+4V,)

S=/PN-d即
S=0

(1-1-25)dP.V-=4V则

(1-1-26)N即

从（1-1-26）式可以看出，移动网键法确定严采境界也等合境界剥采汁内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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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8 用薄物蓄惨法确定键天开恶慕界的方法及计算征图

1.8.3.1.方法 及步 骤
1。建立符合浮动圆锥法要求的矿化模型及经济棋型

确定露天开采境界总是针对一定矿床的，为便于计算机计算，必须对矿床进行数播处

理，也就是必须建立能体现矿体特征的数学模型，使其能体现各块段经济值成有用矿物的

品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矩阵或矿化矩

阵。建立矿化矩阵的数学方法很多，组目前
常用的方法主要有"距离平方反比 法"及

"克里金法"。根据浮动圆傩法的要求，矿化

矩阵是由许多三维模块所组成。模块尺寸大
小根据计算精度、采矿阶段高度、帮坡角、

计算附阗等要求不同而异。计算机再依据矿

化矩阵提供的模块中有关技术经济指标等信

意，将扩化矩阵转换成经济矩阵，作为浮动 图 1-1-17 矿床三维经济模型示意图
国惟法确定境界的基本依据。矿床三维经济

模塑示意图见图1-1-17。
2。用浮动国锥法确定露天矿开采境界的方法
首先将矿床的经济矩阵或矿化矩阵输入电子计算机，并将帮波参数、地表地形和越表

构筑物、建筑物的限制以及其他一些对露天开采的约束条件也输入计算机。计算凯根漏着

入的经济矩阵或矿化矩阵以及有关的约束条件，从初始开采深度水平超按一定的规律去寻

找净值为正的块段，并以该块段的中心点为届傩小头中心，向地表投射■锥，使幅锥母载

的倾角等于露天矿的帮坡角，这时陕射在各个分层上的是半径不相闻的同心置，称之为投

射器。形成单圆锥的情况见图1-1-13。
单固谁形成以后，便到经济矩阵中去查寻，看哪些模块落在锥体内，并把惟体内各模

块的净值（矿为正，岩为负，深部接近边界品位的贫矿也可能为负）进行默加。着催体内

净值之和为正或为零，则此锥体可采，将傩体内4块移除，并将其纳入最终境界，否则发

生的圆锥界线作废。当第一个圆锥计算完毕以后，圆锥小头中心按照原来规律移陶邻近的

净值为正的模块，继而按原方法发生第二个圆锥。这两个圆锥之间可能有相当部分是重叠

的，不相重叠部分的量称为移动增量，图1-1-19的阴影部分为移动增量。第二个国靠可乘

与否，取决于移动增量的净值之和，移动增量的计算方法是;当第一个圆靠 为W乘圆憧

时，将惟体内各块段冲"0·，于是第二个固锥与第一圆锥重叠部分 各模块 的净值均为

"0"，故票加第二个圆锥内各模块净值时，已扣除了重叠置，得到的便是移动端量。着

移动增量的值为正，近锥可采，反之发生的圆锥界线作废。照此原则，依次移动固输的小

头中心，移动一次计算一次移动增量，寻滤净值为正的圆锥开采。一个阶段考虑亮毕以

后，再从初始开采深度起重新找寻可采陶锥，算至在本阶段以上（包括李阶敷》找不到一

个可采圆锥为止，再往下一阶段继续查寻，并食复上一阶段的各个步骤，直到整个经济矩

阵中找不到一个可采圆锥为止。所有的可采圆锥的集合便构成了露天矿开采墉界。用浮动

圆锥法确定的露天矿开采逸算见图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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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一

图 1-1-19 崛饿移动增量示意图图 1-1-18 单个截头圆惟示意留

为了加速浮动圆锥法的计算速度，目前一般都用圆锥模板来替代每次发生的圆锥。为
了适应露天矿帮坡角多变的要求，一般都是一个阶段建立一个模板。需要在某阶段发生圆
锉时，便调用该阶段圆锥模板，计算机通过扫描的办法来判断哪些模块露在维体内，不须
再计算各模块的中心点到此次投射在该阶段投射圆圆心距离，也不须判断它与该数射僵半

径关系，这样便达到了节约大量计算时间的目的。关于落在模板范围内的各慎块净值进行

累加，判断酬锥可采与否，以及模板移动原则与前面介绍的"浮动圆锥法"原则完全

一致。
3.多重圆锥法中基本尺寸的计算

设圆锥体穿越的经济矩阵各分层的中心点为F，（x、yn）。其中;

Z——圆锥体穿越经济矩阵各分层的序号，从圆惟顶0分层算起;

x，-—-经济矩阵中Z 分层某模块的行标;

y。——经济矩阵中Z 分层某模块的列标;

圆锥小头中心点为F。（x、y。;经济矩阵中各模块的中心点为见nit《d，少n）。
其中，

;——模块的行标，即》方向序号;

j—---模块的列标，即 y方向序号;

对选定的初始露天底所在分层上，净值为正的诸模块，令其中心点为圆惟小头中心，
分别求其移动增量。
若初始露天底所在的0分层的某一块段的值ma>6条件成立，则②;【ye）

→F，（x、y）。对应于F。的点都有一个圆锥体。对于露天底以上各分层有哪些模块落入了
露锥体需要进行判断。其判断标准是每块中心点Vn;与投射在该水平的投射圆中心点F。

（y，、少，）的距离℃m，F。是否小于或等于该水平的圆锥半径R，若②nF，≤R，则该块

段在锥体内，反之在帷体之外。

以上含意可用下列算式表达∶
(1-1-27)?+i7F,= √(xM/j-a"+(yn37-y,T

R。=r+H,ctga

若 Vn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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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圆锥体内的净值（移动增量）为∶

式中 H-—各分层距锥底的高差，用阶段数表示
m，;——经济矩阵中的某块段的净值;
MI—-经济矩阵的最大行标;
MJ——经济矩阵的最大列标;
N——锥体所穿越的阶段数;

浮动圆惟法的计算参见图1-1-21。

-Q,F
X.etig

图 1-1-21 浮动圆惟法蒸本尺寸困

若As>0则此锥体可采，然后令0→m 以便计算一个圆锥的移动增量。整个经济

矩阵中可采圆锥的净值之和便是全矿的总盈利值。

4。浮动圆锥法的计算框图

框图如图i-1-22所示。

1.8.4 用浮动■输法确定量天矿开采清界实例

以阿山铁矿为例。将矿床的三维矿化模型（每个模块尺寸为18×18×15m）和采衡南

北帮的帮坡角，两端帮的帮坡角输入计算机（凹山铁矿没有其他约束条件）。接着将矿化

模型转换成矿床经济模型，并从见矿层位开始，寻找矿石模块发生圆锥。计算结果输出的

内容有;露天矿开采集界图（见图1-1-20），挑界内分层矿岩量表（略）;带有开采虞界

的矿床分层平面图（见图1-1-23）;带开采境界的矿昧剖面图（见晒1-1-24）。

1.8.5 理动圆锥裤述

"浮动圆惟法"在国内外得到普遍应用。该方法计算结果精确，能获 得优 化开采境

界，人工方法确定境界是基于二维的简易方法，而浮动调谁法是在矿体三维空间上考虑其

变化规律而确定的境界，故其计算结果精确。另外，该方法计算速度快，在100万次/s计

算机上，计算一般大型矿山的露天开采境界约需10～15分钟，便于进行多方案比较和选择

最优方案。
浮动圆锥法确定露天矿开采境界，可用于方案设计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如果计算机的

输出结果再和大型精密绘图仪联接则可用于初步设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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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轴入趣形文件 JNCZ，J，门（经济矩阵中某一模续净值>0
【是

【输入T化模型文件】 【则断诗算区问滤择允许
边莓危X

事入各区图允许边
帑角及有关约束条件

以JN〔Z，I，万）方块中心为顶点，以z为
面谦母规候角投射固健，直至悠表

输出矿床 平调图及剂面图

叠加锥体内各块净值→才M
形成矿床忌济 模型文件

国性界线作以 Aa/≥0
确定都始开采凝度 N

是

FM →1→FM]
N→2（经济

矩阵层嫩控制字）
分层统计催体内各
模块净值，矿岩量

0→FM（存放可采固谁数）│
修改体内各截块对应的原始途形

1→I（贬济矩阵行控制字） 将镶体内各禁块冲"0"

1→式经济 矩阵列控制字） <MJ（经济矩降最大列戴）

7 <MJ经济矩阵最大行数>

FM>0

Z<材Z 【 经济矩阵最大层数》Z+1=Z
1.愉出露天矿境界内分层矿岩量表∶

2.打印露天开采境界;

3，境界内分层霍利值及剂肉费

4，打印带有开采境界的分层平面图;

5.打印带有开采境界的矿床测围函

停忧

图 1-1-22 浮动圆锥法计算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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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露天矿生产能力的确定

责任编写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参加编写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蔡宣出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王之汉 黄痛南 曹柱春 李 行

2.1 概述

需关矿生产能力包括两个指标，即矿石生产能力和矿岩总生产能力。两者通过生产剥

采比联系起来。
(1-2-1)A.=A(1+*)

式中 A——年矿岩总生产能力，t/a;
A——年矿石生产能力，t/a;
n ——-生产剥采比，t/t。

确定露天矿生产能力的主要采矿设计工作内容有∶

（1）按开采技术条件确定可能的生产能力;
（2）编制采剥进度计划表;

（3）对分期建设的矿山，还需确定各开采期的生产能力;

决定矿山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的主要开采技术条件是;

（1）可布置的挖掘机工作面数目，

（2）矿山工程延深速度。
对改建或扩建矿山尚需考虑已有运输线路的通过能力。

2.2 按开采技术条件确定矿山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

2.2.1 按可布置的控温机工作面散目确定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

露天矿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
(1-2-2)A= Nn2
(1-2-3)N=

式中 A-——露天矿矿石年产量，t/a，

N——一个采矿阶段可布置的挖掘机教。采用铁路运输的矿山，一个阶段工作挖掘

机数一般不超过3 台，

②——挖镉机生产能力，t/a;

π———同时工作的采矿阶段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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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_—个阶段的矿石工作线长度，m;
L。——一台挖掘机占用的工作线长度，m，见本篇第四章。

可同时进行采矿的阶段数（λ）取决于矿体厚度、矿体倾角、工作帮坡角和工作面推
进方向。而工作帮坡角大小取决于工作平台宽度。π值可用以下几何关系计算。

工作面沿走向布置，采场由矿体上盘向下盘推进时（图1-2-1）∶

蓝
图 1-2-2 采场由下盘向上盘操进图 1-2-1 采场由上盘向下盘推进示意图

msiμ，orttx=yergpRxzssm1-emcittt_ttse#2zz;rtrtr

图 1-2-3 采场沿走向推进示意图

(1-2-4)

采杨由矿体下盘向上盘推进时（图1-2-2）;

_M (1-2-5)n = 1十 stgYtg -B＋ hctga
式中 M——矿体水平厚度，m;

B——工作平合宽度，m;
h-—阶段高度，m;
φ——工作帮坡角，（"）;
y--矿体倾角，《">，
———阶段坡面角，（"）。

工作面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时（图1-2-3）;

(1-2-6)n =B，中hotga
式中 Lp——采场内矿体走向平均长度，m;

L——初期工作平台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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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工作平合长度，m。
沿走向推进时，上一阶段超前下阶段的最小距离（即工作面长度》，应根据采装运设

备的布置，爆堆宽度，以及在下阶段能形成一定备采矿量的要求确定。一般要求工作平台
长度200～250m。

2，2，2 被矿山工程填采矿工程延课德度确定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

矿山工程系指堑沟工程以及为保证下一水平掘沟所需扩帮的工程量。矿山工程延深速
度是按已定阶段高完成一个新水平的准备时间。一般用每年下降进尺来表示。

采矿工程延深速度指露天采矿杨采矿每年平均下降的深度。亦用每年下降进尺来表示。

露天矿设计中，一般用矿山工程延深惠度验证矿山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

露天矿生产能力与延深速度的关系∶

(1-2-7)

式中 A——天矿可能达到的年生产能力，t/a;
P——所选用的有代表性的水平分层矿量，t;
V—--矿山工程（或采矿工程）延深速度，m/4;

h——阶段高度，m;

η—一矿石回采率，%;

e --度石混入率，??
矿山工程延深速度，一般通过编销新水平准备进度计划确定或参考类似矿山实际资料

选取。根据我国当前露天矿装备和开采技术水平，设计推荐的矿山工程延深速度见表1-2-

1。部分需天矿矿山工程延深速度实际指标见表1-2-2。采矿工程延深速度，参照露天矿实

际生产指标选取，见表1-2-3。

囊 1-2-1一 般 可山 工澄 重谭建虚

般延聚德度（m/"）采 编 状 盂开拓 运输方式

。~10山 波 露 天国 定 干 线 6~a架 凹 算 天
山 坡 露 天移 动 干 线 6～8浆 凹靠 天

14~18山 坡 露 天汽 车 运 轴 12-]4昂凹 需 天

注，美路开拓运输的矿山，当采用汽车运输超沟时，延探速度可适当最高，

开采近似水平或缓倾斜矿体时，根据工作帮水平最大推送速度确定矿山可能达到的生

产能力，即∶
(1-2-8)A=VamL--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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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A——露天矿可能达到的年生产能力，t/a;
V，——工作帮水平最大推进速度，m/a;
。——-矿体垂直厚度，m;
N——同时工作的采矿掘挖机数，台;
Q-—挖掘机台年生产能力，t/a;
L———采场内矿体长度，m;
L。-——采矿工作线总长度，m;
r ——矿石容重，t/m2，
η——矿石国采率，%;
——废石混入率，??

我国部份管天矿矿山工程延漂德度 表 1-2-2
延聚速度（m/a）

开 拓 运 验 方 式矿山名称 备 注
平 均最 ?

南芬慢矿 山坡露关，汽车平峒离井开拓 12
山波漏天，铁路围定干线开拓，60主电机车运输 最高值指180～170m水平东鞍山铁矿 159.4
山坡露天，铁路固定干线开拓，80t电机本运输 20大冶铁矿 最高值指34～96蚀水平24

凤凰山铁矿 深凹露天，汽车开拓运输 6.6
深凹露天，汽率开拓运输白银厂铜矿 12

陡帮开采18深凹露天，汽车开拓运输弓长岭独木采场
最高值指＋5～-7m水平12深凹露夫，斜故卷扬开拓 8～9金岭铁牙

囊 1-2-3都分露天矿采场下降速度

下降速度 备注运输和装软设备矿 山名称 <rm/a)

、国内矿山
1980～154年资料铁路运输，4~7，6m'挖掘机 4.5～4.94大孤山铁矿
1983～1954年资料7.73-7.95铁路运输，4～4，6m'挖通机白云师博铁矿
1080～1984年资料6.15~7,02同 上水厂铁矿

园 上9.94～11,65同上海南铁矿
凤 上汽车运输，4~7，5m'挖掘机 7.79～8.96南芬铁矿
网 上7.55～10,45汽车运输，3~4.6m'挖掘机大石河铁矿
同 上8,78～14.73同 上峡口铁矿
胃 上公路换矿联合运输，3～4，6m'挖掘机 5.06～7.47大冶铁矿
同 上10,33~14.42汽车运着，3～4.6m'挖掘机兰大铁矿

11～12,2同上白假厂销矿
汽车运输，3-4。6m'挖 掘机 12.0全川天矿

二、国外矿山
12,0汽车运输，6，8～15.3m'挖掘机碧玛钢矿〈类）

汽车运输拉克珍尼铁矿（加）
21.0汽车运输，6.1～12.2m'挖掘机卡纳尼亚钢矿（墨）
13.0汽车运输高依铁矿<巴西）
10铁路运输，8m'挖掘机萨尔拜依铁矿<苏）
16.5汽车运输，7.6~18.5m2挖烟机纽曼山铁矿（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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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安新水平准备时间确定矿山工程惑源德度
新水平准备时闻包括拥斜沟、段沟以及为下水平准备必须完成的扩帮量等所蓄的益时

间，即，
fa=南中+t

V,+V,+V, (1-2-10)

V=2h (1-2-11)

式中 -——新水平准备的总时间，月;
t，，—一分别为翻斜沟、开段沟、扩帮所需的时间，月

V，V2，V，——分别为斜漏沟、开段沟、扩帮的工程量，m

V——矿山工程延深速度，m/a;
-—阶段高度，m;

c ——挖掘机效率降低系数∶
汽车运输时，一般 c =0，95～0.85;
铁路通箱时，一般c =0.8～0，6;

Q———挖提机每月效率，m2。
新水平准备工程，由于工作空间限制，

一般只布置一台挖掘机。新水平准备工程见

图1-2-4。
有条件时，t。可通过编制新水平准备进

度计划确定。编制新水平准备进度计划所需

的资料有∶
（1）阶段水平分层地质平面图;

（2）各阶段的矿岩量;
（3 ）露天采场最终境界图;
〈4〉采用的开拓运输方式。开采推进

图 1-2-4 新水平准备工程示意图 方向;
B。-工作平台宽度1Baum一扩帮宽度 （5 ）斜沟和开段沟的掘沟速度。

新水平准备工程进度计划编制实例;
（1）铁路固定卡舆开拓，新水平准备工程进度计划编制。铁路线路坡度390??80t电机 车运 箍，

4m"挖氯机装戟。编制常果见图1-2-5和表1-2-4。由上述图表可知，新水平准备工程完成一个循环需16

个月。矿山工程延深速度为9，0m/k。
<2）公路固定干镜开拓新水平准备工程进度计划的编制。线路坡度8～10??10t汽车运输，3～4

m*挖掘机装载。编制结果见图1-2-6和表1-2-5。由上述图表可知，新水平准备工程完成一个循环需11.3

个月，矿山工程延深速度为12.7。
（3）公路移动轮畸开拓新水平准备工程进度计划的编制。线路坡度8??8t汽车运输，7.6m'挖掘机

装载。开段沟沿矿体上盘开挖，调至400m后开始向顶盘扩剂。新水平准备结果见图1-2-7，图1-2-8和表

1-2-6。由上述图表可如，新水平准备工程完成一个精环需7，6个月，矿山工程延深惠度为1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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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7-e栏工zgRe光

>电特
v100

100

b
图 1-2-5 铁路固定干线新水平准务工程

a一准备工程第7个月时状态;b一准备工程第11个月时状态

表 1-2-4铁路晶定干线新水平准备工程进度计划

工程进度（月）工两 进度指标规格（m ） 量 2下2【下山2时Ms码砂工程项目 万m可宽长 m3] 月）

88m水平
5.8204ool善为

20l 2.18.420280左开段沟
[A.o]1008.220400中开段沟

1002.820 8.426D右开段淘【
6.629.487左部扩帮【280
8.94.540,3中条扩帮 B44Co
6.4]28.585右部扩帮 280
4.34.5左端扩帮 1.E

右端扩剂
76m水平

2015.8斜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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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5S

图 1-2-6 公路固定干线新水平准备工程
E一准备工程第1.5个月时状态
b一准备工程第11，5个月时状态
①、②、④-把细机编号

囊 1-2-5公路固定于做幅水平准备工教进度计划表

工程进度 （月）规格 1m为工寒进窗院成，

3可To5【8【以"上方n时间挖。工程项目 用Y视号长 宽、 万mo1

35m 水平

s[ 151钢 20 2.1

o.854.520平 3o两【

3.2l3080四【炭

2.12,24.8右部扩带

9.7.2]4.8左部扩糖

23π水平

0.62.A15020构

0.8 4.5

钩

（1）数赏指1号挖福机在1.2月以前的工作量

围 1-2-? 新水平准备工程剂随示家函
82u-最小工作平合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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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ra,pz/

了

图 1-2-8 移动公路开拓新水平准备工程

4-142m水平准备第 2个月时状态;

b一142m水平准备第7.8个月时状态〈准备完毕》;

c-130m水平第1个月时状态

循环需15个月，矿山工程延深速度为12m/a。

2.3 按经济效益确定合理的矿山生产能力

搜矿山经济效益确定合理的生产能力，是在按开采技术条件确定的可能达到的生产能

经济比较、分析后确定。

经济合理服务年限见本篇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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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公赔开拓新水平准备工程进度计划袭 豪 1-2-5

短 每 恶 度工覆量工 悬
看 标()
万a1氮 目 n2排s7s9中正234s6大91E4运k月qt2.5t4长度值度（万m>） 月

142m求平

p.88.5150[30 2,84出入陶 1
17 开贵南全长60m，工程量8.7万m"，工制.5.96 5. 扩带量la8.4万a 

顶帮扩帮 10,0.0470 58.0 工潮L.8个月
1.个月-

13a水平 19m/年 2.p.xa.S遗入N】jisos 2.84
t.zoc]s 6.45开酸构

6,0顶B扩电 eooFo

囊 1-2-7平解意并开拓新水平准备工程进度计划装

教最血度物标完

的可4E5TJD可aQHa【工程项得

2Z430 水平
3.3

1o0 ]3.3下三角30

曲 入 判1

7.8 2.0右部扩制

67 2.0左警扩可
L1.2zt{2.0中部省制

0.9副大徽弁口·

2415水平

3.3
8.3平霜下z外

图 1-2-9 平解滤井开拓新水平准备工程

a-准备工程露3个月时状态 b—第1.5个月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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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平川铁矿为一山坡露天矿。可行性研究中对三个建设规模方案进行了综合技术 经济比较。比
较结果见表1-2-8。

麦 1-2-8平J川铁矿建设规搞技术济比较
一—#a_A=we--
Ⅱ方 案【 力 案1 方 需g项

100万80万60万建设规模（t/a）
708s66906065基隐投资（万元）

达产时间（解×年）
252938开采年限（年）
162536其中稳产年数

3850.122316.131993,51净现值（万元）i=8%
1684,08489,49i=10% 207.07
11,139,75B.8投资收益率（??

30022296设备总重量（1）
108893B06安装总容量（kW） 7755

表1-2-8比较结果表明，方案】的经济效益最佳，其净现值和投资收益率较高。但从全面的技术 经济

分析，100万t规模开来年限25年，其中稳产年数16年，仅为矿山开采年限的一半左右。面80万t规模（Ⅱ

方案）稳产时间较长，投资收益率高于Ⅰ方案。从技术布置和矿床赋存条件看，Ⅰ方案的生产规模较Ⅱ

方案稳妥可靠。故设计推荐】方案。

2.4 采掘进度计划的编制

2，4.1 编制采据进度计划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采掘进度计划对矿山建设和均衡生产具有指导作用。编制采掘进度计划的目的是进一

步验证和落实矿石生产能力，并确定均衡的生产剥采比和矿岩生产能力，以保证用户对矿

石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对生产多品种矿石的矿山，如用户有特殊要求，应采取分采分运措

施，落实各矿石品种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在此基础上，确定矿山基建工程量及矿山投产

和达产时间，确定穿孔和装载设备数量。一般以设计计算年的产量作为计算主要采装运设

备数量，以及材料、人员、生产成本等的依据。
编制采掘进度计划的要求∶一是尽量均衡生产剥采比，特别是降低前中期的生产剥采

比。二是尽量缩短达产时间。

2，4.2 编前采想进度计划所需的基础资料

所需基础资料包括;
（1）露天开采境界内各分层（按段高划分）的矿岩量和矿石质量;

（2）开拓运输系统和采场内运输方式;

（3）采掘设备效率;
（4）开采顺序和采剥方法要素，如最小工作平台宽度，采矿工作推进方向，挖掘机

工作线长度，陡工作帮构成要素等;
（6）矿石开采的损失率和废石混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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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改建或扩建矿山的开采现状图。

2.4.3 确定合遍的开采题序

●制进度计划之前，要认真研究并确定合理的开采顺序，包括首采地段的选择和新水

平降源方式，以及确定矿山工程推进方向。
选择开采顺序时，一般力求做到∶

（1）矿山基建工程量和初期生产剥采比最小;
（2）投产快，达产时间短，
（3》矿石开采的损失率和废石混入率小;

（4）生产剥采比能比较均衡地发展。
2，4.3.1 首采地散的选释

，首采地段应选择在矿体厚度较大、矿石品位高、覆盖层薄、基建剥离量小和开采技术
条件好的部位，以减少基建工程量，缩短投产和达产时间，提高矿山初期经济效益。

例1 太和铁矿，矿体走向长约3000m，含矿带平均厚度400～800m。露天采矿扬最高标高为1998m，

最低标高为1386m，采场封闭围标高为156m。采扬内有南北两个孤立山头，标高分别为1998m和1890m，

中间为山谷。山头部分主要是剥商物。1978年宪成的可行性研究，首先选择矿体比较厚大，矿量比较 集

中的北山头采场中部为首采地段。然后向北和向南山头慈步扩展。基建剥离量为2510万t，基建时闻为

2.6年，基建开始后的第7年达产。与原设计从两个山头最高标高同时基建，同时下降的开采顺序比较，

蒸建剥高量降低42??提前7年达产。
例2 行恪境钨矿，矿山漫蚀基准面为676m。67sm以上矿体被出谷自然分为高北两部分。南山地形

较陡，矿石量少，测高量大。但矿石品位高。北山地形较氯，矿石量较多，制离量小，很矿石品位较低。

设计考虑了南山、光山和中都3个首采地段方案。中部山谷方案虽然见矿早，但前期风化矿石较多，品位

蠡，基建剥离量减少不墨著。设计放弃了这个方案。仅对南山、北山两个方案进行技术经济比 较。

博山方案。首先开采南山矿体，再向北山扩展。优点是前期开采的矿石品位高，风化矿石可分期均

看来出。缺点是基建制高量大。
北山方案。苜先开采北山矿体再向南山扩展。优点是基建剥离量小，风化矿石可分期采出。缺点是

前期出矿品位低。
胃方素均为陡帮开采。工作帮坡角21°～24°。比较结果见表1-2-9。

表 1-2-行接抗稀矿临梁地毁方晶比较

北 山 方赛南 山 方 案
日项 生产（第1～6年）酱基建 生产<第1～6年）基

85.0万287.0万基地测高量O万m'）
20.0万24.0万其中鹏产矿（t》

74，0万～8，6万118.0万~120.0万年来测总量（m'/a）
92万～124万94万～12A万采出矿石量（/a）
82，6万B2，5万其中送透厂

I，5万～1，5万11.5万~4，5万增 存 0,195~0,22&0,245～1.277采出矿石晶位（WO，?? 0.，05一1，、321,06～1.9生产翻采比（@*/m*） 2233词时工作的挖氮机象（台）
8投责懂还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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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2-9比较结果知，虽然北山方案的基态剥离量郭生产刹采比均比惠山方案小，但由于采出矿石
品位低，投资偿还期长，因此设计选择南山与案作为首采地段。生产至常;年以后，由于山剥离量下
降，北山开始剥离。

例3 司家营铁矿。露天开采境界长约4000m，采与毂高标高75m。设计选择N20线N30线为基建
和首梁地段。此地段地面标高20～30m，覆盖层较修，矿体较厚，基建刘离后尽雪的矿有录安多，并且原
生矿堤藏较浅，有利于与氧化矿配矿。设计的基建工程量为11360万t，初期生产涡采比小。与从采场最

高部位下降的开采顺序比较，矿内基建工程撞滤少6000万t，约降低30??

2.4.3.2 新水平降深方式选择

新水平的降深方式要结合开拓运输系统考虑。开采山坡露天矿时，一般根据矿体倾向

和地形条件，按划分的阶段标高沿地形开段沟，滑矿体走向布置工作线，垂直 走向单侧

推进。
开采深凹露天矿时，选择降深方式比较复杂，特别是采场内有几个孤立矿体时，一般

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来确定开沟位置。下面介绍我国露天矿常用的新水平降深方式。

（1）沿矿体下盘固定境界降深，滑走间布置工作线，垂直定向单侧推进（图1-2-10）。

设计的运输干线设在下盘固定梁时，采用该降深方式。工作面富矿体下盘向上盘推进，矿

石损失率和废石混入率大。
<2）沿矿体下盘（或上盘）降深，沿走向布置双侧工作线，垂直走向双侧推进（图1-

2-11）。其优点是见矿快，有利于调节矿石产量。缺点是兴场内运输干线常处于移动状

态，影响运输能力。设置移动干线的地段，水平推进速度慢，采装设备效率低。采用铁路
运输时，缺点更为突出（如大孤山铁矿）。采用汽车运输时，由于汽车运输的灵活性，采

用这种降深方式较为有利（如南芬铁矿）。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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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1 沿矿体下食障深图 1-2-10 沿下盘固定帮降溶
1-一水推进方河，2一降梁方向1-水平维浅方向;2--降深方向>

（3）沿采场端帮降深，垂直走向单侧布置工作线，平行走向推进（图1-2-12）。总

出入沟位于采场端潮，汽车运输时，采用这种降深方式有利。由于工作线垂直矿体走向布

置，对矿石产量的调节潜力较大（如海南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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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 沿采务端部降深
1-水平兼进方肉）2一降深方向

（4）采汤内垂直矿体定向开沟，垂直降深，垂直走向双侧布置工作线，沿走向双侧推
进（图1-2-13）。该方式调节矿石产量的潜力较大，但采场内移动线路多。适用于汽车运

输的矿山。

图 1-2-13 垂直了林忠向降深
1一水平遵进方阈;2一降深方向

（5）沿采场端部降深，多向布置工作线，扩展式多向推进（图1-2-14）。
（6）沿采场周界螺旋式降深，多方向布置工作线，非均衡 推进（图1-2-15）。该方

式适用于采场近似圆形的露天矿，如弓长岭独木露天采场。

2.4.4 均衡生产测采比
生产剥采比是露天矿设计和生产的重要指标。在编制采掘进度计划前，应分析露天采

矿场内各个开采时期的矿岩量分布情况，结合开采顺序的选择，对生产剥采比进行均衡，

尽量避免过早地出现剥离洪峰，力求各期间的生产剥采比稳定发展。

2，4.4.1 均衡生产慰采比的原则
（1）开采年限校长的大中型露天矿，按一期均衡在开采技术上有困难时，可分几期

均衡。每期时间一般5～16年或更长些。小型矿山以一次均衡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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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5 螺旋式降深图 1-2-14 沿采场端部降深
1-水平推进方向，2—降深方 向

（2）露天矿发展时期，每期生产剥采比的差值不宜过大，一般以不增加或少增加 主

要采装设备为原则;
（3）均衡的生产剥采比，在矿山发展时期，一般第一期小些，以后各期逐渐 增大，

中间不宜降低;
（4）尽量缩短矿山从投产到达产的时间。可根据采剥工作面增加情况，适当提高生

产剥采比。但此期间增加的设备数量不应超过达产后需要的设备数量。

2.4，4.2 均衡生产剥果比的方法

1.缓帮开采的经验均衡法

一般按经验公式计算生产剥采比∶

(1-2-12)n，=台

式中 n——生产剥采比，t/t或m2/m3;
EV---最大几个分层的总剥离量;
EP—--最大几个分层的总矿石量〈分层数与同时工作的阶段数同）。

上式适用于缓帮开采（工作帮坡角8°～15°）或生产剥采比均衡范围很小的矿山。

几个矿山缓帮开采设计的生产剥采比n，与平均剥采比m;的关系见 表1-2-10。

2，用陡帮开采法均衡生产剥采比
用旋帮开采法均衡生产剥采比的实质，是以不同工作帮坡角调整各开采时期的剥离量，

以达到降低和均衡生产剥采比的目的。工作帮坡角可以在16°～35°范围内调整。

陡帮开采法一般将采场分为剩岩区和采矿区。采矿区通常集中在采场下部，相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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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0修。与 n。的 关 系

设计时间"eGt/i)矿 山 名 称 卡。<t/t） rs/*e

1083年1.72 1.45海南铁矿 2,4~2,8
198B年1.43朱家包包羲矿 3.3 2.8

1.B3最前山铁矿 1.662.71
2,07z,294.75大别山铁矿
1.291.50南芬铁矿（一期） 2.5T
1.7风凰山铁矿 3,34
2,032,76.5金川镍矿

同时以宽工作平台进行采矿。郝岩区则在采场上部，采用陡工作帮作业，实行阶段轮流开

采。在剥岩帮上，除了正在作业的阶段留较宽的工作平台外，其余暂不作业的阶段只留较

窄的安全平台。
陡帮开采一般用于剥岩区的开采。陡帮开采有两种方式∶一是组合阶段式开采，一是

倾料条带式开采。陡帮开采的工艺参数见本篇第四章，

部分露天矿陡帮开果的生产剥果比（x）和平均剥采比（m）的关系见表1-2-11。

泰 1-2-11旋帮开某生产别惑比（"，）和平均同果比<"。）关系

注作，1FeTe(:/)m([t/I)矿山名称

前20年x，=3.5～4，11,03.893.95司家营铁矿（圈外没汁）
前16年*。-I，1年启x，-1，930,8-1,361.41~1.93德兴群矿《图外边 计）
州。为192-1981年资料1.161，7m3/t.98t*/1测阳成应
"，为179～1982年资料1.191.551,85弓长岭粒木采场
二期开来设计值1.423,3?4.8南芬铁矿
300～155m标高设计值1.04～1.142,112.2～2.4海离恢矿

初期 1.6 1.05～0.B851.53目前l，3西雅壁塔洞矿（关国）
0.9初期 4.0 4.5双峰桐矿（美国）

3，用分期开采均衡生产剥采比
对矿石储量大、矿体延深大、开采年限长的倾斜和急倾斜矿床，应考遗分期开果。分

期开采的实质是以推迟剥离量的方式来均衡生产剥采比，降低初期生产剥采比和减少基建

工程量，以提高矿山开采初期的经济效益。
分期开采按其过渡形式有绣帮过渡和陡帮过渡两种形式。

1）分期开采缓帮过渡
分期开采缓帮过渡是指整个露天矿开采（包括一、二期和过渡期开采）均采用缓工作

帮开采，其剥离量（或生产剥采比）发展情况见图1-2-16。

采用分期开采缓帮过渡时，一期开采达到了降低生产剥采比的效果。但过渡期较长，

生产剥采比较大（即剥离洪峰期），生产工艺布置较复杂。这涉及到一期境界临时非工作

帮的帮坡角、一期开采年限、开始过渡时间的安排以及过渡期时间长短等因素。这些因素

直接影响过渡期的剥岩量和剥采比的增值，以及过渡期采剥作业的难易程度。如果考虑不

周，可能造成减产过渡，甚至停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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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6 期开采缓革过波剥离量众展估混

1-然建期。z2-第一期，3一过波期∶4-第二期;oicriefg--方别心没开采金部商离证发展监浅;
obcs-一期刻离量发展曲线∶安sj——期排迟的辆离量<印剥离洪C等），2p-矿石疑发胜曲浅

上述因素是互相联系的。但由于各矿山的矿体埋藏条件和开采技术条件不同，用数学

分析法直接解决上述问题尚有一定困难。目前矿山设计中一般采用方案法解决，即结合具

体条件和要求，结合矿床开拓运输方式和生产工艺系统，拟定几个可行的方案，进行综合

技术经济比较后选定。

2）分期开采陡帮过渡
分期开采陡帮过渡是指一期用缓工作帮开采，过渡期和二期使用陡工作帮开采。其特

点是过渡期短，不会出现明显的剥离高峰，生产剥采比较均衡。根据经验，由一期缓工作

帮开采过渡到陡工作帮开来，过渡期一般为5～6年。已采用分期开采（一期用缓工作帮开

采）的露天矿，采用陡帮过渡较为有利。

3）实例
舞1， 桦子峪镁矿，原设计采用分期开采。山一期到二期开采，采用缓帮过渡时，过渡期 需6～7年，

剥离换峰值达5.其t/t，一般3.6s/。改用驶帮过渡后，前十年平均生产剥采比为1.75t/，第二个十年为

2，6t/t，第三个十年为233t/t，有效地均衡了生产到采比。
例2; 甫芬铁矿，为一特大型露天矿，采用分期开采。一、二期开采境界内的平均剥 采比 为2.89

t/t。第一期开采境界底部标高为100m，平均剥采比1.99t/。生产剥采比2.7～3，0t/t〈平均2，8t/t）。

二期开采境界底部标高为-2m，平均剥采比为3.38t/t。目前正处在由一期向二期准备过渡时期。设计考

虑了缓带过渡和陡帘过渡两个方案。
援帮过渡方案∶过渡期总扩帮量为G98300万t，加上过渡期一痫境界内的正常采剥矿岩量，生产剥采

比平均为5.t/t。过渡期的扩帮总时间为13年（1337～204年），第19年转入二期正常来剥作业，生产剥

采比由5.2t/型渐下降为9，4t/t。过渡扩招下降速度为22～36m/a，采汤平均下降速度为8.7m/a。

腿帮过渡方案，从一期缨帮开采过激到昆帮开采的工作状态篇G年付闷。过渡额向。前4年生产剥采

比由2.77t/t增至2，89t/，后2年增至4.t/。使工作帮形成后，即莱阳连续分岘陡帮开采。二期境界共

分9期（图1-2-19），每分期开采时间一般3～4年。第Ⅰ分翔末（1997年）达到二期设计规模。各拐生产

制采比发展情况为;第I、直分期由4，4t/i增至4.St/，第置～Ⅳ分期（共15年）以4.8/均衡生产，第

健分期以后，由4.3t/t逐渐下降至0.1Gt/'。

经过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后，设计确定采用陡析过波方案，

2.4.5 编制采姻进度计划的方法和要求

（I）编制采掘进度计划以采挪设备能力为计算单元。把每个工作水平上采剥设 备配

置和调动情况，以及矿山工程在采场内的发展情况（时间和空间）用图装表示出来。在任

一时间内矿山工程的发展都要满足空间发展的要求。如挖掘机的布置要有合理的工作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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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7 连续分期陡帮开采剖面图
a—一期缓帽开采区，Ⅰ～直一连实分期数

度，上下水平推进要有必要的合理的超前关系，贮备矿量保有期要符合规定;工作面线路

和采装运输设备要合理配置。
（2）采装设备布置要合理，主要采掘设备不允许有闲置的现象。设备数量要根据果

剥工作面增加情况和产量发展情况，逐年增加。大型设备调动不宜过于频繁。
（3）要及时开拓新水平，上水平的推进要保证下水平的延深。

（4）生产剥采比要稳定发展，避免跳跃式变化。

（5）分期开采的矿山，应保证各期产量和采掘工程的衔接。

采掘进度计划编制的年限，根据各矿山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至少应安排到计算年后

3～5年。分层矿岩量变化大、开采技术条件复杂的矿山，安排的年限应更长些。

编制采掘进度计划时，要把各分层的年度矿岩采剥量和年末采剥进度线标在分层地质

图上。上下水平的年末进度线要随时互相对照校核和修正，以保证上下水平的超前关系。

编制采掘进度计划应提交的设计文件有∶进度计划图表;基建终了平面图，开采年末

图;产量发展曲线;进度计划说明书等。

2.5 用电子计算机编制露天矿采掘进度计划

2.5.1 概 述
露天矿采掘进度计划的编制是露天矿设计和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用电子计算机编制

露天矿采掘进度计划的方法，基本可分为四种。

2.5.1.1 模拟法
这种方法的出发点是根据矿山在整个生产时期人员，设备数量基本稳定的特征，通过

大幅度地调整利采比，在保证完成矿石生产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使矿山的基建工程量和

废石剥离量最小。它的目标函数是;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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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yR-——从开始至{时期内的废石量;
BR;——i阶段上块段中的废石量，
，;——从开始至#时期内的矿石量;
BO，——阶段上块段中的矿石量;

f（T）——随时间（T）变化的生产剥采比。
约束条件;

（1）各个时期用户要求的供给矿量;

（2）各个时期可供选择的设备类型;
（3）最小工作线长度和最小工作平台宽度;
（4）每个阶段上允许的采掘设备数量;
（5）露天采场允许的最大工作帮坡角;
（6）运输设备对采场道路技术要求;
（7）各时期露天采矿允许同时工作阶段数∶

（8）采矿工作面推进方向;
（9）新水平开沟方式和条件。

用该方式编制的生产进度计划，可以输出∶

（1）该时期整个露天矿范围内采出的矿石量和废石量，

（2）该时期各水平分层采出的凝石和矿石量;
（3）该时期生产剥来比;

（4）各水平年末开采界限和典型横剖面图或纵剖面图。

2.5.1.2 大系统线性规瑚方法
该方法是美国T.3.Johnson教授提出的。它以三维方块模型为基 础，该模型把采

矿、选矿、冶炼诸环节统一在一起按大系统来考滤，在此系统的熊力允许的条件下，建立

单周期与多周期露天矿的生产进度计划，使其盈利最大。由于在露天矿开采范围内的矿岩

块段又含有众多的约束因素，因此就会有儿万至十万、百万的变量及线性方程式。为了求

解这么大的问题，Johnson教授提出了分解处理的方法，将大系统中的各种能力及品位控

制等约束作为主规划，而将开采顺序和帮坡角等约束作为几何约束，按次规划考虑。计算

中使用网路流程论并吸取莱奇—格罗斯曼的图论方法来求解次规划，最终获得主规划的优

化解。该法要求占用的计算机存贮空间较大。

2.5.1.3 图论及网络流法
该方法是1965年由莱奇—格罗斯曼（Lerchs-Grossnan）提出的一种三维图论方法，

被用来确定最优境界。1969年李卜克威奇和波格曼（Lipkewich和Borgmin）在理论上用

它实现了计算机化，在大系统线性规划方法中用来求解属于儿何约束的次规划问题。当时

的求解还限制在不变边帮的约束之下。1976年由陈岱（Tai Chen）实现了可变边帮的三 维

露天矿优化设计，其中已有用于进度计划编制的基础内容。但由于其数学理论较深，因而

只应用于少数矿山公司。
2.5.1.4 正向动态规划法

该方法的主要思路是依据贝尔曼（Feiinan）的最优化原理，结合我国露天矿生产 现

状及发展的需要，在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矿石年产量的同时，使企业获得最大 的经 济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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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在此目标下，按矿山开采工艺的几何约束和矿山生产能力的资源约束条件，以常规露
天采旷流程的年度为单位，以鱼川期寻优方法来进行总目标的优化设计。这种方法既不象
大系统线性规划法需占用计算机大量的存贮空间，又不象图论和网络流法有众多繁琐的数

学公式。其原理简明扼要，易为采矿工程师和计划人员接受。

我国有关科研、设计、大专院校等单位研究成功的用于编制露天矿来掏进度计划的电

子计算机程序，见表1-2-12。

表 1-2-12部 分 编 朗露天 矿 粟铟 途 度 计 射电 算 程 序

编财单位计算实例程序名称 使用语言 主 要 功 能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太和铁矿、司家ALGOL-60 1，可用于深凹新采矿和山坡露天矿，用电子计算机缩
计研究院老铁矿制常天矿采愿进度 2，适用于缓帮开采和随带开采
湘潭大学1981年L1月计塑 8.各水平开为位置可诞节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金堆状铝矿N-BEST综 合FORTRAN-701.可明确年开采区城位重及的矿是位
究总院韵兴钢矿动态规对法 控款
清华大学198l年12月2.为编淑短期计划提供基础资料

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大冶铁矿FORTRANM-4 1.可灵活地把技术，上的可能和经济上 大动志优化法
大冶铁矿1984年10月的合理性结合起来，

2.适用于多种形式的开拓运输和开采

方式，
3，可随时调整计划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古山铁矿线性规券法
1984年12月

2.5.2 正向动态规划原理

动态规划方法是一种分析多阶段决策过程的方法。该方法的核心就是贝尔曼（Bellmen）

的最优化原理。利用最优化原理，可以把一个多阶段决策过程看成一个连续的递推过程。

过程任一阶段以前的历程只能通过该阶段当前的状态去影响它以后过程的发展，而当前的

状态就是以后过程的初始状态。正是由于这一点，使我们能够从过程的终点开始逐级向回

遭推直到始点，以致求出全部过程的最优化结果和最优状态轨线。这个方法就是通常所讲

的反向动态规划方法。
在应用动态规划方法求解时，由于大多数多阶段决策问题都有一个既定的终端目标状

态点，所以，反向动态规划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国民经济的实践活动中也有这么

一类多阶段决策问题，它们有一个固定的初始状态，却没有一个固定的终端状态。或者说

任何一个初始状态都会产生不同的终端状态。矿山生产的分阶段采掘进度计划问题，尽管

开采的最终境界是限定的，但在确保总目标值最优的情况下，最后一个阶段的最后一个块

段在哪儿开采是无法预先定的。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反向动态规划的应用就磁到了很

大的困难。因而产生了一种从始端开始，逐级向前推进的正向动态规划法。

正向动态规划模型的数学描述如下∶

·设K为阶段变量，K= 0，1，2⋯⋯，M。

Z（K）为第K阶段的状态变量，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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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eX(K)
X（K）为K阶段状态集合空间。
u（K>为K阶段相应于状态量x（K）的决策量。
4(K)eU( x(K>>

U（x（K））为K阶段的允许决策空间。

从始点到K阶段的前部子过程的目标函数则为∶
Y'(x,K)=On{g-1(x(K),n(K-1),K-1),u(K-1),K-1]+

(1-2-14)I[g-'(z(K),u(K-1),K-1),K-1〕]
(1-2-15)其中 G（g-【x（K），纸（K-1），K-1），u（K-1），K-1】=z（K）

为状态转移方程，g-'是函数G的反函数。
式中 fg1（x<K），伙（K～1），K-1），纸（K-1），K-1为K阶段的指数函数，通常情

况下有.
I(*,0)=0

为初始边界条件。
式（1-2-14），（1-2-15）构成了正向动态规划的基本方程式，其中（1-2-14）式可用如下

结构示意如下∶
I(z,K)

穴gTx（K），x（R-1），R-1），u（K-1），K~1〕

Tg"T(x(K),u(K),K-1),K-1

1M
为了清楚地了解正向动态规划的迭代过程，可以用下面最小成本问题的例子来说明∶

J =MmZL(x(K>,u(K),K)设，

其中函数L（x（K），u（K），K），K=0，1，2被给定为∶

L(x(0),x(0),0)=z7(0)+ x*(0》

L(z(1),:(1),1)= z(1》＋u*(1>

L(x(2),u(2>,2)=x*(2)+u*(2)

系统的状态方程为;
K=0,1,2*(K＋ 1)= *(K)+u(K)

且初始状态为z（0》= 1初始成本函数为∶

z= 1时IK(xs,D) = 0
z1时= 80

试利用正向动态规划递推方程找出从x（0）=1开始的最优决策、最优轨线及相应的

单阶段成本;

解;
以逆函数 g-1【*（K-1），"（K），K为

g-E【x（K+1），"（K），K=x（K+1）-u（K）作为第一步，由下式;

I《（x，1）=Mim{（《z-#）2+u+I'（*-W），0}解得I'（灰、1），显然，容许的x-#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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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1，因此我们得到∶

U'(x,1)=x-1
I'(x,1)=《x-1)2+1

这里的U'（x，1）即为U（）。接着我们又从下式;
I'(x,2)=Min{(w-w)'+I'(s-#),1)

=Min{（x-w）2+（x-u-1）*+1}

解得∶

U'（x，2）=第-

I(x, 2)=1.5
最后从下式∶

I'（x，3）=Mim（x-w）*+x+I'（常一w，2）}

= Mi?x-u)'+w'+1.5}

解得;

U(*,3)=-*

I'（x，3》=1.5＋ 一z*

显然，r'（x，3）的最小值发生在x=0，即Z（3）=0，相应地该阶段的初始决策Z《0，

3）=0，与D'（x，1）等于U（0）相类似，这里的扩（0，3）=矿（2）。沿着最优轨线可找到

下一点g-*金（3），贫（2），2】=0，而这个量就是》（2）。于是接着有z'（0，2）=≥=

（1），并且g"（o，-古，1）--='
且εr（，-号，0）-1=$（0）。这些结果列在表1-2-13中;

表 1-2-13成 本 计 算 幽 果

LF（K），时（K>，K(R)部K>R
1.25D-0.5001.000
0.250-0.58b.500
0.000,0000.0&o2

0.00O3 1.500
总 欣 本

表1-2-13就是利用正向动态规划法从x（）=1开始，得到的最优决 策 序列，最优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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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蛤

输入运行参数
输入橙济文件

轴入境界 澳型文件

节KhN

调/ASTE了=T＋1
进行渡石剥离

调PRINT打印β结果调EXT1进行-型扩张

调SORT进行快速分类

M1=M中 调RASTOR
恢复井态

节建进应e>

累计矿石价值 2 R 调EXT2避
国FASiB检查各行二型扩紫 是部形成G集展来掘矿量分布

调KABOVE检套形成F案
}当前首展残留矿量区域解优化

│顶RESTI 输查各 形成D集】作业平台的"燕面"

【调SLAND隐查各形腔H集【作业平台的"孤岛"

N
计算净价值P

【调EVT2进行三羽扩张
调 SMOO进行平滑

词SON7
上一进行快湿分类一调RESTOR

恢散井塞

调 RFSTOR恢复并态

调ME5sO1 在区域可行解

调A/ AMO2存一同潮预备养

图 1-2-18 动态规划法编制采剥进度计划框图

及相应的单段成本。

正向动态规划有如下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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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以最小成本问题的多阶段决策过程为代表的模型中，终端成本函数和终端约
束的应用有着巨大的灵活性。特别是在计算完成之后终端成本能够附加，并且能选择总成
本最小的终端状态。而且在比较和确定附加各种不同的终端成本函数所引起的总效果时，
也不必象反向动态规划那样要对原过程进行重新计算。

（2）正向动态规划的另一个特点是初始状态能够很容易地被约束到某一个有用要求
的状态上去。而反间动态规划的最优轨线在初始时刻，对于所有的可行状态都是固定的。

（3）正向动态规划的缺点是不具有反馈控制的特点。一旦发生相对于最优轨线的偏

移时，就不容易建立新的最优轨线。

然而，正向动态规划最适合于初始状态被规定，最终状态可以良活地被选择，并在发
生对原有最优轨线偏移后，新的轨线仍然可以建立的那种场合。很明显，露天矿生产进度

计划的优化设计是可以归纳到满足上述条件的在线控制和调度应用问题之中去的。

正向动态规划法编制采据进度计划框图见图1-2-18。

2.5.3 雪天矿采摘进度计划的数学模覆及约束条件

矿床的三维矿化模型是由浮动圆锥法或其他方法，根据矿山开采工艺所允许的最大帮

坡角和盈利最大的条件确定的。
数学模型的目标函数∶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资金流动，以最高速率偿还投资，使露天矿开发工程结束时获得

的总盈利净现值最大，系统的目标函数定为，

(-2-16)

式中 V-——整个开果过程盈利净现值总和;
Vr———第K个年度周期所获净价值总和

R——-年利率（依目前国家情况哲定，R=0.08）;

T——年度采掘周期变量。与前文中的K相同，T=9时，表示预剥离周期。
根据式（1-2-16）的目标函数，采掘进度计划要满足的系统约束有;

（1）为了保证露天矿开采过程中的安全，露天矿帮坡角必须限定在某一安全范围之

内。这一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为;

(1-2-17)(y-iDx)*-(i'-jDy)'≤(-Al

0-——-允许的露天砂帮坡角）式中
（i，j'，K^）——露天矿帮坡角上任一块段的中心座标;

（i，j，K）——被检查的块段中心座标;

（Dx，Dy，Dr）———单个矿岩块段三能尺寸。
（2）露天矿作业中，只有当上面的块段被果走后，下面的那一块才可开采。

设K'<K，即块段（，j，K）在块段（，j，K）之上。因比本约束的表达式为，

(1-2-18)0≤u(i,j,K)≤w(i$',j,K^)≤1

·式中 ，K）=【0 不采握该块段
11 采编该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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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个采掘周期能投入使用的挖掘机台班总数，每个矿山都有一个上限和下限。
其数学表达式为

(1-2-19)S≤S(i,j,K)u(i,j,K)≤3

式中 S（，y，K）———表示挖掘块段（i，j，K）所需的挖掘机台班数;
u（i，，K）-同上; ~s，S——-分别表示每个开采周期所能提供的挖掘机台班的上下限。

（4）考虑到冶炼能力和生产的需要，每一采掘周期采掘的矿石总吨位有一个上限和
下限。其数学表达式为∶

(1-2-20)土≤ZB《i，j，K）n（i，j，K）≤i

式中 t（i，j，K）——表示块段（i，j，K）的吨位;

u（3，j，K）-—同上;

i，土—-分别为每一个采掘周期矿石总吨位的上下限。

考虑到选矿能力和生产需要，每一个采掘周期的精矿量有一个最大限和最小限。其数

学表达式为∶
(1-2-21)C≤ZC（i，j，K）u（i，j，K）≤乙

式中 C（i，j，K）——表示块段（i，j，K）所含的精矿量;

石，C-——分别为每个采掘周期规定的精矿量总和的上下限。

该约束对我国目前生产情况尚可不考虑，但程序中包括此功能对今后无疑是有益的。

（5）保证挖掘机、汽车和其他设备在露天坑底部所需的最小工作面积不小于某一规

定的指标。
（6）每一采揭周期的作业阶段上要移出的矿石块段的最小数不应低于某一规定的指

标，以防止移动铲车到该层上去采掘少量的块段。

（7）每一采掘周期，每个阶段上残留的矿石块段不低于某一规定指标，否则就全部

开采，目的也是避免再一次移动铲车到该层上去作业。
（8）每一采掘周期最多的工作阶段数不超过某一规定值，以避兔一个采掘周期中铲

车频繁的转移。

2.5，4 讨 算 实 例

金堆城帽矿第三期工程为例。
矿床模型提供的矿岩块段共30×30×28=26880块。长1600m，宽1500m，深420m，

设计年产矿石量1000万t。
年提供的矿石挖掘机台班数为320× 2 = 660个。

每年规定的精矿量折合价值总和的上限和下限分别为29680万元和7919万元。由于每个矿岩块段的

挖掘机台班敷和吨位数可作为常 数，即

S(i,j, K)=C,ti,j,K)=C。
同时工作阶段数为4层，但在某一周期中无懈时，程序可自动松动至5层，但最多不超过6蒸。

采矿场带坡角≤32°，开采顺序约束规定上面未采出时，下面不能开采，且在帮坡角约柬之下。

同一阶段至少有6个块段的矿量才进行采掘。每个阶段上剩余矿量小于6块时则全部采完，以减少

挖掘机移动次数。
采矿场底半径不小于5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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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5 个周朔净现值累计曲线及输出周期解的打印报告分析，可以看出∶
（1）第一周期解首先出现在9，10，11，12，5这五层上，总净价值为14577万元，从矿床模型上看，

该五层是当前暴露出来的较富集的部分，这基本符合争取早期盈利的指导思想。
（2）第二周期解在8，10，11，12，13这五层，作业范围基本在第一周期采氮后暴露的阶段上进

行，第三周期发生在12，13，14，15四层上，说明采编三年时博出的矿量已能满足间时工作台阶四层的最
小最。第四周期同上。第五周期开来又在8，9，10，11层上进行，说明只有开采这四层的矿决。方能

滴足帮坡角的影响，从而可急续下降阶段，否则就要走向无解。第六、七周期现值回升，第八周期又下
降至5328万元。矿石开采又回到8、9、10、11这四层上作业。这是由于1，5周期未来出的贫矿矿块此

时必须采出所引起。因为采这些贫矿矿块，使得第9、10两个周期的净现值回升。总之，优化工作始终

在矿体的高集部位进行。
（3）由打印报告提供的序列解W。W，⋯⋯，Wa。，可以需出，每一周溯要剥离的废石块段均不超

过50块，这样每一周胸只要追加一台挖掘机剥高度石即可（每块矿岩约10万t，即约8.6个挖掘机台班>，

每个周期满采比除第一周期为0.9外，其余均小于0，5。

5个周期净现值曲线见图1-2-19。

万元

3 5 71年

图1-2-19 NXT = 5周期净现值累计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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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开拓运输方法分类及选择

3.1.1 开拓运输方法分类

露天矿开拓运输方法可划分为下列七种∶
（1）公路开拓运输;
（2）铁路开拓运输;
（3 ）公路一铁路联合开拓运输;
（4）公路（或窄轨铁路）—斜坡提升联合开拓运输;
（5）公路（或窄轨铁路）一平硐溜井联合开拓运输，
（6）公路一破碎站一胶带机联合开拓运输;
（7）自溜一斜坡卷扬提升联合开拓运输。
各种开拓运输方法的适用条件及主要特点见表1-3-1。

3.1.2 影响开拓方法选择的主要因素

影响开拓方法选择的因素甚多，主要的有∶
（1）自然地质条件，即地形、矿床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气候条件等，

（2）生产技术条件，即矿山规模、矿区开采程序、露天采场尺寸、高差、生产工艺

流程、选用设备类型以及技术装备等;

（3）经济因素，即矿山建设投资、矿石生产成本及劳动生产率等。

3，1.3 选择开拓方法的主要原则

（1）要求矿山基建时间短，早投产，早达产;

（2）要求生产工艺简单，可靠，技术上先进;

（3）基建工程量少，施工方便，

（4 ）基建投资少，尤其是初期投资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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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3-1露天矿各种开无方式的适用条件及主要特点

透 用 条 件开拓运输方式 主 要 特 点

<1）线路披度大，转弯半径小，因而线略工程（1）地形条件和矿体产状复杂，矿点多且分
鱼少，基德时间短，篇速投资少截的矿市
（2）便于采用高、近分散排弃属（2）矿体潮、倾角缓。需要分采分运的矿床
（3）机动灵活，适应性强，可提高挖掘机效率（3）用陡帮开采工艺

20～30（与机车运输相比）（）运距不长，一般在3km内但对采用电动1.公路开拓运输
（4）深凹露天矿可减少基座剥离量和扩帮量轮自卸汽年的大型幕天矿，其合理运距可适当
（5）燃油和轮胎消耗量大，设备利用率低，运加大

输成本高，经济运距短（6）不重于泥质，多水和全松散秒层的露天
（5）汽拳排出直气污染环境（比铁路运输》软矿，也不适于多雨或水文地面条件复杂，且建

产重干效果不好，含泥量高的醋天矿

（1）运验量大（1）准轨铁路透用于地形和矿体产状简单的
（2）线路工程量大，基建投资多，基建时闻长大型露天矿
（3）采场和判离物特弈场移道工作量大（2）山坡露天矿比高可达200m左右'

《4）线路波度小（比汽车公陷），因此，采深（3）深凹露天矿比高在150m以内，如采用2，铁路开拓运输
变限糊，一般为200-250m牵引机组运输，可达30m深
（5）经济合理的运距长，一般在4km以上（4）窄轨铁路适用于地形简单，比高较小的

中，小型露天矿

（））充分发挥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各良的优（1》走向长、直度和睡深均较大的深凹靠天
点，如汽车公路鹿坡能力大，机动灵活，铁财运矿。其状都甩铁路运输，深都用公路运着

量大寨《2）上部露天地形氮杂，比高较大，中部露
（2）除小型矿山直接转载外，多数矿山-般均天采场牧宽广，地形允许布置准轨铁路线，深3，公路一铁路联

设置转较站（或转触矿仓）佛露天采场尺寸较窄小且高差大的博关矿。其

上部及深经用公路运输，中邮用铁路运输合开新运输
（3）地表地形平缓、平面尺寸很大的大型深

凹露天矿，如山波部分比高在200m以内，可
优先考虑用外部重沟的公路一铁略底合运输

（1）设备简易《L）地形比高在100m 左右的中、小型露天
（2）修筑并坡道工程量少基建时间短，易投资矿其提升量1）料被
（3）人工篇挂钩，劳动强度大，不太安企，剪单端提升<15万t/a，4。公路
动生产率低双端提升≤30万t/a矿车组《或*教）

（2）鲜坡遍倾角在?°～25°范图内
解波量 （1）斜波遇倾角大于串车提升的倾角（1）造用于大、中、型山坡和深凹震天矿
开联合开 （2）运距短，运输设备少z）解液 （2）斜坡道坡度一般在30"以下

（3）提升量大，设备维修方便拓运输 （3）山坡露天矿不能用平峒新并运输时才
（4）比矿率组提升耗电省，但运输环节多，矿

箕斗采用
当需烃转款，要设置装氧钱桥

（1）利用矿岩自重向下溜放。可减少运验没备
（1）比高较大的寓山型矿床，一般要求比高

和远输线路工程量大于128a，地形坡度小于30

5公路（取窄轨） （2）可缩短运距，使矿石生产成本低，经济效（2）新井一般只适用于滴放矿石，只有当废
1采好石不能直接运往捕弃场或不经济，且岩性较好一平调瘤井联合

（3）霾井平酮盖德工程量较大，施工工期较长时，才用翻并测放岩石
开拓运输 （）一个雇井·般只适用于海放一种矿石，

多品级矿山应有专用额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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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 要 特 点看 用 条 件开拓运输方式

《4）矿石粘结性大，在新井放矿中产生堵塞
5.公路（成窄轨） 或矿石易碎，翼放中产生大量粉矿，严重降低

矿石价值射，不宜用平酬一新井运轴平硐溜井联合
（5）平辆溜并位置，只适用于布置在工程地

开拓运验 质条件较好，岩层整体性好的坚固地良，避免

布置于水文地质复杂、有较大断裂破碎带地段

（1》生产能力大（1）运量较大，运距较长、垂高较深和服务6.公路一破碎站--
（2）能克服较大的地形高差年限教长的大型喊特大型露天矿，一般当矿石胶带机联合开拓 （3）矿岩运霜低于汽车运输的运费产量超过1000万t/a较合适

运教 （2）一般不适于开采深度小于100m的露天矿

（1）设备简易<1）地形高差大，复杂，不适于展线且采场
（2）盖差工程量小，基建时间短、投资少，抄7-自服一解坡卷昼标高高于卸矿点的露天矿

产快（2>不适于大、中型露夫矿
（3）劳动生产率低提升联合开拓运输
（4）运量少

（5）生产经营费低;
（6）不占良田，少占耕地。

3.2 公 路 开 拓 运 输

公路开拓运输包括采用汽车（自卸汽车和汽车拖车）、前端式胶轮装载机、胶轮式铲

运机等运输设备的开拓方式。

3.2，1 公路开拓运输线路的粪数和布置要袁

3.2.1.】 公路开拓运验线路的类型

公路开拓运输的线路按其相对位置，道路技术等级，服务对象和服务时间的长短，大

致分为三类∶
1.固定线路

设在深凹露天矿最终边帮上的线路以及由总出入车沟口至粗磁碎站（车间）或至排弃

场的线路。
2。半固定线路

设在露天矿范围内外的，作为山坡露天各开采水平分支线与粗破碎站、排弃场、临时

矿石堆场联系用的线路，其使用年限较短作用亦随着山坡露天矿开采永平的下 降 而逐渐

消失。
3。移动线路

又称临时线路，包括设在露天矿各开采水平工作面上的联络运输线路，排弃场的工作

面线路，以及布设在露天矿内的、联系各开采水平的分支线。它们随着开采水平的下降和

工作面的推进而逐段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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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公路开拓运输线路布置的要求

（1）应满足开采工艺和矿山总平面布置的要求，即既要保证露天矿各开采水平的矿

岩都能畅通运至已确定的矿岩卸载点（破碎站。贮矿场、转载站、排弃场等），又要使各

开采水平的运输线路在不同时期能与各辅助生产工艺（机汽椽、仓库、油库、炸药库等）

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输体系。
（2）线路的技术等级和参数，应符合相应的设计技术规定，保证行车安全，充分发

挥汽车效率，满足运输能力的要求。
（3）线路应布置在工程、水文地质条件好和较好的地段。固定、半固定线路一般只

允许修筑挖方路基，仅对山坡开采的极个别条件恶劣而又无法回避的地段，才许周都填方

一般不应大于路基宽的-工～÷），但其边坡一定要进行加固处理，保证边坡稳定。

（4）露天矿的新水平准备和工作面的运输路，不论缓帮或陡帮开采，尽可能采用

移动线路;，并布设在工作面推进较慢的区段和在矿料接触面上盘附近;出线方向应与联络

线路和固定线路同向，避免放向运输。

（5）选择固定线路时，为提高行车效率，减少线路工程量和边坡扩帮量，对山坡露

天矿，尽量采用树枝式布线，当需采用折返线时，应避免线路进入采场范围内。对深凹露

天矿，大、中型矿山，应优先考虑采用"直进一折返一螺旋"操合绩路;小型矿山，尽量

采用"直进-螺旋"混合线路。
（6）线路布置尽可能平直、减少弯道和回头曲线。对于深凹露天矿，要回避在高边

坡部位布置线路弯道和回头曲线，并尽可能少在深部设置回头抽线。要正确选择深部布线

方式和线路在坑底的起线点。
（7）山坡露天矿的上山公路，通过露天采场内时，要充分考虑爆破对线路的影响，

为保证运输畅通，应尽可能设置环形线路（如;永平铜矿）;对深凹露天矿，当生产规摸

 很大、技术条件许可、经济也食理时，可设置两个出口或双侧线路，以分散运输量，缩短

矿岩运距。
（8）深凹露天矿总出入沟口的位置和标高的确定，应考患选厂、贮矿场、排弃场、

修理厂和仓库等的相对位置与标高，务求矿岩不反向运输，演少采杨内外重车的上坡线路

长度。
〈9），对多坑底、有"岩岛"的深凹露天矿，应充分利用"岩岛"布线，以便最大限

度减少露天矿边帮的扩帮量（如，德兴铜矿、水平铜矿）。

3，2，2 公 路 汽 本 运 输

3，2.2，1 雪天矿自卸汽车烯择
影响露天矿自卸汽车选型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矿岩的年运量，运矩及挖操机

的规格。
为了充分发挥汽车与挖掘机的综合效率，汽车车箱容量与挖掘机的斗容量之比，一般

为3～6，最大不要超过7～B。
为了充分发挥汽车运输的经济效益，对于年运量大，运距短的矿山，一般应选择载重

大的汽车设备，反之，应选择载重小的汽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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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是露天矿常用自卸汽车适用的年运量范围

常用自卸汽本道用年坯量态园 表 1-3-2

四 七六 八五三二车 宽 类 型 -
7.06.03.0 5.0计 算 车 宽 2.5 3,52, 4.0

SF310B540 17aCW3101BJ371 W92QD35tEQ34 SH380 50B车 型
常州15412bC35D
154103-108684521~az207载重（t） 425

760万-450万二250万～80万～ 170万-45万二 >30万<45万年运量（t/a） 180万900万180万 1200万505万

此外，露天矿自卸汽车设备的选型，还应考虑汽车本身工作可靠、结构合理，技术先

进、质量稳定、能耗低等条件，以及确保备品备件的供应。当有多种车型可供选择时，应

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推荐最优车型。一个露天矿应尽可能选用同一型号的汽车。
表1-3-3是部分国内露天矿自卸汽车设备的选型资料。

表 1-3-3部分国内露天矿自卸汽车设备选型

采用的汽率款置量采用的挖掘机 汽车的运距（km》采掘总量（t/a）矿 山 名 称 规格（m=）

205.91488万兰尖铁矿
27;108,1541,352692万 d;.67.5南芬铁矿 2027624万 4。6峨口铁矿
2049万石人沟铁矿 124 154万泸沽铁矿
1547200万水厂铁矿 25,273.5180万 3; 4白银厂铜矿
27; 3zs1815万永平铜矿 莫3，3

12,27,1540.5～1.0947万 4 4.6r13德兴铜矿
20;273.0303万 4 4.5啊绿山铜矿

表1-3-4是部分国外露天矿自卸汽车设备的选型资料。

我 1-3-4部分国外能天矿自卸汽车设备述型

采用的汽车采用的挖握机产 量 （1/a）
矿 山 名 称 然直是（t）规格（m'）、岩山

78.5,1084.67,61260万1800万埃桑库斯铁矿（美国） 108,1549-11.61500万2700万粉宾饮矿《英国） 108。15411.5660万2910万西意里塔铜钼矿（美国）
15411.5,18设计采测总量 7750万莱特山铁矿（加意大） 108, 15411.5n 22.9设计采剥总量 7000万长纳尼亚铜矿（墨西哥） 108211.57.89,2,17设计采剥总量 1090万纽曼山铁矿（澳大利亚） 100a10.72260万本韵蓄雅克铁矿（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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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道路设计

1。道路分类及技术等级

1）雌天矿山邀路类型

（1）生产干线一采矿场各开采阶段逼往卸矿点或排弃场的共用道路。
（2）生产支线一由开采阶段或排弃场与生产干线相连的道路，以及由一个开采阶段

直接到卸矿点或排弃场的道路。
（3）联络线—露天矿生产所用自卸汽车的其它道略。
（4）辅助线—通往矿区范围内的附属厂（车间）和各种辅助设施的各类汽车道路。
2）道路等级

露天矿山道路按其性质、行车密度、使用年限和地形条件分为三级，见表1-3-5。

我 1-3-5道 路 等 级

适 用 条 件小时单向行车密度《辆》道 略 等 级

生产于线>85 畿

生产干规、支线85～25二级

生产干规、文线和联络哉，辅助报<26三 象

注，剖薷天矿山建弊阈时具有厂外道路性新时，应国时符合厂外道路相当等级的要求

3）单向行车密度计算

(1-3-1)N='SCTGK,K;
式中 N——小时行车密度，辆;

Q——通过某区段的年运量，1; ∶
S--班工作时数，h;
C——日工作斑数，班;
H--年工作日，d/A;

G——-汽车额定载重量，t;
K，——时润和用系数;

Kz——汽车载重利用系数，
K——运输不均衡系数，取1.1～1.5。

计算行车速度是设计各级道路受限制部分（平曲线、级和曲线、视距线等）的主要基

础技术指标。不可把计算行车速度误为计算运输设备的平均运行速度。据国内外资料，平

均运行速度与计算行车速度的关系为（0.6～0.9）;1。

计算行车速度见表1-3-5。

2。道路乎面
1）行车道数量的确定

生产线（除单向环行者外）和联络线一般按双车置设计，联络线在地形条件困难时可

按单车道设计;辅助线可根据需要按单车道或双车道设计、当单车道需要同时双向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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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算 行 车 德 度 表 囊 1-3-6

露天矿山道略等级 三

30 20计算行车速度（km/h）

时，应在适当的间隔距离内设置错车道。错车道的尺

寸，可按图1-3-1的规定采用。
错车道宜设在纵坡不大于4??路段。 任意相邻

两错车道间应能互相通视，其间距不宜大 于300m。
2）道路视距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在圆曲线和竖曲线处的视距，

图 1-3-1 错车道图
不应小于表1-3-7的规定。 L，一等宽长度，不得小于行驶车辆中的最大

3）圆曲线半径 车长的20倍;L∶—渐宽长度，不得小于行
 映车辆中的最大车长的20倍;B，一双率道路各级露天矿山道路应尽量采用较大的 圆曲 线半
薪宽度;B1—单车道路蒸宽度。b，一双车道

径。当受地形或其它条件限制时， 可采用表1-3-8所 略面宽度，b1一单车灌路面宣度，b。一路病
庭院。列最小圆曲线半径。

搬 1-3-7燃 略 视 题 表

里露天矿山道略等级

20停车视距（m） 4O
6080会车视距（m）

表 1-3-8最小■曲级掌径

二事天矿山道路等级

1525《5兼小圈曲级半径（m）

4）超高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当采用的圆曲线半径小于表1-3-9中不设超高的最小国曲半径时，

应在圆曲线上设置超高，当车速限制在15km/h时，可不设超高。

囊 1--不设题高的最小圆曲线率径

三露天矿山道路等级

100不讼怒高的最小圆 250

超高横坡应按表1-3-10所列数值范围采用。

5）曲线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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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高 被 坡 碳 1-3-10

疲 华超高横波 (m)曲盘醒

二段道略 三级道路<%) 一级道路

<150~115 <10-80<254-195
<Is~7 <10～50<M95～1
<75～55 <5~35<130-90
<55-5 <3i~20<90~80

<20~16<3i～25<M~ 456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圆曲线半径等于或小于200m时，应在圆曲线内侧加宽 路 面。双

车道路面加宽值，应接表1-3-11的规定采用;单车道路面加宽值，应按表 列数 值拆半采

用。在工程艰巨的路段，可将加宽值的一半设在弯道外侧。路面加宽后，路病宽度仍应符

合装1-3-27的有关规定。

泰 1-B-11双 率  路 盲 知 宽 徽
(m>置曲载毕径

《m)7 串

g,S0Tq
0.d0.
o,60.40.3150
0.r0,60.5040.3
.9.80,80，房 Q,5
1,D0.90.70.50.A70
1.31.26 0.0.o.4
1.《1.31,9.70.5
1,81,41.10,8《5 B,6
1.1a01,20.90.64
2a11.81.41.00.7
3o2.11.B1.20.830
2,92.62.01.41.0
1.68.22.51.31.8

4sO8.32.41.715
4613.02.112

注，当采用的画曲线半经值和汽车能延迟前悬值为表列各栩怒肉值之阀时，可接内插法计算加宽值。

8）缓和段长度
（1）超高级和段长度的计算

直线上的路拱断面过渡到嘱曲线上的超高断面，必须设置超高缓和段。

超高缓和度长度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绕路面加宽前的内边缘旋转

(1-3-2)

烧路中线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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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号-×4 (1-3-3)

式中 Lc——-超高缓和段长度，m;
B——路面宽度，m;
—-——超高横坡度，%;
i——超高附加纵坡，??系路面外缘超高缓和段长度的纵坡与线路设计纵坡的坡

差。可按表1-3-12的规定采用;
i———路拱坡度，??

表 1-3-12超 高 附 加 纵 寝

40 2060 30200计算行车速度（km/h）

2.001.331.00超高附加级坡（??

按以上公式算得的长度不得小于10m。

（2）缓和段长度设置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均不设置缓和曲线。

当圆曲线既设超高又设加宽时，其加宽缓和段长度，可与超高缓和段长度相等;不设

超高仅设加宽时，应设置不小于10m的加宽缓和段长度。

超高、加宽缓和段一般设在紧接圆曲 线 起、终点的直线上。在地形困难地段，允许

将超高、加宽缓和段长度的一部分插入圆曲线内，但插入圆曲线内的长度不得超过超高、

加宽缓和长度的一半，且插入圆曲线后所剩余的长度不得小于10m。

7）圆曲线的连接
（1）各级露天矿山道路，两相邻同向圆曲线可直接连接。

（2）当两相邻同向圆曲线间的直线较短时，宜改变半径合并为一个单 曲 线或复曲

线。复曲线的两个半径的比值不宜大于2。
（3）复曲线的超高、加宽不相同时，应按超高横坡之差、加宽值之差，从分切点向

较大半径的面曲线内插入超高、加宽过渡段，其长度为两超高缓和段长度之差，当两圆曲

线仅有不同的加宽时，应在较大半径的圆曲线内设加宽过渡段，其长度一般采用10m。如

改变半径有困难时，可将两同间圆曲线间的直线段按两圆曲线的超高设置单向横坡，此时

加宽可自两圆曲线的切点以一直线连接。
（4）两相邻反向圆曲线均不设超高、加宽时，可直接连接。当均设置超高时，两相

邻反向圆曲线间，应有投置两个超高缓和段长度的距离。

3。道路纵断面

1）最大纵坡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的纵坡，不应大于表1-3-13的规定值。

在海拔3000m以上的地区，各级露天矿山道路纵坡按表1-3-14折减。

2）纵坡限制长度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纵坡，应在不大于表1-3-15规定的长度处设置缓和坡段。缓和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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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3大 缘 均-__-
参天矿山道路等般 至

最大纵坡（??、 98

囊 1-3-14高山地区售 粮辨 减值

500o以上3000～400 4000～ 5000海拢高度（m）

3纵胶折减（??

的坡度不应大于3??长度不应小于表1-3-16的规定。

表 1-3-15纵 波限 制长 度

被县 制 长（m）
纵披〈??  级 道 目二 级 温 路- 级 道 路

700>4-5
68500>5～目

5840o300>8~7
35春250《30D)>7~B
200150(170)>8~9

100(150)>9-~11
注。当受地形条件限制武都要适应采矿阶股高座时，限制效长可采用括号内的数值。

表 -3-18最和 被 股 量 小长 度

三（联络线、辅助阀）三〈生产千峨、支能}-，二第天矿山道路等段

800180地形条件一般
暴和坡段最小长度（m） 5060地形条件困难

注∶表列地形条件困难的缓和段最小长度，不得连续采用。

任意相邻两个缓和地段之间如果是由几个不同纵坡值的坡段组合而成时，其中任意两

点间的纵坡加权平均值及其相应长度应符合纵坡限制坡长的规定。

同一等级的生产干线、支缀任意连 续1公里路段的平均纵坡，一、二、三级露天矿山

道路，分别不宜大于5，5??6.0??6.5??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的纵坡长度不应小于50m。

当设计行驶电传动 自卸 汽车的生产干线、支线有足够依据时，可不受上述规定的

限制。
8）合成坡度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在设有超高的圆曲线上，超高横坡与纵坡的合成坡度值，不应大

于表1-3-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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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大 含 成 液 度 做 表 1-17

露天矿 山道路等级 三二

最大合成坡度值（?? B。 9.0a.6

在工程艰巨或受开采条件限制时，三级 露天矿山道路最大合成坡度值可增加0.5??
在寒冷冰冻、积雪地区的各级露天矿山道路的合成坡度值不应大于8??
4）竖曲线

当露天矿山道路纵坡变更处的两相邻 坡 度代数差大于2??，应设置竖曲线。竖曲线
半径和长度不应小于表1-3-18的规定。

泰 1-3-18墨曲统量小率径和长度

三露天矿山道路等级

200400700显曲烧最小率径（m）

2035竖曲规最小长度（m）

4。道路回头曲线及回车场
1）回头曲线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采用回头曲线时，其主要技术指标应接表1-3-19的规定采用，并设

置限制速度标志和在其外侧设置挡车堆等安全设施。

我 1-3-18固头血蟾主要技术指标

露 天 矿 山 遭 路 等 级
单 位技术指标名称

1520km/b计算行车池度 16最小主曲线半径
%超 高 横 校

接 3。2，2.2的 规定 采 用p超高缓和股长度
152026停 车 视 距 血 304050会 车 提 距 4,54.03.5%
1.71.71,3T 2,42,41,8m
(,24.3)(.5)双车道路 2,52.5n 2,0 3.0面加宽值 3.02,5u 3.38.32,7

2）回车场

下列场地应设置回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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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破碎厂、破碎站、溜井口、倒装平台以及原始排弃场的卸车处，
（2）车库、停车场和其它使用汽车运送物料的道路尽头处，
（3）多线连接设置回头曲线在技术上有困难的地方。

同车场应设置在平坡上，困难地段可设 置在不大于8??缓坡上。戴天矿生产道路一
般应设置O型回车场，汽车调头次数不多、且受地形条件限制的联络线及辅助线可采用L型
或T型画车场。各种回车场的基本型式见图1-3-2，其最小尺寸见表1-8-20。

间车场的地面坡度，可采用1??回车场不设超高。

赢 1-F-20国 车场 量 小 尺寸
t-

L型T型O型
汽车最小转弯半径

回车场最小长度（Tr）回车场最小长度（L>>回车场路面外象直径（d）

15-1724~27z4～25≤8.0
19~2330~34 81～a7>8-1.5
25~336-42 40～44>10,6-12.6

在表1-3-20中;

(1-3-4)L= 2(Raln+L)

(1-3-5)LL= Re1s+L。+骨

式中 Rmjn——汽车最小转弯半径，m
L。——汽车停车安全距离，m;
B——路面宽度，m。

图 1-3-2 固本锅氮
a-O型，b-T变;-L型

回车场安全设施如下;
（1）回车场前设有竖曲线时，其始、终点至少应距回车场边缘5米以外。

（2）自卸汽车在回车场边缘卸载时，必须设置坚固的钢筋混凝土挡墙，以防止汽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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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时发生危险。挡墙尺寸应按汽车车轮高度及车箱倾
斜 时的有关尺寸确定，见图1-3-8。

5。路线交叉

（1）露天矿山道路互相交叉时，一般宜采用
平面交叉，且一般采用加辅转角式。 2.54o.7

（2）平面交叉 应设置在直 线 路段，并尽量
图 1-3-3 卸车挡墙正交。当需要斜交时，交角不宜小于45°。当露天矿山

道路受地形等条件限制时，交叉角可按具体情况适 。14-H＋0.15（m）;H一汽车轮胎高 度<m》
当减少。行驶在交叉道路上的汽车，在距行车道交叉
点前相当于交叉口停车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应能互相看到。当受地形等条件限制时，交
叉口停车视距可减少S??并应设置限制速度标志。

（3）平面交叉，宜设在纵坡不大于2??平缓路段，其长度从路面两侧向外算起，各不
应小于16m（不包括竖曲线部分长度）。紧接平缓路段的道路纵坡，一般不大于3???

难地段不宜大于5??当露天矿山道 路条件困难时，可不受本规定限制，但必须采取安全

措施。
（4）经常行驶对路面破坏性大的车辆的交叉口，宜铺砌加固。
（5）当交通运输繁忙，或地形条件适宜，且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认合理时，露天矿

山道路也可采用立体交叉。立体交叉形式应按有关设计规范进行。

6。道路岔线
（1）露天矿山道路分岔的形式，应根据运输流向、交通量大小、道路服务年限、地

形条件等确定。主要适用于直接为采掘和剥离物排弃工艺服务。
（2）由主线同一分岔点所分出的岔线，不宜超过两条。分岔的主线和岔级，应尽量

采用直线及较大的分岔角。
（3）分岔点宜设在纵坡不大于2??平缓 路 段。紧接平缓路段的道路纵坡，一般不

大于5??当受地形条件限制时，分岔点亦可设在纵坡大于5??一级道路不得大于7??

二、三级不得大于8??的路段上，但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4）分岔的岔线与主线的坡向相同时，岔线纵坡应与主线一致;分岔的岔线与主线

的坡向不同时，岔线应有一段与主线纵坡相同的过渡段。在地形困难地段，从分岔点开始

两者之间可有1～2??纵坡差（分岔角小于、等于30°时可采用1??分岔角大于30°时

可采用2??。
7。道路通过能力
1）双车道通过能力的计算
露天矿山道路通过能力是指在安全条件下，道路允许通过的最大汽车数量或运输量。

双车避通过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V =1000K,K; (1-3-6)

式中 N——双车道小时通过能力，辆;
v——汽车平均运行速度，km/h;
K——与挖掘机数量有关的运行不均衡系数，见表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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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行不均青系戴 表 !-3-21

753 102挖原机台数

0.501.0 0.67K; 0.75 0.60 6。6a 0.530.56

K，——考虑会车、交叉口及制动等因素的安全系数，取0，34～0.38;

S——同一方向上汽车之间安全行车闻距，m;
(1-3-7)S,=B+4+l。

t——司机观察反应时间内所行驶的距离，m;
41=v/3.6

——司机观察反映时间，一般采用1.5～2秒，

I——汽车开始制动到完全停住所行驶的距离。m;

KV/, (1-3-8)
5= 254（φ，to。主矿）

K——制动使用系数，取1，3～1，49

例，-—计算粘着系数;
甲，= （0.5～0.6）甲

甲——粘着系数，见表1-3-22

素 1-3-22贴 鲁 系 欺 φ

各 神略 面状 况下的甲值道 路
路 图 类 炎 泥许或复冰淘 配清洁干烯

o.400,500.75经过表面处理的碎石路面 0.850.400.70■ 石 路 面 9,300.400.65条 石 路 面 0.250.46.70新 青 路 强 0.80D.450.78沥青测凝土或混凝土路面
0.4~6.50.65压平的果趣娥
0,2～0,30.4~0.5压平的排土线

a。———动阻力系数散，见表1-3-24;

i——道路纵坡，??上坡为正值，下坡为负值∶

4，——停车安全距离，取汽车全长i。

厂矿道路的建筑界限见图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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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图 1-3-4 厂矿道路建筑限界（m）

图中 W——路面宽度（应包括弯道路面加宽），
R—人行道宽度;
H——净空高度，应按 行 驶 车 辆的最大高度（或车辆装载物料后的最大高度）另

 加0.5～1.0m的安全间距设计，且一般不宜小于5.0m〈如有足够依据确保安
全通行，净空高度也可小于5m，但不得小于4.5m）;

h——净空侧高，按净空高度减少1.0m采用;

E———净空顶角宽度，可按下表1-3-23的规定采用·
Y——净空路缘高度，一般采用0.25m;

A——设置分隔设施（包括下承式桥架结构，绿化带）所需的宽度，可根据需要
确定。

我 1-3-28净皇 第 角 宽 配 E 值 表
>9,D4,B-9.0<4.6略面意度（m）

1.500,750.5净空顶角宽度〈m）

囊 1-3-24液 动 阻 力 系 缴 。，

滚动阻力系数a。略 田 类 型道 略 分 荧
0.015～0.020沥青混凝土或混凝土路面
6,025～0.0aD账 石 路 面因 定 螅 0.025～0.040碎 石 路 面
0.035～0,050压平的硬岩略面
0.D50～0,085压平的软岩路面移 动 现 0.065～0.195未压平的采掘线和泽土线

道路通过能力最大时的汽车运行速度可按下式计算，

(1-3-0)

2）道路最大通过能力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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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计算证明，无论是山坡露天矿还是深凹露天矿，限道路通过能力的条件均是
下坡运行。

国产自卸汽车在8??坡道运行时，道路最大通过能力的参考值见表1-3-25。

表 1-3-25道咯最大漏过价力参考值

SF81LN39zSH380BJ371QD31型

55670辆/胶 666 536842矿 ·石 31邮万 4668万1030万 ）11万420万t/a

676 55名63864E明8者辆/班岩 石 4816万140万1402万1083万365万t/a

注，计算数据如下，K=0.51K;=0.34;1-2;江-;昂=9.2，K1，4回，=B，因8（置率）;0.08《空率）

3.2.2.3 路 基 设计
1。路面宽度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路面宽度、一般按表1-3-26的规定采用。

表 1-3-26语 面 宽 度

八七六五四三二车 置 类 型
7.0.05,D4.03,53.02.52,d计算车宽（m）
170CSF3100LN39250BSH38 3sDBLs71QDS61EQ340号整 6,96.84.83843.56 4.192.9092,452.80参考车型实际车宽（m 15418b5845322074.5线置《t）
22,619.015.513,011、0J.57.57,0一级双车道路 2l,548.D14.512,010,59.07.06.5二级面 定 戾 20,17.013.5Lt.09.5,05.55.0三级(m)
2.010.5B.57,D6,05,04,5旅车进路 、二级 4,0 11,09.47.面 宽! 6.05,54.54.0三聚

注。1.当实际车宽与计算车宽的差做大于15cm时，应按内黏法，以0.5m为加宽量单位，调些略随约设计宽度。

2，当双车道中部震要设置阻率堤时、应增加堤底及其安全间隙的宽度。

3.辅助线的路面宽疫，在工程想巨陵交通量较小的贴服，可减少0.5m。、

2。路房宽度
露天矿山道路路肩宽度，按表1-3-27的规定采用。

囊 1-3-27最 小 路 扇 宽 度

七，八六五四三-，二车 宽 荧 型
1,3*01.001.060,?50,E00.5挖 方路肩宽度
2,50，的1,751.60(m) 1,251,00填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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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7规定的路肩宽度指标是最小值，为利于重型自卸汽车行车安全以及为路基稳
定创造条件，对于三至八类车宽的道路，在地形有利或其它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尽量加
宽路肩。

3。运输平台宽度
道路路基宽度等于路面 宽 度 与路肩 宽 度 之和。而采场内运输平台宽度可参照下式

计算，
(1-3-10)B=b1+2b.+bs+b.

式中 B—--采场内运常平台宽度，m;
b，——道路路面宽度，m，见表1-3-26;
bz——道路路肩宽度，m，见表1-S-27;
bs——水沟（包括碎落台）宽度，m;
b-——路塞外侧无堑壁时的安全宽度，它与汽车轮 胎高度及岩性有关，不设挡车堆

时可取1～3m，设挡车堆时，五类 车宽以下可取2～4m，六至八类可取3～
5m。

各类计算车宽的运输平台宽度可参照表1-3-28来用。

表 1-3-28采矿场内运输平台宽度表

八七六四 五三二车 宽 分 卖

17.015.013.6]1.510,09.08,D7.5 线运输平台
宽度（m> 26.522,519.516,514.513.011.510.

运输平台宽度计算参见图1-3-5。

图 1-3-5 运输平台宽度

a-不设挡车地 b一设挡车墩

4。路基高度
路基高度的设计，应使路肩边缘高出地面积水，并考虑地面、地下水，毛细水和冰冻

作用对路 基 强 度 和稳定性的影响。

路基高度，干燥地区一般最少应高出地面0.3～0.5m;

潮湿及排水困难地区，可按不同自然区，确定路肩边缘距长规地下水位的最小高度。

一般砂性土为0.8～1.4m，粘性土为1.2～1.8m;
粉性土为1.4～2，0m。具体路基高度设计可参照交通部现行的有关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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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路基高度不符合规定时，可采取降低水位，设置毛细水隔断层等措施。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的路基标准高，尚需根据开采水平、出车标高、开拓系统的布置形

式和其它工艺要求等因素确定。
5。路基横断面
路基横断面的各部分尺寸，除路基宽度可按表1-3-26和表1-3-27的规定采用外，应根

据气候、土质、岩性、水文、 地形及开采等条件确定。

各级露天矿山道路应尽量修筑路堑，以保证路基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减少取土的困难。在

露天采矿场内则宜采用挖方路堑。除特殊条件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外，一般不宜采用半填半
挖的路基。

1）略堑
路堑边坡坡度，应根据自然条件，土石类别及其结构、边坡高度、施工方法确定。当

地质条件良好且土质均匀时，可按表1-3-29所列数值范围并结合实践经验采用。

路 宣 边 凉 缺 度 赣 1-3-29

边 坡 敏 度边坡最大高度（m）土 石 类 别

1:0.6～1:1.520土般-
1:0,L-1:1.2520黄 土及 类黄 土

1∶0.6～1∶1，每20胶 结 和密 实
辞石土、卵石土、砾石土

1门，-1L520中

1;05-t:1.520石凤
1:0,1-1:0.5石岩

直立~1;0.1石整

路堑横断面图见图1-3-6。
路堑的挖方一般堆弃在路堑的下坡一侧。设在山坡下侧的弃土堆，应阔断堆集，并应

保证弃土堆内侧地面水能顺利排出;设在山坡上侧的弃土堆，应连续堆集，除应根据地面水

情况设置截水沟或排水沟外，并应保证弃土堆和路堑边坡的稳定。

2）路堤
略堤边坡坡度，当路堤基底情况良好时，可按表1-3-20所列载值并结合实践经验采

用。采用路堤时，其路基必须有足够的密实度和稳定性。
略堤横断面见图1-3-7。

3，2，2.4 路面设计

1。路面等级及面层类型

路面等级及其所属的面层类型，一般按表1-3-31划分。

2。路面的选择
1）根据道路等级选择路面

一级露天矿山道路可采用高级或次高级路面，也可采用中级路面·二级可采用次高级

或中级路面;三级可采用中级路面。二、三级露天矿山道路，如服务年限较长时，亦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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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土坑/

图 1-3-7 路堤横断面图团 1-3-6 路堑横断面阳
a一平地路堤，b-山被路堤a一双莹路暂16-单壁路堑

表 1-3-3）路 堤 边 域 破 度

宦皴坡边 坡 最 大 高 度（m
填 料 类 别 下部坡度上部坡度全部坡度下部高度k部高度全部高度

1:1,751:I,5-1220一 般 粘 性 土
1:1.512砾石土、粗砂，中砂 1:1.751:).512碎石土、辨石土
1:1,3不 易 风 化 的
1:1.520块石

载 1-3-31路 面 等 级 及 配 屋 类 盟

使用年限型层类面路面等级
10水泥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热伴沥青碎石、狂齐块石高级路面

6 (5)冷摔沥青辞（砾）石，沥青贯人碎（酥）石，沥青碎（砾》石表面处治，半整
次级路面

齐块石

5新青灰土表面处治，泥结碎（砾）石，及配涨〈碎）石、工业废澄及其它粒 
中级略面

料，不整齐块石
<3

当地材料改善土低级路面
注，括号内的数据系采用沥青碎（砾）石表面处治的使用年段。

用高级、次高级路面。三级露天矿山生产支线、联络线或临时线，服务年限较短时，可采用

低级路面。
2）根据矿山企业生产特点及要求选择路面

（1）防尘要求较高的生产道路，可选用各种沥青路面和水泥混凝土路面;

（2）埋有地下管线并经常 开 挖 检修的路段，可采用水泥混凝土预制块路面或块石



矿 山 道暗 路 面 结 脚 卖 侧 表 1-3-32日交酒量 路 盖 类 型率 赔 面 端 构 及 厚 度 <cm》漱路性质编号 矿山名称 太脱拉15购、贝病埃A吨 跑泊碎石15，手摆块石I5四川新康石神矿 普 石平 线 160oSK-361 填 石4 磨耗层2，泥结弊石，片石3s织青山铁矿 辟 石土L-7610吨;L-10-12k 碎 石土500 银砂幽耗层1，泥熵碑石6，手摆块石13-2运矿道路恶临饮矿 SHt-3C1·15吨日野8吨 土质克位斯12吨 沥存续包51部石2~4聚结碎石10~1，片石25~30大宝u山铁矿 （中型）解放4陶运矿干线】T-20 泥结洋若15，大片石30265 碎石土结山铁矿 沥青惯人B，伟石10，手操块右35碎石上、填石9030T-22运矿下线峨口该矿 T-20 西员入X，碎石10，手覆块石4强风代岩基9oe 城石，蹄石土，干士、中温±胁土到面。，体石3~6大块石30~8运矿下线金堆冰钼矿 碲右10， 手理片石!8贝应所-540 ≥ 石运矿干线云浮磁铁B 泥结碑石u，手操片石（或大块）阻石（50~70）填贝拉斯-54篇矿干线 200 料石 磨耗展5（属于石），剖G学有10，块石a贝拉所-46昆阳磷矿 生产支线 磨耗层5-的，泥结障在15，大片行的~38130SH-8o 岩 石南山改 生产支线 10 廊石10，碑（缺）石平整。～13贝位斯-54c0生产支钱 30 停石1o手摆块石20~35填 石贝控斯-540生产支线芬铁矿 86o11 而青置人8，手继块石4玛筋-525 30 盛石1，块（降》石平整3o当石、填石W-20o苯岩干绿 翼续除看18，彝君二结~180St-388鉴实温鳞大冶铁矿 营 ?12 S-30壁路段 毙墙躁石10）屏石39，片石20钢让山G 1601 温，闹屋苗题，葡是）「磨耗层b~1《低子石），泥结降石1，手摆块石5240～80贝拉斯-540生产干线 土（中置、闹况 湿结碎K1手医狭石030D Ⅱ个B球束矿面的废1W-7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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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面，

'; 然. 突 上或圆切线半径较小的路段，可采用块石路面，
（ ;经常行驶履带车的道路。可选用块石路面或低级路面。
）根据气候、土基状况、材料供应以及施工、养护条件等选择路面。
对于同一个露天矿，所选用的路面面层类型不宜过多。

露天矿山道路，特别是行驶重型自卸汽车的露天采矿场内道路，多采用泥结碎石等面
层类型的中级路面，因此需加强道路路面养护。

5.部分露天矿道路路面结构实例，列于表1-3-32。
.2 2.5 汽车运输计算
1.汽车运输计算参数
，）自卸汽车有效载重量
控 卸汽车有效载重量按下式计算∶

(1-3-11)

式中 Qx—--自卸汽车有效载重量，t;
"——装载斗数，参见表1-3-33;
E——铲斗标准容表，m2，
γ——矿岩体重，t/m2
Kμ——铲斗装满系数，--般取0.85;
Kp—---矿岩松散系数。

式（1-3-11）计算的Qx还应进行下式验算∶

(1-3-12)

式中 y-——松散矿（岩）堆积容积，m2;
Vx———汽车车箱有效容积，m2;
自卸汽车与电铲正常配合时，装浚斗数、汽车有效载重量及载重利用系数见表1-3-38。
2）汽车平均运行速度

露天矿汽车平均运行速度是往返于装 载 地点至 卸载地点所蓄时间（不包括停等时
间），除以往返所行驶的距离。

（1）上坡运行时的汽车平均运行速度

可根据汽车动力特性曲线查出速度，然后乘以速度系数求得。速度系数见表1-3-34。
当缺乏动力特性曲线资料时，可被下式1-3-13计算上坡运行时汽车平均运行速度;

270NnKc (1-3-13)'Gx（0。+下）
式中 。 ——上坡运行时汽车平均运行速度。km/h;

N———汽车发动机功率，（×0，745kW）J

η———汽车传动效率;

Gx———汽车有效总重量，kg;
o。----液动阻力系数，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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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模象斗意，有效载置量及载量利用那敷表 表 1-3-33

汽 车 蝥号 及 挖掘机 汽年有效客积汽串有效验重量菱@矿岩 酸重和用系就 容积利泪系数顺 定 级 重 斗容
《m*》(0)类别 斗数(1) (m*)

1,8 0,82 .48EQ30 3.7矿石 2
1,00 0,7L2,54.5岩石4.5) 3

3.13 1.007,0 6.69QD 2 矿石
1 6.87 0.743.39B。1岩石(7.D 4

8.50 0.94 0,7918.7BJ s71 矿石
2 0.950.9210.20l8.4岩石(29.0

t,8 0,6716,1822,4B540 矿石 3
0图9的，913,8124.54岩石(27、0)

SH 3别A 0.8To.3313,B828,9矿石
35D 4 0.50.7713,124.5岩石(32)

9.720.S17,037.矿石 550B 0,870.82203936.76岩石(4b)

6.810.8a27.1859.8矿石LN392 1.010.9034,9061.25岩石(a)

0.25D.942,509355矿石SF S100 1.020.9261,091.8岩石 6(100
0.850.B761,LB134.8矿石 61oC 1.0012 0,8371.39128.5若岩石(154)

述，矿石γ=3，3t/m2，岩石γ=2，7t/m'
矿石Kp-1，5，矿岩Kw=0.85（QD352装矿取0.80）

囊 1-8-34速 度系 截

度语
运输路段长度（m） 驶 进 各 路 段 时汽 车 起 动 时

0，5一0，700,25-0.500～10 0.50～0,750.35～0.60100-260 0.70～0.80.50～0,65250～500 0,75～0,80.6～电.7050-75o 0.80～Q,350.65-0,75750～1030
0.80-0.领.70～,B10aa以上

i---道路纵坡，%;

Kc——速度修正系数，见表1-3-35。

〈2）下坡运行时的汽车平均运行速度

汽车下坡运行时，其平均运行速度，重车为20km/h，空车为2km/h。

（3）固定道路上空重车方向的汽车平均运行速度

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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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度 修 正系 做 表 1-3-35

0.04 0.e6●o。+i 0.12 0,160.10 0.140.08

0.500.900.177Ke 0.8B 0.890,890.86

v0 (1-3-14)Fv1+β(v2-91)

式中 v——空重车方向的汽车平均运行速度，km/h;
v;——重车方向的汽车平均运行速度，km/h;
vz——空车方向的汽车平均运行速度，km/h;
β———行程利用系数，当熏车运出，空车驶回时。

β=0.5。
按式（1-3-14）计算，汽车在8??固定道路上往返的平均运行速度如表1-3-36。

套 1-3-36定道路上平均堵行速度 （km/h）

型英车汽

LN392 170C50BSH380 SF3100EQ34 2BJ371 B540QDs52]运 行 条 件
<1547)(100t)(68t)(451)(32t)(27t)(20t(70)(4.5t)

重车上坡 13.815,B 15.17.115.616.814.620.422.2运 空车下坡

空车上坡 21.3矿 18.322.022.021,721.620.323,824,B重车下坡

重车上坡 16.013.915.7.7,216.716.314.20.621.1运 空车下坡

空车上坡岩 21.318.322.022,021.6204523.624.8重车下坡

注，η值∶ 重车为0.7（EQ340=0.6，170C=0.8），空车为0.6（EQ340=0.517nC=0.65）

（4）在采矿场和剥离物排弃场移动线路上的平均运行速度。

移动线路上的平均运行速度一般采用10～12km/h。

〈5）不同运距的汽车平均运行速度
由于在总运距中，移动线路所占的比例随运距的增加而减少，因此，不同运距时汽车

平均运行速度就有所差别。
不同运距的汽车平均运行速度可参照表1-3-37采用。

3）自卸汽车平均运距的计算
汽车运距有三种计算方法∶
（1）逐年计算法，按下式计算∶

Lg+1Bt⋯+4K (1-3-15)= g1+g;+⋯⋯+8,
式中 lcr——逐年运输功平均运距，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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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晋 行 鸾 度（km/h） 表 1-3-37
类 型车汽返 距

矿岩种类逐行条件 SF3100SH380A 170CLN3s250BB540EQ34 BJ371QDas(km) 35D

1.615.怎 14.tJ，思fa,715,214,15.816.71
16.516.7 1.897.3矿 ]6.618,9 18.3 17.218.2
17.217.5 10.6源，117.s17.019.7 19.3 18,03
17.817. 1.918.520.2 17,819.? 1 Y8.4石 6
17.9追8.1 17.15.82B,5 20.0 1.017.息 1B.85

13.813.7 13.314.013.934,014.6 3.5 15.8
15.s38.7 15.3 15.818.5Ie.417.4 J7. 18。12岩
17.517、4 ,I.图17.717.517.218.61,3
18,217.518.D18.18.31P,2 18.219.2 178石
18.517.91.I.88.718,519, 18.119.65
结.565.T16,736.71.el6.s17.3 7. 15,21
19,i.519,619.10.519.519.120.1矿 20.519,620.92D.20.320.321.421.53
2L.320.32I.521.521.421.d20,922,1石 22,3
24、720.722.022,821.821.921.322.6228
14srM,2弛8 L.81.7 34.714.515.015.1
18.317.818.418.418.318.318.0.518,82岩 19,919.220.020,019.918.998，各20.320,
20,820,120,20.920.820,820.521.3 21.2石 21。21.5 21.62.1,421.421.121.9 21,8

l，la，⋯⋯，3——某年各台阶工作面装载至卸载点的平均运距，km;

g∶，ga，⋯⋯，g。——某年各阶段相应的运量，t。

（2）平均计算法，按下式计算∶

(1-3-16)

式中 cp——运输功平均运距，km，

4，i，⋯⋯，4，——各阶段工作面装载点至卸载点的平均运距，km，

C，Q，⋯⋯.0，——各合阶相应的运量，万t。

（3）计算年计算法;按下式计算

(1-3-17)_与组+Lsgi+⋯⋯十Lni
g1十gj+ ⋯⋯十gj

;——计算年运输功平均运距，km;式中
lg，4，2，3，——-运输功计算年各台阶工作面装载点至卸载点的平均运距，km，

g五，g/a，⋯⋯，g!。——运输功计算年各台阶相应的运输量，10*t。

汽车运距三种计算方法的应用，
（1）计算矿山汽车数量，年经营费，汽修设施的汽车平均运距均可按式（1-3-15）

求得。避年运距求出后，择其某年汽车数量和运输里程最大者作为运输方案的汽车台数和

汽修设施规模的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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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惠娇没设?时，没有条件按式（1-3-15）计算汽车平均运距，则可按式（1-
3-16）计算运输功平均运距，并据此计算露天矿汽车运输平均年经营费。它虽不能反映矿
山逐年的运输经济面貌，但却能代表整个矿山运输一般平均的经济效果。

，（3）若矿山汽车数量与汽修设计的运距无法按式（1-3-15）确定时，则可按式（1-
3-17）计算。

上述三种汽车运距计算方法，矿〈岩）运距均应分别计算。为了减少基建投资，避免
造成设备和资金的积压，提高矿山前期的经济效益，除运输功计算年出现在矿山生产前期
外，一般应分期求算平均运距及其汽车数量，并以前期的汽车数量概算基建投资。但有关
定员编制及汽修设施仍应以整个矿山计算年运输功平均运距作为设计依据。

4）时间利用系数

时间利用系数与电铲、汽车的完好状况及工作制度有关，-般按表1-3-89采用。

囊 1-3-58时闽 利 序 系 戴

二 三每天工作班数

0.76时间利用系数 D.85o,9

5）运输不均衡系数
运输不均衡系数应根据矿山具体情况确定，一般取1.05～1.15。生产规模大，装运条

件好取小值，反之取大值。
6）装车时间

挖掘机装载自卸汽车的时间主要与电铲作业循环时间及装载斗数有关。一般 按下式
计算。

(1-3-18)(nE*tr》

式中 t-—-挖掘机装车时间，min;
r——装载斗数，可参考表（1-3-33）;
tr——汽车入换时间，一般取20～25s;
t———挖掘机作业循环时间，5当回转角为120°时，可按下式确定，

(L-3-19)t-= 20√y+1.2E
?---矿岩体重，t/mo*;
E-—铲斗标准容积，m2。

挖掘机与汽车正常配合时的f.和，见表1-3-39。
7）即载时间

汽车卸载时间主要取决于卸载物料的性质。正常 情况下取1.0min。粘车严重时，可
适当增加。

8）调头及停留时间

调头时间与汽车积电铲的相对位置及装卸平合的布 置形式、场地大小有关，一般取
1.Omtn。
停留时间包据，待苓，行及运行中的耽横时间，它随汽车类费和运输距离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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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和 tz 值 表 表 1-3-39

石右挖掘机斗容} 岩矿
汽车类型

 t。(rin)1,(3) t,(s)（m2） t(min) nn
2、1EQ340 381 2
2.7QD352 3.91 38 4
3.9BJ371 3.7392
3.0BB40 dI

SH38映A，35D 3.241 44
4.250B 3，图4L
4.03,5LN392

SF3100,120C 4.410
1.05I 5.66170C ]2

注1①矿岩体重分别敢3.3、2.7;
②当挖掘机作业回转角不是120"时，表中红，应秉以凝1-3-46所列的修正系敷。

泰 1-3-40固 神 角修 正 系 数

I8s016090 12075回转角（）

1.250I.1141,0004,880修正系数 0,E8Q

自卸汽车调头和停留总时间可参照表1-3-41采用。

表 1-3-41汽本调头和体面总时间（min）
(km>运 距汽

汽本类型 6 5z
5.04.0 4.53,53.0EQ340、QD352
6.34,B4.,33.题3.3BIs71
5.5B540、35aD 5.04.54,03.5

SH80A、50B
5.85.34.84.33.8LNS92 Ba.5,56,D。64.DSF810、120C
6.5.56,04.5L,037MC

9）自卸汽车出车率
自卸汽车出车率系指平均每班开动的汽车合数与在肇汽车台数之比。而开动与在籍汽

车台数又和汽车大修里程（间隔〉与大修周翔中汽车保修里程（时间）有关。影响汽车出

车率的因素很多，如汽车检修能力、备品备件的供应情况、生产管理水平等。出车率可按

下式计算。
(1-3-20)K，85 工va

式中 K-——自卸汽车出车率，??
L-——-汽车大修间隔（里程），h（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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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每日工作班数;

b——大修周期中汽车保修工日及其它停驶工日，其值见表1-3-42;
e--班运时间<里程），h（km）。

保修工日及其它停歌工日 表 1-3-4

B540 SF3100EQ40 35D LN3t 17scBJ371汽车类型 SHi380A 12zoCQD52 50B
480o4800269go 320028002600次修间隔（小时）

5545 50454030大 修
454020中 修

4530242419小 货
dBA0t4362715三 保
2525201612二 保
202018181815保

312927z321其它停驶工日

289249174166146110合 计（日）

注。其它停驶工日主要是因挖掘机检修及管理工作而影响的时间。

2。汽车数量计算
1）汽车台班运输能力
自卸汽车台班运输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2GK,K: (1-3-21》

式中 A——自卸汽车台班运输能力，t;

G——自卸汽车额定栽重量，t;
K，——汽车载重利用系数，见表1-3-33;

K-——-汽车时间利用系数，见表1-3-38;

T——一自卸汽车周转一次所需时间，min;

T=t+t+缸+，
4-——挖掘机装满一辆汽车的时间，见表1-3-39;

ty—自卸汽车往返运行时间，min;

(1-3-22)tye+40
-—自卸汽车平均运距，km;
v——自卸汽车平均运行速度，见表（1-3-37）;

s-——自卸汽车卸载时间，一般取1.0mln;

t——自卸汽车调头和停留时间，见表1-3-41。

2）自卸汽车需要数量计算
自卸汽车需要数量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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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1-44部分重天矿汽本爆输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独木露天矿德兴铜矿-- 兰尖快矿金川境矿白锻露天矿南芬铁矿指 标 名 称 │岩 石矿 石岩 石 岩 右矿 石岩 石学 石岩 石 2~145-88~12a~1扩岩性质 r~1s3~11!10-1418-3 2.812~16 3.352,652.702.75~S.076~4.42.63.3 35(体重《1/m'） 30330365330（三塞）3??瓶 98工作制度《d/a） 9,2948.0613805进132653年运量（×10*t/） D,W-4(WK-) W-4W~VK-49C3-3 9xr-195一BwK-4 (4,8)电铲型导、斗容 7-5(m*) T-20贝立斯546j BM-371T20SH-300SH-3贝拉郭贝益斯54 123C汽车型号 322527.208 18.88汽车教定概重（1 6 2.5实际载重量（1） 0,620.35 11.83平均运距（km） 15～20置部5～6，空率1141s平均运行速度（km/h） 57.1 5.c 方 56.285179.4 2_4.3汽车出车*（?? 13.56r7,02i194.6149.54单台汽车效事（×10'm/a） 7~3g～128~98上坡道路最大纵坡（?? iS，重z/notm0.1kg/t-*m2,542.06512.14.061.69油耗，燃油（kg/kay） 机滴（kg/Lm） .8条/万7-km14101400～340002.741515297每条轮胎行驶里程《m） 0.410.500,d80.340.,54吨公更运输成本《元） 300～358001p00大集间需墨赛化m） 1200_1o5005000三简蓝思素（m



续表 策金依铝水平钢矿闭林坤润铁矿领浸山露天矿尾阳确矿指 标 名 称 矿 石始 在厂岩 石 石「 石岩岩 石矿石矿 石岩 石 石扩料性质 4-12=-u3-1210~14u! 6~n3~r6-7 2.r7s3.12.95p.7~aq2.2~3.82.13.4r炸盒<t/m'） 3503so 330一来制）330\3s90330工作制度（d/a） 26.-474.7669、2年运量（×10*/A） E-25o w-4wK-2KT-4D-4挖掘机型号、斗容 （m2） 控所a4 SHx贝控斯5.0T-20T-2,5汽车型号 汽车额定载重（1） 12～13实际敏置量 （《t） 1.5~2.01,8-,0z.0~2.2(3.822,3 1.06an平均运距（tm）平均运行速度（m/h） 2n.6s23.8731,8汽车出车率（?? aT 14.3_13474，9九km/a2.7万V/a单台汽车教率《×10"hm/ 来稳丙7b来不 g-)38（平均5，3）滤路最大做波（??30 9.47（/小k）0.175E0.137kg/t虚m6.1(g/km)品耗，燃准（Mg/km）1 0.218(kg/km>机迪（kg/km） 4.16条/万kn0.5B条/万1xm8.甾条/方1·如1.3条/万1-xm3.1套/万51每条轮胎行激更程 （km） 0.580,4A9.吨公重运轴成本（元）13 表m80 s084809 26 木集间展果鲁处m14 190o 10.4190保何及晶意你e修简燃重波



续表大 冶 铁 首 万年石灰石矿海 期铁扩 铁 统 铁 引大宣山铁矿擅，标 名 称 矿百「当石 石│岩 石 矿 石│岩石 料 石矿岩性质 B~1710～16块状4~7 土状1~2 2- 1 2,7~28 2.62,853,2~42块状2.6土状2.18体重（t/m'> 306（-衰翻）330（三联制工作刻度 （a/） 60.7522,894B.64191. 1267,8182,5i年运量 （万t/a） WK-2 W-l8oc3-1W-电铲型号、斗容 4(m"> 降开5??密感正盟太裂拉SH38 贝拉斯T-2贝拉新太配控克拉斯 克拉新SH汽车型号s 32 ,g7 2024512 31汽车额定就重（） 201027 20~24 4~培汽车实际敷建（1） 0.2 1.562,27z,6平均运距（km）6 20 _530~4s平均运行速度（m/h B3.15.I79-业（7~业年） 60.4汽率出车率<??6 12.31_1.83.04_Mx5.11万/单管汽车效率（×10红m/）j道略量大纵坡《??_10 O0,75atg/.tm D0.650.139 0,08kg/1,kn42,2kg/1°kmn油耗 燃油（kg/km） 机油tkg/km） 0.0只/.im，.473条/10t.km13童/154m 1812km/套147条/10^m1每条轮胎行驶里提（m） 0.32～0.9 0.B450.72元/_0.6 13Ⅰ吨公里运增成本（元） 第羡之$-6 大修闻离里整（km14j 1800三案间盛重蕴 Grm掺间隔重料〈i k磁天矿运输工艺调查报 具废15「指标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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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 (1-3-23)

式中 N——自卸汽车需要台数，台;
Q—一露天矿年运输量，t/a;
K，——-运输不均衡系数，K=105～1.15;
C——每日工作班数;
H——年工作日数;
A—汽车台班能力，t ;

K，——-自卸汽车出车率。

3，2，2.6 道路养护设备及人员

（1）道路养护设备参考表1-3-43选取。
（2）道路养护维修工作制度，除洒水车，平路机可根据具体情况和需要来确定工作

班数外，其它设备均采用一班制。
（3 ）养路定员指标如下∶

养路设备定员每台班按1人考虑;
养路技术人员定额每10km接接1 人考虑;

养路工人定员，移动线每公里1人;固定线每公里1，5人。
3，2.2.7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部分露天矿汽车运输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3-44。

（2）汽车轮胎消耗一般指标参见表1-3-45。

囊 1-3-45汽车 舵 脸消 耗一 散 常 标

行 敦 里 程定 额（km）汽本 象重吨 位（）

15000～ 2500ot3,5~15
15000～ 2000020- 68
2000～ 3D0010b-164（电动轮）

注，1.当轮胎翻新率第一次达5??上者威着石硬度/<10，且采场路面状况y;时，宣采用上限值。反之采用下

限值。
2.有内胎的验胎，内龄与外胎之比，一般为1=1。

（3）汽车燃油消耗一般指标参见表1-3-46。

（4）汽车机油消耗一般指标参见表1-3-47。

3.2.Z 公略开拓运输线路的布置方式

公路运输开拓线路的布置方式，按照露天矿开采部位的不同，分为山坡线路布置方式

和深凹线路布置方式两类。按照线路形状不同，分为树枝式、折返式、螺旋式、直进式四

种基本方式，以及这四种方式的不同组合形式。

3.2.3，1 山坡露天矿线路的布置方式

山坡露天矿汽车公路运输布线形式，图示、适用条件、特点及实例参见类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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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库 燃 油消 耗 一 般 指标 表 1-3-46

注我重吨位（1）设 备 型 号 耗油指标（kg/车百公里）

汽油CA-40 20～~368.5
荣 油QD-352 7 35～5
柴 油QQ-561 45~7010
柴 油T-138 45～7512
策 油SH-361 65～10015
荣 油BJ-871 90～13520

T-20
紫 油E-540 120～200
聚 油120-200SH-380A 32
柴 油270～0LN-392 dB
柴 油4B0～3B0120C

SF-3100 200
荣 油8A0一950154170C

注∶1.当运增技术条件，路面状况较差或重车上披时，宣采用上限值;反之（包括平坡）宜采用下限值，
2.当运输条件较好，但使用车辆超过规定年限或修理能力较差，车况不好时，可采用偏上限值1

3.除CA-40汽车为汽油外，其它均为柴油。

表 7-3-47汽 车 机 油 第 靶一 般 指 标

汽 车 类 型（载重量）
汽 车 类 型 100-154tz0-68t3.5~15t

B-1610~157～消耗指标占燃池的百分比（??

3.2.，3，2 深凹露天矿线路的布置方式
深凹露天矿汽车公路运输布线形式、图示、适用条件、特点及实例参见表1-8-4。

3.2.3.3 露天矿移动线路布置方式
采用陡帮开采工艺一般配用采场内移动公路干线。移动线路的布置方式，系根据采剥

作业方式，推进方向，同时开采阶段数及其工作线长度，以及主要运输于缓的相对位置来

确定。
例如，德兴铜矿陡帮开来设计（组合阶段），其圆定公路于线布置在采场外东侧，进采

场后的移动干线，要在采场工作面爬坡，克服一个组合阶段的高差（为3～4个阶段，高差

约36～48m），其布置方式系根据工作面布线条件而定，可用"直进式"，"直进一折返

式"或"直进一螺旋式"等。

3.2，4 公路开拓运输线略布置实例

水平娟矿公路开拓布线方案选择
水平铜矿是一个兼有山坡和深凹开采的大型露天矿。采用汽车运输开拓。最 高开采阶段标高在下盘

为+42m，坑底标高为-2m，山坡与探凹露天分界为+154m，总出入车沟口有两个∶一个在果场北谱

（选厂所在方向）+154m，为矿岩总出入车沟口;另一个在采杨西南（下盘）+230m，为废石总出入

沟口。采坑在+94m以下分南北两块。山坡部分采用折返缎进入采场的布线方式。深凹部分采用下盘"立

进一折返一螺旋"混合式。新水平准备工作和采剥工作面的联络线路均为临时移动钱路。



囊 1-3-48山 旋 露 天 矿 汽 本 公 路 建 输 布置方式 急

图 适于出残端地形平缓的山坡露天矿）.W枝直进式 平*纳点。各开采水平分支效金都与主千线相连控，运距短，汽车在回头曲线上的行驶机会少，干弱输 线、支线界线分明，投资省 美例，贵州长冲调铝上矿"（图1-3-8） 小山坝铝土矿以及名类型缴倾斜麓矿体和中厚矿体 山坡型名组（5乱L）土矿"、粘土矿等适于出蛾端地形较陵等的山坡露天矿，采场外折返式 特点，两个以上的开采水平共用一条进出车线，采螃内用移动线路股略。该布钱方式运距较长、庆車在国头曲规上行车机会多、噪断内联络线移设聚紧、干扰较大，但于燥不逆采场，不要填破实例，锦兴调矿、三尖快矿、宣春粗据矿 造于采场内同时作业阶段验不多的山效量关矿，且出蝴增地形很复杂，特别悉于采务外展线地3，进人采场内断析返式 特点，战路局邮（主要是山坡上邮开采水平）进人驱肠，采场内干我随开采水平下降而消失，与采场外略的联系随之域裁断。趋边被集护所常的联络《或二次扩带）运输带来固难。位于采场内疑路常受婚破影响，行本条件较差，开采很度要一定限制 实饲，水平鲷矿（W1-4-4），铁沉候矿东采区等



能 回量 天 家穴 取公黄螺输编路布景方式 造 用 岛师， 转 水 及 实 例有超形式 灌用条件，单一折逐投路，可是用起向长度较长，开桑部度中等的原凹警天矿，双侧单较和单衡双做规路，1折返式 则重用走向长度很长，或运量很大的大型，神大型深凹常天矿 孵点，胡路妈布设于需天矿辛工作帮和增帮药最终边帮上。根据露关矿定向的长度，决定折退次数，一般1～2个开采阶最折题一次L与数 实例，1.大石耕模可，<图l-16） 2，金川像矿露天采矿场。  运用条件，露天矿韦状近于面形减相国形，同时工作台阶款不宜过多的大、中、小型解天矿，对于深凹解2，源赏式 天矿换近采场底的2-3个开采阶段，常采用此方式。 特点，促略均设在黑天矿量终帮上。规路环绕上下盘及着都边帮。该组略无回头曲规，行车条件校好，露 天矿扩带量小，但开沟方肉和位置随线略变化而变化，生产警理较置杂，矿石黄化，损失较大。│ 实例;铜紧山朝矿（图t-3-1），玄山快矿（图l-3-12），厂坝幅锌矿，水平辆矿课部焦天。想兴拥矿原部露天，金堆城铜矿深部露天，大治东幂天深部醋天采场 适用条件;露天矿上中部尺寸长，深部尺寸短的单胺或多部（2个或更多个）的大四，特大型糜凹露天矿3.*怀适一量旋"式  特点∶露天矿上部、中邮为折返线，深郁少数（2~3）个阶段为螺旋刻 实例，铜山口铜矿（图1-3-13）白餐露天矿折腰山采汤;火焰山采场  适用条件，■天矿上中细尺寸很大，开采阶段较多，犀帜尺寸变小，并形成易康的大题、转大型深凹露天面 特点，露天矿上部为直进式，中部为折退式、下部为螺健式实例，1.金堆燃钼矿-（图1-14） 3，制兴钢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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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坡开采线路布置方式的选择时，拟定以树枝式和折返式（包括进入和不进入采场两 种）网方案
进行比较。由于开采最高阶段高于北端展线浓形，且迹线端（北峰）地形切豁离烈，凡有采用折返线进
入采据才能膜线至+430m水平。为了确保线路畅通，设计在上盘又布置了一条环形直进线路疆往南端。
鉴于以技术的可行性就指对方案辙出明确选择，因此在经济和其它方面就无须多加论证。

在深四开采线路布置方式远挥时，拟定了上下盘折返式和上下盘"折返一螺旋式"以及下盘"宣
进—折返一螺旋式"多方案比较。首先，分拆了露天矿在+9《m以下分成南北两个尺寸约各半的小果坑。

若该水平以下两坑都采用折返线赔，必将增加扩帮量，但是因南坑下盘由于矿体模角远小于终了 阶段波
面角，采用折返级不会引起下盘边界大量扩帮，苦采用螺触线进入上盐，因其边坡系按终了阶段坡面角

设计，反而引起大量扩帮，所以决定南坑采用折返俄，北坑上下盘均按最终边坡角设计，为减少扩帮量，
应响用南北分坑的"岩岛"布量螺旋线为宣;对94m以上，的于露天矿长轴达1700m，可采用"意进一

折返》线路。对于线黯所在部位的选择，考虑北坑上盘工程地质条件差，不宣布线，主要将弃场在下盘

（西部），因此较路宜布设在下盘合理。
对＋154m以上，西部液石运输开拓战赔的选择，拟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采场内固定折返钱路，并

采用博道穿过下盘边坡进入西部持弃场，一个是在采场外北端布设折返线选入西部排弃稀。两方案比较

结果，详见麦1-3-50。

囊 1-3-50开 拓 竣 路 方 案 比被 我

第方序 目项 采场外规略采场内线路

6250748平均运栀（m） s900184o主干线（m）
1350900鞍时城（四）

设 备
在量1815汽车数量（台）
在册7s,38汽率台欺（万∶/台·）2

2087.02121.6投 贵
1aQ01500设 备（万元》 28762S.工 程量（万元）2
23201315年墨营费 万元/a四

注∶1，表（-3-i0中数据筑自孩矿1974年初步设计。
2，本赛费明，采场内席线方案设备效率高、年经营费低、行车条件好，明整优于采场外布线方需。

水平钢矿汽车开拓线路方案，详见图1-3-9。

3.2，5 国内部分■天矿公路开拓运输的主要技术梅征

其主要技术特征见表1-3-51及图1-3-8～1-3-14。

3.3 铁路开拓运输

铁略开拓运输在我国和苏联的露天铁矿中仍占重奏地位。一般，当露天矿的运量大、

地形坡度在30°以下，比高在200m以下时，采用铁路单一开拓运输方式具有明显的优

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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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1-3-a 长冲河铝土矿树模式公鲁开拓运输系统示意置（设计资料）
1-狼往山教需天矿州技式公路干疑，2-益住剥算他排弃新公路干线，s-山被露天矿开菜障界线

4一剧离物排弈场 B一雕关采矿场

N

 圈 1-3-3 永平情矿采场内折返式公路开拓适喻系院示意图（设计资料）
1-上山公好，t一第天底至排齐场雕道id-天并采逮邦媲。4-粗激碎站;一西部别商物辣旁场

6一商部剥离物排算场

图 1-3-10 大有桥慎矿折逐式公路齐拓运着系就示意愿〈设计资料）
1一露天并采境界益，?一树搜式公路干线，s一折温式公路于线，4-黑天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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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1-3-12 吉山铁矿深四筛天矿黑施图 1-3-11 佩绿山铜矿深凹露天矿集

式公染开拓运营系统示意图（设计费料）旋式公路运输系概示意图（设计资料）
l难天开采统界线;2一螺旋式公碳干黄一1-深凹厚天矿开采物界线，1一螺施式公路干

靠灭廊，4-深凹露天公略总入车沟线，3一露天康

专A_
c使z3）

图 1-3-14 盒堆城惧矿套法一折漏圈 1-3-13 铜山口露天采场折返一螺旋
一旋式开拓运输（设计资料）系统示意图式公路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设计资料）

1-进深凹露天采场公路干做;1-折返一般能式公路干线，2-露
2-雾天开采境界线，一章双解天采钻境界线，3-—天廊

在苏联，一些用铁路运输的露天矿，改 用牵引机组，将线路限制坡度提高凳如0～

60??开采深度可下延至300～400m。

露天矿铁略开拓运输挖轨型可划分为准轨与窄轨两大类型。

5.3.1 铁 路 烯 输

3.5，1.1 轨酶及设备的遍择

1。轨距的选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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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5mm轨距适用于年采掘量在600万t以上的大型露天矿。
（2）762mm轨距，一般适用于年采掘量在250万t以下的矿山。900mm轨距，则只有

当年采揭量超过250万t时，才有考虑的必要。

（3）600mm轨距适用于年采拥量小于50万t的矿山，一般用于地下开采地表运输，以
及在小型露天矿中与斜坡卷扬运输相配合。

（4）当矿山内（外）部已有铁路时，新建铁路的轨距应力求与其统一。
2。设备的选择

运输设备的选择应在选择运输方式时全面考虑。一般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对新建露天矿，应根据采矿规模、露天矿深度、阶段高度、采掘设备类型、服

务年限、矿区自然条件、动力供应及临近厂〈矿）运输设备等情况，认真作好选型方案，经

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2）要选用系列型谱设备，在一个厂、矿内要尽量减少设备品种，以利简化修理

设施，
（3）改建和扩建厂矿，要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力。

机车、车辆的选型一般可参考表1-3-52。

囊 1-3-52轨 本、本 同 选 置 ● 考 表

<50100~～260≥250≥段00≥20总采晶量 （万t/A》

电一B、14电-20、1L4电-20、40电一100电一100
山 坡 机车 电一1506
是于 1.2～2.6m'4～bm*11m'6o t100t设 矿车

电-43电-100电-a0重联
电一B置映电一150机年降 凹
电-150

15m*8 160 t
矿车 100 t

60QY6230014351435轨距（mm） ≥05)1→4装库电梦（m'）

注，1，电一100，即粘置100直流电机车;
2，电80重联，系对矿山濒于淘汰的的01电视率进行技术改造，将网台80电就车连成一体，成为-台100t电机车。

3.3.1，2 铁路线路技术条件

1，线路等级划分

1）钱路分类
根据露天矿山生产工艺的特点，铁路线路可分为三类;

（1）固定线;露天矿的运输干线、站线，以及使用年限大于三年以上的路线。

（2）半固定线，通往采矿场或剥离物排弃场的运输线路，深凹露天矿的移动坑拨

等。移设周期或使用年限小于三年，大于一年的线路。

（3）移动线，随采场，剥高物排弃场的装、卸作业推进而移设（移动载运量相差不

大，均在300万t以下），移设周期或使用年限小子一年的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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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路等级

接单线重车方向的年运量划分的铁路线路等级，见表1-3-53及表1-3-54。

表 1-3-53准 轨 铁 路 线 路 等 级

单线重车方向的年运量（t）铁路筹级线 路 獒 别

>600万
<00万;≥300万慎定竣或半国定娥

<300万
不 分 晕移动线、联络线及其它线

泰 1-3-54窄 轨 铁 路 级赔 等 级
单线重车方向最大年运量（t）

铁 路 ·轨 距（mm）
等 9007626D

>250万150万～200万
1650万～250万50万～150万30万一50万

<150万<SO万<30万

>350万100万～150万
100万～150万50万-100万30万～50万

<100万<50万<30万

注。1.矿内线运量系按置车下坡计算。
2，移动线和辅助段不分等级。

表 1-3-5准顺纸高最小平叠能率径（m）

型铜类车车机
费三类类线略等级及名称

图难地及一般地段困难地设-般地段困难地及-般地段
2002501502001501a0I、I 18O200固定线 160120 180156K
1802001501801201505、I半国 15so180120150100120T定线
12015012080120采场内 (8O)
200250280移动截 160200向曲规外彪卸车的卸车线 2503002503025030D向曲线内侧卸车的卸车线

注，1.机车车辆类型分类;
一类，机车图定轴距小于、等于2.6m，全轴矩小于11m1

矿本国定轴距为1.8n，全熟距小于I11m。

二类，机车国定轴距小于，等于2.6m，全轴距小于16m;

矿车固定轴距1.tm，全轴距小于11m，

三类，矿车固定输酯1.2m×2，全轴距小于13m。
2.改、扩楚矿山利用好有机车固定轴距大于2，6m，小于3m时可参飙二类标准。

3，联若舞和其它舞置级半图定线标准，特别围难地度最小的线率径，ⅠⅡ最固定线可降至半固定线的相应等贤

1级卒阈定线可降至I级半固定姆标准;为新水平准备的采场内环形移动线，可采用括号内数值，以低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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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路平面技术条件
1）最小平曲线半径
准轨铁路与窄轨铁路最小平曲线半径分别见表1-3-55及表1-3-56。
窄轨铁路移动线和辅助线最小曲线半径见表1-3-57。

秦 1-3-56布轨被路最小平画峻半径.（m）

定 轴 距（固 <E)
阀 2,1～3.0<2.
路

孰 (mm)
等 762,900 762、0a00
级 丁外阀矿内线矿外捷矿内线矿外线个 内 

1601201201*0i
12010o1550b
1000sDMo4030

泰 1-3-57窄敏综路感功娘和钼隐线最小益线率径（m）
(m)距触轴固定

2.1~3.0<2.0
作 象 性 贯 (mm)距略 教铁

762,300762、9006C0
B8030孩率规
8030向曲缝外侧部车线 tao150肉曲镜内得绿率域

不小于国定轴距的20伟不小于固定轴距的10倍薯助 减
注，在条件特别围难的地段，I、I数烧可按衷l-3-56的规定降保-级，】级竣和移动概的初始路基，对于emm

轨彪铁路不小于固定轴距的15倍，对于762，900mm轨距铁路不小于图定轴距的2慎。

改建旧绕和增建第二线时，曲线半径值可为非整数值。

2）线间距

（1）区间直线地段间距

泰 1-3-56准轨铁略区得宜地地欺氰题（m）

闻名

4.3双能地段 6.3
集二娥与第三线间〈间设有信号机成正弓电注） 6.5
线间设有一努弓电柱
线间设有网旁弓电柱

注，有充分设计依据时，双阀地段可减至4.1m。

窄栽铁路区间直线地段两相邻线路中心线间距;电力机车按机车宽度加0.5m或车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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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度加0.7m计算取大值，若两线间需设接触网支柱时，另加0.6m。
（2）曲线地段两相邻线间距加宽值
准轨铁路曲线加宽的计算公式∶
在区间，h，>为，时;

9+1.51; (1-3-24)

h，≤hz时

w42000 (1-8-25)

在车靖∶h>0，hz= 0时

状 1-3-59准教铁意而组邻盒线裁路中心储的水平声高加竟值（mm）
在 车 站在 区 间

加>0 正 线 间b;≤h:81>b。R(m) h>0高;=0

358035601200 485100 4510575950
4510675900 5o11o85Q 501105086a0

11565
按 8o120700 961408510t650

70145600 76区150110550 85175B51305a0 G518595
105460

225105185 闻400 120255120185350 1402351s625800 17038s17o265250 标486210320200 22046o220340180 23550S23537b
245准520245380170 28S550265405150 2805a0280410150 3006A580045514o S256a5325S66 35672585D635120

350B80110
d20645IO0

注，，h;-外线的外轨超高值（mm）

2.A--内线的外轨题高值（mm））
s.本表按最高行车速度40*m/b，最大超高值为126mm计算，若大于此值可按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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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4290+3; (1-3 26)

h=0h，>0时

: 2000 (1-3-27)

式中 W——在区间或车站上，两相邻曲线中心的水平距离加宽值，mm;
A——外线的外轨超高值，（积为外线的外轨超高值+施工误差值，mm）;
h-——内线的外轨超高值，mtm;
R—曲线半径，m。

窄轨铁路曲线加宽计算公式∶〈在区间或车站）

曲线内侧加宽W。（mm）

W，=官×1000+SA (1-3-28)

曲线外侧加宽W，（mm）

(1-3-29)7，= 与e×1000

曲线内外恻总加宽（mm）
(1-3-30)W=W。+W,

式中 R—-一曲线半径，ms
及——由于车新因线路外轨超高（h）商引起的车体内倾距轨面高度，mm;

----外轨超高，mm;
L-——车体长度，m;
】-—-转向弊中心第距，m）

1=7
S——两轨中心距，60、762、900mm轨距分别采用640、800、950mm。

3）缓和曲线
准轨铁路行车速度大于或等于30km/h，曲线半径小于等于200m的圆定线，在 圆曲线

与直线间按表1-3-61的规定设置缓和曲线，在不设缓和曲线的圈抽线与直线间应设置满足

外轨超高和轨距加宽要求的递减距离，其长度不应小于表1-3-62的规定，窄轨铁略不设缓

和曲线按表1-3-83设递减距离。
4）夹直线最小长度规定;

两相邻级和曲或圆曲线递减距离间夹直线的最小长度，准轨铁路按表1-3-64规定;

窄轨铁路按不小于一个机车或车辆的最大长度取用。

3。线路纵麟面技术条件

1）限制坡度
区阳线路的限制坡度应根据露天矿的生产要求，近远期运量，线略等级。机车车辆类

型及列车组成，结合地形和矿床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其值不应大于1-3-65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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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铁路际相邻曲线线路中心须的水平监真加宣值（mm） 表 1-3-60

任 同 其它 的 情况陷线⋯径? 招的外轨超高大于内侧贱路的外轨超高时

78?、980762、300 600600R
LxH L×HL×H L×且 L=40L=5 La7L=5(nm) 5×2.B 5x2.8 10×3.4?x3,4

2064t 50 1010一 40
1o 25550 105S35 4D
1o 2610-Eu 4o 45 50

5b15
s0151.za -6045 70
352010
40201D 1065300
5010 361065250 6S 95
部815 3o158585200

20 95201091oeisP
8528 4O2016b 305
10525 501a5L2
125BO3030120 240L20100
1557540120 240 4080 12B
210100B014014060
5012060601so50 I40

150808040
2001001001751.7行30

注∶L一车体长度（m），H-车体高度（m）。

2）曲线折减坡度
平面曲线范围内的曲经折减按表1-3-66的规定确定，重车下坡时可不折满。

表中 in——平曲线内纵坡折减值（‰）;

R——平曲线半径;
当曲线范围内的坡段长度等于或大于列车长时;
D2——位于列车长度范围内的曲线转向角的总和，（°）;
L——列车长度（m）;
当曲线范图内的坡段长度小于列车长度时;

Eα-——位于坡段长度范围内的曲线转向角的总和，（°）;

L--—坡段长度（m）;

3）隧道折减坡度
隧道内坡度折减，主要是考虑隧道内机车粘着系数降低，隧道附加空气阻力，其值按

表1-3-67系教折减。（位于曲线地段的隧道应先进行隧道折减再按曲线折减）。

4）最小坡段长度
设计纵断面时，应尽量采用较长的坡段，一般不短于表1-3-88的规定，坡段长一般取

为10m的整倍数。
5）竖曲线设置要求
两相邻坡段其坡度代数差大于表1-3-69规定时，应以整曲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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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61最 和 曲键 长 度（m）

(kmjh)计 算曲线半径 逸 --⋯-...
30 35 s0_____

困难地段困难地及 因准地段 -般地股一般地段 -般地段<m)

25 20----
80190
90 25180

2530170
2530i60
23852025-156
30352530
3025 do130
3535 30 401625I20

囊 1-3-62准软铁路盖观距高（m）

度 xm/h）算曲线半径
35 4020 25(m)

100
950

860
g00

700
850
800
550
50
450
a9
350
300
260
20 5
190
3B0

10170 8
1510150

20150
10I40

1310
222013120 34241018 4B382815101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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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轨 铁 路 量 减题 育 表 】-3-63

各 级 计算 速度（，km/）时的递减距离曲现半径

3025 851510 20R
762god 00!78: 7829006g0 BO0 762│78z 900 s9<m) SD0 600

1000
4 .x00

s4
600 4

d

200
160

120

1914

表 1-8-64夹 直 额 量 小 长鼠（m）

图 难 地 段一  地 段路 线 等级 及 名称

201、Ⅰ级固定线
1620夏级圈定线及半国定线

茬，改建线路可采用复曲线但其曲率整不得大于0，03，

表 1-Z-85限 制 遭 配（??
。力、内 燃 机 车 毒 引

运 轴 条件及 路 均 等 级 降殊 条 件一般 条 件

302B准轨铁路∶置车上坡 4085重车下敏
10窄轨快路∶矿外线。I 12
15
80矿内线。矿车有自动制动装置
15矿车无制动装量

连，联端线的限制坡度，可设计为大于正线的限制坡度，但不宜大于表1-3-6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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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66通提都最软度计算公式

快 略 轨 距 曲秀长陵小于列车长流时曲线长度大于或等于列车长时

i=12.2Ea/L1435 ig= 700/R

90制 e=6.6EQ/Li2=318/R
762 6n= 20?/R =4,82a/L

i,=3.?Ea/L600 i=210/R

囊 -3-87道内级路最大敏盘系激-e_
窄轨 轨准隧 道长皮

10CD以上301～1000>&001001～S60050L～1000(om)

0,99.90 0,85.95系 数

表 1-3-68最 小坡 段长度（m）

900、762、600轨距1435 轨 距
线 路 荧 别 离 难般>图般

L列车长个列年长-个列车长200Ⅰ、【级典

基列率长-个列车长。列车长但不小于80m140【级线及移动娩、联络线

本小子最长机车车辆长度平 直道进 序 戴

表 1-3-89整幽戴半径（m）

竖曲线半径雾设置登声频轨 距
的坡度代数差 路 等 最 (m)ai (%)(mm)

≥200e一般条件 ≥41i35I、I级固定曳 ≥1008困难条件
≥100o>41488重级固定线、半国定线
20≥t702、900-般条件I、1般固定炭 100023762、90困难条件
1000>9800【数固定地

注，1.各级线路当采用100t矿车时，曼雷成半径不应小于200m）

2，竖曲线不应与螺和曲授重法;
8.登曲线不应设在无硫桥及明桥面的桥面上和曲线外帆超高遍减距离危图内，

4.竖曲线应尽量避免与道岔重透，困难条件下必须重选时，贬盘线半径不应小于200mn

5.移动规可不设整曲战;
6.当外矢计算值小于10mmM，应加大竖曲线半径。

3，3，1.5 铁路车站

1。一般规定
豆）铁路车站线路应设在直线上，当受地形及矿体开拓条件的限制、使用年限又不

太长时，可将车站线路设在曲续上。车站两端道岔啊喉区范围内的线路应设在直我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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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 级 卑 站 囊 1-3-70

站 说车站名称 明型

工-———E 孟用于环块析返式运翰

进站前一段线略纵断面停合同时接发事条件能力有富余时方v=
折

返
与（2）条件相反，增设了平行进略，提高遇过能力参精式

L

站

-器二三=E

2科_=E

进站前一段线略织断面符合同时接发率条件_干总，-zs工作

天s班 与（1）条件相反设安全线，以达到被此隔开的目的

T___________
孟用于双工作面地胺，其它条件局（1）于线工作面 ________________

工作面 （2）与（8）条件同时并存时采用于我cCes

适用于双工作面地康，并需设有一定平行进路，才能闹足箱
移3sg 力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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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雌 车 站 表 1-3-71

说 明型站车站名称

干虔
复线平面交叉燕尾式折透站

熟

局

使用条件与（1）相周，仅在李钻直接与工作面线路相费式
工作理

折

電
干绕

站 适用条件与（1）相四，仅墙加了一条折返线增加了平行进维二三
数T作面 路

干晚
蟹袍式车站一般系在燕尾式囊混合式车站不能满足要求时使

工作面>工作面 用

袖
干线

折

囊 1-3-72师 矿 本 敲

明说型站车站名称

卸车站干线为单线没一段却车线预

朗车站、干线为双戴二_平
破碎矿帧

站线路曲线半径的选用应考虑到腺望的方便、行车安全和减轻钥轨磨耗。

（2）车站不应设在反向曲线上。

（3）曲线车站应尽量减小曲线偏角，以改善作业条件。

（4）车站应设在平道上，条件困难时允许设在不大于2.5??坡道上，无调 车作业

时允许设在不大于10‰的坡道上，详细要求按表1-3-73的规定办理。

2，车站类型及布置
车站作业性质可分为;矿山站、剥离物排弃站、卸矿站（破碎站）、会让站、信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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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缺路及道省区级是纵断 囊 1-3-73

度 值 (《%)坡
1435 (mmp)名称 900、742 0g

般 辣 (mon)

≤2,8%平道上车站设置 4-B3
美每易置、影悬危险品的 平道上 --

本制停放娘

改扩建车站可不亦国调车作业或摘挂树
不大于10% 保留原敏度备应 6 8～置作业的车站

保证列车的启动

同车站被度同车站坡度车站咽喉区坡度

不办理调车作业的车站咽 限披减 《??不能大于不大于15%
15%喉区拔度

位于采场排奔场人换站的 不大于限被流8% - -- -
吲喉区救度

工业场地不量行整列的 可设在凝被上 - - 一
个别罐岔

作业量极少时可平道上或面肉站
设在面商站戴的上偶的下被革上其坡 s用于解体成箱组的泰出线 4-$-
坡道上，但坡道不道不大于2，8%
得大于r，5%

仅供列丰那动及成组车辆 木大于15?道上 6~E
转戴作业的毒出装

不大于20%面进部分 不大于2%饯转向用
平道威固肉车挡不大于平道威面商率智三角线 尽头线部分
5??象道上不大于5??坡道上

转盘边缘至竖曲
线的起点不小于供种向用较盘线
25mn 平道

不小于最长机率或革铜不小于最长机率
长度的水平直缝胶或率耦长度的水平谭平 -机本车朝的进库线

直线职
两地各有不小于一个最两编各20m的平看过式平直道轨道衡健路 大过游车制长度平直章直线没

当机车不摘御时
其坡度不应大于平量上移动痰卸健
15%

不应大于重车方
向的限制坡度做且动就缝纲坡装率载
重率上坡能启动

以及工业场地车站等。按其站型可分为通过式和尽头式两大类。矿山站、新离物排弃站

一般多采用通过式。卸矿站、工业场地站则根据埚地布置和运输系统可 为尽头式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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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式。
露天采矿场、剥离物排弃场内会让站的布置与矿山运输系统有密切关系，当采用迁国

式、螺旋式运输系统时，其站型一般为通过式，采用"之"字形运输系统时则为尽头式。
当区间线路为单线时，尽头式会让站一般采用析返式及燕尾式站型;复线时，则可采用燕
尾式和套袖式站型。

（1）矿山站是露天矿铁路运输系统中的主要作业站。合晨地选择矿山站位置，对分

散货流、缩短运距、减少倒运、提高矿岩运输能力、降低运输成本十分重要，在设计中须

慎重地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在山坡露天矿中，矿山站位置，一般要求靠近采场及其运输集中的地点。当有两个或

几个采场时，应选择适中的位置，靠近运输量大、使用年限长的来场。车站标高的选定，
一般应使矿岩运输为重车下坡。

在深凹露天矿中，一般宜选择在总出入车沟附近标高较低处，绪短采场运输距离，并
在通往剥高物排弃站的顺行线上。

站内线路除办理列车到发作业外，通常还办理机车整备及检查，车辆临修、待修作业

及推土犁、移道机、轨道吊车的停放。

（2）刹离物排弃站 专供剥离物列车会让和停放用，一般布置在剥离物排弃场菌或

剥离物运输集中的地点，以缩短列车入换时间。剥离物排弃场分散时，可分开布置。有些
矿山，剥离物与矿石先集中后分散，故有时剥离物排弃站合并于矿山站内。

（3）卸矿站和工业场地车站，主要是办理列车的接发作业，其位置分别布置在破碎

厂和工业场地附近。
（4）会让站的设置是为了适应矿山开拓的要求，提高路线通过能力。其布置形式应

根据地形条件，线略坡度和阶段高度等因素来考虑。当运输系统为折返时，在部分会让站

内应设停放线，以减少辅助设备占用区间通过能力。
（5）露天矿铁路车站参见表1-3-70、表1-3-71及表1-3-72。

3。车站线路技术条件
（1）车站线路及道岔区线路纵断面见表1-3-73;

（ 2）车站线路平曲线半径见表1-3-74;
（3）车站线路直线地段相邻中心线距离见表1-3-75。

4。车站股道数量的确定

1）到发线数量的计算
露天矿车站，特别是山坡露天矿，大部分为折返式会让站，其到发线数量一般可不子

计算，根据需要确定1～3条，但作业量较大的矿山站及卸矿站需要计算确定。计算公式

如下∶
(1-3-31)m;= 2.d0a+1

T=直+t+t。
式中 m，——到发鳞教量、取较大整数，条

N ——每暴夜占用到发线的各种列车次数，次;
T;-——列车每次占用到发线的时间，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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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站战最小血线率径《m） 表 Y-3-74

喧轨准 轨
车站作业性质威地点 900与762 00特殊条件困难条件一般条件 (pn)(mm)

不小于300不小于400 不小于150 不小于80直线上有调车作业的车站

不小于260 不小于l100不小于200（15D>直疑上 不小于60无调车作业的车站

<150采场和排弃场各水平附近的 不小于180直线上
<120)人换站

不小于160 不小于80不小于300用以解体物组的牵出线

供列率都动或成组车辆来线 不小于20o
用的率出线

不小于b0不小于160不小于200直线上有装卸作业的站内线
有倒装矿前

后应各有不短于直线上有侧装矿槽的作业线
车辆长度的直
蝴段

不小于80不小于10080～00t电机率 圈定轴距20倍国定轴距10倍
转线用 不小于100不小于12015健电机率

三角线
不小于120不小于15010t矿车

注，表内括号坚数值为80-109电机车时采用，

我 1-3-75结馈直镜地段相铝中心象照寓（m）

蛾 略 间 電
战路名弥

轨 邛 孰准

包活残间设有高出轨面 1，im柱宽不大 B+1.5,0
于0，4m的信号机正线与其邻线、到发线阀、次要

站线间 包括线啊设有柱宽不大于0，四m 的接触 B+1.5,
网电柱

B+1.24,8次要站战间（作业有特殊要求者除外）

6,0梯阀及其邻阔间
B+2,06.5一般恨况

牵出规与其邻线间 困难情况且调车员不站在其邻线间省挥 B+1.55.0
调车时

5.2持修车停放线与其邻妙间
因+2.57.0机车车辆修理坡与其邻线阀

4.5装有电力机车簇触两软横房腐客式性的线略间

8.5磅房一侧的轨道衡级与密房另一健的相邻线路间

注∶B为机车车辆最大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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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时间有效利用系数，一般取0.75
}一一走行载;
——到列车占用到发线时间，mln;
-——列车停车占用到发线时间，min）
t——发列车占用到发线时间，min。

到发线简化计算公式，

v（ 2。++0.08二
(1"3-32)

式中 t-——发车准备时间见表1-3-76，

本站我库作盘减多时间（min） 泰 1-3-76

联 媚类 要

电气集中

机械泵中
3.5非集中联领

f———般取2mio;

L——列车进，出站行经车站咽喉总长度，m;

-——列车进出站平均速度，km/h，见表1-3-77。

袭 1-8-77列本进出给平均量行建度 （m/b）

负 轨
轨准列 车 运 行 方 式 76290 e0

到达列车进站方向为上披 15 1213

17 15 19驯达列车进略方廊为平被或下被 1
12I7 1.出发列率

4～1010~15机率在前四列率 51t 5~8氛车在启

7~]015～20单都行虑

2）卸矿绕撒量计算

m= o (1-3-33)

式中 m——卸矿级数量，条;
N——即矿列车数，列;
T——列车占用卸矿级时闻，min，
。—-间利用泵数，一般取0.7。

T.=所+k+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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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乱到t，——到、发列车占用到发线时间，min;
t———列车卸车时间，min;
fs——列车待卸、待发时间，mln，一般按3～5min计算。

其它站线，如排土犀、救援列车、通勤车以及好坏车辆的停放线;率出线、安全线等
均根据需要设置。

5。车站股道有效长度的确定
股道有效长系指股道全长范围内可以停

智机车车辆且不妨碍邻线行车的部分长度，
一般以下列各点为界;

（1）警冲标;
（ 2）出站或调车信号机;

（3）车挡，
（4）道岔的尖轨始端（无轨道电路时） 图 1-3-15 殷道有效长示意圈

或基本轨接缝的绝缘节（有轨道电路时）。 z-段道金长，fz一般道有效长
般道有效长示意图见图1-3-15。
各种线路的有效长度可按表1-3-78的规定计算。

各种块路的有载长度（a） 囊 1-3-78

 效 度长
触 路 名 称 轨 窄 软准

正域、判发绒 列车长度+"25 为率长配+10～15

很据实际需要确定其他站线
列率长度+补机长度+25 │ 列车长度+补机长度＋1～1s有补机成双机章引的正线到发线和其它站被

很据装卸要求确定玻 卸 线

按到发般有效长度牵出线，一般情况

取到发键有效长之半-列车长+25机率长度＋-困冷份况

2×机率长度+5载根据实际需要糊定三角能尽头部分

根 舞计 算 确 定速 难 级

2550安 全 戴

注，表中准轨25m为停率安全距离，围难臂况下不应短于16m，

6。站场平面设计资料
（1）单开道岔岔心至国曲线起点的距离见表1-3-79、表1-3-80，

（2）不同线间距离的斜边直边长度见表1-3-81;

（3）反向曲线见表1-3-82及1-3~83，

（4）两相邻单开道岔岔心间最小长度见表1-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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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1-3-73着温道岔食心玉藏血规怒点康高《m

岔心蚕后面霞曲缓起点起离（6+夕）岔心至前面■曲战超点距高（+）区尚峰制 童战政期道岔前后固
蹈加宽量 曲截半径 小长度

岔了号道岔g呼灌世【66号灌盆7号道岔 号道岔日号道岔谋值（X） 《f)

13,40l,4469,99411.527 13.83913.7258,48161及以上 0
230.0割918,4016.44614.99418,83919.72516.52713,416650～451
25,b09`23.44D21.44019,B5423.83921.527 23,72518,49]460～S51 18
30,W6926,442 28.424.994Z,83928.72523,491 28,527860-20 15
35.6493.4403144029,9943.839,72531.52728,491202的以下

15.o11,so 13.a9,994I3.8313.72sL1,6?r8,A815I及以上 .17,30913,940 16,840ig.19415,33816,22514,0230.98165a～451 2,B
2b,0918.40184014.996i,83918,72516,52713,491450~351 62
22.60920.94018.94017,49421,33921,22518.02715,B9136～20⋯ 7.5
25.00923。d21,44O19,98423.B1B23.72521,52718.491200以下 10
15,0d913.O1.409,B9413.3943.72511.628.491661度以上 o
170915,44023,4011.99415.83915.72B13,52?10。491B50~451 Ls,50sL6,94a14,94011.49417,33817,a2s16.2711,991450～351 3,53 20.0Y8,4014,994 r5.0}18,8918.7251s,41 16.527B350~20a
2L,5093B.4oI7,94018.4920.35020,22516,2r1g,9bL200以下 0.6

注。普通建岔即直最实轨道岔。
表 1-3-80工矿全业道合爸心盈葡首线悠点距高（m）

7号道岔6号道岔道岔帕后幅曲线半径国由线软
随加宽追 百+厂a+f, f;,(R) b+F,J,a+f,减率（% f:

18.970,Blt.89718.W4 09.010.912.561及以上 16.6795,518,382,516.d8省6.5自，4910651-451 1.87e1.615.895.01.3944.010.s912,545a-35I 13.5781.618,3r77.5)1.4941.513.4915.D350~20 18.07o4,O2b,8q710,610.9341,05,8917.62M以下
16，们o6010,t9715,954 08,09,911.551及以上 14.5702,512.387.514.494.53.49L850～451 13.07812，章14.3973,512.49F245多，9911.5450~351 13,0701,015,3975。010,9941.011,9]3.53Be～2b 14,5703.517,388,510,9941,01.48.020以下

注，表内图中/助b+了值与森L-79润应激岔号敷值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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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81不同缝褐距寓的美边（L，）、直边L）长度（m）

￥盐
8号端岔（6*20'26*）6号道岔（B27'4"）段道距离 7号道岔（8"07'43'*） 3号道岔（7"07'30*）

L L,E LL Z,L4(S) Z
9.0559.00D7.008 7.071 息.0B26,D834.009 8,001
28.118.c0I4,00 ,121.188 16,125ta.00012.专b82
27.1527.00021.6bb 2L.21s 24,301，24基18,00 24.1878.
36,22138.0028.28528,00024.08 32,0024.331 32,249
超5，27645.0030，如b6 40.31136.5835.000 40.008.148
54,33?564.0p045.0o0 48,37442,42736.497 42.0086.00
a、3B7a.00058.400 56。43842,a00 A2.585 9,00a 4D,49a
72,44272.000.49864,0050,5625.0004.8$48.0008
a1,4981.00072.58073.00083.64◆83.00064.74556.W00

注，表中未列的段道间距其L、L，值可以表列敷值为盖数展加求得。

囊 1-82夏间  缺 表 （m）

径 R= 200线曲 半

股 f=10频直f=a及直 饱

LKT◆LKTφ
16.233.0621.531p*52'E12,B475.B24148's" 5,1630,2 18。464.2102.109112s215.487.7468,8782"1'o9*t,30 22.8556,18130901481510.98318,05.0012"t1's9,50 20,310.8654.8882*4'oB"27.55113,787o,8b83"3'0"0,85 91.91610.9715.4873"a'3530.30515.1887,584*20'45".1 3.14211,5B85.794s"19'0941.5815,8157,11431^61-1,25 35、《8s12.7526.3783''1F34,02717.W46,6224^62'48"1;46 306213.0316.5183'oor34.69817.8263,*B4"Br'a-1,5o 40,ns15,3787.882"z'2r39,81.759,885*ss'35*1,9 42.80716.388,A784'a's041.41720.74610,SB25*5目'382.15 43.5816.802a,45a．4a8'相42.3682.2210.821804'48"2,26 45,52117,78s8.8575°0u'8"4.20422.14r11.0848*20^1"2.45 49.51p18.8129.146"40'*s4,48o24.30412.167B*67'as"2.86 51,08820.60710.8125*4'i850.10025,118i2.74T'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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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表

R= 280经半割

S 袅歌 f =0 直 划做 f=10直

KK L oφ

51.86310.5tr 20.99s"a0'su25,512r1's2 50.A职812.7733.25
5,8476"I'68P 10,8B781'50* 52.422 2L75624,218,456 15.162
3.95争2,t28 s°4B^or"58,074 11.7814,08 2.5排B*03'1*3.5
6,53"5r'O8" 12.14657.4的923,E48"T5'3" 24,2818.sa24。15
53、D77o2'su 12.81729.180 59,1548*2′35 24.6014.6I64,25
转，85r14'28F 12.55829，8部0 5P,4914，影58 犯6.2748*3s'18"
的3，52513.4bd?az'r62.78 20,t8**01'Ta 81,49615.78布，8
,75718.777r"s2'st a7.5l25.15
6音，$Os13.027s8'11 27.tls
,54014,257Bw'sr*5.45
的2.4ss2，非%14.978"a3'85.V5
70,5415,20 S.467B43'ar
r7;i430.74915,4b5848'ss6.25
72，2据16.86g*68/0g"5,4

 1-8-88取 向 ■ 缘 表（=）

五=300线 半曲 径

f=10段s 旋f=o T股线

K LR LTφ

18,438D'aa115,4901'2846* 7.748s,8739,20 21。4a55.7242.6105's18,919.487148'48 4.7440.3
2.45z3.22.114~1*3'1B"24.d8912.2472*2'2i 6.1340.5
部5.200β,3052"24'2938.75016.8aa*1'29 8.4410.95

14,372*<3'0B* 7.)237.1318.677"a2'5s* 3,291l.15
39,W015.0027,5022°51'5sSB,7019.3488a1'57 D,6871,26
4287018,4518,273*o'S1"4,6B320.8l10,438*s9'0-1,45
43,5010.7988.4018*12'BD42.3982l.21710.4134o3'Og1.50 49,85710.70s9,8659"45'ar48.93424.19912,1084"s?'11.9
61.72420891I.4502*s9*2450.74B25.40412.7op"E1'or*2,15 52,8r21.610,7384*b5'551.81225,B88<57'49 13.002.36 66.0n122,576l1,20s418'az541z,11913,56610aer2.65 B,202。17712.508448'8159.42429.78014,BB26"程'2"2,95
朝，22.1564"B?'4 13,0RB81.4O0积0.75415.8506"s2'25F3.15 62.1113.32d5*051362.331,23g15.48E*E7'83.28 e,023.bTt13.7断5'15*5764.26032,1a816,108e*'60F8.45 、4572b,8026*4'3r 14,81368.7334.4417.2408a'413.96 71,i63x、a5615.3415°51′1870.555.30517.472B4'4.15 71，银通31,076L5.6615"5'06"了1，28735.7217.885Iu'26*小.26 78.6131.898I5.9846*o5's2*72.938.56018.0t8*68'57"4.45 77568.8M15.9sae"28'tr75.91325.56119.307r21'58" 75,6r884,64817.346*a7*os5.IB 79,B27a,02717.5336"41'236.25 81,80335.77117,9078*指'55"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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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径 R= 300半

段 f=1线直
z

]*.813 g4，出795,Bo 7*1'ss 87.578
85,2.277?18'386,15 19.164

,28 影6，8338.6247*22*'s8"
9,303 80.3019.682r"30'7°

同相修单开道含盐心间最小长度（L）单位m 囊 1-3-84

2）对向铺设I）真向辅设

鹑s
其他站终;正线、则发炮、道岔散又号 其他站颇、厂内一般线广因干簇厂内一般蝇广内干缝

正 常 目困 难N。N, 因 念 正，常常 正 常

z14BK①23.z429,43022.893 1,4852.9924.7386
24,28①21.521 20.27628.029 32.527 za779 2.0295
2.2b19.931 32.5结舞，489 28,z828,189卷 23.439

2,05427.6829,31222、87 35,5227.dr527,787 29,2257
25,25220.7神29,s73 31,510S7.7025.18529.787 0 31.42s
25,25t28.76b29。475 31.5167 37.78024,5729,47531,225鲁罪道甜 8
27,45021.95833.70B39,95831,673 27.19631.873$3.421。B
27,8432.0788,52240.072却，2731.7878L.7833.587
,583.283.822④o.W223.7833.2423,2uze.8323
27.07332。1B633.9384o.13B28.B433.35售.856$.109
64.56,2612.64.3插入短轨长度 ,B

28,240 21,49829,491a。452.89324.7is 2，的的6
23,B8625,6G81,9626,33B27,14
23.825.64631.89625.0626,18工矿企业 2.02 20.80s4.30227.475约9，2罩岔 29,13030，B部087.18030,332.053
29.18630.影037,13028,84530.505

0.25 《,612.54,50.25氯人短轨长度F

注;1.正常成因难时播入短轨均为4.5mI
2，表中L值已怎括铜轨擦差8mm在内。

3，3.1，4 换路路猫
1。一般规定

（1）路基必须坚实，稳固，并能抵抗各种自然因素的破坏作用，保证轨道的稳定和

列车的安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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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下列情况的路基应考虑个别设计∶
边坡高度超过表1-3-91规定的路堤;
修筑在陡坡（填料与基底均为不易风化岩石时，地面横坡等于或大于12.0，其它惰

准 软 路蓄而宽 度（m） 表 1-3-85

绕间设有二登间没有第二线与第三页 畜
民向（杰间设 弓电柱单 线 一旁弓电柱路基土石种类路线等氨 有信号机最司

t间距为8，5）（间距为6.5）（间距4.3） 电在，间距5，）

14,311.1 12,310.1各 堤 5.8非虚水土 14,,112,110.59，图塞 5.
I 1.8堤 1.6 11.5,3 9,8暑石及渗水土 13;810.4 11.65.45.1路 堑

Y.1'10.9 12.1略堤 9,95.6非渗水土 1.910.7 1.05,4路
[

13，串11,610.49,45.1堤考石及渗水 13.41.410.zB.24.9整路
]3.711710.5.55,2堤路非渗水土 13,711.710.59.55,2壑路

直 13.211.210.09.04,7堤路岩石及掺水土 13.211.210,D5.04.7整路

注，1.半国定线、联络堤和其它线均按置级暧路路基标准采用，
2，单摘略堑线路中心沿轨枕底部水平至路垫边坡的距高，一边不应小于3.m，另一边不应小于2，8m，
3.区阀曲线地段单线路基面宽度，应在曲铺外测，按表 1等8加宽，区闯曲规地服双线，多裁路基因意度，

应接区间曲线地段间距加宽值我1-3-59及表1-3-87计算确定1
4，有充分设计依据时，双线地离间距可减至4，1m，此时双线路蓄面意度可减少，2m，

囊 1-3-86窄 轨 路 蓄面 宽 度（m）

双 晚单 线
遮 床 厚 度道 床 厚 度

I、】船I 级Ⅰ，I级
0,25o.15e2z0]o.o,250.150.200.25 0.150.200.15

接机车氮度加.5m或车辆宽度加0，73.23.03.33.1非渗水土400mm 轨距
计算，w其大管;再加上单烧路基宽度3.02.85.23.0岩石，掺水土《各种教引）

4.03.8,6a.1! 网 上3.9宇渗水土900mm轨距
3.63.43.73,6料石、渗水土各种*引）
3.83,9 3,4 同 上3.7非●水土762mm轨距
3.43.2]3.63.3]署石、善水土（电力牵引）

r.47,2 电.B3.63.43.93.7非渗水土78Zmm轨距 6.13,43.23.5卷石、，●水《内能辛引）
．注，1，单线路数艘路中心线沿轨沈底邮水平至略堑边坡的距离，一边不得小于下列规定，800mm轨距铁略1，8m，

782mm轨距铁路2，0m，94mm轨距铁路，2，3m另一边策满定建筑接近限界的要求。

2，区间曲线地段单趁赔基面宽座，应在曲竣外制按表I-8-87加意，区间曲缝地段双编路基假的建度，应按曲

碳地股线间题加宽值表1-3-87及表1-3-B9计算确定，

3.当两线间需设接触网文柱时，路基面宽度另加0.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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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于或大于1∶2，5）上的路堤;

修筑在地质不良 及其它复杂地段（如滑坡、崩塌、泥石流、软土、泥沼、岩溶和坑
洞、裂隙粘土、盐液土、风砂、雪害、多年冻土和震区等）上的路基;

采用大爆破施工方法的路基;
浸水的河滨水库路堤。
（3）检算路基力学稳定和强度时，竖向活载应接通过的最大活载确定，活戟分布于

路基面上的宽度自轨枕底两端向下按45°扩散角计算、
。路基面宽度

（1）在固定线上，区间直线地段的单线、双线路基面宽度，准轨见表1-3-85，窄轨
见表1-3-86。

（2）区间线路曲线地段的路基面，应在曲线外侧按表1-3-87、1-3-88规定数值加
宽，加宽应在缓和曲线或超高递减距高范围内完成。

囊 1-5-87温轨铁路曲块地及略蒿面外测加宽

加 宽 氮（m）曲 线 半 径 <m）

300>R>200
0.2200>R>15

R≤150

囊 1-3-8窄轨族赔看线地段略蓄面外侧加宽《m）

762、900mm轨距铁略B00mm轨距铁路曲线半径（m）

0,20.2B0及以下
0.20.180以上蓖200
0.1200以上室450

（3）采场内区间直线段运输平台宽度，准轨不应小于表1-3-89的规定，窄轨应不小于

表1-3-90的规定。
囊 1-3-88准轨造输平台最小宽度

三单

1787;5平 合 宽 康

注∶1，曲线地段的运输平台宽度按上表加9，5m，
，2.设有率站的运验平台宣度，可报据作业要求按冶内直线施段两相邻线路中心线阅胞的燃定，幽线上整筑按

近限界加宽办法及本表注 1 的规定加宣。

（4）车站路基面宽度按站线数量、站内直线地段两相邻线路中心钱闻距表1-3-75的

规定计算。在曲线地段准轨和窄轨还应分别按绩间距有关计算办法加宽，但最外侧站载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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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轨据省平合量小流度 载 1-3-80

单线机率库辆最大宽度  细

章引种类 轨 距 (mm)

(m> 680Y8291Oe00782900
10.5 K0.52,4~2. 6.06.1
1.5 9.56,B1.9~2a

,5a;5B,55.S1.4~1.8 5.6 5.5
7.65.1<1。b -

心线至路基边缘，准轨不少于3.0m，窄轨最外侧略肩宽度不得小于0.5m，梯线及奉出线
有作业的一侧，灌轨中心至路基边缘不小于3，5m，窄轨路肩宽度不得小于1.0m。

（5）剥离物排弃杨移动线初始路基面宽度，准轨一般不小于4，2m，其中由线路中
心线至卸车侧略基边缘的距离为1，7m;窄轨按下式计算，

(1-3-34)B=D＋L+A*C
式中 D——卸车一侧的轨枕顶端至路基边缘的宽度不应小于0.1m;

L—轨枕长度的一半，m;
A—机车或车辆最大宽度的一半，m;
C———操作宽度，人工卸车时1.5m，自动卸车时0.8m。
（6）准轨铁路采用机械化养赔的路基在区间每隔500m，设养路机械作业平台一处。

3。略堤边坡
路堤边坡坡度应根据填料的物理力学性质、边坡高度和基底工程地质条件合理确定。

当基底情况良好，一般按表1-3-91设计。

囊 1-3-91路 遇 边 被 被 度 条

坡 坡度边路堤边坡的最大高度
填 料 种 类 下部坡度上部坡座全邮坡度下部高度上部高度全部高度

1;1,761;X.812B20一般粘性土 1:21门1，75b6幅砂、粉砂 1
131.512毒石土、粗砂、中砂 1:1,751;1.3-1220碎石土、师石土
11,3--a不易风化的石块
1:1.520

注。1.在没计中，如有守门的试验研究或可靠的料和经验时，可不受本表限制，
2，用大于25cm的石块，边波采用干端蓄，其边缘坡度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3。用易风化的石块填筑略堤时，其边被按风化后的土类边坡设计。

4.。路堑边坡
（1）路堑边坡坡度应根据土的性质，当地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拟定的施工方法及边

坡的高度，结合自然稳定山坡和人工坡的调查来决定。岩石边坡尚应考虑岩展产状，节理

发育程度，地貌形态及各种地质作用等因素的影响。

当地质条件良好，一般可按表1-3-92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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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1-3-92路 量 边 坡推 度表

边 波 深 度种费氧±
1:1~11.6一般均膜的粘土
1:15～131,75中密以上的粗砂、中砂、毫秒

1:0.B～11.25新筒土<0、Q，）
1:0.3～1:0.75老黄土（0、Q1）土

1:0.6~I;1胶结和密实块石炎、卵石
中密 11~1;.碎石类、砾石类

10.1#1;1岩 石

注;1.黄土路重如边披验直高度小于等于i2m，可采用一个披度到顶，当高度大于12m时，可采用阶式，中部没
平合，阶段高度一般为8～12m;

2.如有可靠的资料和经验时，可不受本凝限制

（2）在砂类土、黄土、易风化的岩石和其它不良土质路堑中，应设侧沟平台，其宽

度视边坡高度和土质性质而定，一般为0.5～1.0m。当边坡高度小于2，0m或已适当加固

时，可不设平台。
（3）黄土、土和风化岩石两种地层组成的较深路堑，土石分界处或边坡中部，应有

截水沟或挡水墙的平台，平台宽度一般不小于15m，截水沟应加固。在干旱少雨地区，

边坡平台可不设截水沟，平台宽度可酌情减少。

3.3.1.5 轨道
1.轨道类型的选择

准轨轨道类型在机车、车费轴重不大于25t，最大计算速度在圈定线上不超过40

km/b，移动线上不超过20km/h时，可按表1-3-93选用。

囊 1-3-83准 轨 正 级 额 道 彝 塑

固定线及半固定钱等级
移动 超项 日 Ⅱ1I

<800 不 分级<300≥400运 量（t/a） ≥30
合434S或3850或43合50钢轨类盖（kg/m）

18601600～1520148朗筋混凝土轨沈每公里轨 17601520～144168～1801780～168b木 枕枕根数
2530器 非渗水土路基（Cm）增床厚流 202585岩石，渗水土路基（cm）

注∶1.联络线及站糊等，按Ⅲ吸线在线标准设计;移动阀的站线按移动提标准设计。
2.双城的空车运行线，其轨塑宣与重车运行煅一致，轨枕很敷应减少 240～18 根/km，但不皮少于1440

概/km。
3，当重辊半径小于以下数值（即一类车150m1;二费车10mn三类车280m）时，曲线地服游轨沈数量 应予

增加积o概/km，假增加后每公里最多不超过1?80根。

4，参动道床应采用税场材料整平填实，其厚度不少于15cm。

6.道岔范围内的道床厚度。应不小于其连接战略的道床厚度，

6.当运量超过200万V/的Ⅱ爱固定视，在非渗水土赔基上道渔厚度应增加5里米，路基随意度应按表 1-3-8

加宣16c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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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轨轨道类型按表1-3-94选用。

和 轨 轨 道 类 擅 囊 1-3-94

道床厚度（cm）每公里执轨 宽 钢轨类型机车车
轨 枕 类 型 状 数 量别 辆轴或铁略等最 非游水 岩石、渗

水王婆基土路塞<根》(mm》 sg/m)(t)

钢筋混展上枕威 20～18 1527o0～16o0正 线 6~3[ ] 18～15B00 15600-1500 15Ⅰ、I型本枕线站
20钢筋混凝土或I 1800 25慢正 2410 1520178D型木枕蝇站

2028)86～17bq键正782 同 上2410~7I i51700～i6o 20站 线
15明筋混麓土枕威I 201700正 线 18S?I 15151600型木枕线站

2026钢筋混凝土就或或【4600～1300线正 ≥10 >24-24 15520～179 20I、【型木就站 成

20钢筋混藻土枕或J 268a～1roa正 哉 2410~7I 1520700～16a木就站 线

20～1525-2D题土枕或1600～1线正 ≤790D I 3520-151500～16001、Ⅱm木就戍站

注。1.除正线、移动线外的其它线与按其连接线的站线标准选用。
2，移动线的轨道类型，钢轨按其邻接的正镜标准选取;木枕数量应增加的0-10根/km，不健段道床，但应利

用现场材料，将略基填实整平。
3.轨沈数量隐大于zag/m钢轨长度每节以l2.5m计算外，其它钢轨长度均以10m计算。

4.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地段，应按表所列每公墨轨枕根数增加00很，当条件重合时，只增加一次

1）8mm轨题铁路幽线半径小于80x和753、s00mm快略曲线半经小于】5m地版1

2>》在陡于15??下被制动地段;

3）长度等于和大于s00m的隧道内。

2，钢轨及联接配件
1）钢轨类型
钢轨类型主要尺寸及重量见图1-3-16和表1-3-95。

骤隔=
图 1-3-15 钢轨主要尺寸示意图

2）每公里线路的钢轨及联接配件需用材料量

（1）每公里准轨线路所用钢轨、鱼尾螺栓、鱼尾板、弹簧垫围材料量见表1-3-96;

（2）每公里准轨线路所用道钉及木枕垫板材料量见表1-3-97及表1-3-98;

（3）每公里窄轨线路所需用材料见表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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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标准钢轨主要尺寸及重量 表 1-3-95

螺检孔中心距 栓孔径愿 断 面 尺 寸 （mm）变每米重量钢轨类型 际准长度 (nmn) (om 》
Kmm)(m)(tg/m) (k) p φ斑 bB

12.5 66.0c150.0oh83,an 每，5031.0642,0q15.50)61.514 152.00P. 70.0032.0150 25.0 一-
12.6 62,50119.0c/180.0 29.8056,00171.8b!,14.B014o,0n4,65: 12.6o]70.no/L4.0DP..43 25,0

12.5 59.5029.060.0d110.0op668.114.00p38.783 71.0013.00 39.00l34。0936 25,0
53.0029,0033.2866,coj11o.001z120.00l12,6o 66.00160.0d84.0012.58 35.D033
4e10051 0 2224.48 1a7 58.O92 82.007～12 1b,924

1oo 18 391,06 46,5y~12 10.080 9040 40.016
10014.73 19 89,253715 D1 46.0a778 z8.757.06～1z

注∶尺寸符号意义见细r-8-18，

每公显准机块略席用铜轨、金危焦检、鱼思拔、弹筹造围材料量 表 1-3-98

弹资生履鱼 尾 板鱼尾螺栓轨铜钢轨长度钢执类型
【量取，景K.量默 量 个 败块 数瓶 费 个 数(m)(k/m (ka)(ka>(kg>(g)

32540301529S3866512.6 160 6a33
960320 4B2 4860512.5 ?739 96816o38 244BO2431160T743225,0 a0 30248o
s0493232 488923o180 80512.5 96D43 2448D24911608926A 30225.0 480部

5995320 950 7578102948 96018oI2.550 2995 3748016o3841029888D25.0
5843 <g320B60 59590]4816012.645

（4）准轨钢筋混凝土轨枕扣件需用量按扣件类型确定∶

70型扣板式扣件适用于准轨铁路直线及半径R≥300m的曲线上，其用量见表1~3-100;

67型弹片式扣件适用于50及43kg/m的钢轨其用量见表1-3-101;

弹条Ⅰ型扣件是铁路部门为了适应速度高，运量大的铁路于线及曲线半径小、坡度大

的山区铁路研制的新型弹性扣件，适用于50、60kg钢轨混凝土轨枕，并能与现用的扣件通

用互换。
鞍钢所属矿山于1980年至198《年线路大修时，在约60公里的线路上换铺了弹条Ⅰ型扣

件。用它铺设的绩磨可不设防爬设备，解决了矿山铁路长期以来存在的级略爬行严重的问

题。对小于300m半径的典线地段，采用混凝土轨枕，弹条 扣件，加设弹条轨撑面不设轨

距拉杆并能保持轨距，其用量见表1-3-102。

3。轨枕
1）滑凝土轨枕使用条件及铺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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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公里窄轨娘路需用材料量 表 1-3-99
经弹簧垫图│螺 栓 t 本造铜 轨钢轨长度 盘尾板 道 钉钢轨类型 总 计

<t)( （根）(D<m) (t><1(t> (t>(g/m)

54 1032 91

5D.0027.46 1.8411834
59.5777,105 1.757
59.1571.6746.78B13670.1991.580 0.016a.9201224 58,7311.589a。s271583
58,3111,5086.D90
57.8911.4235.73S〕417

45.5800.8467,8081830
4,2076.9021700
44.7560.7520.019 .49616001.242 0.15536.1201018
44.3011600 0.7056.090
移384B0.65B5.68414a0
34.8133,25 0.8461800
34.5850.7993.0771700
34,3670.7522.896164p0,13 0.0191.122941016
34.1290.7052.7151500
33.3010.6592.584

新建和改建线路应铺设钢筋混凝土轨枕，下列地段可暂铺设木枕;

（1）准轨铁路半径小于200m的曲线段（当采用弹条Ⅰ型扣件时，半径可小于150

m）;窄轨铁路半径小于80m的曲线地段;

（2）移动线;
（3）道岔区、无硫桥、有护轨地段以及上述地段两端各10根轨枕范围内;

（4）站修线及其它检修车辆的线路。

2）钢筋混凝土轨枕分类及选用
（1）准轨钢筋混凝土轨枕选用见表1-3-103。

Ⅰ型

上2控古竹 型

节⋯

日偿图 1-3-17 轨枕布置示意图

图 1-3-18 各型木枕断面图



套 1-100塑扣银式扣件零件缴量及置量 下列收时每公里零件数量（个）及重量（g）纸 根 轨 枕 16to 176091520部 作 名 称 置 查数 量 数 量重到数 量 及 量数 量 数 量重 量 置 量  效 量 重 量(kg)（个）

41995760 3982.300 342r螺旋道钉 630 6720eaon57800,4478 64s 640021057600.1881平 路 医 0.876弹簧监图 6401089s7r60 1490.7560 672o60s0 1210 170395g 4179 44892.7821 484250/钢较 句240E907细M·25m貌askg .065知 4935
3314102.7820 394050kg/m胡教 4051202.6m执sk 60 46ag4nl43.100 4910 615g3ak/血箦轨 0.4220 s36200 35202880 ag4050g/m钢轨 6550.4546象 胶 0195ao 590631,309B塑 料 32003o4o288p 3523360g/m调的 2 672 60s0.3970 s33象 配 1171.x0.078B 129 料 704绝绿缓冲垫片 龈 款'2.将公壁零件最量及重量均按置线施胶包括接头及中国扣降重量，扣板数量中，分子为中间泡频最，分母为姜头扣根3.始缘绩冲叠板，盐片栏内，根据使用显料或像胶额品情况，迹用其相应的重量。



表 1-3-101换型鼻片式扣件（67混）零件触景及重量 下列轨就时邻公服等件数量个）及重量 小x）每根轨就 17560168o1520 160o1440款 量零 件 名称 重量数 置数 量直 量数 量重 量重 量 数 量数 量（个） 41757040395640039560a341887602.3720 ro4o6720:螺 烧 道钉 540060057600476 7o4021o608o1955730.138如 属 20811971.380 给92950kg/m钢轨 2201z030320 2423231243t/m铜执25m轨 19791.3B80 21631.38 G0050k/m拥轨 6005020715520 240skgs/m例轨片 210212.5m轨│ 1.88表0s8ks/m阴装 3936720293157601.B28050kg/m钢轨 6080578043kg/m钢教 3172.08003Bkg/m钢轨 641800.420 33603040盟 料 288050kg/m钢轨 0.4546 560531 33500.368 32003040塑 务 699280Ske/m繁执 0.370像 胶 206 704067200.1452 6400│塑 料 60g 27125357e 246绝级缓冲垫片 6.164像 胶，1.表列每根轨比零件重量均按直线地段中间扣件计算，螺监道钉系按内式，每个重0，598kg计，"2，每公里各零件数量及重量均按直缝艳险包括披炔及中间扣件重量，非片数量中分子为中间鼻片数，分导为节头



囊 1-3-102师条式扣恃（1显）零件败量及重量 下列轨饮时部公里等件敷量<个）及重量（kg）每根轨枕 1760520 16o重 量数 量零 件 名 称 数 量重量数 量 T 量败 量重 量 败 是│重 量败 量(xg)（个） 29g8 41836720 7040eaoo361&5760躯 旋 温 钉 7887582 704o620e46o ?16osa60gse45574oa.B 6400420 44260go39757606.276监 题 6720 352640 302s5762785401,89650kg/m钢教 4 320 51325m轨 290320 3202708 28451.78060kg/m钢轨 6400317586060 35283024s76o5440721 287351201,89650kg/m钢轨 3132990 64o2，5m轨 s4os4条 234270Be4o5ese4o1.70 roi6720u2s00420150s576a 35302.7B560kg/m铜软 4s5s08p3e7s7soa.5446o0kg/m钢轨 uo 704o67206o8o4.4cm*户 板 座 a520336o320n30de28B318cm*/m钢就 爆 520s200 33603042880626cm sx,no││s2s20t30462880热 注，1.每公里各罪件数量及重量均发重规应及包括端处受中阀和用重靠，弹素数量中分子当中问员粒，社要为节斗器务永下一样接人登烧务 3.密来60通制机轨距信数仅一种《分6、1两个号），不分中间与戆头，是装时在各称雨营板上一兼安装B号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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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软铜防得凝土额枕选用表 表 1-3-103

设 计 条 件构 件 待 征语制年月} 采用扣件炎型名 称

很据师放型机车每小时 7b型扣板式扣j1978年5月 教底坡140，承轨捕网肩一般高，两弦89置预应力
件，67塑拱型弹行驶5km，设 计荷 载为内侧道钉孔距为130mm钢筋浸凝土轨枕
片及其他类型11.6 t觉郎高170mm，中部高为170mm，

中间高158rm，轨下高200mm

同 上根据解放型机车，每小轨底波140，承轨槽两肩不一般高，1965年?月弦61型预应力
时行驶85km，设 计简银两内侧道钉孔距130smm钢断混凝土轨沈
为11.省t中、端部高155am，射下高200mm│为

配筋，4B φ3，30 φ

情轨枕外鳝和弦6型轨沈相同筋68壁预应力L969年 8月

调质铜筋抿部土
轨比

同上【级轨枕<警】），根督道热轧规律 1962年1月

据解放型机车每小时行驶变形钢筋混凝土
85km，设计荷载1，6t，轨沈
了级轨忱〈普W）根据解
放型机率每小时行 驶 4D
km，设计荷装》，4t

（2）窄轨钢筋混凝土轨枕类型见表1-3-104。

泰 1-3-104有象机筋源凝土软比类型

沈下道渣控制机车、车组 轨状膏制设计扰距运行速度长 度 扣件类型轨枕炎型 干线支线(mm>(t)轴言 (km/h)型 (m) 数 (cm)((cm》

木检道钉式20 157001,781.98t电机车 15sBI-6-?8〈注2） 2.1
同 上15207002.881.31510t电机车 51.1615-10-78
螺粒扣板式207003,811,32018t电机车 51.85718(S6)-10-76 700d.221,320?《t电机车1.35718-14-76

70o5.631.3201020、40t电机车1,5724-20-78
00s.111.,32010t 电机车1.6918(15)-10-76
7894.351.326714t电机车1,5918-14-78

257Q06,691.220104，2D电机率924-9-78 2.

注，1.长沙黑色淘爱矿山设计研究院设计通用图图号通102运30。
2.615-6-76表示600mm轨距，15g/m钢轨，8电机车，1978年设计。

3）轨枕间距
（1）准轨轨枕间距见表1-3-105。
（2）窄轨轨枕间距见表1-3-106。
（3）轨枕布量示意图见图1-3-17。

4）木枕规格及断面
（1）准轨木枕的断面见图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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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轨轨能 阔距 表 泰 1-3-105

a(mm)b(mm)每节惕朝每 公】 2(mp)轨 长钢执觉枣
下执教惧轨沈根数 蜗 筋塑， 族 钢，筋 本 枕木 枕(kg/m) <《m) 木 就 混条土优混氯土状混题士址数（根）<很）

635 e4059469T5201so 4020
605 6105445491680 52b21 4

5605155.412.5 su4o62050 8s 23
53648944O1920
58057552453zsso
r20200D60d14o 18
a75675sD4BO4501520
640564 &40545012,5
e058055595591680
575575542641500

好及38 7057o56222280
85685
63D25.0
800s00554
670570S69

720720
6Bo6BO59454152
a40BO59454d12,545
s1o6O1680
5801e
030 Tr0481350
220524uao 18
68p58d6o152012.533
6405844501690 20
6106841680 21

注，本表轨确采用=βmm进行计算。

（2）各种准轨木枕的规格见表1-3-107及表1-3-108。

（3）窄轨木枕规格见表1-3-109。

4。道床

1）道床技术条件

（1）道床宽度见表1-3-110。

（2）道床厚度∶准轨铁路见表1-3-93;窄轨铁路见表1-3-94。

（3）各种线路的道床边坡一般为11.5。蹄道床雨采用111

2）每公里道床材料定额

（1）准轨水枕道床每公里道碴体积见表1-3-111。

（2）准轨混凝土轨枕明道床每公里道破体积见表1-3-112。

（3）窄轨混凝土轨枕道床每公里道碴体积见表1-3-113。

（4）窄轨木枕道床每公里道碴体积见表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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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 轨 枕 阔 距 表 表 1-3-10

每节钢轨钢粉长度 果例轨根数 每公里轨艺钢轨类型 5新孰材根数 a e
（报） （根）(m)(kg/m) （根）

5901750(1748)非，的×2 21
6z051o1667 (16BD) 20

csoa505801583(157)12 19
go518A5eP(14B4)

740B00I711r(1>

24~15 想0019172B91×2
s4a480139 18121 d96705901715ar
120600181458
6105301717o0]6×2
650 440
700550151500
700

注，1，括号内每公里轨枕板数为每公里钢轨披郎根计，
2.表中每公里制轨最数栏内乘2表示每条规路有两条拥轨。

表 1-3-107备种木就提籍<cm）

阅 离底 ）面  厚 度长 度类种
11～162216～2216250Ⅰ 类
10~14.52015~20260 14.5【 类 9-13.51913-1913,6250直岁

200～435 1s～16221618道岔木忧 每15进一级
2×2620×3420x2宽×高300

24×3022×28宽×高320
桥聚木枕 24×30宽x高340

24×3022×2; 22x2现×22;20×24宽×高420;4B0
→以枕厚为限+2＋以底宽为限

土6普题岔枕 -0.5
接厚度误差为准按底宽误差为准主6桥 枕 -0.5

注，材飘计算、普通木沈按报计，岔枕按m'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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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湿减轨木枕断面积及体积表 表 1-3-10B

每根术扰 每 公 盟木 枕 体 积（m"）编资 断面积类 _—体 积
型 (m> 18401520140 1600 1360176D1680 1920《u) (m*)

,5816r,78155,02148.28134,8012,06 1a1.54121,320.0842500.033700
125,95370.4 377.81162.148.17 155.S息14.76133,360.09260,0S7tas3乙2.5
122,65158.73 173.16185.94144.30137.08 151.51129.B7.0901870.035075内

94.78122.65117.0s11.60 128,23 133、801D5,9100.350.05388甲 0.027875
104.3135.0 l1.28128.95 122,81 147.38116.67110.530.076758.030703乙1 2,5
99.97135,2529.37123,45t17,61 161,14105.95 111.73丙 0.02940 D.07350

32.62102,86 106.9297,20 一B,3487。48甲 .087500.024300
49.59115,841o,87L65,40103.1391.880,0853772.s0.02a51乙量
84,92109.69104.909.91 9.908,010.062480.024975丙

表 1-3-108窄轨水就架格
寸尺形外铁路轨距

新 面稳木枕类型
度长(mm) 底 面 宽顶 面 宽度高

13.S 13 i9170
191013nreBoo 1
19to1217oL
191013150

762 19101z160I
171012120I

80 171011120I

表 3-3-110正线道床顶I意度来（o）

矩 (mm)轨路铁
提 6007529001435

│木 优混凝土况末 枕混腰土枕木 就混凝土就

1.5轨就长*0.41.航枕长*0.42.0轨就长+0.42.9、I
1.轨枕长*0.31.7触枕长*0，3I.9轨吡长 ＋0.32.8Ⅱ

注∶当1495mm轨距铁路半径≤200m，90、762mm轨距铁路半径≤150m，b00mm轨距铁路半径孟80m时，在曲

成为设外侧道床顶面应加宽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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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镜道床每公是道罐体积表（掌位∶m'/km） 表 1-E-111

单 解 面 型 略 盖单 戟 路基】遭床 j每公里 道床

 向 坡 度
厚度舞设轨 边坡

梯 形 路拱 2 %1% 3%
,92,3 ,9沈根歌 2，每 2.9度 2.82.8 2.8<em〕

107r,D1042,9920 1044.8B130.12 981.771070.92 10±1,73t014.5
1274.771237.751288.4212.72 1248。2825 1205。15840 t2il.211173.8
144.071440.001450.02 1502.7230 1373,62 1449.211405.971416.89

1074.《s105,4220 106,351025,55 1o4.2
172.2012.11277.85 1169.961281.55 1238.71251s4b 1200.581208,8
1479.5014B,41369,651498.151445.4530 1444.641401.501411.32
1067,85972,621881.7? 1os4.90}120,97 1002.58 1055.7020
1267.621164.7812r3.27 1228.601202,04 1196,001226,57 1234.1251n.51520
1474,981364.471493.5730 148.911440.a7
106,2L1857.20 1029,271016.40 95,05 1031.13100b.33 938,DL20
12e3,01228，5感 1224、081222,00 128.70 1160.21 197.49251600 131.4
1470.351435.4 1424.31359.95 1992,35402.1?[489,.o1486.9030
1054.131020.12102L,991.18958,80 鲁88.86104a,651007.2520
128.901214.881220.411151.06 J182,281259.5S 1188.3425 1212,851760
1461.2014zB.s41598,02 1388.201350.751427.1530 14?79.85

注，1.本表适用于直煨地段或无外轨超高的曲线地段。
2.本衰接工类甲末就，轨概面高出道床顶重acm计算，已扣隐木枕理入之体

，道床演面宽度按5-2.8m和2，9m计算，路基宽B～6.zm计算。一

表1-3-112铜靠调凝土轨枕明建床每公显道硫体积康（单位，m2/km）

单 斜 断 型 略 蓄道庆道床每公里
横  向 坡 度单线略基撑形路拱

厚度边坡蠕设轨 3%2 %1%
2.32、》 2,s2,9 2.82.8 2.82.8枕根数 度 (em)

1072,B1035.851039.741003.11008.07972.271074.801529.9120 1277,.1235.1243.42120L321310.4l189.861292,451241.B2518
190.4目142,91454.01407.991420.411374.621518,871462.180
189,10》.801035,29998，很310036957.82107D,s41025,620 1273.481230.91238.971197.371205.031165,211287.991237.35251440 14.0L14,1450.181403.5414615,91370.A71514.421457.9530
108,94192..1030,84994,23999,17963.37105.901021.0120·16 2,81228,41234.6292.9z1201.58160.7a1283.551232,9121520 1431,5N14,031445.731399.09t411.511365.721509.971453.5130
1069.1022.PD1026.3PB89.79994.72958,92108.41018.5520 124.5312.031230.0711BB.41197.11156.9I1279.0912z.45251s00 147r,.11420,514I,28I394.B41407.8s1381,271505.521u9,9530 i0降，59013,N07,49990.88985,82[B50,0?J05第，1007,6020 125S,ss1219.121221.171i88.21270.201219.50178 46,2l1362,3 设1142.81393.16 41432.31385.74，181 1496.8置

注;，1.本寒薄用于声邮地叶应干外赖部声的他邮和阅。
.震两灌床质面意-2.8争2，9m两研，燃基觉B=5，2m;已扣静帧纯铜人M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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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轨混凝土轨枕道床每公显酱硫体积表 y-11s

患输 造验路铁 高∶ 路拱执距 转{题床遭床 下列换枕延标发甲道碱败番<m》

宽*度 轨优类服项宽 顶宽 边坡 1500 1>D0.1610 l80o
粮/km等级（m）)l(m)(m) 1.m(nmn) 《m)} 根;m 根k取视/km

B 10961 11 12 136

615-6-76 337.54?*9.89 383.14385,39
3.10.15 615-10-78 383.14387.Bs389.89 385,39_-.-—-1.5 504,90 502,65 498.15515-6-76 500.44
3.30.2 504.g9 S02.65 498.15500,40615-10-76

0.06 1.06 1t58DO
3b8,63363.13365.38615-6-76 3B0.88

Do.15
365.88 358..3363.13 350.83

1,4 468,1473.11475.3移 470.89615-8-76
3.20.20 468.41473,11 470,86475.36815-10-76

600.7?606.4169.23 603.59718-10-76
3.76.20 500,77603.59608.41609.22?l8-14-76

1.75 739,52742.34745、16747,9718-10-76
739.527a2,3745,16747、983.9a.25 718-14-76
839,118d3.1847,27a51.3S72-20-781.90 11.51.200.15762
44,31446,13447,96450,77718-10-75

3,44.15 42,81443,1347.95450.77718-14-78
1.85 5E客.48571.30574.12576.94?18-10-7$

508.4B571.即574.12576.94?I-14-783.60.20
665.15659,2163,2687,871.80 724-20-78

38,67642,49546.31548.13918-14-761.90
,4a,26

709,19718,3717.65721.04B24-20-78
2.00

B3.43887.7L871.99876.27924-20-76,]o.25

470,42479.,4347日，A479.5918-10-78
,e0.15 1.40 1n.9,10 470.42473,4390p 4784479.45918-14-761.80

60.02607.03810,0613,05918-L4-76
o.20 674.43678.91683,L9087。47924-20-7

1,90
823.94828,22a32,59部35.7?92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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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轨太枕道床每公愿道硫体积表 表 1-3-114

表丨木枕碴 路决1 遭床 设明状沈时每公里道脓装量〈m阔 路拱路 基【规路轨 距
边波顶宣厚度宽 自 顶宽 15ap 1a0 170 180o

（痕ikm）c报/km）类型1m （根/m） （根/tm(m) <m)(m> (m)](m)等级(mm)

108 )16 12 13321

42.35I 45.53 ≤B.70 43B.88
0.15!3.1

419.98I 421.54423.10 418.42
1.5

58.76 554.9455,56560,AI -3.3 0,20
538,07 53B.5153.63 594.95_ --111.50.D6600
418.5 412,3s 10,3015.1? ⋯-- -—0,153.0

394,44395.99 392,3g397,55I -. -____1.9
525,15526.97 521.38528,79I .0,203.2

507.50 505.94 504,38509.05I

sI,20 68,35644.Ua6546,8I
o,20a.7I 615.30621.86624,02626.8I

1.8
?77.61783.30 780.5786.14I

0,253.9Ⅱ
757,0759.3B761.75764.1I

│1.200.10 1s1.6762
50g,68514.62 511.52517.2

0.153,4
49H.0造493.2495.78498,15[ .·1.7
640.4764.01 646.16 63.2

0.208.6 62L,33626.05 623.,89628,A1

738.1741,3745.4S748.96I

728.12731,343,9 734.58737.79T

207,49709.76712.44715.12│11.51,aol
93.50B97.02900,54904.05
882,45B85,67888,90852.12[
59.90862,58B6.2586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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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表

轨 距 铱设下列轨扰时每公里邀硫散量道床 散量（m+）格拱亮 路拱线路 道床路 基 木就
边坡宽 度 厚度 孩宽 顶宽 150e 18001600 1100

（规/km）等级 （瓶/m） （根/kmn》(m)(om) 类型(m)1室(m)(m) -_-
13121102 3 4

58，转564.3567,8957].4

81,50.15 556,03.6 53,30661.52
-m--

53.39536.07588.7554I.1

703205.94710.45713.97

693.65685,U7700,09703,3211.51.8│1.4oo.1o3.8 ,28900 Ⅱ [
m

673.66670.34679.283],69I

363.857.01860.53$4.0I

42,98846.1849.a1852.630.25 E4.0

821.45126,60 824.182.4B

5.道岔
1）道岔的选择
（1）泡机道岔辙叉号数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正级、到发线及其它线的单开道岔不小于?号（导典线半径不小于145m）;

其它线在困难条件下，可采用6号道岔（导曲线半径110m）

改、扩建矿山可保留曲线半径不小于110m的原有道岔，
当采用交分道岔、交叉渡线、对称道岔时，为了与单开道岔相适应，其导曲线半径应

不小于单开道岔标准。
（2）窄轨道岔辙叉号数按表1-3-115选用。

囊 1-5-）1* 急 靠 绪 号 禺

离 轨 距(mm》>
遭 岔 类 斑 BO0562*00

6,74，面，84,8单开道岔

4,8,8对称盖岔

8,76,4,6交叉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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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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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准轨交叉渡线主要尺寸见表1-3-118。

准款交叉装馈主要尺寸（mm） 表 1-3-118

两单开道岔交叉渡辙叉角铁酱部标准图 道岔始嗜 道岔中心型沿线路中心辙!股道
类盘 线的导曲 中心距寓 本轨长阈全长间距叉 至道岔中心线半径 的高a L号 Z, 距寓 a qm》

110 5 10

国 家 系 列 化 道 岔

专烧（6D）704543 27000439524500 专线（70>705150 12216B4B47e9°zr'u4 1100006
专线（59）7o4. 34000469525000 专线（70>705250
专线69）704743 3150063258d60D 专鹅（70）70559 a24210114303791500008°07'48
专线（B9）7043 3500567585000 专线（T》7054

1297811055140o6851020000专盥（8）7o4450 d4600

专拨（87）703943 1207830f645000728325000 专线（46）855650 265o6°20/25?
1287813B181a00 47?0075332专线（6a）7043s34043 12956138358500息6178专线（66>8553C50043 1296613895850086E78专银（66）855650050

系 列 化 道

专线（89）704 36Q00634101600 专线（70）705550 137oS1450007*07 '30*
专阀（69>70504 40000674105000 专线（70）705650

注;1。《号及7号道岔交叉渡线辽源用于工业企业标准轨题铁略厂内规
z。表列交复渡朗胁s-6500mm者外，其余交叉渡线的菱形交叉直规轨归均较养准轨距加宽8mm，其4 值构

较单开道岔的短。9号遵告短23mmD。

（4）准轨复式交分道岔主要尺寸见表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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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轨复或交分道岔主要尺寸（mm） 囊 1-5-11

轨长活动心瓢叉缴文S线陷）重盆 道岔中道岔跟快道都标 徽 又角翻数
轨 长验距眼距企业 全长 传第象剂叉
Ls' "L,准图昭号

国 家 系 列 化 道 岔
固定5156 4aB专域（E9）09134S

2u21q] 1z1s6 1'20'30.5* LosL97o8*a?'8.37]130o0 2 心轨43005125寄战（7o）601586
8575 5266专线（57）0o43 "01's2 37041531*20's2"6*2a'25 2z00 3 5250678ol寄线<转）60050

非 系 列 化 董 岔

4857│面寒5700专线（5F）40148 ）用819Is)0 26513480 1°17*59,2' 50心软6670献<70）6014

（5）窄轨普通单开道岔主要尺寸见表1-3-120。

表 i-3-120窄轨警罐单开道岔主要尺寸<mm）

营 岔脑 姚 道 岔罐 岔岔撒又角领勘微叉轨运
总!后灌长前唱长号 半 径金 长园遵岔名购kg/ (kg)bRa aZ、四）】号 mD》
6892*23218510 6001*"55*so标68（6）-3SI（2）-0DK815-3-615 r1227863334800081001g*55'30"5 标66（1）-331（2）-日DK8il-3-818
台003500354012080684014*15/o0标钢（3）-331（3）-0DKa18-4-1215
7703828847212000614014"15"oo*4 桥（1>-3L（3）-明DK6LB-4-121

80 6324233311715000785011*25'16*;标8B（3）-831（4-0DK815-S-1615
8d0414332511500了 19011*25^ss"B 标61-331（4）-0DK618-5-1518
8251244D26250q09150g*81'3g*标（3）-331（5）-0DKai6-8-2515 99547La42B7259009609*31'3g"诉6（1）-31（5）-DK818-8-251a

39642571500e22834*18/q0北京有色冶血设计总既718-4-15 81218 417s31B1800736214*16′o*按钠矿山公司没计烧724-41B24
5a5084572i001"25'1gl BJvi长沙矿山设计快718-5-20 94A18 59P?3102100093071"26/15"高 上B 7-8-z.6762 24
5625等98! 4200113C0e31'sx北京育色净金设计总院734-t-42246 67z7217621050003427g*07'4st铁道部专业设计院724-7-5026 T7465886703Bt13612?"o'3o*专路901718-B-T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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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轨距】微灭制轨 徽叉角 靠 岔 曲线 道企前 题岔 遭

类型 道岔名称 号图 全 长 径  长 置后墙长(kg/
（mm）号数 m) Re L。 (kg)b碑

DKM18-4-1L8 标88（4）-331（2>-0 1s°15′oo" 1500o 8sa7103400 4690
DK邻244-162 标66（5）-881（2）-00 14"15′00 11521600o 37268400 4G74

DK918-6~20 *251s标银（4）-1（3）-如18 407097的0 20090 10d458O
6 DK924-B-2 标*（）-881（3）-5024 11"26*16* 406898D 20000 141D571

DK91*~e-3018 9*s1/'s8标8B（4）-331（4）-00 I1zob 4540 1183s0000 6880
DK024-8-3 标鲁断（6）-【（4）-00 9*31'se 11280 3q09B 24 4B07 15826608

s*27'4ar长沙矿山设计院 18000938-B-40 34534900 6872032S0

8"er'4ar 62001500 8012专线8512 8I80924-7-8224
7 41027248°07'48998-7-66 长沙矿山设计院 1600 长5400 767688

名800 872/107 1548B 16专线⑩082912-8-Wd18

注。表中图号"标*为媒货工业部1966年道岔标准围，菌号"专线"为铁道部专业设计院道岔图，

（6）窄轨单式对称道岔主要尺寸见表1-3-121。

表 1-3-121窄教单式对称道省主要尺寸（nm）
曲 道 岔 发岔翰徽又角 道金后徽支轨彪 细轨

类型 宣半 径 署 长金 长  长道岔名称(kg/ b tkg)RL。a a）号数(mm)

497905 180 2E8O478018°68's0"DCBiF-8-9 所66（3）-331（7）-0
16 5042000 2本8012b00Lg"65'30- 4A80标6（）-831（E）-30DC61--12

G600 3 5901052 z7489200470018*55'sr标BB（1）-817-的DC618-4-9
18 600z723267712001B*55′30 800际88（1）-31（B）-b0DC618-3-12

1836 439519000623014"15'o0rl胺解矿山公司设计跣74-4-18782 24
4cs35s4hPsgs0001B*55/s0 55go标864-31（5）-0DCA8-3-9
70318 549*24052000590018°55*3"拆88（d）-3S?（8）-00DC918-8-2

步 3 83135611审399S000550018*53'$0DC4--0 标4B8（6）~331（5）-04
26 2875 625200005条t8"85'so"DC9t4-3-2o 标68（5）-831《0）-40

（7）窄轨单式渡线主要尺寸见表1-3-122，

囊 1-8-122窄轨单式波绩温给主事尺寸（mm）

e罐念的网岔心执间曲线 散叉危 道岔歌文1孰
总重墙 长间平贸半色】号 全长类型 罐岔名称《kg/ (ka)R 4。L。n)罚跑
121109? a各532

10511200d725a34D1zooo140s415o0*标（3）-331（B）-Dx816-4-1212
419180051191z000 334014"*15*0" Ⅱ1799标（8）-331（10）-00D×615-4121815600
1239180aa3Qo120ab83401290014"15'5o0r标6（3-331（1）-0D×615-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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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敬叉角微叉 曲竣 道岔轨 道岔 着岔两岔心提间距
j间平距半径全长 总置温岔名称

L。 (kg)Ra跑导数）a)
1217 自 to532a.
143012o00 3472 1200]166s 4725标6（L）-331<9）-00 T4*15^oD×18-4-121
t443R30051191250 347214*15*q0标88（）-331（10）-0 1200sDx618x4-f21318b0
35841s0o J132441200b3 d300su7214*15′61-D×618-4-1216 标66（1）-881（11）-0

15b4325111"25'15 150o0] 64351s0012937标（1-331（12）-阳Dx618-5-1513
1E 17a7160079203251t442 1500011*25/187标6B（1>-3】（13）-00D×818-5-1516

5 208413008五681500o1295n 643611"25^6标60（2）-J318）-8D×624-5-121
762 289r24 1800792015tQo}328B1gd3811"25′18-标*（2）-31（9）-0D×6-51218

23711560810$207B120o0]1859 1鞍钢矿山公司设计能 14"16′o0rl724-4-12
级371195024  1200d 7Br8347818d34 116"15'oo同 上724-4-12
16411600o80t391014"15′o6" 15b00!13720标86（4）-31（?）一0D×91E-4-1516
168秒190D1t Td319710150014*15^o0* 149o1标8（4）-331（9-D×例18-4-519

2281600Bs4160od 372614"16*ao" L3752标8a（5）一a1（7）-的D×92x-4-151s
226719qo74B1872624 148ss.15oo"15'w0标88（5）-331（a—D×92d-4-1519
2027600180a}200ol4070 79201*2s'18"标84（4）-33I9）-0D×318-6-261φ0 1878190094D81 7548 2t00 411*25′18标66（4）—81（10）-网D×918-5-2016
z493126o40a0 7921*25'8 16052 20000}振B（5）一331（）-0D×924-5-201 28319609dv524 40每817537 280051*25′1e*标6C（6）一331（10）-0

12600210o62sJ2r'44r2525600o长沙矿山设计院936-6-4021386

（8）窄轨交叉渡线主要尺寸见表1-3-123。

囊 1-3-123有轨实义渡峨主要尺寸（mm）

道岔宏前两岔《曲线谐岔叉朝轨题 a重长阀平眶毕径类别 墙号图 象灵角 金长道岔名称
(xg)R 。L。】微 m》(mm)
1540915403088 4492B001081a18"56's0°北京有色冶象设计晚15 图15-3-，1543 230216o8320t 59081200012306ia"185′00糠钢矿山公司设计院15 01541,1500 200035481oqo0200001'A8′36 7092长沙矿山设计既18 $16-5-28,205
4116196076703436 1214*15400*鞍钢矿山公司设计图24 724-4-12,19 s92420z7888217814°15o0* 36836 120月 上7-4-12,2924762

17800 3/16 z412d 21长沙矿山设计院724-5-210,3524

3，3.1.8 运输计算

1.牵引计算
1）机车牵引为

电力机车牵引力见表1-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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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力 积 本 寒 乳力 囊 1-3-124---__we-
小时速度 小时牵引力 φ ），22时单=a，25时甲=0.28时甲=0.3时

，起动（粘着）粘着牵引力 超动牵引力起动奉引力机 车 类 量 粘着章到力轨距 峰引力
(kN》(kN)CkN> (kN>kN)(km/h》 (EN)

219.7111,8 172.722,4ZG-80-100
靠 274,Y168,7 215.82D.3ZG-100-150

261.1 413.029,8ZG-150-1500轨
(269.8》186.2 343,25一30交流110吨单机

8d.3 10,978.618.9ZI-4-78?/

54.943,239.2ZL-20~76 1a.6
摩

31,27.531,4ZL-1- 15,2
22.117.71B,09/550 10.5

025 24.519,,618.810.5ZK-10-轨

17,213.70/550 15.1ZK-7-90

注，交流110吨单机率引力仅供方案设计时参考。

2）粘着系数
根据露天矿实际运行经验及有关试验值，计算粘着系数一般可按表1-3-125选取。

表 1-8-125贴 着 系徽

动起行运
机 车 卖 型轨 距 不 数 砂激 砂善 动 线固 定 线

0,30.28～0.20。200,22直流电力机车
准 0.2~0,290.30-0.340,220.24~0,26交流电力机车

6.240.28～0，即0.200.22内能机车

0,28~0,250.25～0.270。150.20电力机车

0,28～0.290.1～0.290,28-e。290,20～0.25内 雕 机 车

注，交流电力机车粘着系数供参考。

3）列车运行阻力
（1）单位基本阻力

准轨电力机车基本阻力见表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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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航略力机蓄本盟力（N/） 凝 1-3-126
v 《km/h)略 计 算 公 式机车粘重

条件 30 4010 2D
四，-1，5+0.014r35,6927,0820.2118.09160t
四z=4，18+0.00u4P82,9853.3745.50d2,38
o。=2，5145-0.0282M426V+0.的O251的9P-37.7732。082,9B24.03困

-0,0002425g237100t 46.80 四'*2，324L5+0.028678IV+0.00166BosV-40,2234.3429,92
- 0。900142581Ft

定
四，"7五+0.0IP+4，0533,00 37.0830,2127.8880t

4,83 55,08 四a-40.A12V48.9540,42
线

32,5724.3 o',-L.4+0,0012710.44交淀 14。81
49.B3 5E,0343.98 四'az-4*9，0012P40。4z船山复重

a5,12 47.6825。6D20,99 取国定划的1.3倍160t 69.16 B1,8280,8355,13半
41,89 45。0536.1231.20 取固定线的1，3倍100t 60.5352.1944.64团 32.,B5

48。1742,8739.2426.20 取固定线的1，3倍g0t定 75,5464.7567.052,48

42.2831.5928.9419.33交流终 取固定阀的1.3倍
75.5464,7657,052,4松山，塑

四'=3，5+0.8027V68.17 76,71dd.9326.8150r a'2-6.18+0.02rV103.e184.4671,2263,27
移 B5,804,1740,5238,10 取固定线的A.5倍100t 69。8560.3351,5045.03

65,0249,54动 45,3241.79 取圆定线1，5倍Bot 97。1174.8685.9260.82
48.9536。4927。t2,31交流 取固定规1.5倍
87,1l74.85│65.9260.8Z解山2型

注，四始电运行蒸本阻力（N/），W，断电运行基本照力N/t）。

窄轨电力机车基本阻力见表1-3-127;

表 1-8-127和敏电力机车蓄本阻力（N/》

线动敬线定固机本粘着重量
自动阻力基本阻力自动阻力鉴本阻力《s) a5607540 90705020 95o0a58b1d 1051a0g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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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轨604自翻车基本阻力见表1-3-128;

袭 1-8-12860唯鱼陶牢蓄本阻力（N/t）

矿 车 置<km/hb)y <
阻 力 计 算 公 式规路种类

(t>20 3010 40

33.28 38,16 空7=83，624.62 28.74 =0,7+_12+ +0.002P固 定 线 0。26q17。4613.34 15.21 20,1 量g=98.5

31.29 38.79 49.0542.87 空q*33.6 o*。x0.9+～ — +9.0025V半固定巉 ●.26q25.能o22.8717,07 19.42 重 4=93.5

85.71 17+0,4V41,80 空=33.554.,1547,3B —+0,03?移 动 线 @*,=1,1+- 5.259重=93.519.91 22,27 28。5524.72

准轨100t自翻车基本阻力见表1-3-129，

表 T-3-12810雌自圆库基本粗力（N/t）

矿 车 重Cko/h》v (
阻 力 计 算 公 式线路种类 <t>40302010

空q=4813.34 15.50l1,5815.10 ，7*11+0，业+0，002固定 线 重 q=14B10,20 11,778,93B.04
空 q=4817.836 20.1115.0113.15 取固定线的1.3倍半固定线
重q=4015.3013,241.6810,50
空q=信23,2520.0117.3616,21 取固定规的L，5倍移 动 线 重 g = 14a17,6615.3013。d412。07

窄轨矿车基本阻力见表1-3-130。

泰 1-3-130窄轨矿车蓄本阻力（N/t）

移线因
矿 车 容积

本 阻 为限力

空车宜(m"> 车空

130 1701150o0.75 1501201008D1.2 14011s90702. 12010080809.50 120100BO684,00 107065606.00 8060653511.00

（2）列车运行附加阻力
机车、车辆的单位坡道阻力o;的数值，等于坡道的千分率，其上坡为正值（＋），下

坡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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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轨列车单位起动附加阻力，按下式计算
omp=3＋0,4s。 (1-3-35)

式中 om——列车单位起动附加阻力，N/
i———起动地段的加算坡度，%1
当oa的计算结果小于50N/t时，应取50N/t。
窄轨列车单位起动附加阻力，按下式计算∶

(1-3-36》o,=0.50;(a")+110a
式中 om;-———意义同准轨;

o3——矿车单位蒸本阻力（N/），电机车为（四}）;
a——起动期速度（m/s'），一般可取0.03～0.05;
（3）隧道附加阻力

隧道附加阻力参见3，3.1，2铁路线路技术条件都分。

4）列车制动力及制动距离

（1）列车制动力
由阐瓦压力而产生的列车总制动力B，按下式计算。

(I-8-37)B. = 1000PpEk。
式中 B-——列车总制动力，N;

9Ap——-闸瓦与轮缘闻的计算摩擦系数;

zk——列车中每块计算闸瓦压力的总和，t。

列车单位制动力bm是列车总的制动力平均到每吨列车重量上的制动力，按下式计算。

bm= 1000??2。
式中 b-——列车单位制动力，N/t;

Q。---列车制动率。
（2）列车制动率

列车每块计算阐瓦压力的总和与列车重量之比称列车制动率②，按下式计算

(1-3-38)2。=p+ 

式中 p—-机车重量，t;

Q-—牵引重量，t。
按照不同要求，制动中对制动率的使用程度也不同，通常用制动率系数来表示。紧急

制动时取制动率的全值，列车在车站等处正常停车制动时，制动率系数取0.5，计算固定

信号间的距离时，制动率系数取0.8。在露天矿山，线障坡度大，一般列车中自 翻车辆数

少，为了使计算与实际接近，可将机车制动率计入。

计算闸瓦摩擦系数见表1-3-131。

机车、车辆闸瓦压力见表1-3-132。

（3）制动距离
列车制动距离L等于制动空走距离Lo与制动有效距离L。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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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 页计算即 骤 系险 囊 1-3-161

计公 式 来 源 算 公试

钱 科 院 标准锌铁 6 8Km×形的0

_Y+100铁 科 院 0，35方+10045号多料

准
生P+4.001（95-Vx）中磷铸铁铁 一 院 52细时站×5的+4

10K+100x3.67+100,0.6410Fc牵引计算规卷 00*9.00(110-Vo)-中磷铸低 V+100×-1V+100
Kt100K_V+100苏铁科院研究报告第四期 高磷铸铁 0，5 kHo×一部

苏铁科院研究报告第四期 合成闸瓦 0.44-为一×2

苏"露天矿运输电气牵引" 0.27-Yt100
(1970)

0.6-iKt100×-Vt*轨 普通铸饮

囊 1-3-132机寒本铜 薄瓦压为
制 动 率每块阔瓦压力 全牢阐瓦压力风缸压力

机 车 车 辆 类 型 〔%>(kN〕(LN)(MPa)

72.571,15ZG80-1800电机车 69
62,278,92ZG10-15o0电机率 B10。6
62。276.32915,9ZG1680-1500电机车
52.784,757?7.0EL一1型250吨电机率

31.88382,6交流电力机车（韶峰Ⅰ型>
01,730,4243,3ZL-《型电机车 的3，B-78，5
502B.45113,B68,A—78.5ZL-20型电视车

21,48a5.04.1—5.8ZL-4盈电机率
34.34549.d准轨，KF。-100t
80,24SI4.06ot
10.8B6.3窄轨，KF38-1型自翻车
b.移4.74QP6-76M型良圆车
6,6228,486.5m'定点气动自制车
4919,3，5m*中央支点式自翻车

即L=L。+L，
(1-3-39)或 L=6+2-Y

式中 v;——制动时的初速，km/h，
t——空走时间，s;
=0.5+0,2?.01mic;
n——列车中的车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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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制动地段坡度，%;
仍，"——计算间隔内的初速与末速，km/h;
b——列车单位制动力，N/t;
@。——列车平均单位基本阻力，N/t，

o′。——机车单位基本阻力，N/t;
0。"———矿车单位基本阻力，N/t。

露天冶金矿山规定的制动距离见表1-3-133。

制  题寓 表 表 1-3-133

战 '路 条 件 制 动 距离（m）轨 降

300固 定 线准 轨 100移 动 线_-_________________-_
150执距90、762mIn固定线
00教题6o00mn及主平扇

40地 下 运 轴

5）列车重量的确定
（1）列车重量的计算方法

根据露天矿线路的特点，列车重量的确定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情况。
山坡露天矿，多为重列车下坡，空列车上坡。一般先按空列车在最大上坡道上以计算速

度〔电力机车以小时速度）运行条件计算。然后再以重列车在车站、移动线上启动和空列
车在最大坡道上按停车启动条件进行验算。同时按重列车在最大下坡道上进行制动验算，

深凹露天矿，多为重列车上坡，空列车下坡。一般先按重列车在最大上坡道上以计算
速度（电力机车以小时速度）运行条件计算。然后再以重列车在该坡道上作停车 启动验
算。若为电力机车牵引时，还需进行电动机的发热温升校验。

（2）牵引重量计算公式
按不同计算特点推荐的计算公式见表1-3-134。

康 1-3-134膨引计 算公式

明翼计 算 特 点 推 荐 计 算 公 式

Q-列车*引重量，t式中列牢于上坡道上等速运
Fx一机车计算率引力，N，行
f，一限制坡度，%1*-σ7*i。 四一机率单位蓄本阻力，N/t;

o'。-矿车单位新本阻力，N/，
P-跳*重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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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推 荐 计 算 公 式计 算 特 点 说 明

列车于上坡道上停 Qo一受起动条件限制的牵引重量，t式中 Q.
车起动 Fxm一机车启动率引力，N;

0n2一列车单位起动附加阻力，N/
Fteu- P(0'+Bma+fme) i。一起动地段坡度，%;6,+ 2a+ iam, @'，、0"。一速度为1公里/小时的机率、矿车

单位基本阻力，N/t，
P—机车重量，t

Qm一制动时的牵引重量，t;式中当机车有制动装置
矿车无制动装置时， Bx一机车制动力。N;

Bx—1000P8按要求的制度雨离
Bx-PG-04t110f) 9-机率制动率见表l-3-182;<14电机车）计算率 Q-"E。-607ti10.

φ—计算闸瓦摩擦系数;引重量
，一制动减速度，m/s*

按j=—立—计算，但不宜小于0.08m/s

式中 φR一制动粘着系数0.17当矿车无制动装置
-00PxPio-0,t110 其它同.上而机率也无空气制动

时（7。0t电机车>

式中 Lm一制动距离，四;当机车、车辆均有

b—列车单位重量的制动力，N/t，制动装置时验算制动
wc—列车平均基本阻力，N/t，距离

24.17(v1-0,') ic一制动地段坡度，??
D] t ac +ic

。，一空走时间，5）
v;，v1一计算间隔内的初速与来速，km/h，

Vn—制动时的初速度，km/h

式中 Tk方一列车周转一-次牵引电机当量平均电流，A电力机车牵引时电
K一储备安全系数，取1，1~1.25;动机发热验算

d一电机车在调车作业时电机的工作系数;
>2kML 1～2kn<lkmEr'1<I*n 1.4 t.151.25

I。电机车在各纵断面单元运行时牵引电动机f
费电流，A1由牵引电动机特性曲线查得

t。电机车在各纵断面单元运行时间，mln1
T一列车周转一次时间，min;

Iw时一电机车牵引电机的持续电流，A，一般由设
备制造厂提供

（3）不同坡度线路机车牵引重量和车辆数量
准轨电力机车在不同坡度下的列车重量和车辆数见表1-3-135。

窄轨电力机车重列车上坡定速运行牵引重量见表1-3-136。

窄轨电力机车重列车在不同坡度上启动时牵引重量见表1-3-137。
窄轨电力机车華引矿车无制动装置时，重列车下坡运行时的制动牵 引重量见表1-3-

138。

⋯⋯⋯·⋯.··--.-⋯



泰 1-B-135准软电力机本在不同植度下的列本重量和率同默 第线略（移动找）数度（）载路（固 定 线）教 度《%机 * 及率 辆 类 四 520 1010 16 8 1088 ?74491485E09奉 引工 量（） 7913S48ct电机车章引5oc日 1,6(12))35 48s0 1z自同车象单重（t） 135.图4） 4a(5)910.8(e50 138609 423762100014s李 引置 量（）10 电机率泰引O0t自■年 I4.6015)10.7u》自车我单重量（0） 1,812)6 16r12I750 10o508s 25 14427102a1452章 引 塞量（）10t电机车章引0自 图，707）2.D四）3 9,-Copro，我1D）100目题车晚重量（） 3.a(4) 10,7K7D)7.7B> 5，眼（季）85 11

156765s165605 147 638 2043率 引置 量（150电机本*引6自题车 15.6(16)21.822)6.影7）9.B(10) 81222,823) 16日翻率貌重量（D 10.8(1)13.7<M4) s 4.525)18 17.4《18》r25,E(8) z218 1500rs929a00 1166 6431537季 引置 盐（150v电机率率引90t自 14.(15)7,98) 510[48(15)140翻本缴重量（1）翻车 64.8K⑤)1-8.8(8)。需号内的车制款系液年辆歌置允许题象5兴而取的，在确定列率组放时可氨据具体情况易定，私的泪题车自重落5，装重的，1omg车自量供，载重1，5.自角车威重量矿石按滴最计，岩石按摘容计



表 1-136窄轨电力银车盒列车上坡定速理行职引重量 Ⅴ 车 置（1）度坡矿率容积 自基莫 置2025机 率 类 型序号 Gm') 28.184.,4 1.870.651, 4.583,5 67.1149,8 n0.75 181620 2,85.43、0 1.a63,910.7 70.6161,27电机车 l 30,88.54.6 1.25 6.356.074.919.1192z.0 116 42.950.961, 31.2102.7 17u.81,2 23 6.3.,152.5 1.25107,8156.7275.72.0 8110电机车 23 54,2 45. 106.584,B 3.13170,9 14.44.0 12 5.362.1A.89.213.9151.520.53,02.0 173 7.3 6.9. 103.1398.7z40,5 161452,74.0 18 78,9 65,4 .897.125.25,654.2 12 05.112.7200 1156 ,8323.342D96.06.0 19,3 119.420电机车 1%216,2303.7r28,6 3 20.13s.884.6610,4 x4807.92468.61.6401电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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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间最大通过能力

1）双线区间最大通过能力
（1）采用半自动闭塞装置或电话联系方法，双线区间最大通过能力按下式计算;

7-490 (1-8-40)f卡T

式中 N——区问每日计算通过能力，对;
-——-准备进路及开通信号时间，nim;

电气集中0.3mln;
人工扳道2min;

t——计算方向区间运行时间，min。

（2〉采用自动闭塞时，双线区问最大通过能力按下式计算∶

(1-3-41)

式中 t——自动闭塞区段列车间隔时间，min;

其它符号意义同上。
2）单线区间最大通过能力

（1）两站均为直通式会让站区间通过能力
_1440 (I-3-42)

"东卡真+T;+T。

式中 N——线路每日爆过能力，对;

f、S—一上下行列车在区间运行时间，min）

T，——-会车间隔时间，min;

r。——不同时接车间隔时间，min;

（2）两站均无平行进路的尽头式折返站同的区间通过能力

1400 (1-3-43)
N=高+十271+T+T。

式中 ;——-不同时发车间隔时间，mlo;

其它符号意义同上。
（3）两站均有平行进路的尽头式折返站闻的区间通过能力

1400 (1-3-44)N*+本271*T。

式中符号意义同上。
3。车站喝喉通过能力计算

列车占用咽喉时间受下列限制
(1-8-45))T=N,+Nb+N,+6+NJ≤1440K;

式中 N、N】、N，N，——分别为通过咽喷的到发列车，调车和单机温过次数;

、f、、t——分别为通过咽喉的到发列车，调车和单机占用顺喉的时间

（min/次），由下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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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结
-乙帖

.甲塔

-乙站

不同时到达 同时发车

图 1-3-20 尽头式折返站区同图 1-3-19 直通式会让站
a~两站均无平行进路的
b一两站均有平行进路的

(1-3-46)=+实Z，

(Ln+L2)+f (1-8-47).=tk+

60 (1-3-48B)（La+Ls）+面f=fk+ Vv3
60 (1-3-49)

L，———到达列车运行进路长度，km;
z—咽喉区长度，km;

Zg———列车长度，km;
t——从显示信号到列车启动时间，一般取0，6min;

v、v、v、v-——到发列车调车和单机运行速度，km/h;

hz-———咽喉道岔的时间利用系数，一般取0.65;

t——淮备进路和开放信号时间，人工搬岔时为0.25min/组，另加0.6min（为

从显示信号到列车启动的时间），电气集中时为0，3min/次。

图 1-3~21 列车占用哂喉总长度图

4，通过能力计算常用的技术指标系数

（1）区间通过能力利用率（考虑生产的不均衡性）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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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区间;准轨不超过70%;
窄轨不超过70～60??

双线区间。准轨不超过80%;
窄轨不超过80～70??

（2）验算区间通过能力所用列车进出站速度（km/h）参见表1-3-77。
（3）单线区间车站间隔时间（min）见表1-3-139。

囊 1-3-139单 战区 舞 车 贴 降 隔时问（min）

不同时接车间履会车间隔 不同时发车间隔
闭塞方式 道岔操纵方式

F。T, u
-A-en

4-4,63~3,5人工播道电 话闭塞
人工搬道半自动闭塞

22t率自动闭鉴 电气叛中
22电气集中 0.5自动闭整l

（4）双线区间准备进路及开放信号时间（r）;
电气集中∶T=0.3min;
人工搬岔;r=2min。

（5〉咽喉道岔准备进路及开放信号时间，
电气集中∶0，3min/次;

人工搬岔∶0.25min/组，另加0，6mln（为从显示信号到列车启动的时间）。

5。运输设备数量计算

1）列车运行周期
(1-3-50)T=tz+tn+fp+等j+。

式中 T——列车运行周期时间，min;

lz——装车时间，min;

t——列车往返运行时间，mln;

sp——列车卸车时间，mia;

tz---列车检查时间，min;

6。———包括入换时间，在车站停车时间等，min。

〈1）装车时间
挖掘机装车按下式确定，

式中 "——机车牵引的矿车数、辆;

h-——矿车装载容积，m';

Q，———挖掘机生产能力，m2/h;

0，=5uF员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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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挖掘机几何容积，m2;

Kn-—挖掘机装满系数;
Kp——矿石、岩石松散系数;
t———挖掘机装车循环一次时间，min。

挖掘机装车时间一般可按表1-3-140参考选用。

挖 细 钒 端 本 时陶 氧 1-3-140

岩装轨
挖 撰 机 与 矿 率 配 含

西 （min/年） （mio/车）

3m'挖掘机装 的 t自翻车
4m'挖墨机装 的t自翻车 7
4m'挖掘机装 100t自葡车 1113
am'挖掘机装的t自葡率

4,578m2挖棚机装100t自题车轨 3.510m2挖掘机装100t良蓄车 5～6
4,5～512m2挖孤机装100t自题车

2.52.50.5m'挖氯机装1.2m'矿车
1.51.61m"挖掘机装1.2m'矿车塞 2.51m'挖掘机装8t矿车 3
44,51m2挖握机装10t自 翻车
22m2把机装10（自翻车 2

轨 33,53m'挖腻机装20t自 题率
2.534m'挖掘机装 20t自需车

窄轨车辆闸门装车时间参见表1-3-141。

表 1-3-141窄 轨 军制 筒 门旋车时间

车 时 阈 ,(5)矿 车 容 积 装
闸 门 塑 式 较细降而调温的块状矿石散状矿石(m')

6050301.2 以内
60q401.2～2.0

汽动（电动）闸门放矿 10070502,0～4,0
1201007010
90B0600.6 以内手动雨门放矿 1009D700.7-1.2

注，包括机车移动矿率时间。

（2）列车往返运行时间

S90zZ (1-3-51)

式中 v——列车平均运行速度，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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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运输距离，km;

不同线路区段列车平均运行速度见表!-142。

列 本 平 均 运 骨 惠 度 （ko/h） 表 1-3-142

软 (mm)
准线 路 条 件

900 762 600

固定线路
区间长度>skm以上 13
区间长座2～3km 13

1～2 km
<! km 10

15半周定线路 37 1215
移动线路

在采矿场
10 s 8在排弃场

（3 ）列车卸车时间

可按表1-3-143选取。

一辆矿率的 解本时 同（mIn） 表 1-3-143

卸 车 时 间
卸 车 方 式矿 年 类 型

(min/*)

部矿∶1.5，受驶碎能力限制时为2.5气（油）压敝。自卸20～ 190 t 户翻车
卸岩。1，0
0.6固定点自翻6m2单侧门题车

按 0.83～1，6m/s过曲轨曲轨侧即4m'～1.6m"矿车

1.0最车机卸4m2～ 2m'矿率
1～1,6大工翻车0.6m2~1.2m2矿车

注，宋包括清扫车辆时间。

（4）列车检查时间
准轨（需要列检时）每次10～15min;
窄轨（需要列检时）每次5min;
（5）其它时间
其它时间包括列车在站停车时间，列车入换时间等。

列车在站停车时间，列车每周转一次按3～5min/站，

列车入换时间，进入采场装车线10～15min/次;

进入排弃场装车线10～20min/次。

2）机车、车辆需要量计算

有关系数的确定可按表l-3-14选取。

计算班运量（（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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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家、率 铜 计 算 系 数 表 1-144

项 日 轨 轨窄准

年工作天数 视矿山具体条件而意
运着不均新系数 K

铁路运输 1,15~1.21.1~1.15
联合运输 1.16~1,21,15～1,2

时间利用系敷 K。
三 班 制 0.B~0.75母，B5
二 班 制 0.85

设备检修系致
电方机率 0.170.15
内端机李 0.250.20

载重 201及其以上矿车 0,160.1
献重 10t及其以下矿车 0.2～0,250.2～0.25

_年运量×K，
(1-3-52)√=车工作向载×x百工作班数

列车计算载重量0。（t）∶
(1-3-53)(.= n42,

列车班周转次数（次/班）∶

(1-3-54)

列车班生产能力A（t）;
(1-3-55)A= 机0。

工作列车数（列）∶

(1-3-56)N;=-
机车台数;

(1-3-57)N=Ni+N2+N。
矿车数量;

W=N,n,(1+β) (1-S-58)
式中 K;---运输不均衡系数，;

n，——机车牵引的矿车数，
q，——矿车载重量;
480——每班工作时间，min;
Kz，——-时间利用系数;
.，———检修机车台数;

N。=aN 
a——机车检修系数;
N。———杂作业机车台数∶视矿山规模、采区分布、总平面布置、杂作业工程运输

量、通勤等情况南定，一般为2～3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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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矿车检修系数。
除生产矿车以外，露天矿还应配备一定数量的平板车、棚车、敞车、吊车、罐车以及

通勤客车等，数量的选取可根据矿山规模不同而定，准轨铁路一般可参照表1-3-145选取。
矿 出 最务 率 铜 泰 1-3-145

设 备 名 称 备数 量 （新）格规 注

配汽吊运送钢材、木材、钎头材 料 车 按计算定，一般 2-5获重 30t 平板车
等 -⋯,⋯⋯---—-

载重 60 t 平板车 运送大型设备材 料 车 按计算定，一般 5~H
（凹型与平底型）

运炸两.水附载重 30～50t 棚车炸 药 车 1～2
载置 30～501覆车流动检修车

禺需要和供水情况定愉车（运水） 载置 50t鲷车 1-2

运娜、就筑材料胺置 30-501敞车材 料 血 1~2
视需要定简易客率墙 勤 车

蒸汽成内燃起重 !5 t 移道用，按移道量配治汽吊 <内惯） 2~5

蒸汽威内燃起重 {61或 研故处理，用汽吊 （内燃） 1
60 t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参见表1-3-146至表1-3-150。
大孤山铁略运输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袭 1-3-14

度

指 杯 名 称  19OS19B41983198219811980

2 43

S80.1323.0 306,2328,J1712.4铁路运输矿石量（10'）
197.01054,1l143.9 117.3L7l2.0铁路运榆岩石量 （10'）
12.531,8 J1.612,8运矿平均距离 《km）
15,215.B]3.512,6运尝平均距离 （km）
4n836.436,0236,8单台机车综合效率（10*/a） 43.9
787.24B2.0531.0(19't·km/a)
61,260.5d.5 59.0150t机车综合效率（19t/a）
55.520.231.544.745.643,210et机车综含效率 （10*t/a）
334工作机车台数<台） 205.2176.9180.2187,7台年工作H（平均》（d/s）
56.248.247.343,机本年作业率 （?? 51.23 49,d
338)33.7329324机车运矿部次展转时间 （min）
332机车运岩每次用转时间（min） 265

平均辛引车辆数（辆） 7,81 8,3
9.71D.7,33运矿车辆数 （辆） 4146机车在册台散（台） 9597.591.371.9完好率 （冶） 56.B61.858.558,2760,8881,d7矿石装截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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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变

指 标 名 称 1980 1981 1982 1883 10851984

53.6 57,61 50.50,53.352.8将石装载置（t
330自嗣车在册捅数（辆）
85.5 95.7100亮好率 <??

91,14 101.14 10D.3109.4铁路线总长度 （km）
69.14 64。固定线（km）
32,0 37,394Z.0 35.745.5移动能（kn）

0,0610.667 0.0d1 0.0480.052铁路吨公里运输成本 （元）

118顿略运输职工人数 （人）
采用准轨铁路下盘折返移动统线开拓运输矿山开拓运输方式

我载设备形式 4m2、7.6m3、am3、1m'挖掘机

表 1-8-147京稳山铁矿呋路运输主要技术怎济雅标

度年
指 标 名 称 188519B41983198218811980

7553 42
(10't) 1710.8铁略运输矿石量 1601.9 1641.51607.81197.7168d.4
(10*t)铁路运输将石量 7?777.5(km)运矿岩平均距离 85,576,372,873.168,5B0.2《10*t/a)机车综含效率 59,6509.6611.7470,5601,5(10*1km/a)

105.796.388。1B3,676.A80.6(10*t/a)1501机车综合效率 95.992，目87.870,4自B.5(16*t/a)100t机车综合效率
60,850,763,1544976,2(10*t/a)的t机车练合效率
21.5222221〈台）工作机车台数 255,5250,T7251,5263.5 259.5<a/a)台年工作日（平均） 74.668.7 69.863.9?2,2 71,1(%)机车年作业率 2412612S8249292 290(mnin)机车运矿每次周转时间 23120321t 44(mln)机车运考每次属转时间 8,8 B.8.88.728.75每，88（辆》平均率引华辆数 2、39B.88.648.558.64B.81〔辆）运矿车辆数 8.288.798,818.8B（辆）运者车辆数《平均） 282828282820（台）机车在册台败 6,《96.96.496.492,993,1《%)完好率 钻，1865.16,B26.9764.8462.38《t)矿石装载量（平均） 61.4952.4452,1550,5B49.9760.05(1)岩石转载量（平均） 21321321328122D230《辆）自瓢车在册辆数 91,6a9.788,786,$B6.985.8<%)完好率 86,7a6.781.9981.sB1.5B5,3(km)铁路线总长度 Sb.760,654.7853.554.865.6(k)固定线 30,128.227.926.82,7(km》移动峻 0，0银s0.069o.070（元）铁路吨公里运错成本 677

（人）铁续运轴职工人数
采用准轨铁路上盘固定桥返外郁环形两难进车运输系统

矿山开拓运输方式
W一4n'挖复机

装就设备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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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铁矿铁路运输主要数术超济报糠 囊 1-3-748

年 度
指 标 名 称 13851984198319821980 1981

]052,5824.84.959],S铁路运输矿岩石量
者.25.1 5.86.1 4,24,2( km)运矿岩平均距售
64。1768.72 41.55 54.9T60.48 5,18K10*/a)机车综合效率
397，即9318.s212,75336.9210*km/a) 214.E6254.0
18,41169<图）工作机率台数
22.S318,é315304.7 207.5286<d/6)台年工作日（平均）
5087.3BL.683.578.A 86.3(%)机车年作业率

8（洞）平均幸引车辆数
29 z292929 29（台》机车在册台散

90,3g87.8 9,6189.589(%)宪奸率
(t)矿石装载量 59-5

55<t)岩石義载量
18173175 u?73173（铜）自画车在册辆数

90685,7 86.386,386.DB4.9(%)完好率
8,*180,9051.4250.8764,5f52,16(km)铁路规总长度
44,7837.7a 45.20a2.62 39,1754.17(m>因定线
18.215,7]3.810,a4B.54 11,50(m)移动阀
0.t0.061p.050.0E5 0.0830.063陷吨公里运输成本 （元）
1.78快路运输职工人数 （人）

铁 路 汽 车 联合开 拓 运 轴矿山开拓运输方式

装软设备型式 3～4 m'挖 揽 机

表 T-3-149朱家包创铁矿铁路选输主基线术经济指操

度年
指 标 名 称 19as19841883196219811380

192,413.737.8270.8 71.6690.4810*t)铁赔运输矿石量
685,97733.24696.81557,51547,15B37.93<10*t>铁路运输卷石量

666(km)运矿平均距离 9.59.5$.59.59,6运岩平均距高 (km)
183,8X46,e11492616.3888.2991.0150!电机车综合效率（10*t/a）
1473,161319.46139.7793,2194,80419.4

5.95.25,778工作机车合数 288.318,8334,0319.5296,4208,5台年工作日（平均》（d/a）

78,4786.9293.5988,2784,04B3,29(%)机率年作业率 121212121212（辆）平均率引车辆数
25 25252325（台>机车在册台数 896.396.3B5,294,4895.182.3(%)完好率 60,02b0.1r159.959.62A0.37_矿石教金量（果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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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度
指 标 名 称 192 198513B0 198198 1P83

46,2岩石装载量（平均） <t） 43, A5,
（辆）自翻车在册辆数 195 195195 195 195195

完抒率 80 9985 95 9。592(%)
60.1749.0s38,49铁路线总长度 50.17(km)
s2.7285,55简定线 31,5931.59tm) s2.72
17,AB-移动线 1T.4517.4517.46 17.45(km)
0,081铁路运输成本

720 66071D709717738铁路运输职工人致 <人）

铁路汽车联合开拓运输矿石开拓运输方式

WK-4.6m" 挖掘机装载设备形式

表 1-3-150岛龙氯石灰石矿铁路运输主要技术经济僧棒

度年

指 称 名 称 19BS19R41983198219811980

2
277.3285,6252.3207,4 228,2212,7(104t)铁路运输矿岩量
2.722.342,52.80 2.78(ko) 2.76苯矿平均距高
2.052,052,052,b52.052.05(km)运岩平均距■
23.1126.5625.2222,8228,423,83(10*t/a>20吨机车综合效率
62,7462.2258.99a3.3758B,90(104km/a) 65.29
1210101099（台）工作机车台数 232.6284.3254,2243.6.260.9265.2FF（平均） （d/a
80-7481.7589,61B3,8?5.1482.94(%)机本年作业率

8BB《氯）平均率引车辆数 161616161616机车在册台数 （台）
100100 47。6的3.7543.751o0(%)完好率

(t)矿石装载量
<t)岩石装载量 99999999Im2自翻车在册辆数〈辆） 10010o1008，图160(%)完好率 21.21,921.52019.513(m)铁路规总长度 18.《16,416.515,615.11d(km)固定线 5.55,55.04,d4.46(km)移动线 0.18s0.1930.1170,1020,E190,123 （元）记路吨公里运输成本 327
人）铁路运输职工人数

单一市轨铁路开拓运输
矿山开拓运输方式

W-4m'挖 揭 机装载设备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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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准轨铁路开拓运轴

露天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可分为山坡露天和深凹露天铁路开拓运输两类。
3，3，2.】 山敏霉天矿准轨铁路开箱运输
1。布置形式

山坡露天矿铁路干线的布置形式见表1-3-151。
2。山坡露天矿铁路开拓运输设计应注意的问题
（1）山坡露天矿一般应沿山坡地形挖掘单壁堑沟。
〈2）当阶段的工作挖掘机在2台或2台以上时，采场应尽量采用两侧进车的环形运

输线路。

（3）尽量缩短会让站至挖漏机装车地点之间的列车入换距离，必要时可在采场内布
设临时会让站。

（4）尽量减少铁路线的折返次数，以缩短会让时间。

（5）从会让站至采场的入车线路，一般允许有一定的坡度;进入采场后的线路，一
般要求为平坡。但当布线条件困难时，允许在采场内的某一线段保留一定的坡度。

（6）各阶段回采末期线路的布置见图1-3-22（a图为正常生产时线路布置图，b图为
开采末期线路布置图）。当各阶段开采进入末期时，入车弯道逐渐缩小到允许的最小曲线
半径之后，要重新开蠢双壁堑沟，改用末期线路布置方式。如图1-3-22之b图，在120m阶
段自 A向B开双璧堑沟向开采工作面入车。

10

图 1-3-22 阶段回采末期线路布置

3。都分山坡露天铁矿开拓运输实例及其技术参数

国内外山坡露天矿铁路开拓运输的技术特征见表1-3-152和表1-3-153。

3.3，2.2 深凹露天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

1，固定干线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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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51山被置角天矿铁赔干峻布量形式

适 用 条 严 及 恃 点图布烧形式 示

1。单规折返双

（1）地形为现立山峰;侧交警进车
〈z）两侧地形有人率条件，可以布置站

场和干蝇;
（3）每个阶段挖掘机数量不得超过2台;40
（4）采测总量为30～700万t /a。~ -- ~4- 一-- 特点，此方式的残略通过能力比革戴

- -20- 一- — 折返单侧进车方式大，盈规路工程量大- -- - -10 -  ___

（ 1）地形为孤立山峰r
2，单载折退单 （2）仅一侧地形有人车条件

（3〉工作面推进较单线折恶双侧交警进词进率
车有利;

（4）每个阶驶拖掘机数量以1台为宜，
如果使用2台，则另I台效率要降
低10-20??

特点∶这种布烟方式的生产施力略低--— 的-

于单巍折返双侧进车方式，当地形较吸
时，醇袄矿的上部、中师及下部可以再
时掘沟，互不影响

3。单线折题环 （1）地形为孤立山峰;___0
行进率 （2）每个阶段可布置多台抱掘机，低一

兼以布置2台为宜;
（S）采场面积宣广，一般为 1，2×1.0

km*以上。
特点，铁略干阔通过偏力比单线折置

六-一 - 3
单概进李方式大，但工温量出有所端加

- 1b-  - _——__-
《1）矿区附近地形为单侧山坡;4。部折语一
（2）只有一侧地形有进条件;侧迹车（一套份
（a）每个阶段只遇于布量1合挖摘机;退载）

如果布置z台，则另1台效率将显
著降低。--20-- -一

等点∶〈1）工作面靠进条件校差，列
率入换条件笼）--φ--一～

（2）此方式增加了总的运距，--50 -一--
增加了端部工程量，但缩短了列本人换
距离和入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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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适 用 条 件 及特 点示图布线形式
r_n-_.

5，蜡部折返二 （1）采场附近地形为单侧山坡;
（z）每个阶段可布置挖要机2台以上铜进车（二套折返
（3）两遣部饱形有布置线略的条件。姚〉
特点∶工程量大，一端娘路发生故障

时，另一遍线路仍可生产，可以分散贷42 - 40-
流，第短运距，线路总的题过觞力大

8。阶梯式折返 （1）要求采编尺寸（长×宽）有布规条
2 件，能 ~y10

（2）各个阶激均可布景2台挖掘机，20
（3）采场附近地形为一翼立山峰;
（4）需要减少折返次数和改善运行条件。

特点，减少了折返次数;工作面为两50- ------—5-
40- w- 一N-- -m- - 

端进车;各阶段构为环行运轴— - 30- — -- - 
- - - w- -20.⋯ —

泰 1-3-152■内多分山绩置天矿候路开拓爆输的放术特征

备 注歪头山铁矿白云师博铁矿海南铁矿朱家包包铁矿目项

335I72262014B801。山顶最高标高（m）
5335169840013902。铁路修筑最高标高（m）

1600181185，破碎站标高〈m）
下盘折返向上盘上盘向下盘推进上盘向下盘推进 j下盘向上盘推动4。阶段推进方向

下盘上盘上盘下盘山坡5.千线储设位量 536。千线折電次量
单阅人车单德人车单氮入车单侧人率7. 阶段人车形式 14351435143514358.铁路轨距（mm）
20～303030300.限麟坡度（??

10。苯输设备， 100,156150,g15,8015t,80机率粘置（1）
606060100,80矿率级盒〈1）

准轨铁路汽本窄轨汽车11。山头都分开拓运输方式

1）深凹露天矿铁路干线的布置形式
深凹需禾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的铁路干线的主要布置形式见表1-3-154，

2）深凹露天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设计应注意的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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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外山坡重天矿铁路开拓的技术特征 囊 1-3-153-w-x--

买 图 美 因 我内瑞控页 因 lkOPiUy}1r7).ERROBLIRAR(BJNGHAM) BCKIi、
ERIE 铁矿 MINTAC 铁矿 露天秒A矿快铜

--A-r- -we--.- "
1。设计规终（10t/a）

矿 岩 6203310120005200 35.3万i/d
矿 石 160D5700 1000;0.7万t/d

2。露灭矿最终尺寸 27OE×1专0011200× 2301 E400×1200<0D x 2464
（欧×索）〈m》

3603.聚 度 （I） 165 780
4，运检设备∶

EL一10M章引机电机车 张油电机车， 电机率（85～125t9 柴油电力柴油电机车，
组（3E0 t ）(120g- 1500>×(100～24o) x 28台，集洒电机车【（2000×n，75_

kW)0，745kW，27台舍（70～i5t）30台.D.745kW,
蓄电改架线电机车

（85t）L 台附斗车 铷卸式翻斗车237例卸式翻斗率 45台，周斗率钩阳式融斗车
2R0台 15～30%

(100t)(100t)双线折返
两头进车
无线电福控

表 1-否-154源凹管失矿铁胁于战布设形式

适用 条 件及 特 点图布线形式

1，单线折返双
（;）网端部有进车条件

侧交样进车
（?）每个阶段只适于布置1合挖爆机作

亚;
（3）年采剥总量不超过700万t，否则须

双干统。一 20
特点，两罐交警进车，不能环形，登

山生产能力不大

2，单线忻返单
（1）只--侧端部有进车条件;匍进率
（z）每个阶段只适于布置1台挖掘机作

业。
特点∶话部装车，挖掘机与电机车效

---抑0- -- - 【
-- -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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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布线形式 适 用索件及带 点图 示

。单貌折逼环
±D形进车

（1）两侧端部有进本条件;
（2）每个阶爱可布置1～2台挖愿机。
特点，两侧环行，生产能力比前两种
大-_ --一-20

.ee ._.-w

（1）运量温过 700万t/a才用双盟布4。双竣折返环
置∶形燕思式站

-30 （2）各阶段可布置?台以上沱掘机，控节

（3）聚场要长，尺寸要大。=4
特点。（1）结场可分别设计成兼超式

或塞袖式站，
（2）环形站营可靠恒运罩

〈））要求果场要长，尺寸要大，采场长5，双嫡直进式
度在2.5km以上;±0.环形进本 （ 2》采测总量要大。

（3）各阶委可布置2台以上挖置机工
作;。-(0 特点，（ 1）级略通过能力大;

（2）各个水平舱环形运输;
---— --20- —- -一- 一 〈3）傅天矿边带危度较缓，工

覆量较大

（1）当单规折返式竞不皮运量时，可过8。单线螺旋抗
座到爆度式，即只有采别总量大时

赖 才采用，
（2）采场尺寸按大，近似圆形的深凹露

天矿，周帮的边救稳温性较好时才
采用;

（3）当采场开采深度很深时，为改善线
路运行条件，可将折累线经二次波

线，形成螺旋能，
特点，（1》当工作帮推进到最终边波

位置、并有可能形成链设

德流规条件附，才能将折
返线过渡到螺炭线运命
（即虚缝过渡到实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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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适用 条 件 及物 点图 示布就形式

其下部各水平仍然采用折
返螅运输;

（2）运量大，开架年限长;
（3）可缩短列车运行周转时间，

提高施略通过脆力1
（4）需要增加二次欧姆工程量

（1）深凹露天矿铁略开拓运输应充分注意线端的固定性，以加速矿石运输的运行速
度，提高运输线路的通过能力。

（2）现代化的大型深凹露天矿分果分运不同种类的矿岩时，应注意组织分散货流，
以简化各受料点的货流量分配，减少运距。

（3）大型深凹解天矿的铁路运输系统有条件时设两个运输出口，以避免增加运距;

当一个运输出口临时中断作业时，其货流可由另外一条运输出口运出。

（4）要注意是否有条件使用外部堑沟的铁路开拓运输。设计外部堑沟的铁路开拓运

输时，必须考虑其基建工程量与矿、岩运营费之间的关系。

（5）采用深堑沟的铁路开拓运输时，应设法将蠡沟设在端部。采用这种方式时，通
过在固定帮铺没固定的铁路线，并布置通往工作帮诸水平的直进入车裁，能合理利用露天

矿的长度。
（6）当每个阶段工作的挖掘机数量达到两台或两台以上时，采场内尽量采用两侧进

车的环形运输线路。
（7）尽量缩短会让站至挖掘机装车地点之间的列车入换距离，必要时可在采汤内布

置量临时会让站，以解决本阶段的调车。
（8）螺旋线运输∶螺旋线运输可改善行车条件，提高线路通过能力。由于受螺旋线

铺设条件的限制，一般前期必须使用折返线运输，后期当工作帮上都已经形成最终边坡，

并有可能形成铺设冁旋线的条件时才能改为螺旋线运输，而下部各阶段仍需采用折返线运
输（如图1-3-23）。因此，采用螺旋运输时，非工作帮的边坡需授铺 设折返线的条件设

计。螺旋线需二次改线（指单线螺旋），只有运输量很大、采场很深时才考虑使用。

2，移动干线开拓
1）移动于线坡度的确定

铁路干线坡度宜采用陡坡，因为陡坡可减少三角工作面长度和工程量，简化生产组织

并改善经济效果。

2）移动干线的布设形式
铁路移动干线辅设在采场的工作帮上，在矿山生产过程中，运输干线随工作帮的推进

而定翔移设，并陆续向固定边帮靠拢，最后变为固定干线而结束其移动。移动于线靠帮以

后的布设形式与固定干线开拓形式相同。

移动坑线布设形式参见图1-3-24。
3。露天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的实例及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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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n9

上二.∶=-m-7
-38一 Ta-

困 1-3-23 上部水平改用螺旋坑辊（设计资料∶ 图 1-3-24 移动下线系统（设计资料）

表r-3-155是国内部分深凹露天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的技术特征。表1-3-156是国外都
分深凹露天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的技术特征。

国内部分准航铁赔开黏遗输的寡巴露天矿的技术特征 表 1-3-155

大强山铁矿质 目 东酸山铁矿 晏削山换矿 入治缺矿

螺旋干线 下数屈定千线下盘固定干线1。干线布设方式 下盘移动干线
双 线 双 钱 双 蝇双线2、干线数量

3。干健波度 21～1825 30 32
?3（射闭霣以下）4.露天采场设计深度（m） 98 120489

5。铁路吸设计铺设露度（m） 183 12014s1:t
未进人限部 1206.实际已开采深度（m） 1Yr 108

双能单阅进车双烧折返环形套袖 折返坑线双线折遇环形套油7。阶股入率形式
8。运输吸备

150、100、8机车粘重（t） 150、100、30 159、100,80 150、aU
矿率敏监量〈1） 50050 50

铁路一（汽年）一间并皮带 深部汽车一铁酪 深部铁路一汽车铁路到床9。聚部设计采用的开拓
即将进入联合运输方式

国外部分课凹量天矿铁路开来握输的技木种征 表 1-3-156

 苏联索科洛夹萨尔再苏联南部采态公司
项 美国亮伦买西铜扩目

露 关矿 露 天 矿

1。设计规模
15,3320 t/d1220010o60酚 岩 （10V/a）
6.34O t/d矿 石<10*t/a） 20003200

下盘固定于线2。干规布线方式
双线3。千线救量
38～40394，干线效度（??
4435，舞天采肠段计深度（m》
3732235，铁路设计键设深度 （m》
8737.实际已开采深度 《m）

双战折返立安螺旋8，阶段入率形式
9，运输设备

机车，（120～200×n9-2M 18-40n3-z(3stEL-1(150)机本
57合

矿率（80t）300台T9-4矿 本
铁路一汽车19。深部采用的矛拓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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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5～1-3-29是国内部分山坡露天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图，图1-3-30是苏联
科尔舒诺夫（KopmyaonoxzA）矿上部准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图。

图1-3-31～1-3-36是国内部分深凹露天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图，图1-3-37，1-3-
38是国外两个深凹露天矿准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图。

100度石线

二85度石线

图 1-3-25 东鞍山铁矿上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图 1-3-26 跟前山铁矿上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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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站

困 I-3-27 歪头山铁矿上部铁略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圆

萬山采区

三道栈辨言态总龄

图 1-3-28 号长岭高山采区铁路开拓运输系统示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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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矿采塌

验石站

中央站

图 1-3-29 白云鄂博铁矿上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380

--400

- 20
_一440

离 1-3-30 苏联科尔舒诺夫（KopmyxoucrxA）采选公司露天矿上部铁路开拓运输
系统示意图

1-筹天来矿场，z-?厂，3-矿山站，4一排弃站，5-架部站，6-破碎站，"一太深郁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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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山

图 1-3-31 朱家包包铁矿开拓运输系统示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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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rr#K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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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一二E工
t=5

-30

- 4/

图 1-3-32 大孤山铁矿深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1-+54站，2-+4站，3-+36站;4-+18站，5一＋6m站，6--6m站17--18站，8--36站

9-- 42站

38蜻

图 1-3-33 海州露天矿铁路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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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T

图 1-3-34 眼前山铁矿深部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re-_螺

图 1-3-35 东鞍山铁矿深都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圈 1-3-36 齐大山铁矿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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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87 苏联科尔舒诺夫（KopmyHoncrnA）采选公司露 天矿深部开拓运神系就
示意图

1-聚都矿山站，2一去选矿厂，8一去排弃场;4-采场内转敏站

图 1-3-88 苏联奥列涅戈尔（OxeueropeKn）露天矿铁路并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1-156m站2-西会让端，3一露天采场内转载站，4-露天开采终丁填养线15-去选厂;6-置向排

筛场

采可

图 1-3-39 乌龙泉石灰石矿窄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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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窄轨铁路开拓运输

露关矿窄轨铁路开拓运输在部分矿山中尚有使用。
3.3，3.1 窄轨族路开拓运输千战布设形式
于线布设形式见表1-3-157。

窄轨触路齐拓域输干线布设形式 表 1-3-157

运 用 条 件 及特点图布线形式 录

1。单规折返环
1。两侧端邮有进车条件;形进本
2.采剩总量在30~620万（/（上照为

双捣，下限为单线》，

3，每个阶段可布置2台挖掘机
特点，双侧进车、环行，柳环时间较短

单线析返环形布量

-40 1。当折返式进车完不成任务时采用，x'-N'2。折温一螺旋 2_
2。采场周边边糟通定性较呼;二式进车 ≥

3．为改善运输条件，结短运输循环时间- 50
二8

时果用

4。开采年限长

特点，运量大（尤其是双辊）

（螺旋式布置（先折返后螺旋）

图 1-3-40 甘井子石灰石矿穆轨嵌财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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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2 窄轨铁路开拓运输矿山实例

表1-3-158是国内两个露天石灰石矿窄轨铁路开拓运输的技术特征;图1-3-138和1-3-
139分别是乌龙泉石灰石矿和甘井子石灰石矿窄轨铁路开拓运输系统图。

窄轨铁路开拓运输的露天矿的技术特征 我 1-3-158

式朝鸟龙泉石灰乙矿目 胺钢甘井 子石灰石矿项

1.设计规模〈10t/a〉
520620矿 岩
90矿 石 600

下盘固定折返线下盘固定折返线2。平线布设方式
双线双线3。千干线致量

124。干级坡度（??
72755。露天采场设计深度（m）
726，铁路设计铺设深度（m） 75
48257，实际已开采深度（m）

双线折返单侧进车双线折退环形进车8，阶段入车形式
9，运输设备

20 t380×0.745kW内燃机车机本粘重（t）
20 t矿车载重量（t） 201

窄轨;300mmn究轨，914 mm10。深部设计采用的开拓方式

3.4 公路-准轨铁路联合开拓运输

公路开拓的优点是灵活机动，开采强度大（与机车配挖掘机相比），汽车配挖掘机装

运矿岩效率可提高20～30??尤其是向下开沟，公路开拓可以加快掘沟速度。但公路矿岩

运量小、成本高。而准轨铁路的运输费低廉，运量大，但受采场尺寸、开采深度或高度以

及地形条件所限制。因此，采用公路与铁路联合开拓方式可集中各自的优点，充分发挥各

自的特点，使露天矿的开拓运输更为完善。

公路、快路联合开拓方式多用于矿岩中硬以上的大中型露天矿，即用公路开拓新水平

层（倾斜沟和开段沟的掘进）和扩帮，为准轨铁路运输创造条件。有时，公路开拓用于铁

路运输的曲线推进工作面。这部分工作面，因铁路线路布置难度大，用汽 车就 显得机动

灵活。
公路、铁路联合开拓方式，对均衡露天矿的生产剥采比有一定的作用。

3.4.1 布 置 形 式

1，移动坑线联合开拓
在采惕内用移动公路和移动准轨铁路坑线开拓，一般是上部用准轨据退移动铁路线，

深部用螺旋折返公路线（参看图1-3-41，图1-3-42）。

用移动地线的目的是为了减少露天矿的基建工程量和均衡生产剥采比。

2。固定坑线联合开拓
露天采场上部及深部用公路、中部用铁路的联合开拓;如地形允许，可将公路固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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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I 苏联萨尔拜（Cap6ancxnA）露天矿开拓系统<1971年生产资料）

1-边书在地表的位置，2一外部东南堑沟出口，3—国定铁赔线路，4一移动铁赔娥路;5-汽率公路）

6一矿内分界点，7一外部北锶沟出口，8-矿内铁路沿线转载料场。

图 1-3-42 萨尔年（Cap6aicxnA）露天矿1975年末的开拓系统（生产资料）

图中代号员图1-3-41

线布置在露天采场外侧阗，上山公路用树枝式或折返式布线型式，进入各阶段水平层，在

地表矿山站标高上、下约200m的范围内，当露天采场尺寸较宽广，摘足准轨铁路布缓和

设站要求时，采场中部可采用准轨铁路开拓，铁路固定于线一般治矿体底盘露天矿固定边

帮铺设，常用折返线或折返螺旋线（参看图1-3-43）。

3.外部堑沟公路、铁路联合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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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一些地表平缓的大型深凹露天矿，采用公路、铁路联合开拓时，常用开凿外部堑
沟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外部出车堑沟多数是布置铁路干F线，也有同时布置公路、铁路干线
的。苏联一些露天矿外部出车沟的特征列于表1-3-159。

苏没一些显天矿外部出车沟铃征 表 1-3-159

采场外部 采场外部分沟底线 年运量 坡 淀重沟及其
布置方式的工程最最大深度降 数露天矿名称

%(19x)用 途 《条） (10'm*)<m)
5 7842 3

Te6e加Macx 沿境界20 33 15006 4500主运矿出车沟
列 别 金

MuXAnocK迅 中央3715 3o50006主延矿出车沟
米哈侬落夫

侧其600306949005南蟹为运矿岩北都采选公司*五一"矿
侧翼50 45S0803204北氯沟示特JepBOMa盘cke盘

(Cempuu Fex)

阅翼350405015002西南暂沟运矿COKeTOBCKhp
侧兴40 12030003东北墅沟讼岩索科洛失

中央12o*406c60 606东南堑沟运矿岩萨 尔 拜
树要30<0154500北舱沟（辅助的），Cap6a盘cxnl

运松散到离物

侧翼5005758$500齿皙沟，用于北区开拓 3卡 恰 尔*
侧翼57 300.3东堑沟（主标沟）， 4KccroMyEcxxh

用于松数岩层开拓

在建设和生产中，由于滑坡和沟内布望汽车公路，掘沟值增至1500万m*。

3.4.2 设 计 注 意 事 项

（1）外部堑淘开拓在公路、铁路联合开拓以及单独用铁路开拓运输的露天矿中，得到

广泛的应用。外部堑沟布置得越深、越宽，所服务的深部阶段水平就越多。在此情况下，

有更多的阶段水平层可布置铁路直进式入车线，从而可提高铁路线略的运输能力，并降低

运费。但是，随着外部堑沟加深、加定，将增加露天矿的基建工程量，延长基建时间。因

此，要合理确定外部堑沟的参数，使每吨矿岩的基建费与运输费的总费用为最低。设计中

应合理确定外部戆沟的数目、用途，开沟位置以及堑沟深度。
（2）对适于采用公路、铁路联合开拓的山坡露天矿，设计中应着重确定中部采 用准

轨铁路的阶段水平标高，即使用准轨铁路线路的范围。主要根据铁路线路铺设及设置站场

的技术要求进行布线，在有条皆的阶段应尽量采用铁路运输。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在采场

内、外设置转载站的可能性，以解决矿岩的转载问题。
（3）由于采用公路和铁路两种型式，设计中要注意避免线路布置上的相互干扰，虽

然立体交叉在所难免，但应尽量避免并采取相应措施（设桥）。在使用准轨运输水平层的端

部及铁路曲线推进工作面推荐使用汽车运输（这部分工作面铁路机车装毅有周难）。在同

一水平层同时采用公路和铁路两种运输方式时，其进车方向要分开。避免相互干扰（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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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43）。

3.4.3 公路-铁路联含开拓实例

3.4.3.1 朱家包包缺矿东采场汽车-缺路联仓开拓
朱察包包铁矿设计规镇为年产原旷700万t，开采初期东采场矿石年产量为全矿的80??约为560万t/e。

矿山站标高1267m，以上为山坡露天，以下为保凹露天部分。
上部开拓系统以铁路运输为主，公路运输为辅。采用铁路运输的开采水平，其矿岩均由铁路线 赌分

别运往破碎站和铁斯排弃畅，采用公路运输的水平，其果剥矿岩量需在采扬内转载，分别于狮于 山、东
山头及南山头设置需灭转载站，用挖掘机进行二次装车，矿岩烃由铁路列车分别运往被碎站和推并场，

深凹露天标高1258～1162m用下盘圈定双线折返式准轨铁路运输;标高1150～1030m用汽车-笑斗联
合开拓运输。

设计用8m'挖掘机，150t电机车，100t自陶车和T-20汽车等大型来、装、运设备。

该矿铁路运输在采场因端长期出现多阶段水平的曲线工作面，曲线推进缓慢，使新水平准备 困难，
生产嘱采比上升，采场工作荆坡角由13"降为4*～5°，加上8m?挖掘机缺货而改用4m2挖掘机，使矿山只

鲍完成年产矿石量450万t，达不到原设计产量。
为保证原设计规模及充分利用已建成铁路，对该矿开拓运输系统进行了调整。在1258～1162m标高，

在商一水平内同时使用公路、铁路开拓方式，解决了产量下降问题。深部1150～1030m由于采场宽度 狭
窄，全部改用公路开拓运输，并在1150米水平设转戟站，由铁路将矿石运出采场。

1.铁路干线布置
从矿山站引出一对沿下盘固定边帮进入深部的铁路干线〈纵坡为30??，分别在标高1258m和1234m

等地段设之字形折返站。
2.公路线路布置
沿矿山站四懈下盘固定边帮布设双车道公路干线（略基宽21m，坡度i-8??进入深部。标高1182m

以上深凹儒天用公路运出的矿岩在采场附近转载站和地面转载矿仓转入准轨铁路列车外运。

图 1-3-43 朱家包包铁矿同一水平铁、公路联合开拓系统示意图（生产资料）

t—地面簧酸矿仓。2一矿山站）3-采场内公路，4一铁路，5—开采境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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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2 食铜大冶喉矿东露天采场
该矿为山坡露天矿，原矿规模290万t/a，矿岩1050万t/a，于1955年8月～1958年7月进行建设，1958

年 3 季度投产，基建时间约4 年。
原设计的露天采场上口尺寸;长×宽2200×450m，露天采场封闭圈标高＋72m，以下为深凹露天，

深70～170m，儒天底标高-96m，露天采场最高标商+192m，原设计的露天采场矿石5B41.3万，岩
土1946.8万t。平均剩采比2.3t/t。

原设计的开拓系统，用公路、铁路联合开拓。标高土0m以上用准轨铁路机车，±0m以下用 汽车公
蹄。矿山在生产中，为加快顶部剥岩，顶部山头改用了公路运输。

该矿历年产量约200万t，其中1973年矿石产量达471万t/a，矿岩量1573万t/a，超过原设计矿岩量。
截止1979年底，原设计露天采场只剩下矿石13866万t。平均剥采比1.14t/t，如不进行扩建井延深需

天境界，则矿石年产量将逐渐下降，
1980年进行的扩建设计，将露关底由-96m延深至-168m，扩建后露天采场上口尺寸;长×宽250m

×100m，扩建后采畅内矿石量1546.39万t，岩土1049.08万t，计12015.47万t，平均剥采比677t/。仍
采用公路、铁略联合开拓运输。采场上部和深藤用公路开拓，中部用铁路开拓（见围1-3-4）。

图 1-3-44 大伯东露天采场公路、铁路联合开拓系统示意图（设计资料）

1一选厂组碑;2-?厂中碎，3一黑天开采终了境界，4-公路，5-铁路）6—0m水平度右转载站，

7一＋48m水平矿石转缴站;a一南部排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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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布置如下，
（1）采场上部即标高120m～276m各水平，用公路干皱以树枝式和折返式单侧进线（干线在采场东

南侧采场外）。配备32t自卸汽车和4m2挖掘机等设备。
（2）采场中部即标高108～36m各水平，用准轨铁路运输，干线铺设于下盘固定边帮，为折返 固定

坑线开拓，利用读矿使用多年的铁路干级。总出入沟口设于标高+72m处，位于鳞天采杨中部 的狮子山
腐帮，以纵坡35限制坡度）铁路干线经由矿山站至总出入沟向下、向上延伸至各水平。

（3）采备深部即标高72m以下为深凹需灭矿。深川露天的浅部（标高72~38m）仍用铁路开 拓。标
高24～168m用折返、螺旋公路坑线开拓。

公路干线的总出入沟口在狮子山南帮，标高79m。从河口起，以8??纵坡向下沿南帮向四延伸，至
象鼻山端部，再回返180"向东进入采场北帮，一直延伸至尖出区-36m。以下改为嫌旋坑线下延至露天
底-168m标高。由于露天矿的南帮已懦没了倒定铁路干线，因此，公路干线只能布量在北帮。

该矿使用公路、恢陈联合开拓，公路运输主要用于，上部水平.<108m以上）扩带剥者;下部舞沟及

采矿，铁路工作水平端部曲线工作面。
其他有条件使用铁路运输的水平，尽量采用铁略运输。历年公路、铁路运输囊的比例 约各占50??

1985年全年采贱总量计划为1450万t，其中汽车运输量为750万t。
为减少汽车运距，分别于地表和露天采场内+48m和士0m设露天堆矿转载站，分别配备4m2挖掘机

进行二次倒装，将矿（岩）装入狭赔列车运往选扩厂和剥离物排弃场。

3，4.5.3 海窗铁矿
海南铁矿北-主矿体是山坡露天矿，设计规模经历丁多次变动，1972年第三次扩建设计规模定 为460

万t/a，用公路，铁略联合开拓。
采场上慈（标高400m以上）用平硐演携和76zm窄轨铁路开拓运触。中部（标高400～215m水平）

用换略开拓<局部用汽车公路），深部（标高240m水平以下）用汽车公路运输。

铁路运输用固定折返式，由位于采场东南方向的矿山站引出折返级上山，开拓养高为400～215m 的

各水平。
铁路干线全长约12km，分设375，352、313、281、276、250（中央营山蛙》及215m等折返站 和主

要车站。用80～100t电机车牵引60t自卸翻斗车（每列8辆）将矿石运往破碎厂，新离物运 往别离物排

弃场。
标高240m以下无采条西北侧布置一条公路干线（用拆返式和树枝式）进行开拓运输。采场外设矿、

岩转载站，由4m2挖根机二次装车将矿粒装入铁路列车运往破碎站和剥离物排弃场、

该矿开拓系统示意图见图1-3-45。

3.4.3.4 苏砖萨尔阿露天矿
该矿年产矿岩量11400万t，矿石量约2000万t。露天矿全深850m，划分浅部露天（300m）和滚部露

天。采物浅部用汽车公路，铁路联合开拓运输。
露天采场用两条外部堑沟开拓，即东南蟹内（主沟）和北氢沟（辅助淘）。宝沟披度40??北堑沟

与东带（固定蓿）和两帮《工作莆）的采场内坑线相连接，开拓上部5～68个由松散岩层组成的工作水

平，沟底部铺设4股铁路线。
东南堑沟用来开拓约300m深的浅部露天，运输矿石和鹏高物。东南堑沟沟底储设6股快路钱，各分

三股与东悟和南帮采场内坑线相连接。
列车悟红旋-折返线路运行，在地表（棚尚钓200m），两个外部纸沟的快路线皆与"萨尔并"快降

站连接，从该站运出矿岩分别被送往选厂贮矿仓和东部排弃场。

螺旋-折返汽车坑较的总出口没在东南蟹沟内，并沿东帮、南帮和西指布置延伸至下部，向各水 平

工作面进行辅助性运输（见图1-3-46）。
经过四年基建。该矿于1960年12月投产，蘑越期间，主要用汽车公路从东南主塑沟运出各水平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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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5 海南铁矿开拓系统平面布置示意图（设计资料）
1→矿山?70站; 1-260中央站，8一201站，4-317站;5一轴《会让站，6-335会让站7-55会 让

站，g一粗破碎站，4一去第六排界场;10-公路，11-露天开采终了境界 规;12一爆破危险界线，
13一375站，1--156结

-tt___rcrrr

图 1-8-《6 萨尔拜露天矿汽车、恢路联合开拓示意图（设计资料）

i-尾天开采熄界，2～阶段边坡最烧位鹭，3一铁路级，4-采场内铁路会让帖。5-汽车公路。6-

铁路线路与公路立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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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剥离物，仅小量松散废石从北茧沟的铁路线运出。投产后，随着露天矿开拓系统尤其是铁路干线的形
成和发展，铁路运量不断增加，而汽车运量逐渐减少。

1971年和1975年公路，铁略运输量及比例等指标见表1-3-160。

萨尔拜重天矿1971、1975年开采指标 表 1-180

1975 年1971 年推 项 日

110701020矿岩运输量（万 t）
195t1790矿石产量（万1）
10310870D铁路运输矿岩量（万t>
9987铁路运输占百分比〈??

13汽车运量占百分比〈??
7666.4采场内铁路线路总长度（km）
43,717.3固定线占总线路的百分比（??

与铁路运输配套的挖掘机生产的力，
284,B1859KTF-6挖掘机装松散剥离物时（万m'）
96.d779KT-8挖掘机装硬当时《万m2）
328机车日生产能力《t/a>

3.5 公路（或铁路）-斜坡提升联合开拓运输

斜坡提升方式可分为斜坡矿车组提升和斜坡羹斗提升两种类型。

我国的中小型露天矿，广泛采用斜坡矿车组提升，即窄轨铁路-解坡矿车组提升联合

开拓方式。如黑旺铁矿、攀钢二滩粘土矿、湘东铁矿、屯秋铁矿等。

采用公路（或铁路）-斜坡簧斗提升联合开拓方式的大型铁矿有山西峨口和广东大 宝

山铁矿，以及中型辅助原料矿山，如广西水泥厂、湘乡水泥厂、昆明水泥厂和水壁水泥厂

所属的石灰石露天矿等。

3.5，1 窄轨铁路-斜坡矿车组一-窄轨铁路联合开拓

3.5，1，1 斜坡燧位置的选择
山坡露天矿的斜坡道多布置在露天采场爆破危险区以外的采场端部，并选择地形及工

程地质条件有利的地段，斜坡提升机房尽可能布置在交于采场最高开采标高处，淡斜坡道

靠为各开采水平层服务（参见图1-3-47）。

深凹露天矿一般在采场非工作帮分散布置斜坡道（参见图1-3-48，图1-3-49）。

3，5.1.2 斜被矿车组提升方式和提升量
斜坡矿车组提升有单钩提升和双钩提升两种。当需要多水平同时工作时，宜用单钩提

升或用单容器带平衡锤，其提升量一般在15万t/a以下。

当单一水平工作时，宜用双钩提升，其提升量一般在30万t/以下。

提开斜坡道的倾角一般在7°～25°范围内选取。应根据地形，尽可能采用（或接近）

同一馈角。
3.5，1.3 斜坡矿牢组提升的矿车数量和轨型选取

斜坡矿车组提升通常采用容积为0.5～1，2m2的翻斗式矿车，也有个别矿山采用大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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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48 黑石岭铁矿深部开拓提升图 1-3-47 上部开拓提升机

系统示意图（设计资料）两侧布置示意图（设计资料）
1、2—φ800提升机，3一φ100升机1一排弃场;2提升机房

图 1-3-49 属旺铁矿深部开拓提升系统示意图（生产资料）
1一砖碎厂，2—北大卷扬机，3一人员提升卷扬机;4一南大粉扬机，s-废石卷扬机

矿车，如黑旺铁矿、水曲柳粘土矿等。一次提升的串车数量应根据计算确定，但一般矿车

容积小于0.55m'时，不宜超过15辆;当矿车容积大于0.55m时，不宜超过10辆。
斜坡道轨型选取参见表1-3-161。斜坡道轨型一般要比水平道的轨型提高一级。

表 1-3-161斜 坡 懂 教 显

(ks/m)型矿 本 客 积（m*）

A5~18<0.75
18~24>1.2

3.5，1，4 斜坡矿车遇提升的车场

斜坡矿车组提升的车场有平车场和甩车场两种。

1，平车场及其布置
选用平车杨的一般条件是;上部出车水平要有长50～70m较平缓的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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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车场的特点∶体止时间短，土石方工程量少;
车场内需设推车机、阻车器等;跑车率高于甩率场。

双钩提升应尽量采用平车场，以免设置压绳道岔
（双钩提升如用甩车场则需没压绳道岔），加剧钢丝

绳磨损。
上部平车场线路的布置一般有?～ 4 股道（见图1-

3-49），最常用的有2～3股道。图1-3-50是王村铝

土矿平车场示意图。
2.甩车场及其布置

变坡点位投 上部出车水平为斜坡地形时，常选用甩车场。

甩车场一般只适用于单钩提升系统，双钩提升很
图 1-3-50 平车场布置型式（设计资料）少采用（因双钓提升同一方向甩车会出现压绳问题）。

第

图 1-3-51 王村渭土矿平布场淡意图 1生产资专）

1-提升钢丝掘，2-配道车∶3-挂钟引个;4一醛重;5-k2问;6-设力成轮，7-开货器，

一阻布游

甩车场设计提升角一般为10°～15°。通常，主要提升深统的提升角不超过10°，辅助提 t
升系统的提升角不超过15°。

甩车道道岔型号选取见表1-3-162。

r: 1-3-162月 本 蓬遗岔 翠 号

第 二 遭 ☆第 一 道 岔矿车容积（m"）

5～4号6～5号0.75-1.2
4～s号

0.75以下

按表1-3-i2选用道岔时，当倾角大时取小值、倾角小时取大值。采用3.5m2矿车的矿

山其甩车道及斜坡道的遒岔均采用 8 号。

3.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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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矿车级提升主要波术多!

功 4

提升量（10*t/3）

解 键 道

主要特点

提升机型号

车场型式

修幅渗

《IW)

名积

矿山名称

操升率an

麦石│人 !

每长│倾，轴

态矿车汽

K*2x15~30o240

1

界彩类搅晕
吨底卸式

50

上提

320
黑旺铁矿业大卷

双筒作单黄用

2.5n双筒

200

3.15

3.6侧卸式
2

早 车场

30

上提

黑旺换矿病大卷

人员提升

zTJJ题0
2.5

鸟可尼人库

上操

15~23

黑旺铁矿人员卷
320

变缓孕当长

XKT1×2.5×B
5.

1、1
甩 车道
/

r
16
下放

个z坚被

零钢二维粘土矿

有动力制动

1.6m单能

0.55

18.5

平 车场

5

下放

27.5

拉克铁矿

1.6m单筒
18.52.7
1.2
平车 场

/
15
下放

18~14

部据策南区

倾角大

KJ1×2×1,5~2

1.2
早车 场

26

20
下放│

2~30

温黏东矿区

180

1.6m单筒
3,
20

│平车场1.2
80入/液

下放
7.7

18～z4

温东铁矿西需天

2BM60 ;

人员提升

2.5
31
4

6o人/塞│平车场 四可尼人料
下放

2

46d

电秋候矿

大矿率提升

M7%
23

9.5
3

波况率氧

上提

k4~16

水曲物粘士矿

自动摘缝悼

。
0.75
平车施

上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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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车场布置实例见图1-3-52。
部分醋天矿的斜填矿车组提升主要技术参数见表1-3-163。

-1520

=1*

=Uo

图 1-8-52 二滩粘土矿单频甩车场示意图<生产资料）

3，5，2 公路（或窄轨）-斜坡赏斗联合开拓

.5.2.1 布置原则和注意事项
（1）采杨内工作面运输，山坡露天矿可采用汽车或窄轨铁路运输;深凹大型 露天矿

多用汽车运输，深凹中小型露天矿多采用窄轨铁路与箕斗提升相配合。

（2）山坡露天矿笺斗道一般应布皿于露天采场爆破危险界线外。正对策斗 道 下方不

应布置任何建筑物，以防箕斗跑车造成事故。

（3）深凹露天矿箕斗道一般沿采场固定边带布置，箕斗道倾角原则上可按采场 终了

边帮角选取。边帮角值过陡时，箕斗道可斜交露天边帮布置以减缓倾角。箕斗遵的倾角，

一般不应超过30°。
（4）箕斗道位置应布置在采场非工作帮和端帮的固定边帮上，并尽量避免与公路、铁

路线路的立体交叉。箕斗道的起点、终点位置应有较长的服务年限。

（5）笑斗道的提升机房应与厂区公路相通。

（6）箕斗卸载矿仓应直通破碎厂原矿仓。

箕斗矿仓型式及特载栈桥等参见本章"联合运输的转戟设施"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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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2 布置形式

1。山坡露天矿
山坡露天采场内用汽车或窄轨运输时，箕斗道一般布置在采场外的一侧或两侧，每幅

3个水平设一座矿岩转载栈桥，如上部水平矿量较少，则第一个栈桥可以多负担一些水
平层。

.2。深凹露天幂
深凹露天矿浅部用铁路，深部用汽车运输时，则箕斗道布置于采场两个端帮最终边帮

上，不横腾铁、公路。
斜坡箕斗道的布置形式参见表1-3-164。
山坡露天矿汽车、箕斗联合布置形式参见图1-3-53。

困 1-3-53 湘乡水泥广万罗山矿汽车、囊斗开拓示意图（生产资料）
1-斜坡要斗道，2-工业汤越，3~粗磁辩车间，4-转运站，5—公路，5-戴天境界，7.8一排弃场。

辊 1-3-184斜银实斗道的布置形式

特 点图 示布 置 形 式

1.宏斗道布置在采矿场外一侧（1）山坡露天矿采与内为铁路

2.每个工作水平设转载栈桥运输

（，寞斗道布量在采矿场外一阔，
（2）山坡露天矿，采场内*汽 2.约三个水平设一磨神载柳栈。

年运输 3.上部水平矿量少，第一个枫桥
负坦水平数可以多些

实斗道最好布置在端部（3>深凹露天矿，上部为铁略

运输，下邮工作面为汽车站验

深凹黑天矿的汽车、铁路、箕斗联合开拓布置形式参见图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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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4 白云鄂博铁矿东需天深部公路雾斗联合开拓系晓示意图《设计资料）

1-美斗藏，2一公略，3-簧斗传断; 4一地面矿仓，5-露天底，6-露天矿开采舞了境界

该矿开拓系统为一比较典型的布置，深凹露天的浅部用准轨铁路开拓，线路虽之字形

折返，布置于露天矿的南帮，深部用汽车开拓，公路干线布置于露天矿的北帮，为回返公

路干线;两个斜坡箕斗道布置于露天采矿场的两端，避免了与铁路干线和公路干线相交。

斜坡笑斗布置形式按提升系统中提升机房与斜坡道的相对位置，又可分为顺向布置、

反向布置和有尾绳布置。为使两簧斗提升中心线间距与两卷筒中心线间距相等，还有各种

不同的布置形式。各种布置形式的优峡点及使用实例参现表1-3-165。部分露天矿斜坡箕

斗提升的主要技术参数见表1-3-186。箕斗转载栈桥详见本章"联合运输的转载设施"

一节。
3，5.2.3 虞例

大宝山峡就（设计原矿规模230万t/a）》，用汽车、箕斗提升联合开拓方式。

采场内用12t汽车运输，4m*挖掘机装车，矿石用汽车运至采锅内下部斜坡簧斗（斗容18m'）下放型

教碑厂撒辟后，股640m平硐窄轨（762mm）铁路，由14t电机车牵引m'由轨测卸矿车运至640m平砌离

口的转透矿仓，经索道将矿石运至简选厂贮矿仓内，分级后经准教铁赔外运（参见图1~-3-5）。

露天采场开采标高1015～445m。采杨内用 32L和12t汽车，公陆坡座8??最少曲线半径15m，公路

路面宽9～10m。算斗上口矿仓标高835m，矿仓容量80m'，退过报状偶门救入斗容18m'卸式箕斗（蒙

重251，电动机560kW），下放至标高64m邹入破磷矿仓。箕斗设计能力230万t/，斜坡道长720m，坡

度9°～23°27'，
读矿因索道运输不正常而影响露天矿生产能力，历年实际原矿产量波动在155～174万t/a。

3.5.3 斜坡道人员提升

按照冶金矿山安全规程规定，深凹露天矿垂直深度大于100m，山坡露天矿垂直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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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城装斗提升系统布量形式求例 表 1-3-165

布 量 形 式 使 用 实 例优 缺 点序号

4321

峨口长矿提升机房在斜坡邀延长线的上端，整个布置简单合取向布量L
理，钢丝绳运行阻力小，惠携少，是一种常用的布置
形式

大宣山r铁矿反向布置是受地形限制的特源布量，提升机被油反反肉布置2
短县水泥厂良布置在卸矿仓埋。醋多用一倍钢盆蝇，且通过转向

轮组反向提升簧斗，故系统复杂，铜丝绳磨损快

永登水永泥厂当水平运输载鲜坡角小于7"，空雾斗不能赖其自重有尾绳布置3
大同水泥厂下行，应设尾尾装置。它虽然布置复杂。增多了铜丝
大宝山快矿绳，但梳属地形所决定，且紧急制动时比较安全

潮乡水泥厂将其中一根料丝绳用两个水平导间轮鲁高，使二根加导轮布置4
钢丝堤中心等同提升道雨软中心。由于制丝掘德角小
于B°，故两根锈丝绳磨损蓬本相同

大宜山铁矿握升机房与解坡盖量0～g0*的拐角。由于胡丝绳经│提升机转角布置5
转角，故寿命短。转角处导向轮，切忌作平竖两个方
向的特变，否则阴丝绳在此处急剧疲劳断丝。大宝山

铁矿解被羹斗在同一部位同时作平、整两个方岗弯

曲，铜丝悬仅用一个月即行最废

病京白云石矿这种布置将天轮中心随等同两舞斗轨道中心题。为加大卷寓到天铅的彪离6
使铜丝绳德角不超过规定值，必然加大卷筒到天轮的Z的布置
距离L，故增加了钢益绳弦长，在铜丝绳下勇处需增

设托辊
峨口铁矿加长播升机轴的布景 加长提升机的布置是通过制净厂将漏升机轴加长，

使阴卷筒中心适合两需斗教道中心。这种措施虽然增

加设备投资，但安全可靠适用于大型摧升机

图 1-3-5 大宝面铁矿汽车笑斗联

合开拓平面示意露（生产费料）

1-矿仓;7-要斗道;8-公路，4—住排
开场。5—生汽车保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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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150m，应配备职工上班的交通工具。
人车规格见附录1。

3.6 公路（或铁路）-平硐溜井联合开拓运输

平硐福井（覆着）联合开拓运输方式，在我国比高较大的山坡露天矿中应用较广泛。
它是利用矿区地形，布量溜井（濮精）和平硐，建立采场与卸载站之间的联系。采场内一
般用汽车或窄轨机车、煎装机等运输设备。矿石经演井自灌下放至底部后，经转载入铁路
列车或经胶带输送机等运输设备，把矿岩输迭至卿载站构成联合开拓运输系统。

平硐滴井联合开拓运输是利用溜放矿（岩）的自重克服地形高差，它缩短了运距，减

少了线路工程量和运输设备数量，降低了矿石成本。
使用溜井的条件∶
（1）矿石应为不结块的块状，不宜溜放粉矿，且每个渭井只能滴放一种品级的矿石。

（2）湍井应在玺硬稳固的矿体或围岩中开凿，避免在松软破碎矿岩中开酚。
（3）为确保矿山生产，一般应设置备用溜并。

3.6.1 潮 井位 置 逸 择

截井相对于儒天采场的位置有采场内和采杨外两种布置方式。其主要特点和适用条件

见爱1-3-167。
廉 1-3-187聚 场 内、外 擅井 位 置 遗 锋

采 场 外 酮井采 场 内 霾 井项 目 --me---
（1）早均运距长;（1）平均运距短;1。主要特点
.〈2）溜井在采场外，不降段，不影响生产，〈2）淘井随采场开采水平下降而降段，
（8>卸矿平台分尿高固定时，需上坡、下坡运输，<3）保特采场平坡运输;

运费增加;（4）温井降段时要封闭豪井，影响生产;
（4）溜并数目校多，工程量校大，着加盖楚投演，（5）测井数目较少，减少基继投资，

（5）增加年经营赞和生产人员;（8）减少年经营费和生产人员

（1）当采场内用铁路运输而在采场内布置澜并，<1）采场内酒井所通过的矿岩输固性好，没2。适用条件
工作线的推进受额共降段的干扰较大，新水有大的断层破障带等地质构造，可以不
平准备困难时，可用采场外灌井，支护成绝大多数不支护;

（2）采场内矿岩物理机械性很差，岩体不稳盟，（2）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且有较大的断层毂隙武酸碎带以及水文兔质
复杂，不适于布置采场内溜井，而采场外岩
体稳盟坚硬，有条件布置湿并时，

（s）当来场一调有条件布置湖植并可减少蔺井开
菌工程量和保持各开采水平的平波运输时，

可用采场外谣井〈潜）

在确定平硐演并位置时，应根据矿床理藏特点，使采场运距短，并使平硐长度和平硐

口至卸载站或选矿厂运距最短为原则，把溜井布置在采矿场内、外的坚硬稳固矿、岩中。

如采场内有条件，一般应优先采用采场内溜井。例如兰尖铁矿平硐渭并开拓运输方案，其

采场内布置方案比采场外方案节省基建投资578.7万元，年经营费节省190万元，生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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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32人。

3，B.2 当井 戴 量

在确定演井数量时既要考虑满足矿山生产能力的需要，又要保证经济上的合理性。

3，B.2.1 按矿山生产能力确定潮井数量
可按下式（1-3-59）计算∶

(1-3-59)

式中 "——满足生产能力所须的润井数，条;
Q--矿山年产量，t/ay
g——每条渭并系统的放矿能力，t/a。

溜井的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溜井上口卸矿能力和澜井下口装运转载能力。根据南芬

露天矿和兰尖铁矿的经验，单条溜井可完成溜放矿石500～1000万t/a。

按上述公式确定渭井数目，还要考虑到溜井降段、堵塞、检修等影响生产能力的因

素，因此，要留有余地。
3，8.2，2 按经济合理性确定溜井散量

增加溜井数量，可使采场运距缩短，因而可减少运输设备和降低运费，但要增加开當

测井的工程量和费用。在满足所需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可按下式计算经济上合理的测井

数目。
(1-3-60)A≤,B+CT

A——增加一条溜井系统的总投资，万元;式中
B——因缩短运距所减少的运输设备投资，万元;
C——因缩短运距所减少的年生产运营费，万元;

T———投资返本年限，年。
国内用汽车运输的大型露天矿，多数增加了漏井蒙目，例如南芬露天矿二期工程布置

三条滴井（产量1700万t/a），兰尖铁矿共布置五条溜井（产量650万t/A）。只有在开采范

围较小且用汽车运输的中小型露天矿，才设置一条滴井。

使用窄轨铁路运输和采场外瘤井的中小型露天矿，经常采用漓并群开拓，每条■井只

担负漓放2-3个水平的矿石。由于澜井直径小，开凿费用不大，且缩短了运距，因 此，在

经济上也是合算的。

3.6.3 潮 弊 直 径
考虑液井直径时，最主要的是如何保证矿石在演放过程中，不致在渭井井筒部位发生

堵毒。
3.6，3.1 潮放非粘结性物料

漓并直径主要取决于溜放物料的最大块度的尺寸，关系式如下，

(1-3-61)D)≥254aAr
式中 D;———溜并宜径，m;

4m-—-简放物料最大块度的尺寸，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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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2 潮放粘性物料
当澜放具有一定粘性物料时，圆形和方形断面的溜并直径按下式计算∶

D2;≥ （1+sin四） (1-3-62)

式中 D;——溜井直径，m;
c———松散物料的粘结力，10'Pa;
γ———松散物料的体重，t/m2;
φ———松散物料的内摩擦角（*）。

在生产实践中，某些矿山的溜井直径未能满足上述要求，曾发生过在溜井井筒部位的
堵塞事故。如西沟石灰石矿溜井，原直径为4m，井筒部位发生过几次堵塞。后来扩大其
直径至6m之后不再发生堵塞事故。又如德兴铜矿有一个直径为4m的溜井，曾多次在 井筒

部位发生堵塞，后来新建一个直径为5，7m的溜井，投产后多年未在井筒部位发生 过堵 塞

事故。也有些澜井，设计时仅考虑大块物料尺寸，而忽视对矿石粘结性的分析，致使在溜

井试生产中发生粉矿结块造成井简部位堵塞事故。
影响滴井直径的因素很多，如混井断面形状、滴放物料最大块度含量比例、物料含水

量、松散体重、内摩擦角及粘结力等。因此，要综合考虑分析。在有条件的矿山，在设计

时可通过试验来确定窜井直径。
为了减少渭井底部堵塞和增加贮矿容量，在渭井底部，应扩大其断面，作贮矿仓，其

高度约30～40m。为了检查演并在生产中的贮矿情况，处理堵塞等事故，在溜井底部均须

有一个检查系统。

3，6，4 潮井泵统的布置形式

3.6.4.1 溜并布置
滴井的布置形式，可划分为集中布置、分散布置和混合布置三种基本形式。也可按在

采汤内或采场外划分为采场内澜井以及采场外井。还可按演井位置与矿床走间的相对关
系划分为沿走向布置、垂直走向布置和混合布量三种，参见图1-3-56和图1-3-57。

pprr2m立m

图 1-3-57 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演井（设计资料》图 1-3-56 沿矿体走向布置漓井（设计资料）
a-横向开采;b一纵向开采;1-溜井;2-矿体13—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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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布置形式的适用条件、及使用矿山名称参见表1-3-168。

表 T-3-168毫护布置形式及通同条件

使用矿山名称潮并布置形式 造 用 条 件 布 罩 威 则

凤属山铁矿，马兰店铁矿，1，沿矿体走向 稠向开采时要求，（1）矿体较长，厚度薄
铜官山铜矿，东胺山铁矿山布置 （1）演并阅题应小于两倍工作（?）同时出矿水平数少，仅

顶部分平台宽度1-2个
（2）各开采水平基本上平坡运

输纵向开采时，要录;
福井间距接矿量分配

苏联蓄路夫确积石公司中央（1）画井间距由工作平台宽度（1）概厚矿体纸肉开采2，费直矿体走
采场确宠（z）W时出矿水平散多，威肉布量

（2）每个水平面井数量由海放矿、岩皆用溜井下放
物料品种确定

（T）矿体厚度天，将建向长度 兰尖嵌矿、大愿山铁矿源都根据矿体产状和地形以及矿岩.混合布置 较长 齐大山铁矿深部等特性确定菌井位置?）置井敷目较多

当地形条件允许时，淘并上部可布置一段渭槽

放矿，以减少井巷工程量和缩短蔺井高度。但应采

取妥警的防排水措施。覆横位量应避开沟谷地带。

采用部分演槽放矿，如需多水平师矿时，下部卸矿
trvr)

平台一般应设于湖溜精两侧，尽量鉴免架设横跨漓

槽的卸矿栈桥。
溜槽、酒井和平硐关系见图1-3-58。

我国许多露天矿使用了清植-溜井的结构形式，

如南芬露天矿北部溜井，齐大山铁矿南采 区 南 漓
图 1-3-58 温着、渭并与平酮关系示

井、海南铁矿400m水平滴井等。意图（设计资料）
在采用澳井、渭棺联合的结构形式时，应避免1一卸矿平台，一菌帽;s一灌井;4-莫矿平确

在南方雨量充沛而集中的地区采用长度较大的斜富

着，因其汇水面积大，使大量雨水涌入滴井易造成演井跑矿事故和滴井堵塞等事故。

例如江西德兴铜矿地处雨量充沛而集中的地区，其2号灌槽-测井系统的出矿量直接受

降雨量的影响。后来，重新开凿了1号溜井代誉。取消了上部灌槽，进入灌井的水量大为

减少，其出矿量不受降隔量的影响。
用润蓿-测并系统的矿山，如加强防排水措施和加强放矿管理，也可减少塘塞及 跑矿

事故的发生。例如南芬铁矿1959年以前的溜井生产中，由于雨季水进入禧井造成堵嘉、跑

矿事故，删后，采取了惰并防排水措施，加强放矿管理，使增塞、跑矿事故相应减少。

1。采场内公路运输时蓿井的布量
当采场内用公路运输时，通常采用采杨内集中式布置溜井，把主滴井布置于矿量重心

附近。国内一些生产矿山采场内用公路运输的平硐溜井技术特征参见表1-3-169。

2。采场内铁路运输时滴井的布置
采场内采用铁路运输时，一般将一组溜井布置在采场外。每个瘤井仅担负覆放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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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天矿寻铜瘤并技术帕征生产实侧 教 1-3-169
平 砌 溜 井辊 模 溜 井矿山名称 断 面 长 度 深 度规，格 倾。角(10*t/a) 位 量（个） 断面形状(m) (m)m)

圆 形 90④5兰尖铁矿 850 4s×7, 291s 场 内5 47
拱 形 85

溜槽B×了 45～50 场内?50南芬铁矿 6×5.S 1680 332矩 形2
70覆井3，8×2，4

场 内齐大山铁矿 190 905×6.7 方 现 6X6 64808

德兴铜矿 场 内90150 题 形10.0 180φ5.7T991

中4 场 内90把关河石灰石矿 26 35278916，适 圆 形? φ5

场 内9033Dφ6186 114G10.1西沟石灰石矿  形2

场 内90140中3.0 形8o 40516,0永登石灰石矿

溜槽12b 溜槽45槽底宽3m 场 内口泉石灰石矿 30 15.0 32 90窗井903,0

水平的矿量。为使两朴水平同时可以溜放矿石，在每个漓井上口可以开量短溜槽，其高度

不超过2～8个开采阶段水平的高度。
如果臧井因某种原因必须布置在采场内时，则要求瘤井垂直矿体走向布置，且每隔一

定距离布置1～2个新井，以保证在任何开采状态下，每个水平层都有孤井可以放矿。渭井

间距一般应大于最小工作平台宽度。但在采场内布置濮井群，不但井卷工程量大，且湍井

降段对生产有影响。设计中很少采用。

3，6.4.2 乎硐布置
平硐位置应根据工业场地和溜并位置确定。其确定原则;
（1）平硐长度最短;
（2）果采场内运输距离短;
〈3）平确所通过的岩层要稳昌或基本稳固，避免把平硐布置在滑坡、混石流区内或

较大的断层破碎带地段内;
（4）平硐廊板标高要高于最高洪水位标高以上，向外有一定纵向坡度。

根据兰尖铁矿经验，当用铁路运输以及一条主平硐为多条清井共同使用时，应由主平

硐引出各自的分支平确，即每条溜井有独立的分支平硐，以避免当其中一个溜并系统进行

大、中修理或发生跑矿事故时，影响其它溜井的正常生产。

平硐如布置在露天采场底部下面时，应保留垂高15～20m作保护层，以免露天底爆破

作业破坏了平硐内的支护和设施。

3.6.5 平硐潮井系统的生产能力

平硐演井系统的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溜井数目、溜井布置方式、溜井能力以及平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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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能力等。澜井能力包括溜井上口的卸矿能力、濮井井筒的通过能力、澜口放矿能力以及
溜井底部平硐的装运能力。在平硐溜井联合开拓运输系统中，各个工艺环节中的生产能力
的最小值，即是平碉滴井系统的生产能力。

平硐演井系统中，瘤井井简本身的通过能力和澜井下口放矿能力都比较大，因此，平
硐缩井的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溜井上口卸矿能力和平硐运输能力。

.6.5.1 灌井上口卸矿能力
篙井上口卸矿能力取决于卸矿方式和设备。

当采用公路汽车运输时，衢井上口班卸矿能力0（t）按公式（1-3-63）计算;

=90sGj (1-3-63)

式中 T——即矿平台每班工作时间，h;
f——每卸一车所需时间（包括调车在内），min，

n——在卸矿平台上同时卸矿的汽车数量，台;

G——汽车有效载重，t;
f——工作班时间利用系数，公路汽车运输一般f=0.5～0.8。

当采用铁路运输时，漓井上口班卸矿能力O。按公式（1-3-64）计算。

(1-3-64)

式中 f，——列车入换时间，min;

t，——列车卸车时间（包括对位），min;

n-———列率奉引矿车数量，辆;

g —--矿车有效载重量，t;

f ——时间利用系数，铁路运输一般/= 0.7～0.8;

T-—同前
3，8.5.2 平确遗输能力
当平硐内采用铁路运输且滥井下口用放矿阔门给矿时，平硐班运输能力2（）按公式

（1-3-65>计算∶

(1-3-65)Q,=,+1,"*sg/
式中 f，——列车装矿时间（包括对位在内），min;

T——平硐装矿每班工作时间，h;
f ——班工作时间利用系数，一般f=0.7?5～0，85;
A——平硐运输不均衡系数，一般k= 1～1.2

f、"、q同前。
如果采用板式给矿机装矿，平硐铁路运输能力Q。（t/h）按公式（1-3-66）计算，

(1-3-66)0，= 3600sB所rc

式中 ——链带速度，m/s;
B——料层宽度，一般为链带宽度的0.9倍，m;

为——料层厚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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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假体重（即松散体重），t/m2，
e ---装满系数，一般为0.8。

3.6，6 辅 助 运 输

采用平硐瘤井联合开拓运输时，对设备、材料和人员的运送，一般采用公路汽车运
愉。有时也可用斜坡卷扬提升方式，如南芬露天矿在生产初期就曾用过此方式。

6.6.7 实 例

3，6.7.1 兰央铁矿
兰尖铁矿有两个矿区，四兰家火山和尖包包矿区，用平硕测井联合开拓运输，共有五条富井。
兰徽火山矿区采柄内布置1"、2*、8*三条澳井，两条工作，一条条用，平硐金长2，6m。

灾包包矿区采场内布置1°、2*、两条演井，一条工作，另一条备用，平啊全长1.25km。

兰大铁矿各寨井结构参数列于表1-3-170中。

囊 1-3-170兰 处 铁 矿细 并 筒 沟 舞 格

亡 矿股 调井直翻 热明素牌斜温井得井渭共 放矿口遵井结构 立标 突舞采瘤上 总条下o
高度标高 高高婆 坡坡称高

装尝形式(m)形 Km>杨 （四）(m)(m) (m)

裂式给疗40.5鲜、直现合 3223 9o"s0"1785 1uS1288 447
机演肉布置结 荷

兰
板式给矿4003o'30 43、5家 8B*40o 40o12a81888│2· 直淘共 机制向布量火

同 上90' 878137 36 90'1as 65saz12881876霍 井

板式给矿55 90" 282间so 50,52881576 1282着 井尖
机横间布置

板式给矿43.523s B0"240°198152 把顺向布囊

兰灾忡矿五条撒井量部下放矿石。兰尖两个采场从一个平朝口出圹，主平南硝口标高为1281m，

用150t电机车泰引载重60～100t葡斗车运输，硐内铺设50kg钢轨，其平W润井开拓系统见图1-3-59。
清井放矿口采用宽3，4m，长8m板式给矿机装矿车，板式给矿机的布置有横向播真平硐软道中心

线）和纵向（平行于平刷轨道中心线）两种布置方式s
用板式黔矿机装100t扩车时，装一个矿车的时间为70～90，平均80s，车箱对位时间为25～808，事

箱实际装90t重，装一列车<8～10个矿车>的时间约为14～15min。

灌并设计酯力见表1-3-17i1。

3，6.7.2 芬露天矿
南芬矿年产铁矿石700万t左右。工作面用汽车运输，矿石经溜槽-滴井平硐开指 运输

系统液放运着，溜井下部矿石，经板式给矿机给入粗破碎，碎后产品再贮入几条分支翼

井，经准轨铁路运出地表至选矿厂入选。岩石直接由各开果水平运往剥离物排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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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89 兰次铁矿平硐囊片开拓运输系统示意图（生产资料）
1-3-兰尖塞并井，4一公赔，5-兰家火山平画，6一尖包包平鹏，?-去选厂，9-附高物排穿场

囊 1-3-17!兰尖铁矿都井设计完产管力
工作温共的平均俊力

（万∶/a）含

250盐家火山
262失 包包

合 计

采场内有二套清并系统，沿走向布置，漓井间距约为600m。如露1-3-60所示。

排弃场

图 1-3-60 南芬矿爭和置井联合开拓运输系统示愈图（生产资料）

北部擅并系能上部为斜灌槽，倾角45°～55°，其下接暗溜井，断面为4×5m。清井下

面为25×15×15m的破碎机葡京，内设2台210×1500漂式破碎机。破碎后的砂石放入下

雨五个糖井内，与290m主平硐相接。图1-8-6I为北部溜井布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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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02e
通碳略
属宝平部

运输字娟
?29

图 1-3-61．南芬铁矿平晰溜井开拓系统树面示意图（生产资料）

南部濮并（现已报废）为斜溜并，倾角为40°～45°，断面为6×6皿。滴井下面也有一
个25×15×15m'的破碎机硐室，内装有一台2100×1500颚式破碎机。破碎后的矿石，经

9590

图1-3-62 海南铁矿平硐溜横、平硐混井
和灌槽胶带机开拓运输系统（生产资料>

1一滴糟;2一博天采场境界统，3-排弃场，4-平朝，5-泡并，6一胶带机，7-铁路较车矿滴;

8-去粉矿熔场;一去八所海码头，10-溜着系统中的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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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带运输机输入暗溜井矿仓，在290m标高的主平硐装车运至中破碎厂。
3.6.7.3 海潮参矿

海南铁矿北一主矿体的前期开采是一个山坡露天矿，矿体出露最高标高为540m，附近
速平标高125m，比高达400余米。该矿在开采406m以上水平时，曾经使用过平硐灌糟（井）
溜槽-胶带机联合开拓运输系统近十年之久，其任务是将540～400m的矿石输 送至 标 高
145m铁路装车矿橘，然后用铁路运往八所港装船外运。至于各水平剥离的废 石，则用窄
轨铁路直接沿各水平层运至露天采矿场外的排弃场就地堆置。

北一露天采场标高400m以上水平层的采到工作面用窄轨铁路机车运输，有两个布置

在采杨内的平硐溜槽（并）系统连接400m水平，第一个系统采用 溜槽、直井和平硐的混

合形式（见图1-3-62）。
演槽上部标高为510m，下部为436m，坡度为52°～55°，槽底最小宽度为3m，直并部

分标高436m～412m，直径2.8m，直井下口为裤叉式，设有检查天井。整个渭槽系统选择

在坚硬铁矿石之中，不支护。

第二个系统采用直井《圆形结构）与平硐的组合形式，溜井直径2.5m，最高标高497

m，濮并下口与平硐相连接。滴井通过的岩层;上部为f=2～5的绸云母片岩和透舞石遗

闪石灰岩;下部为1 = 8～12的铁矿石。

在该矿使用较好的是第一个系统。而第二个系统因灌井所通过的纲云母片岩和透辉岩

 =I

图 1~3-63 平硐滴精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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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闪石灰岩风化严重，虽用钢筋混凝土加固支护，但仍不理想。

此外，400m以下的灌槽胶带机系统的溜槽，使用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平硐灌槽结构见图1-3-63，平硐淘结构见图1-3-64。

A3,

490

480
路二二等

3k/m
4so

450
《相7n水平时）

广绿44

4Q
20 《当48m水平时）

43,
40

49筑，5

-400

图 1-3-84 平硐清井绪构图

3.7 公路-破碎转载站-胶带输送机联合开拓运输

3，7.1 概 滤
这一开拓方式适用于矿岩运输量大的大型和特大型深凹需天矿，或标高差较大的山坡

露天矿。
该联合开拓运输系统的特点是;在露天采矿场内用挖掘设备把矿岩装入自卸汽率，运

至采矿场内破碎转载站卸载，经粗碎后，块度<400mm的矿石（或岩石）由胶带赖爱机斌

至选厂、排弃场或其他场地。
国内外使用此联合开新的矿山见表1-3-172。



表 1-3-12

内外象失矿应用公意一家确盐一胶带率造繁开拓媒着系能最况 
天采场境界尺寸

年产

联合开拓运输方式

矿 山 名 称

(10*/a

定聚成

合*
岩石量 
矿石量

9

7

8

-__—-Y___*-2，~3.6t/，"-18t/，胶高Ⅱ
汽布-黑定式和移动式 10
z300
1700
600

大监山铁矿

m，胶带定10，x0oa，长【20om，《。
政碎站一解并胶带

10~13*，带速2m/*  -22~8，5t/t，a-3t/t，股高1

汽车-采场内率固定破
破218o
1660

so-1oopzo0~sos15-4cc
美医TWnN BorFES锅rO

m，统界需放行4s，胶带机宽Is2umm，长2160m，a-14r，带速4.5/s "，-0.7~23，境界帮坡角4'，胶带机
汽车一破障站一解沟胶
?o0god
3400-4o
00

美围SIERRTTA解相矿

意a4mm，长1000mn，a-1'，带捷4，2
带机

m/
胶带宽10m，破碎站用100t，顺带运

汽车~聚场内半固定式
1100
9OA

南非SISHEN铁矿

首牵引车每五年移设一次

破摔站一解沟胶帮机

在边智解沟内布置宽am胶带机，运矿岩

汽率一半固定式破碎站
B240
6340

苏联北部安错夫矿
5

-解沟胶希机

在边帮斜淘内布置宽1，A-2m胶带机，运
风

7710
480

3050

苏渠"五一得天矿

矿岩1500万t/a 在边带解沟内布量宽2m胶带机，运矿石
同

6170
S970

2200

苏联新充墨沃罗糖3"峰天矿

2200万t/ 在边帮斜沟内布置宽2m数带机，洒矿石

400
z100

苏联KAUAPCKM值露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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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布 置 鳌 式

按照破碎转载站的固定程度可分为固定、半固定及移动式三种型式。
3，7.2，1 汽车公路-国定式破碎舞象站-胶带输熄机联合开拓
把破碎转载站（以下简称破碎站〉布置在露天采场开采境界以外，其位置固定不变，

为全露天矿开采服务。这种固定式破碎站的优点是一次建成之后永久使用，不必移情。其缺
点是汽车运距增加，尤其是深凹露天矿，随开采深度向下延深，汽车运距不断增长，不仅

降低了运输设备效率，增加设备数量，且矿岩运输费用也增高。
实例

西雅里塔（SIERRITA）铜钼戴天矿，于1987年～1970年建设，第一阶段采用此软合开拓。
该矿于露天采衡外西南侧，地表标高1205m处建设一座永久性固定式破碎机站，内安装丽台规格为

1524×260mm旋回破碎机。矿、岩用挖掘机装汽车运至地表破碎站，经破碎后，块度小于350mm，由
板式给料机给刻胶带输送机《以下简称胶带机）上（胶带机长4000m，宽1，37m，带速4，2m/s，运输能力

4500t/h），转运至速矿厂卸矿站。

3.7.2.2 汽车公路-半画定式破碎站-胶带输送机联合开拓
此布置型式的胶带机，可布置在露天非工作边帮的斜沟内或井卷内。

当露天边帮岩性稳圈，且没有其他线路干扰时，可采用露天斜沟式布置胶带机，其布

置方式多呈直线式或之字形式，当露天边帮不稳固，或有其他线略干扰，或边帮开采未到位

等原因不利于布置斜沟而有利于布置斜井时，可采用并卷式，即在露天矿非工作边带或端帮

的下部布置斜井和石门等井巷开拓工程，安设胶带机。井巷式布置的主要缺点是摘砌工程

量大，施工复杂，建设周期长，投资大，设备维修作业条件差。
半固定式破碎站安设于露天采场内的非工作帮平台上。主要优点是采场内汽车运距缩

短一些（与固定式破碎站对比），增加了产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主要缺点是，破碎站

要槌采场开采下降而移设，破碎站每隔若干年要移设一次，且此系统建设周期长，工程量

大，移设困难，需要专门配备履带运输车拖曳。
实例1 SJERRITA懈钼矿第二阶段联合开拓系统

在采场内西北端标高1080m水平设置矿石破碎站-胶 带机新系统，同时改造原设置在采畅外西南圆

的固定式矿石破碎站-胶带机系统，作为转运度石用。
采粉内矿石破碎站设有两台1524×2260mm旋回破碎机，是平行布置，每1台藏碎机的网侧上方各

有1个汽车警卸台位，其边缘均有混凝土结构车挡，挡高为轮胎高的1/3，卸矿平台之下，破碎机宽之

上设爱料仓，装有（Joy公司生产的514型>液压破碎锤，作孩大块矿石用。

破碎机下方设有容量300t贮矿仓，采用宽2100mm，板式给料机，把矿石给判宽1.5m胶带机上。

矿石胶带机由2、3、5、6、7号共五条率联组成，总长5041m，总挑升高摆165m，总驱动功率12850

×0，745kW，矿、岩胶带系统见图1-3-65。
采场剥高物用汽车运至岩石破碎站，经破碎后由胶带机、排土机排至排弃横。

实例2 TWin Butte 铜组矿
该矿位于类国亚判兼那州图森以离32km，主要产品是钢、相和帧矿。双峰瞬幅矿包括东、西两个露

天采场。采墙尺寸，长2190m，宽1680m，深375m（设计深达510m）。

该钢钼矿自1965年授产以来，共采出矿石1.80亿t，剥慢11.43亿t，采出矿石平均盘铜晶位0、7～

1.4??年平均开采下降速度达20m。
矿山规模。矿石年产量900～1000万t，废石年剥离量2000～2200万t，最大年测高量3000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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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5 Sierrita桐相矿破碎胶带机运输系统
平面布置图（设计资料）

1，2，$，4，5，6，7，12，13，14，15一胶带运输机，8一转运站;9-矿石破碎站，10-康石破碎
始， 11-去通厂，10一颗高物排弃场，I7-移动铰带罚神驱动站，18-西霾里塔采场;18-埃斯帕

篮札采场

/飞SX颜、

盟 1-3-6 Twin Butte 钢矿平面总布量示意图《生产资料）

1-硫化矿选矿厂，2-氧化矿述矿厂，3-工业场地，4-四部排弃场，5-排弃场，5-需天果

矿场，7一矿石胶带输送机;8-次石胺带输送机;β一矿石准场，10—尾矿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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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现在采用汽车公路-采粉内藏碎站-胶带机运输的联合开拓运输系统。
这套系统于1972～1975年基建，1975年投产。

矿石破碎站设在采场西南带，在同一水平上建立两个独立的半国定破碎站，分设1台 138×2000mm
的旋回破碎机，一台截碎矿石，另一台被碎岩石，但两者可互换。两条互为平行带宽1524mp的胶带机
布置在双噎斜堑沟内，运输能力均为500t/h。每个破碎站的卸载平台只有一个汽车翻卸台位，卸料平台

上藿有液压夹帽取大块矿装。
进入组破碎机之前的矿岩，经固定格舞预先筹分，约筒出25??度<250mm的矿岩。

联合开拓运输系统参见图1-3-6。提升高度225m，胶带全长2760m，最大倾角14"。
该矿平面布置图见图1-3-6。
于1978年在采场东夷惰800m水平处建成一套岩石运输系抚，包括岩石破碎站以及 由3条固定胶带

机串联和移动胶带机卸料穆、排土机组成的联合运输系统。

岩石运输系统的胶带机全长3945m，总的爬升高度30m，总装机容量 5500×0，745kW，胶带倾角

14°。破碎站安设1380×200mm圆锥破碎机，排料口尺寸250mm，生产能力600t/h。

各条胶带机的主要参数见表1-3-173。

我 1-3-177取带坛输 机参欺
号编机带胶

包项 EE,DcR
Qo6.51s14倾为"） 15241524152415241524带宽（mm） B498751179720240带长（m） g00C800g0080O880运掏能力t/h》 800×0.7452×790xg,7454×1250×4,74514×125×B.7452×700×0.745惠动电机（EW） 91A915359爬升高度（四） 4,34.54.54.6带速（m/a）

此外，双峰镧钼矿尚有50??石用挖掘机装电动轮汽车直接送性排弃畅。

岩石系统的胶带机C布置在采场终了边帮上，多处与汽车公歧相交。该矿使胶带机的双壁沟与汽车

公路成立交，立交桥的结构较简单（见图1-3-67）。

N
图 1-3-67 Twin Butte 嘱钼矿胺带机与汽车公路的立交布置示意图（生产资料）

1一胶带机，2-放冲积土的滑斗;3一阴结陶文架，4-立交桥，5一混凝土桥墩

采场内三个系统平均每班运行3，75小时，三班连续作业，每基期停运24小时，以 便进行预防性

检修。
实例3 酸钢大孤山铁才

该矿进入深凹螺天开采之后，原采用的铁路开拓运输趋趋闲难，为此，深部一期扩建设 计采用铁路-

半圆定被碎站-斜井胶带机联合开拓运输系统，参见图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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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下i伤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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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68 大孤山铁矿深部铁路-半固定破碎站-斜井胶带机联合开拓运输系统平，
剂面布置示意图（设计资料）

I-1-矿石胶带运输系统;Ⅰ-I一东精岩石胶带运输系统，直-重-上意将石胶带系绕，1-一期
一《m矿石破碎站，2—二期-90m矿石破碎站，3、4-一期矿石胶带运输机，5、4-二期矿石胶带
运输机6一矿石转载站r 7-采选交接矿精，8-传动机室;9-+6m岩石敏猝转载站i 10-岩石务

井放带运验机a 11一井下胶带机转较站;2地面转镇站，13-一贮岩仓

一期矿石开拓运输系统。矿石经准轨铁路运至位于露天矿最终境界西端帮-6严平台
上半固定矿石破碎站，破碎后经斜井胶带输送机（倾角10°10）运至采选交接矿横，然后

再经短胶带运送给选矿厂。
二期矿石开拓运输系统;随露天采场延深，将矿石破碎站下移至西端帮-90四水平。

此时，矿石由自卸汽车运至破碎站破碎后，经二期新建斜井胶带机运至原一期上部胶带
机，最后把矿石运到采选交接矿槽（二期及谋部系统允许用移动破碎机和斜沟式胶带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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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取代）。在平面布置上，一、二期胶带运输桃夹角为23°。此时，原一期下都胶 带机及
- 6m破碎站可拆除。

岩石系就∶在露天采场东端帮+6血平台上，布置允许汽车和铁路同时翻卸的固定式

旋回破碎机站。破碎后的岩石经倾角为12"3655"的斜井胶带机和地面转载站，运至东端

贮岩仓内。然后，再用自卸汽车向东排弃场进行排弃。深部系统还将薷 设上盘胶带输送
机、排土系统。

3，7.2，3 汽享公骼-鸦骗式破碎站-胶常输送机联备开拓
1。概述

此工艺尚未广泛使用，且用于中硬矿岩的露天矿为数很少，当前只有美国的 Slerrita

铜钼矿使用。
此系统的破碎机原来多为低吨位的设备，主要用于石料工业（如采石场）以及冶金辅

助原料（如石灰石）矿山;等。
把移动式破碎机组安放在采矿、制岩工作水平上，随采，剥工作面的推 进 和 向下开

采，用属带运输车将移动式碱碎机组进行整体迁移。

，移动式破碎机组有给料、破碎和卸料装置，由给料机、移动式破碎机组和胶带输送机，

卸料三个独立部分所组成，把机器部件，分别运至采矿场内组装配套使用，以构成一个完

整的运输系统。
其工艺流程是∶采剥工作面燥破后，矿岩用挖掘机装入汽车，运至采场移动破碎站卸

入给料装置，再进入破碎机系统进行粗碎，碎后的合格矿、岩装入胶带机运往 选厂和排

弃场。
采场内移动破碎机系统的主要部件如下;

【）移动式破碎站

包括破碎机平台、控制塔（其中有破碎机润滑室、液压设备室、开关设备塞、马达控

制中心室）和液力碎石机、起重机等辅助设备。

破碎站的主要设备是破碎机，根据所需生产能力及块度选择设备型号，有额式破碎机

和旋回破碎机两种，.一般大中型矿山用旋回破碎机。破碎机安装在钢结构的平台上，其机

座也是钢绪构的。
移动式破碎站底座为三支点，不需做混凝土基础，工作稳定，震动小，不受烯破力的

影响。
破碎机平合高度应≥ 3 m，以便安装排料胶带机、或板式给料机。

2）给料机
给料机系统是由漏斗和给料机组成，它与破碎站分开。漏斗用钢板制作并采用抗麝蚀

材料作闹板内衬。给料机采用板式的或胶带运输装置，给料机宽度应根据破碎机能力选

取，一般为1.8～3.1m。
给料机由破碎机前的电源供电。漏斗和给料机《带有电动机和驱动装置的整套设备）

安装在一个钢架上，以便整体移置。

2。主要优缺点
主要优点是破碎机组可拆成几个套件，用履带式运输车进行整体移动，随采场工作面

的移动和向下开采，破碎系统跟着迁移，美国西雅里塔露天懈帽矿，用履带运输车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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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期 （从停机到重新开机）为40小时。采用此系统，可编短采场内汽车运距，减少汽车
设备数量、降低矿石开采成本、提高生产能力（与固定式或半固定式破碎系统相比较）。

实例
美国SIERRITA铜钼矿用移动式破碎机系统代替了原来采用的半固定破碎机系统，于1982年12月投

入正式运转，运行正常可靠。19B3年的小时产量已超过该矿以前使用的半固定式破碎系统的历年
水平。

用新系统之后，铲车比由117减为113，汽车循环时间从21.5分满为9.1分，汽车胞坡垂高减少150m，
每陷矿岩的处理费可降低29美分。该矿计划再安装三套可移式破碎机系统，以取代原来使用 的半固定式
破碎机系统。
主要缺点是，设备体积庞大，重心高，破碎机架的震动较大。设备费用商（西糖里塔设备总投资包

括移动式破碎机，胶带祝，驱动站及履带运输车、吊车等设备近1400万美元）。

3。采场内移动式破碎机系统的移置
露天采场向下延深一个阶段，移动式破碎机需要向下移置一次，西雅里塔铜钼矿移置

一次约需48小时。移置前还需要作如下准备工作，

（1）恰移动式胶带机的轴线向下挖掘铺设胶带机的斜坡道，然后 铺 设 机 架和尾部

液筒;
（2）当下部 阶 段 已形成可布置破碎机的空间时，应即着手调平三个柱脚区并进行

测量;
（3）挖掘出布置板式给料机尾部的沟槽。

停机期间需完成如下工作∶
（1）移走移动式胶带给料机、转载料槽、移动式转载站（一般情况下不必每次都

移动）;
（2）移置胶带机的尾部滚筒;

（3）接长移动式胶带机，延伸到主胶带机的位置;

（4）接通外部电源后，给料胶带机可从破碎机下面自行到新位置，

（5）采用履带运输车，将移动式破碎机组和板式给料机等拖运 到新位置，然后定

位，重新接上电缆和仪表控制线路。当形成板式给料机的翻卸坑后，全系统即可在新的位

置上恢复正常工作。
该矿采用移动破碎机组配合延伸胶带机新系统后，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

Z，7，2.4 汽本公路一地下需定破碎站一斜井胶带输谱机联食开拓

此系统特点，露天采矿场用汽车公路运输，破碎站和胶带输送机都布量在地下朝室和

并巷中。其工艺流程是∶采场汽车一溜并一地下破碎站一斜井胶带机一地面胶带机—选厂

或排弃场。

1）适用条件

（1）露天边帮未到位，正在开采中;

（ 2）露天边帮虽到位，但其上须布设运输线略;

（3）露天边帮岩性不稳固，有滑坡曝落的危险;

（4）气候条件恶劣，多雨或严寒地区;

（5）矿床有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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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下矿岩稳固，有较好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井巷、硐室及覆井速工条
件好。

2）主要优缺点

主要优点，
（1）采场内汽车运距短，整个系统的运营费低;

（2）破碎站固定在地下硐室中，胶带输送机也在地下井卷中，因此，露天采场生产
不受干扰和制约;

（3）溜井能贮存矿石，增加采、运之间的缓冲能力，提高了采、运生产环节的作

业率;
《4）因露天矿边帮只保留辅助运输线路，可使运输平台与清扫平台合并，提高露天

矿边帮角3°～6"，减少剥岩量;
（5）有利于采用地下排水方式，有利于露天转地下开采。
主要缺点∶

地下井巷、硐室及馏井工程量大，施工复杂，建设周期长，投资大，设备生产维修复

杂，作业条件差。

实例1墨西哥卡纳尼亚铜矿
禳背位于墨西哥北部的卡纳尼亚山脉中，地处高原，降拨为1600m。矿山有三个采区。

矿山规换，矿石2.4～3万t/d，废石12，6～16.7万t/d。该矿矿石系统用此联合开拓的半连续工艺、

】度石系统仍用汽车运输直排。

其前，卡纳尼亚采区已开采结束，其布置型式见图1-3-69。

,13"2′54r

图体理2I一】

图 1~-3-70 是西哥卡纳尼亚铜扩磁碎图 1-3-69 卡纳尼亚铜矿胶带开拓运

机硐室断面图《生产资料）输系统平、制面布置图（生产资料）
-矿石福井，2～3m宽板式给料放矿机，3-粒位探测1一卡纳尼亚钢矿露天采场，2-8.1×6，1m潮矿井，

器;4-1875×2130mm制式破碎机，5-252《mm宽拔
3一破碎机确室，4一胶带运输机斜井

式给矿机，6一加速龄矿胶带机，7—斜井胶带输送机

8-37.5t吊车;9一金属佩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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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采用的半连续工艺流程为，采场内用自卸汽车将矿石翻卸到采场内一个断面为6.1×6.1m2的演
矿井（2）内，经地下破碎站（3）破碎，通过布置在斜井内的胶带输送机（4）运至选矿厂。采 场内测

矿井最初高度为152m，其高度离采场不断下降而消失。地下破碎站的布置见图1-3-70。
矿石进入膳矿井（1）后，经采用直流调速（范围∶0.8～2.4m/s）的3m 宽的板式给 料 机（2）

放矿;矿有经筛孔为200～250mm、宽为2400mm的振动筛预先障分，筛上物 进入能力为 1400t/h排矿
粒度300～400mm的1675x2130mm型颗式破碎机（4），破碎后物料与师下物混合经1524mm宽的板式

给矿机（5）及加速给料胶带机（8）给入辑井胶带机系统（7）。

实例2∶ 苏联MHT9JIEMKMA露天铁矿
该矿位于苏联南部的克里沃罗格铁矿区，矿山分三期建设。
一期，年产原矿量1800万t，于1961年开始基建，1966年投产。采用公路-地下破碎 站-斜井胶带机

联合开拓运输系统，其工艺滤程为，在-60m建地下破碎站（1），安装1台 KKⅡ-1500/180 型能感

破碎机，破碎后物料经地下斜井及平卷（2）（包括424m长平卷及斜长487m、倾角为16°的斜井）内的

胶带机和813m长的地面胶带机运往选矿厂（3）。共安装三条佩规芯胶带机（带速3，15 和2.5m/s，带

宽1，8m和2 m》，该矿开拓运输系统布置见图1-3-71。

·矿山扩建后二期能力达到000万t/a。二期基建时间五年，从1967年～197?年;三测能力为3640万

t/a，基建时间从1973年～1975年。
随矿山规模增加，二期新建西部斜井（5）。随采场延深，破碎站逐次下移 至-120m、-180m，

-270m和-330m等水平。
矿山剥离的岩石用汽车公略一机车铁路联合开拓运输系统。其流程为;自卸汽车→BIP3K型振动给

斜机→105t铁略良翻车组成的铁路列车外运至排弃场排弃。

我国移置式胶带机主要参数见表1-3-1?4，国外及国内钢绳芯胶带机应用实例见表1-3-

175、-176。

囊 1-3-174我国移动败带机主要参象
度料 块物

苜 煤油页 卷岩 石 150mm350mm 50mm

432
131010aD80o机 长<m） 120010c01205度（mm） 4.01.62.5带 惠（m/s） 20006001.50e运 量（t/b）

12.5一次延长长度（m）
0.51.0横移步愿（m）

6,5驱动站行走速度（m/min）
槐 拉2×eakW弱动站走行电轨功率（W） 2×47576*1152×220驱动站胶带机功率（W）
半 自 动B 动尾部张紧方式 移 设机移设 机320×0.73skW推土机移设方式

780执重（） 昆明设计院北起所等，胺矿设计院设计单位
上海运机厂沈 矿制 造 小龙源矿茂名矿东陵山矿使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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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铜绳芯胶带机应用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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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脐并

图 1-3-71 HHIyJEHKM序采选公司露天铁矿公路-地下破碎站-斜井胶带机联合开
拓运输系统布置示意图（生产"资料）

$--6m水平觉下破碎站，2~东鲜井r3—选矿厂;4120m水平（或-180m、-270m、-30
m、-890m、-46m、-60m）破碎站。5-西解井，6-转载站;7一胶带机平确，1~》为一瓶

工程;4～7为二、三期工骚

泰 1-3-178国内物峰芯表着机盘用实贸

大氯山铁矿般钢大孤鞍制大孤山铁矿品 阳 磷矿昆 用 ■ 矿使用单 位

矿石Y-2，2岩石Y21.73看石?=1.73确矿石Y-1.76满矿石?=3.7B运输物料 115368540672316机长（m）
e~1s"1-12*3~12*36'36*-12*~4-1*惯 舟 124721702170S0o温输量（I/h） 14Do14001420gO0.o0专宽mm）
2.02,82.2,52带速（m/s）
φ10.φ10，$◆10.3o4.B朝翼规培 7×7×3×0.267×7×$×0,257×7×S×0.257×7×3×0.25
17171710.5 ·I7钢绳芯阀距（πp） 8。《上、下覆盖胶取《mp>

离 化踏 化念化配化接头嗪化接头镁头方式 47Sx3475×8475x3t1555功率（kW） 490p4b04码001eD0B30胶带蛋度（，AN/cm）
2∶1，双演算2;1 农液侧211双潮筒单液筒一单电机单液筒一单电机抛动方式 中部驱动

5022B2877.587,?总重t）
316总投费（万元） 预汁186.9预计13d.6预计1910.6投产时间 同 左同 左颗例扩山设计亮没计晚│化工部矿山设计院设计单位 康山哈金机械厂同 左康山冶金机糖厂上海起重运验机械F上海起置运粒机械厂制施厂

3.8 自溜-斜坡联合开拓运输

，8. 概 述

自鹰运输在中、小型露天矿山很少单独使用。通常与斜坡提升、自动卷扬提升、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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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绳运输等运输方式相配合，形成联合开拓运输系统。
3.8.1.1 自潮-解坡卷须提升联合开拓运输
在中、小型深凹露天矿，采场装车点至斜坡道下部车场采用自漓运输，再由斜坡道提

升机提升至上部车场，矿车自溜运行到卸矿点。
斜坡道上、下部车场的重车线、空车线，可设计成不同标高，以弥补矿车因自溜运行

而消失的位能高差，见图1-3-72。

3.8，1.2 自温-自动譬橘联合开拓运轴
当自溜运输线路遇到高差大、地形复杂、不适于展线、且采 场标高高于卸矿点标高

时，可采用自动卷扬与自溜运输相配合。矿车自滴运行所消失的高差，同样可由斜坡道的
空、重车线的高差来弥补，见图1-3-73。

[

1
斜状卷场

自动卷

图 1-3-73 自料-自动卷扬联合开拓运输困 1-3-72 自演-斜坡卷拓提升联合开拓运输

3.8.1.3 自汇-无极绳联合开拓运输
当自滴运输线路遇到其中某一段地形高差较大、运距较长，且不适于自溜运输时，可

用无极绳运输与自渭运输的联合运输方式，见图1-3-74。

3，8，2 自都运输娥略的布置

自濮运输线路的平面布置形式基本上可分环行布置和往返布量两种。

3.8.2.1 环行布置
适用于运输距离较短，地形较平坦的场地。通常用于排弃场内（作为扁形扩展排弃）

及采场内集中装矿点的移动线路上。环行布置的特点，线路道岔少，空车、重车向同一方

向滑行，运行安全，便于管理，但装矿点多时，将造成装运互相于 扰。环行布置见图

1-3-75。
3，8.2.2 往憾布置

适用于运输距离较长及各种地形条件。其空车线和重车线可相互平行布置，也可交叉

布置。平行布线易于管理，交叉布置需设置跨线栈桥。往返布置形式见围1-3-78。

3.8.2，3 自温运输线路的纵断面布置
自溜运输的纵断面布置，按线路的起点标高，可分为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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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餐绳

密

I-

图 1-3-75 环行布置图 1-3-74 宜漕-无极据联合开拓运验
J一卸款矿仓，2-置车气，3一空牢阀

1。线路起点高于终点
这种地形最适宜采用自灌运输，因为它只对空车进行一次高度补偿，节省能耗。
2线路的起、终点在同一标高上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空车、重车各进行一次高度补偿。

3。线路的起点低于终点
这种地形条件，一般不适宜单独采用自慎运输。如果采用自液运输与斜坡提升或无极

绳运输联合运输方式则先将重矿车进行高度补偿尔后自溜运行。

3.8.3 自瓶港输的计算

3，8，3.1 基本公或
当矿车在斜坡道上自重的分力足以克服矿车运行所有阻力时，矿车才能向下坡方向自

动滑行。矿车在斜坡道上滑行时力的分析见图1-3-7?。

(Q+ Q)sinp

_T`iqa+ Q.)eo (Q*Q_

图 1-3-77 力的分新圈图1-3-76 往返布量
1-空*统;2-震车她，8一师载矿仓，4-形车机 8-采弱

矿车下滑力按下式计算∶
(1-3-67)P=-F= （Q+Qr）gi-四）

式中 P——扩率下滑力;N;
F——矿车运行中各种阻力之和，N;

Qx——矿车自重，10N;



第三拿 矿床开拓运输 237

②x——矿车有效载重，10N;

-—线路坡度，‰;
g ——重力加滤度，m/st;
a——滚动轴承的矿车基本阻力系数，见表1-3-177。

表 1-K-177矿本蓄本阻 力系 徽w
单 组下 矿矿 车 容 积 本

空率Wa重本Wλ重车Wam* 空车W。

o.009 0,11o,0090.05705
D.00a o.0100,0 0.0&0.7
0.07 6.80.0a7D.0061,2

注，1.轨面不洁时按上表值增加50%;
2，起动基本阻力按上表值端加30～50%;
3，滑动轴承的矿车阻力系数一般比激动轴承的大80-50??

当;=o时，矿车以等速运行;

当i>o时，矿车以加速运行;
当i<0时，矿车以减速运行;
矿车逆坡运行时，i取负值。
加速度计算公式，

(1-3-68)a=g"i-a) g'-g/'
式中 g'——考速车轮液动惯性影响的重力加速度，m/s';

k?_—矿车车轮旋转惯性系数，
重车k'= 1.03～1，05;

空车/'=1.07～1.10。
3.8.3，2 自温运行阻力计算
1.坡道阻力损失
矿车上坡时，产生坡道阻力损失;矿车下坡时，坡道则产生助力。矿车在坡道上的阻

力系数等于坡道的千分率，即op=i，
坡道阻力损失;

(1-3-69)hg=i
式中 h—-坡道阻力损失，ms;

i———线路坡度，小数计;上坡为"-"，下坡为"+";

L——坡长，m。
2。弯道阻力损失

弯道阻力系数， o，=A2-.035

式中 A——系数，外轨拍高时后=1，未抬高时λ=1.5，

R——弯道曲线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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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 官潮运输线路设计

3.8.4.1 确定雄路平面布置影式的注意事项
线路平面布量应尽量减少重车运输距离，力求成直线布置。如有曲线段，应尽可能采

用较大的曲线半径和较小的转向角。
长距离运输的区闻线路，运行速度≥3.0m/s弯道半径一般不宜小于20m，其转向角

不宜大于30°～40°。

线路平面布置形式较多，布置应视地形条件和作业要求进行多方案比较，选择最优
方案。

3.8.4.2 趁制线路平盲布置翻的步廉和参败选取
首先确定自溜线路的直线段、曲线段及曲线半径，再根据作业要求，确定道岔位置和

道岔型号。
线路曲线半径应根据线路等级（即运量）、行车速度、地形等条件比较确定。几个主

要参数的选取如下，
l。线路最小曲线半径

线路最小曲线半径与矿车运行速度及矿车轴電密切相关。当自 溜运行速度低于1，5m/s

时，弯道曲线半径不得小于矿车轴距的?倍，速度大于1.5m/s时，弯道曲线半径不得小
于才车轴距的10倍。

线路最小曲皴半径见表1-3-178。

囊 1-178最 小 画 缺 姜 经

最小胎胡学径（m）矿车容积（m*） 运行速度（m/s）矿本轴距（mp）

3.01.5
4.01,5-2.54即0～5000.5
5,>2.5
3;51.5
5,01.6~2,5500～6000.7
6.0≥2.5
4.01、
数，01.5~2.56001,2
、6>2.5

2．插入直线段要求

两段同向曲线相接时，应插入一直线段，其长度应大于通过车辆的最大轴距。二段反
向曲线相接时，插入直线段为通过车辆最大轴距栅上二倍鱼尾板长度。

3.线路竖曲线半径
纵断面相邻的块段，以圆曲线型的竖曲线连接。竖曲线设置要求见表1-3-179。

移动线路可不设竖曲线。爬车机与上下轨道相接时，需设竖曲线过渡，上部构成凸曲
线曲线半径不小于5m，下部构成凹曲线，曲线半径不小于24m。

4，确定线路纵向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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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1-3-179锻 路 竖 曲 线 ◆ 败

线 路 等 级 竖曲城切线长（m）竖曲翅半径（m）轨距（mm） di(%)

计算求得100Ⅱ级 →9600
计算求得60胃级 →>15600

注，4为纵新面组设置翻形整曲规的相邻二坡胶的坡度代数差。

（1）自瘤线路纵向坡度的初步确定见表1-3-180。

表 1-3-1B0白盖战路练向坡度

明波 在运 行区段 度

（2.5-3）西起动段
o，见表1-3-177P+(2~3)%滑行段，空车线
的，见囊1-3-17?重车绸 an+(～1.5)%

D,=9.035每道欧 o+Or

(12~15>%道岔段
(6-8)??滑行奇点空车
(4～a)‰直率

（2）按表1-3-181中公式，求算自圜运行矿车速度等各种参数。

表 T-3-181针 算 公 式 表

式公解米 知 参'数已 为 参 散

t 书切" r+6-L、8。

v-Vr*aLG-的7网@zn,L、4
?F。-获T（-60,L、i

L=2--"a0e4、0m

家=0a+_骨-近OA、明，L 2gL
h=iLi、L

注，表内式中
i运行时间，L一计算块段长度，mu v一平均速度，m/6，trx-初速度，m/s，v-末速度，m/;i-坡

度，小数计，上坡为"-"下块为'+"。g′一考感车轮液动惯盘影响的重力加速度，m/a'，b计算坡起，终点亮

整，四）aa=o互土为+互折算阻力系数，以小数计，四、而、ha 从、1-强前。

（3）按表1-3-182中数值，检查各区段速度是否符合要求，并调整线路的纵向坡度

与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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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段 遗 度 限 值 泰 1-3-182

度（m/s）速，行区段

≥0.5初速度
1.0~2.5短距离直线湍行
≤3.0长距离直线滑行
4~5长距离直线滑行有速度控制器
0.75-1,0瘘近醌率器及卸爹设备

3.8.5 自强运输的辅助设施

3.8.5.1 腿库机
为了弥补矿车在线略上自动滑行所损失的高差，在自滴运输线略的一定位置上，设置

爬车机。常用的爬车机有链式爬车机、锅绳爬车机两种。

1，链式爬车机

目前，国内使用的链式爬车机有构造简单强度大、重量轻、经久耐用、维修量小、加
工制造容易等优点。因而，圆环链式爬车机在国内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圆环链式爬车机如

图1-3-78。

图 1-3-78 圆环链式爬车机

1）爬车机能力计算
(1-3-74)

小时生产率计算，Q=m，C，

式中 2，—--爬车机小时生产率，t/hj

务;——每小时经过链式爬车机的矿车数，氯）

Q，——矿车有效载重，t。

在链式爬车机上矿车间距离

(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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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在链式爬车机上矿车间距，m;
v;——链式爬车机链条速度，一般为0.3～0.5m/8;

阀-——同前。
矿车进入链式爬车机的不均衡系数，一般取1.8，则链式能车机上矿车的距离'应为。

(1-3-78》蓄=1/1.5
在链式爬车机上的矿车数

N=L/ (1-3-77)
式中 N，～——在链式爬车机上的矿车数，颗;

L--—-链式爬车机斜长，mj

-——链式爬车机矿车阔距，m。
N，值如为小数，应取较大的整数值。
2）爬车机运行阻力计算;
（1）矿车运行阻力

爬车机一般设置在空车线上，对空车线进行高度补簧，其运行阻力;
(1-3-78》W=N，0xg（sinp+四;cosp）

当设置在重车线上线时，其运行阻力为，
(1-3-78》W;=N;(Ow+Qx)g(sinβ+a;cosβ)

式中 W;——在爬车机上矿车运行阻力，N，
N1、Qr、Q、g——意义同前;

β——爬车机倾角，一般取β=10°～15°;，
On——矿车起动阻力系数。

（2）链条运行阻力
(1-3-80)Wa=gL,go}

式中 W—链条运行阻力，N;

q——单位长度链条重量，kg/mj
L—一链条长度，m;
o2---条运行阻力系数;

h——链条上小滑轮滚动摩擦系数，A=0，5，

φ——小滑动轴承的摩擦系数，普通轴承φ=0.25;

4——小滑轮轴的直径，mm;
D—-小滑轮直径，mm。

链条运转时产生的附加阻力，如图1-3-79。
(1-3-81)W,= 2PW'

P=-Wi

式中 W，——在爬车机上矿车运行的阻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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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由滑轮中心到爬爪和矿车接触点间的距
离，nmnj

——爬爪小车轴距，mm。
（3）爬车机运行阻力

(1-3-82)W。=K(W1+Wa+W。)
式中 W。-—爬车机运行总阻力，N;

圈 1-3-79 链条运转时产生的
W，、W。、Ws——同前 附加阻力图

区——链轮上和曲线段的损失系 数，一般取
1.1～1.2。

3）电动机功率计算
(1-3-83)

式中 N-—计算电动机功率，kW;
W。——爬车机运行总阻力，N;
v-—-爬车机链条速度，m/s;

η——传动机械效率，一般取0，75。

2钢绳爬车模
粥绳爬车机结构简单，制造维护都很方便，但由于铜绳在卷筒上作箍端转动，爬车作

往复运动，一个往返只能爬一个矿车，因而，生产效率低。设两个爬矿小车的往复铜绳推

车机，可提高生产效率一倍，如图1-3-B0。

用铺-，题三，二=扩产=于世注M

1-I

图 1-3-80 往复钢绳爬罚

1）爬车机能力计算
(1-3-84)Q=3600-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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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r—一小时生产率，t /h;
V，——钢绳震车机爬车速度，m/s，一般取0.5～1.0，
2.—矿车有效载重，t;
L——爬车机斜长，n;
C-——工作时间利用系数，人工操作一般取0，85。

2）爬车机运行阻力计算
（1）矿车运行阻力

爬车机一般设置在空车线上，对空车进行高度补偿，其运行阻力为，
(1-3-85)W,=Qg(sinβ+ D;cosp)

当设置在重车线上时，其运行阻力为;
(1-3-86)W1=(Q2+Qx)g(sinβ+@gcosp)

式中W;——在爬车机上矿车运行阻力，N;
Q、（，g、β、o;——同前。

（2）锅绳运转阻力
(1-3-87)W2=qL'g(sinp+oco8B)

式中 W。——制绳运行阻力，N;
Z;———提升钢绳长度，m;
q——钢绳单位长度重量，kg/m;
β——晨车机倾角，一般取10°～15°;

a，—一钢绳在枕木上拖曳时的阻力系数取0。4～0.6。

爬爪小车的滚轮对滑植翻转力矩所引起的附加阻力。
(1-8-88)W=P0,

式中，W-—附加阻力，N;

——爬爪小车的液轮对滑槽的压力，

为——小轮中心到震爪和矿车接触点间的距离，mm;

——爬爪小车轴距，mm;

色毕———爬爪小车轮阻力系数;

K——小轮与滑槽的摩擦阻力系数;

γ——爬爪小轮与轮轴的摩擦系数;

d——爬爪小轮的轴径，mm;

D——小轮的直径，mm。

（3）爬车机运行阻力
(1-3-89)W。=K(W1+W,+W。)

式中 W。——一爬车机运行阻力和，N

W，、W。、W-——同前;
K——卷筒上和曲线段的损失系数，一般取1.05～1，1。

3）电动机功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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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02gT (1-3-90)

式中 N——计算电动机功率，kW;
W。———车机运行总阻力，N;
v-——爬车机钢绳速度。m/s;
n-——传动机械效率，一般取0，75。

3.8.5.2 减遍器
由于线路、气候等因素的变化，矿车的行车阻力将随之改变，欲使矿车在线路上的行

车速度不超过设计值，必须在线路上设置减速装置。一般情况下;减速器设置在空车线、
重车线接近终点的位置上。通常使用的减速器有;制动矿车轴，如图1-3-81;制动车轮如
图1-3~82。这两种减速器不需操纵，只要在安装时作必要的 调整，即可对矿车起到减速
作用。

嘉秦二;

0.串n東n_，-、

图 1-S-82 制动轮缘图 1-3-81 第动矿车轴

3.8.5.3。措率漏
自灌运输在与斜坡卷扬、无极绳卷扬等配合使用时，其上部车场，一般也设有坡度。

为防止矿车冲出车场演入卷扬道，造成跑车事故，必须在矿车摘挂钩处设置挡车器，如图

1-3-83。

世身

盟 1-3-8 挡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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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线路上鄯障筑、路基宽度、缴路最小间距
3.8，8.1 线路上都建筑
轨距;通常采用600mm。
钢轨类型;通常采用11、15、18kg/m。

轨枕;推荐选用600mm轨距钢筋混凝土轨枕;木轨枕断面为100mm×80mm（宽×高），
长度1，2m。每公里轨枕数1200～1400根。

道硫厚度;100～159mm。
3，8，.6.2 路基宽度
普通土路基，宽度为2.8m;
岩石、碎石、砾石路基，宽度为2，6m;
在需要人工操纵地段，路基宽度应另加0，7～1，0m。
3，8，6，3 竣路最小间距

按矿车宽度加0.7m，如线间需设其他建构筑物时，应另加其宽度。

3，8，7 运输能力及矿车数量计算

3，8.7. 运输能力计算

(1-3-91)

式中 2，—小时运输量，t /h，
u----矿车滑行的平均速度，m/s ;
Q--矿车有效载重，t;
L——矿车滑行间隔距离，m;
当v<1，5m/s时，L;=10～20m;
当v>1.5m/s时，Ly=20～30m<折返线上应加上会让长度）。

3.8.7，2 矿率殿量计算
1运行矿车数

(1-3-92)=480k,C。
式中 n，——运行矿车数，辆，

K，——运输不平衡系数，K，=1，15～1，20，
K。—---时间利用系数，K。=0，8;
Qb——每班运量，t;

0。——矿车有效栽重，t，
X-一每铜矿车循环一次时间，min;

Z=ta+即+际+la
，——装车时同，min，见表1-3-183;

t，——矿车运行时间
t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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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 车 时 同 表 囊 1-3-183

装 时阈
装 车 方 式 矿车容积（mD2）

块度≤150mm 块度>150mm

气、电动闸厅 o1.2以下 50
?0600.5

手动阐门 900,7 80
100
50500.5
75750，25m'挖掘机 0.7
100100I.2
25250,5
690,7 500.5m'挖掘机

751,2

t—--矿车滑行时间，min;
t——爬车机运送每辆矿车的时间，min，
，——卸车时间，min; 见表1-3-184。
t——-等待时间、min。指装车等待，爬车机前等待时间。一般装车就 等待时阅为

装车时间的一半，爬车机前等待时间见表1-3-184。

裴 1-3-184卸苯时同及等率时间表

式矿方矿车容积 备 注矿车塑式 人力麝车题 车 架笼醇(m'>
包括10米以内谓车时间500,6题 斗 式 B00.7

30500,5
30600.7固定车箱式 -301,2

等传时间min爬车机型式
D.5链式胞车机
2.0钢罐往复式周车机 2-4岩沥机

2.矿车总数
(1-3-98)N,=k*y

式中 N，——矿车总数，辆，
n，——运行矿车数，辆;
h—-—矿车备用系数，库=1.2～1，25。

3，8.8 自潮运行主要经济参考指标

当自溜运输采用600mm轨距、15kg/m钢轨线路，以及铁路建造务祚一般时，其基建

投资参考指标见表1-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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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黑投贵◆考指排 囊 1-3-185

每深集合投资指标（元） 10z168119 8203 140

11.73B.58 10.197.12基烯投费（万元） 5.584.05
～80o空车怒园离m）， ～400 ～500-300～2002100

500置车运输距真（m） 《O0300280100

浊，投贵内容包括线路土石方，捕轨、情意，冒设道岔，胞车机制意及安按、平整清理缝略，谓篮轨距等。

自徊运输的经营费用，主要是线路、车辆、爬车机等设施的维修折旧，震车机的能耗

及工作人员工资等。经营费一般为每吨公里0.1～0.15元，（运距大，运量小的取上限;

反之取下限）。当运量，运距相同时，自滴运输比其他运输方式经济。

3.9 联合运输的转载设施

3.9.1 概 述

转载设施是运输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以衔接两种不同的运输方式。

转载本身增加了运输环节，增加了运输转载设备、设施和场地开挖等工程费用，提高

了运输成本。因此，转载设施应经技术经济比较之后，有明显优越性时才能采用。

我国在五十年代建设的大、中型儒天矿，上部和中部多用准轨铁路开拓运输，而深部

多用汽车运输。这些露天矿的深部开拓运输，采场内用汽车，在采场外或采场内采空区设

重矿、岩转载站（有矿仓式和需天堆场式两种方式），将矿岩转栽入准轨矿车运往破碎厂和

剥离物排弃杨。近二十多年来，武钢大冶东露天采场，攀矿朱家包包铁矿、海南铁矿、首

帽水厂、大石河铁矿等大型露天矿，都设置了矿、岩转载站。
转载设盖包括装、卸物料的机械设备，贮存物料的构筑物（如矿仓和堆均）和场地。

装卸物料的机械设备有单斗挖掘机，推土机，前端式装载机，轮斗装载机等。

构筑物有转载站台和装载矿仓、澜着等。

转载站的型式可分为下列三类;

（1）汽车—-铁略联合运输的转载站

这类转载站，按其转载方式可分为，站台直接转载、矿仓转载和地面倒装站的机械转

载三种型式。
站台直接转载的优点是不需要转载设施，直接利用重力，由一种运输设备直接倒入另

一种运输设备，但网种运输设备要互相等待，只适用于小型矿山。

矿仓转载的主要优点是利用重力转蒙，不需要用机械设备对物料进行倒装，经营费用

较低;但矿仓特载站的设施及矿仓尺寸，一般较庞大笨重，投资较大。

机械转载的主要优点是转载站投资小，只设露天堆场，不需要建筑矿仓。其主要缺点

是要配备专门进行物料倒装工作的挖掘机等设备，增加二次侧袭费用，因此，其经费

较高。
（2）汽车——-胶带机联合运输的转载站

这类转载站适用大型和特大型露天矿，一般包括常分设施、破碎机、缓冲料仓和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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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给料设施、检修设备的大型起重机等以及供汽车卸载作业用的卸矿平台。
这类转蒙站（或称破碎站）是半连续工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 主要优点是，利用重

力、机械化程度高，经营费用较低。其主要缺点是设备笨重，基本上采用地面破碎厂的重
型设备;转载平台尺寸较大，建构物工程量大、投资大。因此只适用于大型或特大型露天
矿。使用这类转载站的矿山有苏联的卡治尔采选公司和我国的德兴铜矿等，参见本章3，9

中的实例 5～7。

，（3 ）胶带机-铁路聪合运输的转载站
适用于选厂或排弃场距露天采场较远，且有有利地形可铺设铁路线路用列车运送物料

的矿山。这类转载站，必须设置容量较大的中间贮料仓，以保证在没有铁路列车装车外运

时可容纳胶带运输机连续运送1.5～2小时的卸载量。在料仓屈部装备有若千台振动给料机
或板式给料机，以便将矿岩装车外运。铁路线路的布置有单线和双线两种澄式。选择那种

型式，主要取决于外运生产能力。
苏联卡治尔采选公司和我国德兴铜矿等矿山采用这类转载站。参见本 章3，9中的实例

7、实例8。

3.9，2 站 台 宜 接 转 截

3，9.2.1 汽车-铁路直接转载
汽车在倒装站台的上面向下面铁路车辆直接卸料（矿石或岩石>，其优点是不需要其他

机械设备倒装，转载简便可靠。但此方式的严重缺点是汽车、车辆要互相等待，影响和降

低了运输效率和设备周转率。且在直接转载过程中，容易损坏车辆和出现漏撒物料于铁路

上，增加清理物料的人力和设备，影响运输能力。站台直接转载一般只适用于转载量不大

的小型露天矿。当汽车载重量大于20t时，不宜使用站台直接转载。

3，9，2，2 汽车-第斗直接转蒙

用自卸汽车将矿岩物料直接向箕斗卸载，这种卸载方式无需设贮存物料的箕斗矿仓。

但汽车与笋斗要互相等待，影响了汽车和簧斗的生产能力，增加了汽车设备数量。

但是对于运量不大的矿山，或在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例如当深凹露天矿开采至最后

一两个水平，箕斗道不再延深时，可用此简易方式直接转载，一般设计不推荐此方式。

大宝山铁矿的斜坡箕斗提升，原设计矿仓容量为80m2，来自露天采梯的自卸汽车（载

重12～27t）将矿料卸入矿仓，再遭过矿仓下口的指状闸门，装入18m2后卸式箕斗（载

重25t）在生产中由于闸门失控，只好改用由汽车直接卸矿石入箕斗中。虽然此方式也可

以使用，但其严重缺点是大块矿石砸坏箕斗，影响箕斗提升能力。

3.9，2，3 转载帖台位量爆择

选择转载站台位置，应注意如下两个因素;

（1）应尽量减少自卸汽车运距，一般运距不超过0.7～1.5km。

（2）转载站台应设置于靠近露天采场或场内采空区。

3∶9.2，4 转载站食的型式和有关尺寸
转载站台有单侧和双侧卸料转载两种型式。单侧卸料转载占用场 地较少，但能力较

小，丙双侧卸料转载则占用场地较多，能力较大。

站台墙可采用浆砌砖、石结构或钢筋混凝土装配结构。站台帽和车挡宜采用钢筋温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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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结构。

站台有关尺寸应根据所采用的自卸汽车和铁路
车辆类型加以确定。并保证行车作业安全

（1）站台高度H可按下式计算。
H=h+h+a-H;(1

式中 H———站台高度，m;
h——铁路轨道高度，m;
h-——矿车高度，m;
4——间隙，可取0，3m左右;
H——汽车车箱举升后离地最小距离，m。图 1-3-84 转载站台主要尺寸图

（2）铁路中心线与站台外缘最小间距D参见图1-3-83。
站台最外缘与矿车车帮外缘的距离，一般不应小于0.25～0.3m，即

 -(R+a+b)>0.25～0.3
汽车卸载时应使矿岩不撒出车箱外，并尽可能使矿车不偏蒙。其间距D按下式计算

--(R＋a＋b) (I-3-95)D=+2-(1

式中 D——站合最外缘至铁路中心距高，m

b———汽车举升后从车箱末端至后桥距离，mp
R--汽车车轮半径，m;

4-——汽车车挡厚度，m）
B-—矿车车箱宽，m。
（3）站台平台宽度B

可参照表1-3-186计算确定。

（4）站合长度?按下式计算;
(1-3-96)I= m 十c

式中 n——车辆数（暂），当无调车设备时，应为列车中的车辆数;当有机车调车时，

n 可为列车中的一都分车新数;

Z——车新长度，m;
c——附加长度，一般可取5 m。

3.8.3 矿仓 转 蒙

矿仓转就是露天矿联合开拓运输的一种转载型式，其优点是不需要转载机械设备。装

卸速度比堆矿畅挖掘机装矿要快，因而提高了运输车铜的周转率称浆蒙站的生产能力，其

缺点是开挖及建筑费用高，施工时间长，技术上较复杂。

Z，9.3，1 汽率-准轨铁路的转载矿仓

1.矿仓位置
选择矿仓位量的煤则是，
（1）矿仓位置一般选择在露天采矿场的外面，比较靠近采场;

（2）使汽车运距尽可能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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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准轨铁略的运输有较好的线路技术条件，如尽量采用为顺向运行而不是反向
运行;

（4）考虑与破碎设施一起设置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5）考虑矿仓应有较长的服务年限;
（8）对多矿区的矿山，如集中建地面转载矿仓，则应考虑矿仓位置适中;

（7 ）应充分利用地形建造矿仓及选择矿仓型式。

2。矿仓式和布置
1）矿仓型式
在山坡坡脚应设置斜坡式矿仓，其底鄙坡度一般为

50°～55°。高架式矿仓如地形条件允许则可紧靠山坡坡

脚设置，也可在平地设置。准轨车辆在矿仓下面正面装
车。汽车在矿仓上部卸车平台的一侧卸车，窄轨运输也

图 1-3-85 半地下式矿仓
可在矿 仓 顶 部铺 设 线路 设置卸 车战桥 进行卸车。 1一卸车平台，2一矿仓，3一铁略款道

半地下式的矿仓如图1-13-85所示， 应根据地形选
择隧道位置进行设置。准轨车辆在硐内装车。汽车在矿仓顶部一侧或两侧卸车。

2）卸矿平台宽度
汽车卸矿平台宽度参照表1-3-186计算确定。

泰 1-8-188汽 车师率平食宽 度

号符计 算 公 式例图黄就形式

E一转载平台宽度，m，（1）单侧转载左 B=R*2S+b S一汽车轴距加停车游动范围，前爱可各气进本
知1～2mn

R—汽车圆转半径，m（2）单侧转编右 B=R+S+》 b-汽车一侧平台附加宽度，一般可取8m侧进车

（3）双侧转款右
舞透车 B-2R+2S

3）对矿仓设计的要求
矿仓有效容积一般应满足一个班产量的需要;

矿仓长度在无调车作业时，应满足整列车装车长度;有调车机调车作业时，可适当

缩短;
一个车位长度的矿仓有效容积应不少于一辆矿车的装车容量;

矿仓的闸门位置应与装车长度相配合。阐门设施的高度一般应允许机车通过。高第式

和半地下式矿仓，如机车不需要通过时，则可降低高度，以节省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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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2 汽率或窄轨-斜坡赏斗的转载栈模

1。斜坡箕斗转载拽桥位置
斜坡箕斗转载栈桥，布置在箕斗道上，一般每2～4个阶段水平设置1个箕斗斡载梗桥。
2。栈桥卸载方式

斜坡箕斗的转载栈桥，以卸矿方式分类，有侧面卸矿（双侧、单侧），正面卸矿两
类，侧面卸矿校桥适用于汽车卸矿，正面卸矿槐桥既适用汽车又适用于铁路矿车卸矿。一
个汽车卸栽拽桥只能服务于一个生产水平。现将各类栈桥布置形式、特点及使用实例列于
表1-3-187。

我 1-3-187枝钾布置形式、特点及实例

使用 实 例转布 置 形 式序号

41
口教育汽车在栈桥外再车，在线断两侧双侧卸矿
露1-8-0s卸矿，教栈群较低梭摩且营斗有级率 冲解面，矿石露差低，双需斗冲击

—至卓 较小 ·
晶明水泥厂两个卸矿点不是平行布置而是错 单栅闻矿

开布置，汽车不通过钱都，而共用
一个固头车场，故卸矿，调率时间
短但桥面宽度增加，

重

理暑水呢厂汽车在栈桥上调车时间长，且粉正面卸矿
面宽。复斗正面卸矿，着斗无敏冲
斜面，矿石落差大，客易砸环测斗
和实斗。

空车
_，空革

A

3、栈桥矿仓形式

1）漏斗式栈桥
只设两个通过式滑斗，汽车卸出的矿物通过漏斗只起导向和缓冲作用而不能贮矿。大

多数汽车-美斗联合运输的栈桥及铁路-箕斗联合运输的栈桥，属此类型。这种视桥的高度

低、设施少、投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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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图 1-3-86 气口铁矿双侧卸矿栈桥（生产资料）

停车位量

9

图 1-3-87 M县水泥厂正面卸矿栈桥（生产资料）

2）浅仓式桃桥
由于汽车与箕斗的载重量不等，需一车以上装满一箕斗，为了减少箕斗装矿时间，达

到一次装满的目的，一般将漏斗增设闸门，使漏斗容量与箕斗容量相等。它与漏斗式栈桥

比较，栈桥增高不多，并增加两台敢矿闸门及其控制设备。

3）深仓式栈辨;在铁路-箕斗联合运输中，矿车载重量大于笑斗载重量或列车又需一

次卸完时，就需深仓式栈桥。同样在汽车-笑斗联合运输中为减少汽车与寞斗间的 互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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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改善运输的不均衡系数，在汽车与箕斗间增设缓冲环节而采用深仓式栈柳。这种栈桥需
放矿闸门或计量装置，因而增加栈桥高度及其辅助设施，工程量大。当矿石块度大时，闸
门很难控制矿流，或当露天矿含泥量大时，矿仓易于堵塞，故此方式很少采用。四川金河
磷矿曾采用深仓式栈桥。

4。栈桥结构
1）钢筋混凝土栈桥

整个横桥主要用钢筋混凝土建成，并在矿仓及漏斗内加衬钢轨或置钢板，以抗冲击，
耐磨损，国内金属矿山大多采用这种结构。

2）钢结构栈桥
其桥梁、桥柱及矿仓漏斗等均采用钢结构，这种栈桥钢材耗量大，其仓体及漏斗易被

大块矿物冲砸变形，耀县水泥厂的斜坡箕斗曾采用过钢结构栈桥，后由于冲砸变形而改为钢

筋混凝土结构。
5、设计转载栈桥的注意事项
（1）对通过式漏斗，必须起到缓和冲击和减少落差的作用，因此矿物进入满斗口后

应在漏斗中转向倒入箕斗;
（ 2）矿物在漏斗通过时，其断面不应变小
（3）对于块度较大的矿物，其滑斗口短边长度应为量大块度的两倍，

（4）漏斗出口应向斜坡道上端倾斜，以减少装矿时大块矿石冲击箕斗，

（5）栈桥漏斗及矿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时其内部应铺设可更换的衬板或制轨，

（6）为减少矿物对漏斗、笋斗的冲击，在漏斗口悬挂缓冲链条;

（7）在转载栈桥上部设汽车调度室，以调度汽车卸矿。在转毂栈桥下部设信号房，

观察笋斗停车位置及装矿情况;

（8）栈桥上还应设处理漏斗卡矿的起重吊架;

《9）为使汽车倒车停位准确，应设停车挡轮墩，墩高为汽车轮高的三分之二，

（10）设计所需全线栈桥应一次同时施工完毕，分阶段施工将影响生产，并带来不安

全因素。
部分转载栈桥主要数据列于表1-3-188中。

3.9，4 机 械 装 散

机械转载具有劳动条件好，设备效率高，技术上可靠，机动灵活，施工简单等优点。

因此，机械转载的用途广泛，一般适用于转栽贮量大，贮存周期较长的料场（料仓）。矿

山企业广泛用于各种原料及排弃场<仓）的转载工作。

3，9.4.1 原矿和剥高物转载站
在来用公路——铁路联合开拓的大中型露天矿中经常采用这种方式。采场内和来场深

部用公路运输。在采场内、外设置矿、岩转载站，用挖掘机进行二次倒装，将矿、岩装入

机车车辆，运往破碎站或排奔场。

3.9.4.2 转载站布置灵式
转载站如果设置在露天采矿场的已采空区内，则可利用已有阶段高差的有利地形进行

布置。如场地宽度不够，可利用采场剥离物回填一定高度之后再作转载站。如大冶东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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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分转象挽桥注要氟器表 表 1-3-1B8

昆 明 西 县大宝山 潮 乡 南京白云抚烟露天
目项 级口铁矿

水泥广 水泥厂铁 矿 水泥厂 矿西火卷水泥厂 石灰石矿

1 62 5
垂 过播 过栈桥型式 通 ，过 短通 过

汽车一簧斗运输方式 铁路一戴斗

下 放 是 另下 放 下 放 下 放提开方式 下 放下 放

下盘边带采场内 采场外采场外 采场外采场外 采场内找标位置 采场内

单车来车单侧来车双舞来车 单侧来车双侧来车 双阅来率 同 左来车卸车方向
双侧卸车双侧卸车 正面卸车双侧卸车 正面卸车双氮卸车

汽动链锤 电动扇形电动底形闸门型式
活潮滴

漏 斗 漏 3 浅 仓 斗 漏 斗浅 仓 释 斗浅 仓矿仓型式

钢筋泡凝钢筋混凝 铜 E同 左 同 左 同 左 钢钱侨结构
王

D.30.65设计矿石块度（m） 0.d0,30,81.2 1,0 0,8
3m'矿车3Sm"矿库1010采场汽车载重（） 1025 101.2
22'1*3′13"30' 18焚斗装矿倾角 12"2014°7r33*30'13"g7'
281D1515实斗载重（t） 10165025
5.230两算斗中心距（m） 3.D3.03.0 2.54.5
2,B91.62.0轨距（m） 2,02.03.3z 1.*3.0
10.412,2Ir栈桥跨距（m） 7.0[0.59.7 10.37,5
47,225,410.0线桥全长（m） 10.5 11.032.413,6
E41016,09.G桥面宽度（m） 24.361814.35
149106.0感.06.726中心高（桥面至轨 面） 11.5 7,1813

(In>
661121 2546099421194 250桥面面积《mt）

雾斗王口（矿仓）长×宽 5.×2.55×2.05×4 4.8×2.54×s工<m） 2.3×1.2 2×31,9×1,22×1.4量斗出口长×宽（m） 4×2，日2.52×2,5
34109.08.010.3L0.5浙基长度（四） 17.414.5

a.07.7目，56045.4槐价投资万元

采场内的象鼻山采空区矿石转载站，因场地狭窄，由±0m回填剥离物 至 标高+48米之后

再作转载站使用。该矿的狮子山勒离物转载站，也是由采空区标高-48m回填剥离物至标

离±0m之后再使用的。
采场内矿、岩转载站，利用上阶段作卸矿平台，下阶段作装载平台。

当露天采场内没有采空区可作转载平台时，可将其设置于露天采场境界附近。

3.9，4，3 单斗挖端机转蒙有关主要尺寸
国内外的大、中型露天矿转载站，广泛使用机械转载，用单斗挖掘机对矿、岩进行二

次转载工作。
1。转载阶段高度H
阶段高度五主要取决于挖掘机的最大挖掘高度和物料的物理机械性，一般与露天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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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高度相一致，也参照表1-3-189选取，

帧 象 阶 段高 良 表 1-3-189

因-15.83~4挖国机斗客（m*）
12 15转载站阶段高度（应）

2。卸车、装车平台宽度
汽车在转截站上口平台卸车所需要的宽度B;。，主要取决于汽车型号、卸车时的调车方

式。可参照表1-3-186进行计算，但平台必须设置车挡，参剪图1-3-88，

圆 1-3-88 转缴站布置示意图（设计资料）

1～自卸汽车;2-挖握机，3一般赔列率，4一铁路线路及调车混，a-一个采掘带的爆堆宽度（m），

b-阶影波面水平投影（m），4-爆皂边缘至轨道中心健距离（m），H-阶段高度（m），B，一挖

舞机装车平台最大宽度（m），B，-汽本卸载平台最小宽度〈m》，4一-个列率长度（m》，4;一

矿、岩中的安息为，0z一原岩边被角

国内露天矿在布置矿、岩转载站的装车平台宽度时，对料堆的宽度一般按挖掘机的一

个采拥带燥境宽度，即1～4m2斗容的挖掘机取a= 20m;c=3～5m，对Bi、B的值，用下

列式验证;
(1-3-97)B<R1+ R,
(1-3-98)B2>2R3

式中 R;-—单斗挖掘机最大挖掘半径，m;

R，——单斗挖掘机最大卸载半径，m）

R，——机糊尾那国转半径，m。

3.9，4.4 单斗德螺桃生产能力与工作台敷

挖掘机生产能力（。1
(1-3-99)

按规定时闻内装一列车，其工作合数（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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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πK.0。 (1-3-100)

按转载量计算其工作台（N）∶

N=mK, (1-3-101)

式中 Q。——单斗挖掘机生产能力，t/h;
C-——铲斗容积，m2，
D——矿石松散体重，t/m*
4——一次作业循环时间，min，单斗挖掘机一般取0.7～1min;
Q---矿岩转载量，t/a;
m——年工作小时，h/ag
☆——规定装一列车的工作小时，h;
K——铲斗装满系数;
Kr——不平衡系数，一般取K1=1.2～1，5;
K∶——时间利用系数，一般取Kz= 0.75～0.85，
K。——设备利用系数，一般取K。= 0，6～0。7。

侧装矿岩的转载站，一般采用斗容3～4m2的单斗挖掘机，每台生产能力约为150～200
万t/a。

转载站堆料长度一般取100～150m，主要取决于堆存矿石的品种数量，如品种多，墩
杨长度适当加长。还要考虑上平台卸车与下平台装车输开（30～50m）布置。下平台铁路

线路铺设应保证有2～3列车的有效长度，并考虑列车入换的调车场地。

39.5 破 蹄 兼 尔 帖

破碎站（又称破碎转载平合、翻卸平台和集运水平平台）是半连续生产工艺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是矿石（或岩石）转载、汽车调车和布量破碎机的重要场地。合理确定碱碎站

的空间位置、平台平面尺寸和破碎活的移设步距，是合理确定露天矿的公路-破碎站-胶带

机联合开拓运输系统，使其充分发挥矿山综合生产能力和降低矿石运营成本的重要途径。

3.9.5.1 破碲载载站的分粪

国内外露天矿敬碎转载站的分类见表1-3-190。

3.9，5.2 破碎站布量形式
露天开采境界内，破碎站按工艺特点主要分为破碎式转载站和 筛 分-破碎式转载站两

种布置形式。其工艺特点、使用条件见表1-3-191。

为克服固定式破碎转载站建设工期长、移设安装工作量大、投资费用高、运输成本随

开采水平延深向逐渐增加的缺点，.国外使用了移动式破碎转载站。

3.9.5.3 破碎美象站移设步距的确定

1。相关因素
移设步距，是指采用固定式破碎机在露天采场内沿延深方向的 垂直距离，移设步距

小，则采场内汽车运距缩短，节省矿岩的运费，但破碎站的移设费用增加。合理地确定破

碎站的移设步距，可使采场内单位矿岩运费与移设费之和为最小，即达到最佳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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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碎 能 象 姑 分 类 表 1-3-190

型类分 内

3
〈1）1～z年（小型破碎） 调宏时性按服务年限

具半固定式（2 5～6年
属固定式（3）糖

矿石<系统）突载站依物料种类按物料性质
岩石《系统）转载站

属振露式转做姑（1）无遗盖按结构
属局部封闭式转模站（2）有轻便越盖
属封式转载站（3）全封闭

属固定式或半固定式（1）圆定式（戚半固定式）按破辟机可移性
转藏站和激伴机（2）移动式
整体和分体可移动
破碎式转输帖（1）料仓-歇碎机给料机按转膜机械化工艺流程
波碎式转款帖（2）料仓一科机一酸碎机-给料积
阅分--碎式转载站（s）筛分机-料仓-破碎机一给科机

囊 1-8-181破碎兼象结布置都式（役计资料》

障分一破碎转戟站破 辞 转 载 站布 量 形 式

a2
见图1-S-89 d、e见图1-3-B a、b，o形图

输送的全部矿、将在进入胶带输送机前，预先律转运的金部矿、岩在进人胶带轴送之前，
逸用 分;障下物与破碎后的筛下物一起法人胶常着增机预先破碎至0~3Scmm粒度

筛分机一料仓~破碎机一给料机（或阔门）（1）料仓-玻碎机一始料机;
（2）料仓一角料机-破碎机一给料机〈或工艺流程及设备

闸门）
（1）适用于婚破质量中等的物料（1）破碎机生产能力应大于转载站通过能
（2）在重天采端中，使用深度不宜太聚，要力，
求空间尺寸大;（2）使用深，变不限1
（3）破碎机与简分机型号配套，满足粒度要（3）所选用波葬机要满足物料粒度要求

求。

4-南都采选公司，6-大孤山铁矿;e-国外现代转软站，4-英古列茨采遗公司，-美国伯

克利矿。
1-吊事，2-吊车栈桥梁13-酸碎机地抗;4-要矿相;5一玻碎机，5一破磷物料中间矿箱，

洼 │7一治斜机。8-胶带运输机，9-振动格声<剪分），10-筛下产品矿着，11-教压操纵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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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s+2,20

-φ23000--
b

射背共业e出龄业

ed

图 1-3-89 破碎转载站布置形式

2。确定移设步距的原则
（1）合理安排露天矿开采境界范围内各开采阶段矿岩量的分布和各时期逐年采出的

矿岩量（或岩石量）与选择的胶带开拓运输系统的合理分配关系;

（2）尽量减少和避免露天开采境界分期过渡与半连续开拓运输系统续建两者之间的

干扰，合理安排露天开采境界的过渡与破碎转载站续建的衔接关系;
（3）全面分析计算半连续开拓运输系统中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在满足采场空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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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破碎转载站及胶带机安设的条件下，力求工程量和基建费用最低。
3。确定移设步距
目前，在我国的露天矿山开采中，半连续开拓运输尚无生产实践。缺乏可靠而稳定的

技术经济指标和运营经验。所以，在设计中对"移设步距"的确定可采用"综合费用分析

比较法"进行。
4。移设步距与矿山过渡和果掘的关系
移设步距的确定取决于合理的经济效果，也受露天采矿场所能提供的空 间部位的影

响。移设步距的确定必须与矿山开采境界过渡和正常采漏关系相适应。
破碎站的位置与开采境界境界过渡之间的关系，是指安设破碎站（或破碎机）的位置

与露天采场边帮之间在露天采场空间位置上的相互关系。采用露天采矿场斜沟式开拓所确

泰 1-3-192续不同的过该方或确定移设多履的特点

点蒋过布置 要点图 例

3
破辟机及胶带机安设在财天矿固定帮上。移设泡围破碎转或平台布置在

{和步距可按关系式确定。移动路由，AB→BC-CD固定帮上
⋯⋯。要求布量破碎转续站和胶符-测应加速扩籍，按
确定的移设步距（H）不断扩至采场最终开采境界。

在露天矿开采期间内，"破璃-B带机"处于固定位

量，使用与维修方便。

缺点。采墨量大。剥采比不均衡，系统过渡时间

l长。

破碎机及胶带机安设在分期境界上，在均衡生产隧驶碎转载平台布置在
采比条件下，其等设范围和步距常与各分期填界开采富天矿分期境界边铅上
高度相透应。要求布置破碎转赖站和胶带-舞的分期

境界，应加速扩帮。其特点是∶ 从1→I→】⋯，

移投步距为AA′ B8'⋯。
优点，参设步距与分期填界协调-致，移设采据量

减少，改造过渡时阅可轴短。定
 缺点，随分期境胖过渡。破碎机、胶带机的德安费

式
用增加，他用和维护复杂。

破碎机及胶带机安设在局部超前的边带上，布置系破碎转载平 台布置在
拢-侧靠带，其众侧恐后。主要充服固定帮采渠量大局邮超的的固定帮上
分期扩籍，境界过渡复杂，破碎机、胶带机遴交费用二2A
高的皎点。但在空间上，对采场推进更加要求严格。

破碎机随工作面的延源，可自行闻下移动，对流界（移动式）破降精载斗
）布置在回采工作过渡无特殊要求束，临近开采工作■，移设方便，这端

费用低。面上
美国西雅鱼堵（Slerria>W铜矿使用了可移式破碎

机、可移式板式给料机、可移式取带给料机的完整可

│移式破碎系统。克服了以往使用固定式破碎系统盖设

周筋长、工程量大、移设圈难，汽车运距长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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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破碎站，其位置与露天开采境界的过渡有密切的衔接关系。根据露天开采境界不同过
渡方式，破碎站的移设步距及布置特点见表1-3-192。

3.9.5.4 破碎转戴平台尺寸的确定
破碎转载平台尺寸的确定，除取决于破碎机型式及结构外，主要取决于与破碎胶带输

送机配套的运输车辆的配、调车及翻卸方式。目前，多采用自卸汽车和灌轨铁路两种运输
方式与之配。

1。自卸汽车翻卸时破碎转载平台尺寸的确定
自卸汽车与"破碎机-胶带运输机"之间配套是"半连续开拓运输系统工 艺"中最好

的配套形式。合理确定自卸汽车翻卸平台的调车方式、破碎转载平台的尺寸，可提高该系

统综合生产能力，减少露天矿山的剥岩量。
1）自卸汽车调车方式及转载平台尺寸的确定
自卸汽车在破碎转载平台上的调车方式，依所选用的破碎机型式以及在露天采矿场内

座落位置，分为回转式和通过式两种车场平台。
表1-3-193是根据不同的进车方向、翻卸部位及调车方式，确定翻卸平台宽度。

泰 1-195自卸汽车例年方式及转象平台尺寸确定囊

备 注式公示图调车方式

B>f1＋a+a*+氮<俄双侧）进
L>B车，～葡国调，单
依进车方向和具体应用台位《垂直）鹏卸
条件定

一侧（或两侧》进

车，一制倒调双台

位翻卸
同上

与破碎机岁同上一氮（或两筒）进 受矿方肉相L>B（一侧进车）
车，二侧倒调，双 通应L>2B（两铜进车>
台位翻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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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公调率方式 备 注图 式示

一侧（或两制）进
车，三务舞调，三
台位翻卸

B>/ +3Rtd*4+阴端进本与侧调
zxrfYrc两合位（《或四台位

舞卸）

N-D

图中符号，L一转载平台长度《m）
B-转载平台宽度（m）;
f，一自卸气车前缘至波群线间的安全距寓（m）/;=2～3m;
f;一破碎室（或矿情）边缘至坡顶线间的安全距离，/;>4m;
一选用自如汽车长度，（m）备 注
R一自卸汽车转弯半径，（m）
e一孩碎钒（或矿槽与预先筛分机）庭总长度，（m）
6一自卸汽车后退距离（制动）<2R-g（一般g=）;
d一自卸汽车平行时最小间距，m，

2〉移动式破碎机调车场的调车方式和调车范围的确定
移动式破碎机是目前采用半连续开拓运输的方向。其优点是随采矿场工作面的延深，

采用履带自行式、液压迈步式或辅助设备拖拽式三种移动方式，将破碎机布置在采场工作

面内。不需要将破碎站设置在采场固定帮上。因此可以达到提高需天开采境界边帮角、减

少剥岩量，以及大幅度降低矿石运营成本的目的。
为满足移动式破碎机频繁移动和满足自卸汽车调车、翻卸，移动破碎机调车场的范围

尺寸根据相应调车方式按表1-3-193确定。
移动式破碎机在国外已有成熟的生产经验。我国正在准备研制中。配合移动式破碎式

使用的移动的胶带机，目前我国正处于试运转时期。

采场工作面移动胶带机包括可移式驱动站过渡桥妮、中间支架、尾部液筒车、可延长

的尾部拉紧装置，以及可移动轨祝，用来配合移动破碎机，不断移动并延长胶带机。

2。铁路翻卸时破碎转载平台尺寸的确定

1）铁路翻卸站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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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葡卸及调车方式与破碎站的布置型式和露天矿山铁路运输系统 布 线有 关。其位
置、标高应清足破碎站的移设步距。该站场的设置在满足线路竖向和平面技术条件下，应
力求减少翻卸站场入换、分流等调配时间，尽量减少破碎转载平台的宽度。由于葡卸站场
要求空间范围大，故均设置在露天采场固定帮上。

2）入换方式分类
根据车辆进入破碎站的入换方向，分为单侧和双侧两种方式。每种入换方式均与破碎

转载站座落采场的位置、货流运输量、货流分布和作业性质有关，其分类 见表1-3-194。

入 费 方 式 分 奥 表 】-3-18

点特函 承入换方式

进破碎转蒙帖干线为单线，一阔入挑，单线磨卸。trrrrrh
单

D-气

线单 to-l--ia-

进破碎转载站干线为双线，一铜入换，双规翻即。
站rxrrrL工双

阔

计rT_T_工

进破碎转载站干线为单线，列车两氮入热，单烧题卸。
pupwxrrttCm:单

Trf
线

进磁碎转载站干线为双线，判车两侧人换，取馈题车。

rctn双

☆

F工工提
L土aJL】

3）破碎转载平台尺寸的确定
合理确定破碎翻卸站场的宽度，对缩小露天开采境界范围、减少制岩量是有益的。根

据用途，该站应包括∶到发线、翻卸线、调车线和停放线等。
破碎站是胶带开拓运输系统中的咽喉部位。其到发线又与具有一定坡度的干线相连，

所以必须确保其安全。为此，可设置相应的安全和避难线设施。

各线路的股道数应按需要，根据"站场设计"要求进行确定。
破碎转载平合控制尺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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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102)B≥(x-2)b＋fi+f2+b,
(1-3-103)L≥2+2n（双侧进车，单侧进车折半）

式中 B——破碎转载平台宽度，m;
为-——股道数;
b--股道间距，m）
b-—布置破碎机坑处股道间距，m;
f;——里侧股道中心线至坡底线间的安全電离，/≥3.5m;

，—-外侧股道中心线至坡顶线间的安全距离，f，≥4.5m;

Z---破碎转载平台长度，m;

】——-列车长+机车长，m;

a-——--连接道岔前、后面圆曲线起点距离，m;

"控制尺寸"确定后，必须根据露天开采境界内铁路开拓运输系统布线要求最后确定。

3.9.6 配合量输典戴设竭实例

3.8.8，1 大冶铁矿束置天展场的种敏站

东露天采场扩帮开采采用公路-铁路联合开拓方式。该矿年产原矿量200万吨，扩帮过渡期阈采剥量

1450万t/a，达产后采耦总量下降为900万t/a。
七十年代该矿在真关采场外标离86m站和88m站附近分别设置矿石，满离物转载策，至今仍在使用。

历年来使用的指标为，用4m'挖掘机进行二次侧装，效率20～25万t/台另，即240～300万t/台r，部个转

载站装车线的长度一般大于1个列车的长度，倒装场的宽度应不少于50m，

该矿设计在来场内选择了两个采空场地作转载站。
矿石镁装场设于象彝山采空区，标高+48m，由±0m回填60万t剥离物之后形成。

剥离物转俄站投于狮子山采空区，标商±0m，由-48m采空区园境110万以副高物之后形成。

利用采空区作转蒙站，既可节约开挖土石方量，又可利用空锅作堆放剥离物埚地，共解决了170万t

剥离物的堆放问题。
该矿利用转载站，使汽车运距（运矿、岩）分别缩短0.6～1km，减少了汽车数量，降低了运输成本。

大冶东露天矿转载站见图1-3-90。

图 1-3-90 大冶铁矿东露天采畅内+48m矿石转款站平面示意困（设计资料）

1-准轨铁路瓣及年站，2-挖渊机（3-4m';3-扩石转氯站内的矿石端;4-常天采编开采终

了境界，5一公路

3.9.6，2 淘南缺矿的触蒙站
尚隅铁矿的业-采插、南六采场等均设有转载站，自卸汽车将矿，岩卸入转载站。由4m'挖掘机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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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车，装入铁路翻斗车，分别运往选厂和排弃领。
谈矿北一采场标高240m以下制离物，用汽车运输堆存于枫树下石灰沟盆地内设置的石转载站。其

标高为240m。转载站内设2台4m2挖掘机，倒装能力500万t/a，转载站容量约10万，将度石装入 翻斗车用
铁路运往第八把弃场排弈。

另一部分度石将堆存于总入车沟口168m西侧的168m转载站，在169m车站内侧增季一股 道（原为4
股道）即增设一条胶车统路，以解决北一采场深部开采度石量的一部分（每年倒装量为250方t，转载站
睿量4～5万1，另500万t/a的倒装量由石灰沟转载站解决）。转载站的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1-3-91。

图 1-3-91 海南铁矿矿岩转载站示意图（设计资料）

1一铁路率站，2一破碎厂，3—166m转载站;4-转掌站内挖藻机，5~-240m转截站 6-矿山站J

7一第十排弃场;8一去第七排卖场的铁略线路;8一公路，1-汽车加油站，11-■天开采共了境界

线，12一准轨铁路规;13一去破碎厂的铁路线路隧道

3.8，8.3 朱家包包缺矿的伸载站和转做矿仓

朱家包包快矿，设计年产原矿700万t，用公路-铁赔联合开拓系统。

1.露天录矿场内转载站
为痛短汽车运距，在露天采矿锅内设置矿、袅排藏站，配备斗容4m2挖掘机在转载站对矿、岩进行二

次装车，将矿、岩装入翻斗车用铁路分别运往选矿和排弃埚。

2，露天采漏外转软矿仓
该矿于东采场与矿山站之同的露天采场境界外设置3座转载矿仓。见图1-3-92、即1-3-83。其结构

为钢筋混凝土，每座矿仓有效客积约30m'。规格∶长×宽×高z34×14×18.0m，配备有2台340x

8400mm置型板式给矿机。
3 座矿仓投资约414万元，三个装车平硐工程投资415万元，合计829万元。这三座矿仓每年可特载

矿署总量达2600万t。

.g.6。4. 美翻BrNGHAM翻矿的神截站

该矿位于美国犹他州盐湖附近，为一多金属共生矿床。矿石平均含铜量为0，59??急倾斜矿体。该

露天矿从1904年开始采矿，已采深达830m，是目前世界上开采深度最大的偶天扩，采畅全长3，7km，开采

面积达7，28km2，目前已有53个阶段，段高15.2m，1982年最低开采水平标高1582m<原最高标 高2387m）。

1983年预计矿山日产矿石11，S万t，岩石28万t，年产矿石量约2800万t，利岩约1亿吨，年采剥总量达1.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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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92 朱家包包铁矿露天持载矿仓平面布置示意困（设计生产资料）

1-1号矿仓;2-2号矿仓;8-3号矿仓，4-矿仓上部汽车卸就平台;6-装率平酮，s-抽风机

7—公路

/ = 300m1

图 1-3-93 朱家包包铁矿属天转戟矿仓示意图（设计、生产资料）

1-贮矿仓，有效客积040m'，2-348U×8090mm报式错矿机。1-准轨被略矿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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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全矿人员1700人。
用汽车-铁路联合开拓，中部标高1825～1673m的11个阶段用铁路运输;167m以下用汽车开拓，上

部东部1841～2243m的26个阶改用汽车开拓，西部标高2337～1826m舞用汽车开拓。
采场内设有四个矿石转载站，汽车卸载后用P&H2100擅挖掘机<斗容11.4m'）向载重86t铁路翻车

倒装矿石。露天堆场长度30m，宽50～60m，容量一般为7.5～10万t，相当于3～4天挖露机装载量
（挖掘机侧装能力2，5万t/a）。列车由20辆矿车组成。

3，9.8.5 苏联卡准尔聚选公司某雪天采场的汽车-家带焉输转载站
来自露天采场的疲石，经筛分机筛分后，大块废石进 入KKX-150/150圆锥旋回破碎机和KX

（1500～2100）x180颓式破碎机破碎后，落入缓冲仓内，经底部240×90板式给料机装入带宽为B-
2000mm的胶带运输机运出。参见图1-3-94。该站高达20.7m。

图 1-3-94 卡治尔采选公司露天采场内的转载站<设计资料）

1-240×900型板式给料机，2-CBT-1型振动式筛分-给料机，3-ⅢK及-1500×2100×10型鄂式
破碎机，4—宽度800mm胶带运输机，5-KET型筛分-给料机，s—宽度000mm胶带运输机

3.8，6.6 参夹编矿汽本-胶带运输设计方需中的构蒙站
该站内安设1200毫米液压旋回破碎机，来自露天采场的剥离物由150t载重汽车卸入后，大续用PSB-

514型二次破碎器破碎，块度小于100mm的避旋回破碎机破碎，碎后岩石蒿入级冲料仓（容积500m*）

再经底部重型板式给料机（2400×809Cmm）将物料装入带宽B=1400mm的胶带运输机运出，为检修破碎机

等设备配有100/20t，跨度18m的桥式起重机 1 座。
转就站的汽车卸截平台尺寸∶100×100m2。参见图1-3-95。

3.9，8.7 荪联卡洽尔采选公司的酸等-铁降联合堰检的地面转象结
该系统配合提升机工作，当提升机小时生产能力为3000～4000t时，从胶带运输机向铁路车辆转载的

转载站，设置容积为6500t的贮料仓，可满足胶带卸截1.5h的容量。
借助于可遵式运输机，沿设置在铁略上面的料仓分布矿岩（参见图i-3-96），可以同时或轮寓在两

条线路上从料仓底部排料口卸载。排料口装有指状闸门，闻时可装两个息斗车。由8～8个翻斗车所级

成的列车，其装车时阀为8 ～10min。

3.9.6.0 德兴铜矿欧带-铁路联合量输（设计方离）的地面转输始

该转载站高28.5m，借助于宽B=1400mm的胶带输送机向料仓卸载，中间料仓有效客积为1500m2，

料仓底部设置4台振动给料机，将剥离物装入10m'强定矿车中，列车沿铁路线路运往排奔场《参见图

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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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1.A

_-21.5

-30e-

图 1-3-05 德兴铜矿汽车-胶带运输转较站

1-1200mm皱压流回敏猝机，2-15牡自卸汽车;3-0/20跨度15m桥式起重机∶4-PSB-514堂

二次酸牢图，5-240×目0mm重型板式给科机∶-胶带运输机尾郎中心线，7—带宽1400mm胶

带运输机

图 L-3-86 胶带输送机向铁路车辆转载的地面按载站

料仓，7一可逆式胶带输送机，3-胶带输送机，-指状闸门，5-挡板，6一2/s桥式吊车，7—

着着断料器和可逆式运输机器的缝隙，8一输送机盖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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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阳

Vr 15000t

-49000-

图 1-3-97 德兴矿采畅转载站示意图（设计资料）
1-宽为1400mm胶带输送机2—JH-A型绞车，3-头部滚动中心线，4-振动放矿机，5-10m'固

定式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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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概 述

采剥方法是露天矿开采全部生产过程中的中心环节。它决定着露天矿的开采方式、技

术装备、矿床的开采强度和经济效果。

坚硬矿岩一般用凿岩、装药爆破的方法进行松散，然后用挖掘机进行铲装，将矿岩分

别装车。
松软矿岩一般不需要进行凿岩燥破，而是用挖掘机真接铲装，或用推土机配合铲运机

对矿岩进行集堆和铲装运工作，也有使用索斗挖漏机和轮斗挖掘机进行工作的。

4.2 单斗挖掘机采剥法

4.2，1 镰 帮 开 采

4，2.1.1 阶段高度及工作除救坡面角

1。阶段高度
阶段高度的高低主要受挖掘机工作参数、矿岩性质和运输条件所限制。平装车时，对

于不需爆破的软岩，其阶段高度一般不应大于挖掘机的最大挖损高度;对于需要爆破的矿

岩，其段高为挖掘机最大挖漏高度的1，0～1，25倍。上装车时，阶段高度按下式确定（参

圆图1-4-1）;
(1-4-1)k≤H-h。-e
(1-4-2)M≤(R-R;-c)tg

式中 h——上装车时阶段高度， m，

HIas——最大卸载高度，m;

——上部阶段至车辆上缘高度，m;
e——卸载时铲斗下缘至矿车上缘间隙，一般e运0.5～1m;

R——最大卸载高度时的卸载半径，m;

R，——挖掘机停留水平层挖拥半径，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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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铁路中心至阶段坡顶线的间距，m;
a-———阶段坡面角，（°）。

在露天矿中，上装车只在少数矿山掘沟中使

用，多数矿山皆用平装车。
露天矿开采阶段高度按表1-4-1选取。 L-R-
部分露天矿的实际阶段高度见表1-4-2。

2。工作阶段坡面角

工作阶段坡面角的大小应根据矿岩性质、穿燥

方式以及采矿工作面推进方向等因素确定，但对层

理比较发育的矿层，倾角为40°～60°的急倾斜矿

体，采用上盘向下盘推进时，工作阶段坡面角往往
PR

取与层理面倾角相一致的角度。

均质岩层的工作阶段坡面角可按表1-4-3选取。
图 1-4-1 上装车阶段高度确定示意图4.2，1.2 最小工作平台宽度

豪 1-4-1阶 股高 度

高度 （m）段 高挖掘机铲斗客积
松 软 岩 石需 爆 破的 岩 石(m*)

8-10<0.5 8-1010~ 121~2 10～1212~138
1213-16B～13

注;矿体倾角较缓，多品汲且需分采的矿山，阶段高度可取表中的小值。

囊 1-4-2部分量关矿的卖际阶段高度

阶段高定矿体惯角矿岩硬度系数开拓运输系统装戴设备及斗容矿山名称顺序
7632

矿1～16 12-1540-～80°平硼溜井、汽车4mn'挖掘机 岩 8～1B兰尖铁矿1

矿10～16 12~1540°-50汽车，机年4.6m2挖掘机 若14-13朱家包包铁矿2
矿12～16 1230°-46°平确溜井、汽车3、4、8m*挖掘机 岩8~12南芬铁矿3
矿8~12 1230°一80°汽车、机车a、dm*挖掘机 岩 s～l2大冶东露天矿

矿g-14 12～145"～60"电 机 车 岩 5~88、4，6m2挖掘机白云鄂博铁矿

矿12～15 1265*～a0°电 机 车 署 8~123、4，8m'挖掘机大孤山铁矿



272 第一篇 露天开采

续表

矿岩硬重系数 矿体倾角 阶段高度矿山名称 开拓运输系统镟载设备及斗容顺序 (*>

: 3 5

上部平硝溜并机车、 矿18～14 1210"～57"中部机车。深部机车汽3、<m*挖闻机海商铁矿 岩10~16

矿8～12
65"~75* 12汽 车白慑厂铜矿 3、4m'挖掘执8 岩 8～8

矿6～12
的"°～Bs" 12电 机 车■前山铁矿9 4m'挖掘机

矿19～12 1270"~85*电 机 本水厂铁矿 4m'挖頫机10 岩8～1

矿g～10 1010*以下容轨电机率im'挖掘机矿山村铁矿11 岩10～L2---
矿5～6 10～1238"~42*窄轨电机车1，0.5m2挖掘机金的铁矿12 岩 8~10

1015'～25"f=6~3乌龙裹互灰石时2.5m2挖温机 窄轨电机李13

矿1~7 10°-40° 12汽车笼斗大宝山铁矿 4m*挖照机14 岩 2~4

寝 1-4-3工 你 阶 股 被画 角

工 作 阶 股 数 面 角矿者普氏硬度系数《/）

78°～85°15-20
70*~75"1~I4
的0°-70°3-7
45*～801-2

（1）缓工作帮在国内露天矿被广泛采用，它由若干同时作业的相邻工作平台所组成

（如图 1-4-2），其工作帮坡角较缓，一般为8°～15°。每个平台宽度不得小于最小工作平

合宽度。
最小工作平台宽度由爆堆宽度、运输设备规格、动力管线配置方式以及采剥作业的安

全宽度所组成。固定干线铁路运输和汽车运输的最小工作平台宽度参见图1-4-3。

图 1-4-3 缓工作带最小工作平台宽度粗成承意图图 1-4-2 级工作帮作业示意图
i-工作帮，7一非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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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C+D+T+E+G (1-4-3)
式中 F——最小工作平台宽度，m;

A—-—-爆破进尺，m;
B———燥堆宽度，m，按表1-4-5选取;
C——爆堆与铁路、公路中心线间距，一般取C = 3 m;
D-——铁路、公路中心线与动力电杆的间距，m;汽车运输取D=3m，铁路运输

时，按表1-4-4选取。
E——动力电杆至阶段稳定边界线的距离，一般取E=3～4m;
G——安全宽度，m;

G= H(ctgy-ctga) (1-4-4)

式中 -——阶段工作坡面角，（°）;
γ——阶段塌幕后稳定的坡面角，（°）;

T——-双绕运输时，铁路中心线间距，按表1-4-4选取，汽车运输时，取T=4m，

H—阶段高度，m。

表 1-4-4铁 路 中心 线 与 电 杆 的 距离

铁路中心线至动力电杆间距族 路 燥 间 距距轨 "T(m) D (m)
(mm》

87～91485 76~700
5～6782
2～660

亲 1-4-5顺 堆 宽 应

婚 准 宽 度（m）矿 岩 要 度〈f）

B=(2.5~2,8)H12～20
B=(2,0~2.8)H6～12
B=(1.5~2,0>H

<B

注，表中B值是指单排孔爆破的宽度。

（2）移动干线铁路运输最小工作平台宽度组成参见图1-4-4。

图 1-4-4 移动干级铁路运输最小工作平台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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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工作平台宽度由上、下三角工作平台组成。
上三角工作面;

F;=B+C+T+N。+E±G单于线时， (1-4-5)
F,=B+C+3T+N+E+G (1-4-6)双干线时，

式中 F、F———上三角工作面最小工作平台宽度，m;
N。-—移动干线的移道步距，为采宽 A的整倍数，m。

下三角工作面的最小工作平台宽度F;如下式
(1-4-7)F,=B+C+D+E+G

公路、铁路运输的最小工作平台宽度分别见表1-4-6、1-4-7和1-4-8。

泰 1-4-8汽率遗输最小工作平合宽度
高离 度 （n）矿岩硬度系数

0f)

>1
8~12

37<8

表 1-4-7表载铁赔运输最小工作平台文度

段 高 度下岩硬度系数
16I210<f)

4~437～的>12
4～4637～393-346~12

32～3427～29K·

表 14-8准轨能赔湿着最小工作平合真康

高 《m)矿岩碳度系败
1612f>

54～5844~4639～41>12
4～IB3~4134~366~1
38~4~3829-31<5

准轨铁略运输移动于线的最小工作平台宽度见表1-4-9。

部分露天矿缓帮开采实际最小工作平台宽度见表1-4-10。

（3）用前装机装汽车时，工作面最小工作平台宽度主要取决于工作面的作业方式。

当前装挑向汽车装载时，如汽车用环形调车（图1-4-5，a），则按（1-4-8）式计算;

如汽车用折返调车（图1-4-5，b），则按（1-4-9）式计算;如汽车沿工作面直线运行（图

1-4-5c），则按（1-4-10）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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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轨缺赔运输移砷于级最小工作平合真康 囊 1-4-9

上三角工作平台宽度（m）高庞 爆政进尺燥缩宽度 下三角工矿岩泰度系数

单 千 舞平合宽度BA 双 干 贱

Na=A Na=2A -A丨Na(m)<) (m)<mn) (m)

49 5025 41 7?1o 7 6522～20 57$ 5 7s4 81i2

22 738 54? as1a
~12 25 54 870

6s4B15 S110 aa40
< 18 s 5 875934

注∶符号与前面的相蹈。

都分露表矿实薄最小工作平台宽度 囊 1-4-F0

最小工作平台宽度路，粪运 输 力 式矿 山 名 称职序 (m)略）

z 6
准轨铁路大孤山铁矿 13 35

东胺山铁矿 准轨线略 1s2 5
大冶东鑫天矿 准轨铁路、汽车公路 49~41z
海南铁矿 铁 路 4512
芝尖铁矿 平硼灌井、汽车 汽率35m15
朱家包包铁矿 铁路机车、汽车公露 汽车50m，机率66m
南芬铁矿 平酮溜井、汽车公略 30~4512
大宝山铁矿 45汽车公路-要斗 13
白银厂铜8 4～60汽车公路
水厂美矿北山头 准轨铁路机车 0010 12
水厂铁矿南山头 汽车公路 501211
河北石人沟铁矿 汽车公路 4518
矿山材铁矿 空轨铁略18 10 80-4
金岭铁矿 窄轨铁路i6 3012
马山铁矿 准轨铁路机车15 单娱4812
巴山铁矿 准轨铁路机车 双线4B12
苏联来哈依格夫采逸公 汽车公路18 2515
寄露天矿* 准轨铁路 1 40

注，引自《苏联主要焉天铁矿藏况》，驶翻广研所198年6月起杀。

Ba= 2R+ K。+C+ Z (1-4-8)

imsn=A-+C+R,+La+Z (1-4-8)

Bal=B,+C+T+Z (1-4-20)
式中 Batn-—最小工作平合宽度，m;

A——爆破进尺，m;
C——阶段（或爆破堆）坡底线至车体或道路边缘的间隙，一般取1血;
B，—燥堆宽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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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5 前装机向汽车装载时汽车调车形式

Z——车体或道路边缘至下一阶段坡顶线的安全距离，一般取3～4m;

R。——汽车最小转弯半径，m;
L-—-车体长度，m;

K。——车体宽度，m）
T——道赔宽度，T=2K。+2，参见下表1-4-11。

表 飞-4-1道 略 寘 图

4.2~4.83.2~3.8 3.7~41<2,6 2.7~3.1汽车宽度Ka（m）

11.010,09.07.0 6.0道路宽座T（m）

当前装机作采、装、运设备时，如前装机在工作面为环形调车（图1-4-6a），则接

（1-4-11）式计算。如前装机沿工作面单线运行（图1-4-6b），则接（1-4-12）式计算。

in远TD

图 1-4-B 前装机昨采装运设备时的最小工作平台宽度

4一前装机在工作面为环形调车，b-一首装机沿工作国单战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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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Basi-C+ 2R一Ka＋Z
Baln=B,+C+K。+Z (14-iz>

式中 R、-前装机退潞的最小曲线半径，m;
K．-前装机外形宽度，m、
7S--⋯-?堆宽度，m;

C-—阶段（或爆堆）坡底级至前装机外形的间隙，一般取1m;
Z——前装机外形至下一阶段坡顶线的安全距离，一般取3～4m。

4.2.1.3 挖巍机工作线长座
当工作面用挖掘机进行装载时，其最小工作线长度应满足挖掘机的正常作业，使挖掘机

有5～10昼夜的装载量;且要满足运输调车的要求∶铁路运输时一般不少于2～3列车长度。

挖掘机工作线长度一般分穿孔段、爆破段及采装段。
挖掘机工作线长度与挖掘机斗容、运输方式以及矿床赋存条件等有关，一般可按表1-

4-12选取。

囊 1-4-12挖 氨 机 最 小 工 作 袋长 度

挖擅机最小工作线长度（m）挖 掘 机斗 容

汽 车 运 输铁 路 运 韵an")

160>20D1~2
300300～4003-4
4c0450～ 500>4

每个阶段工作水平挖掘机的工作台数，根据运输方式配条，一般为;

（1）铁路运输单侧进车时不超过 2 台;

（2）铁路运输双侧进车时不超过 3 台;

3>汽车运输时为2 ～3 台。
国内外大中型露天矿，一般每个工作水平只配置1～2台挖掘机。只有当需要加强某水

平的开采强度时才增至 2 ～ 3 台。
国内一些露天矿的挖掘机工作线长度列于表1-4-13。

表 1-4-13部分露天矿挖掘机实际工作线长度
-_rr-.m..

每个阶段配挖掘机数量挖掘机工作规长度 运 输 方 式露天矿名称颠序 （台）

z（指沟）汽车公路305-500南芬铁矿 1（菜剥>
铁 路水厂铁矿
铁路300～800东胺山铁矿3

1~2汽车公路180～150白银厂损矿4
蛱 路340～600大孤山铁矿5 2-3铁路、公路380～500大治东懈天矿色 2-3公 路150-300兰尖铁矿7 1-2汽车，翼斗300-600大宝山铁矿 1~2汽 车300～50白云鄂博长矿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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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工作页布置和推进方向

采、剥工作面的推进方向主要取决于矿体产状、地形条件、运输和掘沟位置的布
置形式。

采矿、剥岩工作面的布置形式有三种;
（1）垂直矿体走向方向布置;
（2）斜交矿体走向方向布置，
（3）沿矿体走向方向布置。

一般露天矿，多采用沿矿体走向方向布置工作面。但对于露天采场尺寸宽度较窄面长
度较长的中小型露天矿，为保证矿石质量中和，使多水平同时工作，便于采场配矿，可采
用垂直矿体走向或斜交矿体走向布置采剥工作面。对于矿体厚度较薄、层数较多、品级复
杂的露天矿，应尽量用沿走向方向布置工作面，其推进方向应自上盘向下盘推进，以降低
矿石损失和贫化。

对于矿体厚度较大，矿层数较少、品级简单的露天矿，主要根据运输干线布置位置确

定其推进方向。
对于山坡露天矿，一般应沿山坡地形掘单壁沟，向边坡方向推进。

由于开沟位置及推进方向的不同，矿山基建工程量、基建时间、生产剥采比和矿石损

失贫化等各不相同，因此，应根据各矿山将点，合理确定开沟位置和推进方向。

4，2，1.5 分果及矿石损失、贫化

1。分果
用挖掘机进行装载、阶段高度为8～12m的露天矿，其分采厚度应不小于3～5m。

挖掘机在采矿工作面进行分采时，其生产能力须相应降低。

由于矿层产状复杂，要求对小于3～5m的夹层进行分采时，可采用降低阶段高度的方

法，把阶段高度分为2～3今分段进行彩装。此法一般只适于小型露天矿。

2，矿石损失与贫化
矿石损失率、贫化率和采出矿石品位，参照第二篇第十四章所列公式进行计算，但设

计中一般是用类比法，参照属内相似矿山实际的矿石损失率和矿石贫化率指标进行选取。

圆内一些矿山的实际指标见表1-4-14。

4.2.1，6 暂沟揭进

1，运输堑沟底宽
运输堑沟底宽，决定于运输方式及设备型号、岩石性质、掘沟设备规格和沟内铺设线

路数目。表1-4-15、表1-4-16列出按电机车运输和按汽车运输的运输堑沟底宽。

设计时应按掘沟设备的工作规格验证运输堑沟的底宽。堑沟底宽应满足挖掘设备的安

全作业。当采用汽车运输时，还应考虑汽车在工作面调车的要求。

2。开段沟和入车沟底宽

开段沟和入车沟底宽，一般按扩帮爆破不埋运输线路的条件确定，参见表1-4-17、表

1-4-18。
3。掘沟参数及指标

双壁沟的播沟参数，参照表1-4-19选取。
在掘入车汽和开段沟以及采剥移动干线三角工作面时，用挖掘机装载，其效率比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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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雪天矿山损失率、贫化率实例 寝 1-4-14

开采枝术条 件 .@"7我尖事% 矿石货化率 %矿 体 病 征
矿山名称

】可均l推进方向i 作 业 平均波度夹层}倾 菠 动产 状规模

6.0～6.45 6,25挖短机符厚特大 樟定歪头山铁矿
2.652.16~3,03.4~5.02.8挖掘机向可下盘特厚 少 dn～A6稳定特大南芬香矿
0.280.21～0.31i8-6.73挖掘机i（肉上盘特厚 65-80极少稳定特大大现山铁矿
0,280.2～4.37,3～8.942t~g3 挖掘机向上盘怨少特厚稳定特大东鞍山铁矿
2,52,2挖掘机50～80 .3~3 213-2.64向上盘厚 少较授定特大大冶铁矿
5.03挖掘机 5.75～自，135.79急倾别多中厚复杂大石河铁矿 大
G。13圪掘机 6.79 5.82～B.35切走问急倾斜多特罩特大 复杂水厂铁矿
2,B03.8挖掘机 2,45-3.2!向上盘急师斜!目待厚复杂海南铁矿 特大
[2.111.79～1z，科8挖馆机 6.08急倾参每厚复杂铸大兰尖铁矿 4挖掘机身形倾斜厚幽定特大 多德兴铜矿 1.984.1 (.1~2.5挖掘机25-55切走向中厚较稳定中员基山铁矿 -
5.8114.59挖掘机急倾料多中厚复杂中小员乡铁矿

3~5挖测机 2-3向下盘60～7厚稳定白锡厂铜矿 大
3.3~7.8 4.1.L挖掘机 5-1.间1切走向70中厚较稳定中松北矿

1,6p.2～122.8挖掘机-厚稳定 少苜升子石灰石旷 大
13~24j挖掘机12~22厚置杂乌龙泉石灰石矿 大 5.2*4.9~5,80.5 o,3挖猴机j8～12501图土矿

注，*为疲石混人率。
囊 1-4-15电 机 牢运 输的运 输壁 沟 廉 宽

会让线加宽四  线线双， 钱 线就距 (m)(m)(m)(m><mm)
1.021.017.g.91435 0,518.515.011。57.6930
0.516.413,410.7.0762 0.515.011.05.0g.5600

表 1-4-15汽 库运输的 运输 暂 沟患宽

运轴錾底宽（m）路面宽度〈m）汽车宽度m）

11<2.6 122.7~3.1 133.2～5.8 1s103.7~4。1 15L1s,2～4,6

囊 ）-4-17挖播机混沟、铁路运输时的射淘底宽

开段沟及人车沟底宽（m）运输望沟候宽【;积│机车帖薯重量挖烟机铲斗容积阶没高度 r>12f=6～12f<6(m>(>(m*](m)
2D161s130以下0.6～110 2420181280以下3~41z 3024201680以上9以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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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握枳测沟、汽率运输时的教沟桌直 表 1-4-18

开段沟及入车淘底宽（m）运输哌沟床宽汽车裁驱量阶段高度 挖漏机于斗幂积

/>12(t ) f=6-12<8<m) 《m*)

3.5~7 160、5～1.010
7~253~412
26以.上 202014 月以上

裹 1-4-19

墅 沟 规 格
主 要 设 备衡 沟 方 式

新面（m'）宝宽（m）段高（m）

18 2201台1m2挖爆机 10铁路运兽平转车
20 30p）台4m"挖掘机铁路运编平装率

3002012i台4m2挖掘帆铁路运输平装车

1台专用机车训车（搜式调率） 300201台3m2挖掘机长臂铲分层掘沟
1台4m2范翻机

22018161台lπ'地掘机汽车运输焊沟 30020121台4r3*挖鼎机汽车运验棚沟 22018人工装年，辅助卷扬提升人工星沟

·4m'挖掘机改装，可上装6m阶段高

正常采剥工作面的装车效率要低些，参见表1-4-20。

我 1-4-20三角形工作画的蒙象败率

效率降低〈??站 输 方 式挖掘机作业性质

3D～50机率运输入车为
10～15汽车运教人事沟
20-40机本运输开段沟
周机车运输移动干线三角工作面

4.2.2 陡帮开采的翻舍阶段工作辆

4.2.2、1 组金阶段开采
组合阶段开采是把剥岩帮的阶段分为若干组，每组由一个工作阶段和若干个临时非工

作阶段组成（图1-4-?）。一般以3～5个阶段为一组。每组阶段内自上而下逐个阶段轮流

开采。上一阶段推进到预定的宽度后，设备转移到下一阶段开采。当一组中每个阶段均推

进到预定宽度后，即完成一个剥离循环（或称周期）。每组阶段一般只配置一台挖掘机作

业。剥岩周期一般3～5年，参见图1-4-7。

4，2，2.2 倾斜条带式开采
倾斜条带式开采是沿采场空间四周（或分为几个区段）把剥岩 帮 划分 为若干倾解条

韦，由里向外扩帮。各阶段从上到下尾随式开采。尾随的工作平台长度，根据运输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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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组合阶段结构
B一组合阶段一次推进宽度，5一安全平台宽度，B，一工作平台宽度;H-每组阶段高度，A-阶段高
度;a一阶段坡面角，1，2，8，1，2'，s一分别为上、下组阶段开采顺序，φ-工作帮坡角

工作面运输线路布置确定。一般150～250m。各阶段上除正在作业的地段有较宽 的工作平

合外，其余地段仅留较窄的安全平台（图1-4-8）。每个作业阶段上一般设置1台挖掘机。

双侧进车时，可设置2台。当剥岩帮上每个阶段均推进到预定宽度后，完 成一个剥岩周
期。剥岩周期一般1～3年。

I一I

图 1-4-8 倾斜条带式开采

4，2，2，3 脆帮开采主要技术要素
1。组合阶段的高度H
主要根据剥岩周期，设备生产能力，采场空间等因素决定。

(1-4-13)H=位

式中 H——每组阶段高度，m;
r ——-一组阶段的工作挖掘机数;

Q——挖掘机生产能力，m2/a;

T——剥岩周期，a;
B-—-扩帮带宽度，m;

L---扩帮带长度，m。

2。工作平台宽度B。
是扩帮带宽度和安全平台之和，但不应小于最小工作平台宽度，B，主要根据采装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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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作业要求决定。其他因素确定之后，工.作平台宽度越小，工作帮坡角越陡。国内外部
分金属矿山最小工作平台宽度见表1-4-21。

囊 1-4-2】工作平台宽度最小管（m）

工作平台宽 备 注装 运 设 备矿 山 名 称 度8。（m）

，国内矿山
双侧配车（设计F）PH2300挖掘机，154t汽车 50物兴悯矿

（设计）45PH2300挖掘机，I54t汽率齐大山铁矿
〔设计）5011.5m*，16，8n2挖掘机，154t汽车同家营铁矿
（设计）4~4.8m2挖猫机，8-）0MN电机率海南铁矿

3515～32汽率
454m'挖掘机，201汽车弓长岭独木采场

（设怙》6011.5～16.8m'控掘机，16a汽车南芬跌矿
404m*挖掘机，3，5～15t汽车测阳磷矿

2.国外矿山
双侧配车45PH23q0挖掘机，1541汽年巴格达铜矿
双铤配率46PH2300挖掘机，15A汽车碧鸡铜矿
双侧配车48PH2300挖据机，15u代〈车腾∶铁矿西采场
单侧纪车4IPH2300挖尾机，15J汽本实厄海

8BPH210挖掘机，）551/车布干维尔铜旷

3.安全平台〈或称临时非工作平台）宽度

以能截留大部分燥破滚碴为原则，一般为10～20m，当安全平台兼作运输 线路时，其

宽度应宽些。
爆破滚渣抛梯距离可参照矿山实测资料确定。北台铁矿的测定 资料为∶抛掷距离10m

以内的滚石占95.4??1!n～20m范围的滚石约占1??大孤山铁矿的测定资料∶混合岩抛

掷平均距离为14m，花岗岩为21m;扫道（铁路运输）宽度在混合岩区为8m，花岗岩区为

9.5m。
4。工作帮坡角φ按下式确定，参照图1-4-7。

(1-4-14)tg=B-+（*-1）b+*hctgφ

式中 n --台阶数;

其他符号同前。
部分露天矿工作帮坡角值见表1-4-22。

德兴佩矿（国外设计）采用的组合阶段工作帮结构如图1-4-9。

图 1-4-9 资纲矿组合阶段工作帮结构示套图（熵外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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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露天矿山工作 帮 敏 角 表 1-4-22

安全平台宽度δ（m》言 山 名 脉  注工作餐坡角φ

1.国内矿山
德兴啊矿（国外设计） 25*
齐大山铁矿（国外设计） 25°-30*18

组合阶段开采，设计值司家营铁矿（国外设计） 30°-40*5
阈 上19*大孤山铁矿 20
同 上20°37'南芬使矿 15

号长岭独木采场 倾斜条带开采20°-26"16
20~27*洲阳调矿 10.
2z*~28" 倾斜条带开采，设计值20海南铁矿

2，国外矿山
40°-45°料利维尔铜矿（南）

组含台阶开采20"～80'15碧玛铜矿（美）
阈 上25*～30*西靠里将制矿（美）

组合台阶开采28"宾汉铜矿（美）
同 上26*纽曼山铁矿《澳）

倾斜条带开采37"卡西厄石矿〈加）
20°宗料洛夫一1尔拜铁矿（苏）

南芬露天矿设计采用的陡帮组合阶段工作帮绪构如图1-4-10。

1--60～80-

—60 ～80-

图 1-4-19 南芬露天矿组合阶&工作帮结构示意图

4.3 轮斗挖掘机采剥法●

4.3.1 概 述
轮斗挖掘机在三十年代开始用干露天剥离，轮斗挖播机采剥法是由轮斗挖掘机、胶带

输送机和排土机（或汽车、机车）等设备所组成的一套连续式作业工艺。

国外使用轮斗挖掘机连续生产工艺简况参见表1-4-23。

轮斗挖掘机除在褐煤露天矿获得较广泛的应用外，还在锰矿、铝土矿及非金属露天矿

中使用，例如苏联奥尔忠尼启则露天锰矿用SchRs150024/6型轮斗挖掘机进行剥岩（黄

泥和粘土组成的含水量较大的岩石）;阿洛卡尼露天铝土矿也采用轮斗挖掘机连续工艺。

●参考资料，1）"轮斗挖掘机在国外露天矿使用概况"长沙果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烧《矿山设计通讯》IB78年

2）"露天矿设计参考资料"及"出国考查报告"燥呲都露天煤矿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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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下-4-23因外使角轮斗挖源机连续生产工艺简况

每台月弱离量 备连 续 生 产 工 艺起 家 注

为第一代大型轮斗机其工作重量73ot11SchR，58/21.5型轮斗机i上挖高53m，下联邦
（实方）挖深2.5m）谢侯 __.____-..⋯-.—-——

为第二代大型轮斗机Z4α邦 SchK，6300 51/s～ir 型轮斗机（斗轮直!
（实力）德围 经21.6n，配胶带宽3，2m）......-—___——

正在设制第三代大型轮斗机联邦请也 斗轮直径28米，配较带宽4m 3D（实方）

在东部克哈玛褐煤露天矿上郁剥离SR，12bb型轮斗机配铁路运输（100I 电机民出
率态引404 白翻车）德品

东幅采场SR，1200型她斗机配胶带机

其他采场SR，630和SR，315 型轮斗机配窄轨铁略运
愈

伊利诺斯州露天矿上部尉岩用连续工艺，允斗机带排土悬冒直接向内部排弃场排弃英阔
下部坚硬矿石用单斗挖掘机剥离物

西伯利亚将媒露天矿中小型绝斗机配胶带机、排土机联合作业 1250cn*'/h苏联

我国1972年开始设计WUD400/700型小

型轮斗挖掘机，于1976年8月～1978年9月在

茂名石油公司露天矿进行工业性试验，挖掘
砂土、粘土、油页岩和少量坚固均质泥岩。

国产WUD400/700型轮斗挖掘机的试验
条 件为∶ 砂土层厚2～6m，个别达 11m，段
高8～10m。在采掘带宽16～18m 的工作面
上，与转载机、胶带输送机和排土机配套使
用，形成采、运、排连续工艺。该试验总挖
掘时间达200h，挖掘砂土和页岩总剥离量为

图 1-4-11 国产轮斗挖掘机外税图 22.82万m*（实方）。
近年在云南小龙潭露天煤矿一坑，用该种小型轮斗挖掘机配宽1m的胶 带输 送机、排

土机等设备，继续进行试验，组合阶段总高度为25m，分阶段高度7～8m，胶带 从工作面

至排弃杨运距6.2km。
国产轮斗挖掘机的外貌参见图1-4-11。

4.3，2 轮斗挖握机的使用工作条件及其配套设备

4.3.2.1 对矿者物蓬机械性、临料粒（缺）度的要求
由轮斗挖掘机、胶带输送机、排土机（汽车、铁路机车运输）所组成的联合系统具有

较大的生产能力，已成功地使用于中硬以下岩土剥离工作，尤其是缓倾斜矿层上部所覆盖

的岩土最为合适。如中欧缓倾斜露天煤层，其上部覆盖层一般为表土和胶结松软岩层。用

轮斗挖掘机不需要燥破便可直接挖掘。
在一般情况下，用一般方法爆破的坚硬矿岩的矿山，都不适宜选用轮斗挖掘机进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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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其主要原因是;燥破后矿岩块度超过500mm的比例较多，这些大块矿岩无法用轮斗挖
掘机挖掘，也不科于用胶带辂送机运输。

轮斗挖掘机在设计上已经考虑了矿岩的粘性问题，如 国产 WUDA00/700型轮斗挖掘
机，有两种铲斗型式，一种为挖掘硬岩的刚性满底斗，另一种挖掘粘性物料的柔性链条底
斗。两者可以随时更换铲斗。

4.5.2，2 与轮斗挖掘机配套使用的运输设备
与轮斗挖掘机配套的运输方式有;胶带输送机、公路汽车或铁路列车三种。
1。轮斗挖掘机与胶带输送机配套
这种方式是较理想的连续生产工艺，现代已发展为轮斗挖掘机与高速胶带输送机联合

作业。胶带转速高达3.8m/s，带宽8，2m。此方式可用于大、中型 露天矿。一般，露天矿
配备有两套完全独立的果运系统，一套用于矿石，另一套用于废石。

2。轮斗挖掘机与汽车运输配套

这种方式适于运距短的小型露天矿，尤其是选别开采多品种的复杂矿体时，一条胶带
输送机难以完成运输多品种的任务，此时配汽车运输更合适。这种连续-间断 工艺，要求
汽车要有足够备用数量，即汽车要等待轮斗挖掘机装车，并要求轮斗机的卸料臂有特殊的
装车装置，以便将物料从已装满的汽车转到空车上卸载，一般是配置分岔式卸载漏斗以保
证连续作业。

3。轮斗机与铁路列车配套
这种方式适于走向较长的露天矿。采剥工作面要铺设双轨，单侧进出车时，在平台上

要布置会让站。此方式可利用轮斗挖掘机的卸载悬臂直接向铁路车辆装载，也可通过中间
联接桥和转载机联接的专门装载设施向铁路车辆装载。为保证能连续装载，一般是配以带
十字形滑动鞍座的卸载装置，参见图1-4-12。

4。轮斗挖掘机与胶带输送机联合系统与铁路列车配套
此方式适于矿岩运距较远，矿体走向较长的大、中型露天矿。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

褐煤露天矿，用轮斗挖掘机挖掘矿岩，经移动胶带输送机倒装入准轨铁路列车车辆，沿铁

路干线作长距离运送至排弃场或卸矿地点。
5。轮斗挖掘机与单斗挖掘机配套使用
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许多露天矿中，其上部覆盖层由松软表土组成，用轮斗挖掘机配

移动胶带输送机剥离，其下部坚硬矿岩经穿孔爆破后仍用单斗挖掘机装载重汽车外运。这
种方式比单独使用单斗挖掘机的经济效果要好些。

4.3.3 轮斗挖掘机的工作面布置及其工艺系统布置方式

4，3.3.} 轮斗挖掘机的工作面形式

轮斗挖掘机的工作面形式有四种
1。侧工作面

侧工作面是轮斗挖掘机沿矿层走向布置工作面，在工作面一侧沿工作线进行挖掘工作
（一般为上挖侧工作面）。

，2。端工作面
随着履带走行轮斗挖掘机的出现，普遍采用了端工作前，参见图1~4-1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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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3 上、下向挖掘的轮斗挖图 1-4-12 轮斗挖揭机向铁路

掘机端工作面示意图车辆装载示意图
1-舱斗挖混机;2—上阶段端工作面; s-B带输递机，a1一轮斗挖翻机上挖时挖圈半径。a一轮斗挖翘机下

4一下阶段端工作园挖时挖掘半径。b-联换桥跨距〈从轮斗机中心线算
起）;b，一联接桥尾部至铁路中心线跑离

端工作面是全连续工艺中广泛采用的一种轮斗挖掘机工作面。它布置在阶段的端部，

每个阶段分成若干个分层。对于斗轮臂集不可伸缩的轮斗挖漏机在挖掘每个分层时不移

动，仅斗轮臂以轮斗挖掘机走行中心线为准向两侧回转一定角度进行挖掘工作。

斗轮臂架可伸缩的轮斗挖掘机自上而下挖掘每个分层时，只需下放并回收斗轮臂架，

参见图1-4-14和图1-4~15。

-R一
-Tr

tTYrT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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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15 斗轮臂架可伸缩的轮斗挖图1-4-14 斗轮臂架不可伸缩的轮斗
赭机端工作面示意图挖掘机端工作面示意图

3。半端工作面
轮斗挖掘机在半端工作面上的行程较侧工作的短，但比端工作面的长，因此，要配备斗

轮臂架能伸缩的或长斗轮架隐覆带式轮斗挖掘机。轮斗挖掘机在半端工作面主要采用垂直

切片，其分段高度一般等于矿（煤）层或夹层厚度，半端工作面主要适用于挖掘层次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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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的矿〈煤）层，半端工作面参见图1-4-16。
4，尽头式端工作面

在开挖倾斜入车沟及水平开段沟时，因受作业场所的限制，采用尽头式端了作面，参
见图1-4-17。

2

1

图 1-4-17 尽头式菊.工作面示意图图 1-4-16 半端式工作面示意图

1一轮斗挖握机;2一汽车;3-J政沟

4.3.3.2 轮斗挖操机的工作面布置方式
轮斗挖漏机工作面布置方式可分为采剥工作面和掘沟工作面两种布置方式。

采剥工作面布置方式∶
1，配胶带输送机
1）向工作面胶带输送机直接装载
轮斗挖掘机利用本身的卸载悬臂直接向胶带输送

机进行装载工作。此方式主要适于小型轮斗挖掘机生

产工艺。具体布置，参见图1-4-16。
除上述布置方式外，还可以在一个平台布置 1台

带长卸载悬臂，可进行采矿和剥离的上向挖掘轮斗挖
掘机。工作面胶带输送机铺设在与轮斗挖拥机同一水

平上或铺设在内部排弃场顶盘，剥离物由长臂轮斗挖

掘机直接进行内排。这两种方式适于覆盖岩层不厚的

水平或近乎水平的矿层进行采、剥工作。

2）配备有自行式悬臂转载机的轮斗挖掘机 的布

置方式 图 1-4-18 上挖轮斗挖掘机向同平台
此布置方式适于采用中、小型轮斗挖掘机的露天

的胶带输送机装载工作面布置示意图
矿。其优点是，通过转载机特矿、岩转载卸入胶带输

送机以增加胶带输送机的移设步距，减少其移设次数，有利于实现组合除段布置及增加

组合阶段的总高度。其缺点是，由于轮斗挖掘机的卸载悬臂与悬臂转较机之间没有其他机

构，两者在转载时"对中"工作较困难，此系统多了一道转载，增加了轮斗挖掘机的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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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具体布置方式有下列七种;
悬臂转戟机、轮斗挖掘机和工作面胶带胶带输送机在同一水平工作;
悬臂转载机和轮斗挖掘机在同一水平工作，胶带输送机在下水平工作;

轮斗挖掘机在上水平、转载机和胶带输送机在下水平工作;

轮斗挖掘机在上水平、转载机在中间水平、胶带输送机在下水平作业;
三个水平配备2台帝悬臂排土机的轮斗挖掘机，胶带输送机布置在中间水平，

上水平配置上、下向轮斗挖掘机，而下水平配置上向挖掘轮斗机;

四个水平配置两台带悬臂转载机的上、下向轮斗机，胶带输送机在中间水平工作。

3）带中间联接桥的轮斗挖据积王作面布置方式
这种布置方式最基本的有如下三种;
1个阶段布置1台轮斗挖掘机和1条胶带物送机，图1-4-19为最基本的布置方式;

两个阶段布置1台能上向及下向挖掘的轮斗挖掘机，1台胶带输送机布置在两个分阶段

之间的中间水平上;参见图1-4- 20。

图 1-4-20 二个平台共用 1台能上向及下向挖掘的轮图1-4-19 1个平台布置1 台带中间联搂
斗挖损机和 1 台胶带输送机的布置图桥的轮斗挖撇机和 1台胶带输送机布置图

H;、f 一分别为阶段高度

为避免轮斗挖掘机跨越工作面胶带输送机，可把胶带输送机布置在下分阶段的外侧，

两个平台布置1台上向挖掘的轮斗挖漏机，胶带输送机布置在第一个或第二个阶段平

台上，轮斗挖调机用上挖方式。

d）组合阶段的工作面布置方式
这种布置方式在露天矿的设计中使用较广。阶段为组合式的，由主阶段和若干个分阶

段（一般是2～3个分阶段）所组成。此组合方式的主要优点是增加了轮斗挖掘机的总挖掘

高度和减少了胶带辖送机的移动铺设工程量。但目前采用连续工艺方式的露天矿，因其开

果深度都不大，对此方式尚缺实践经验。
根据胶带输送机的铺设位置及轮斗挖掘机的不同挖掘方式，组合阶段的组合方式有很

多种类。图1-4-21是组合阶段轮斗挖掘机配胶带输送机、转载机的一个典型配量方式。胶

带输送机和转载机位于同一平台上，不移设，不调动。第一主阶段为上挖阶段，第二、三、

四阶段为分阶段。胶带输送机和转载机布置在第二分阶段平台上，轮斗挖掘机完成主阶段

上挖和第一分阶段的下挖任务后，向下转移至第二分阶段平台工作（上向和下向挖掘）。

在组合阶段作业的轮斗挖掘机，如本身不带联接桥或只配转载机时，则轮斗挖漏机必

须在各平台间由上而下依次调动。当调动至最底一个分阶段之后，要返回至上部阶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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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 组合阶段配胶带机，转载机布置方式示意图
H--总阶段高度，月，H2，;H，H。一分阶及高度

业。为此，设计中对平台的宽度应保留修筑供轮斗挖掘机调动使 用的斜 坡道所必须的宽
度，待下一循环作业时再挖掘这部分工程量。

联邦德国的褐煤露天矿，一般使用组合阶段布置方式。
组合阶段接阶段总高度，采运生产能力的大小，分为大、中、小型。
大型;组合阶段总高度约98m，采用四个阶段组合，主阶 段高50m，上分段高13m，

下分段高15m，下挖分段高20m，用SchRs-490-50型轮斗挖掘机工作。设1

7800t或14000t。两种设备的采运能力分别为10万m3/（实方）和20万m2/d（实方），
设备的总挖掘范圈98m，斗轮臂架上96m，参见图1-4-22。

图 1-4-22 组合阶段工作面布置方式示意图 （大型）
1一轮斗挖掘机，2—转较机，3—工作函胶带辙送机

中型，组合阶段总高度约50m，采用三个阶段组合布置方式。上挖主阶段高28m，上

>段高12m，下分段高10m，下挖深5～6m。用SchR，0.28型轮斗挖调机工作，

总重3800t，采运能力6万m*/d<实方），设备的总挖掘范!50m，参见围1-4-23。

图 1-4-23 组合阶段工作面布置方式示意图（中型）

小型∶组合阶段总高度36m，采用三个阶段组合。上挖主阶段高24m，上分段高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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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挖深（m，用SchR，-52旦2s型轮斗挖掘机工作。该设备总重240t，采运能力3.5万m/4
（实方），参见图1-4-24。

图 1-4-24 组合阶段工作面布置方式示意图（小型）

2。工作简配汽车运输或铁路运输

工作面用轮斗挖掘机挖掘矿、岩，装入载重自卸汽车或装入铁路车辆外运
3。工作面采用悬臂排土机或运输排土桥向采空区排弃废石
此方式主要适于水平或近水平矿层，允许剥离岩土直接向采空区排弃。此方式在美国

使用较广，参见图1-4-25，图1-4-20。

图 1-4-25 轮斗挖妈讥配装臂排土机进行内排的工作面布置示意图
1~-轮斗挖酱快，2一悬惊排土机，3一内排排奔场;4一矿展

图 1-4-26 轮斗挖掘机配运输排上桥时工作面布量示意图
1一轮斗挖掘机，3一运检排土桥，3—矿墨，4-内播排弈场

适用运输排土桥的条件是;
矿层水平或近似水平，矿层起伏及覆盖岩层厚度变化都比较稳定，工作线基本呈

直线。
一般运输排士桥的受载机构和轮斗挖掘机的仰载装置固定在一起，形成轮斗挖掘机一

运输排土桥机组，
4。用轮斗挖掘机直接填挖的工作面布置

此方式一般用于山坡露天矿开挖单臂略堑，道路路基。轮斗机可半挖半填，无需在工

作面配运输设备。
当轮斗挖掘机在沿工作线全长采完一个采掘带之后，须重新开挖新工作面，这时可用

轮斗挖掘机直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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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3 轮斗挖掘机工控系统布置方式

在轮斗挖瞩机配胶带输送机工作的工艺系统中，⋯般每个阶 段 只布 置一 台 轮 斗挖
掘机。

一般的工艺流程是;布置在剥离阶段上的轮斗挖掘机，经转载设备将剥离物装载到工
作面胶带输送机上，通过悬臂转载机将剥离岩石转载到排弃场的胶带输送 机 及 排 土机上

排弃。

矿石出轮斗挖掘机挖掘装载到胶带输送机运往选矿厂。
剥离物内排时工艺系统布置见图1-4-27，

prrrr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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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7 内择时工艺系统布置图

1一轮斗挖掘机，2一胶需输送机，3一在排弃场工作的排土机，4一带联损桥的轮斗机，或配转较机
的轮斗挖掘机

图】-4-27中的a图为单翼布置，其入车沟布置在一侧的一个剥离阶段上，用一台轮斗输
送机配1条胶带输送机和1台排土机。图b为两翼布置，入车沟布置在露天采场中间，1个剥离

阶段的系统布置。图c为两个剥离阶段，入车沟布置在两侧端帮时的系统布置。图山为入
车沟布置在露天采场中间， 2 个剥离阶段的系统布置。

4.3.4 轮斗挖掘机工作面参数计算

4，3.4.1 阶段高度
应根据土、岩物理力学性质以及采掘工艺确定（参见图1-4-28）。
1。上挖时的阶段高度H

(1-4-15)H=Lsinα+ C+h,-R
式中 L——斗轮臂架长度，m;

α——斗轮和站立水平面间的夹角，度（°）;
R———斗轮半径，m;
h，——第一分层挖掘高度，m;

(1-4-16)h,=(0.4～0.75)D

D-——斗轮直径，m。
用上挖水平切片时，其江值可略低于垂直切片的A值。

2。下挖深度
当阶段高度较大时采用，合理的下挖深度可按下式计算∶

(1-4-17)Ha=(0.24+0.002Hx)Hy

式中 H，——下挖深度，m;
Hy——上挖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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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2 采据带宽度A
A值与阶段高度丑，阶段坡面角及轮斗挖掘机桨翘国内、势卧转角有关。
（1）不可伸缩的歌架式轮斗挖掘机，其A值可按了式计算∶

(1-4-18)A=Rw（sinφ;＋sinφg）-（H-一h;3ctg
式中 R——轮斗挖掘机最大挖掘半径，m;

φ、φ——为斗架向工作面内侧和外侧的回转 角，一般φ小于或 等于80°，φ小于

40°～50°;
a—阶段坡面角，（*）;
H——-阶段高度，m。

（2）可伸缩臂架式轮斗挖掘机，其A值按下式计算∶
(1-4-ID)A≈Rnsing;+Risinφ。-IHctga'

式中 Rw--挖掘最上一个分层时的挖掘半径，m;
Rw——挖掘最下一个分层时的挖通半径，m;
z——端帮工作面的坡面角，（°>;

斗轮臂姗的伸缩量应符合下式∶
(1-4-20)Ls≥Hctga'

式中 Ls——斗轮臂莱允许的伸缩量。

(H- h)tga

图】-4-29 始工作面（斗轮臂果图 1-4-28 上向垂直切片时阶段
不可伸缩杀件下）采播带宽度计算示意图高度计算示意图

轮斗挖掘机生产能力计算详见本篇第八章。

4，3.5 实 例
4.3，5.1 苏联真忽忠尼蛊则龙共锰矿的易离作业

1。矿床地质概况
矿床属欧亚型大型锰矿，矿层最大厚度为5.5m，表土覆盖厚度达80~90m，年利离盘为1200万m2

（实为）。
覆盖层由粘土和黄派组成，除绿色粘土外，都可以用轮斗挖揽机挖掘。但由于土质含水量高达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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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对铲斗和卸料板粘附严重，致使挖掘过程产生烈难。

2。生产工艺、设备配置及工作面布置方式
采用轮斗机——胶带机——-排土机连禁工艺，各工作面采用平行推进。剩离工 作面长2000m，宽

1200m，用组合阶段方式。阶段总高度36m，分三个分段即上挖主要分段高24m，上挖分段高6m，下挖
分段挖亮6m。

上挖主要分段配备，
5cap_1500q测补 3t始n gs —2—24型轮斗挖掘机 （装机容量2340kW，工作重量2400t）;

台BRs3*3014，5型胶带卸料

1台履带式排土机ARs-81《24～28），工作重量925t，《上排高度20m，下排离度28m）;

1台履带式电缆盘车TR（100＋150>，<带架油发电机，用于单独行驶，工作重量81）;
1台电缆盘车TR（100+ 60）工作重量41t，（用于排弃届）。
还有7条带宽B=1800mm的胶带输送机和1部轨道式爬坡运输机，1台重型履带式推土机等，参见

困1-4-30。

0工

图 1-4-30 苏联奥尔忠尼启则嚣天懂矿平面布置图

1、2、3、4、5，6、7一胶带输送机编号）A一轮斗挖掘机B-排土机

4，3.5，2 苏联赛幕斯内戈尔渐基儒天量矿删离
该露天矿位于库耳熊克的西北，以米夏洛夫斯克锰矿区，锤矿层上面覆董层厚32～60m，矿山年剥

离量为1500万重2《实方）剥离物性质与奥尔忠尼启则露天猛矿相似。

该矿用轮斗机-胶带机-排土机连续工艺进行剥离。剥离工作面长1800m，用平行德光紫。阶段总

m，分上、下两个各15m的分段。在分段上各配备1台 SchRs 213型轮斗挖揭机（装机

1090kW，工作重量900t），工作面胶带输送机的移设步距为33m。
轮习挖掘机的装料胶带长41.0m，可以塑动，并能升降。双履带行走机构的胶带机长81m，可旋转

360°，胶带臂架长41m和8m，可单独升降+10m室-10m，这样布置使系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表1-4-24列出两个露天矿剥离设备的主要参数。

剥离.E作参见图1-4-31，图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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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再个露天猛矿剥育作业的比较 囊1-4-24—-__w__.-_.n
_奥 尔芯 尼自则避莱斯内文尔斯基露 天 矿 （最低-2.5 ℃，冻结深0.3m》（生产至-25 C，- 40℃停产）

3
】1966年10月投产时间 1864年
1200设计剥离量（实方）（万a'/a） 15un

48～t0 2阶段挖掘32～50要盖层厚度（《m）
36 最高432×10挖掘高度（m）

凸是纪和侏岁纪的砂汇和粉土土填种类
36??上3?32??上自然阻度
13.8～37%18?2%塑性极限
最高500最高50Q0设备的理论生产能力（m'/h

SchR。30",312×SchR,50-13轮斗挖掘机型号
r3402×1030装机容量<1W）
24002 x 900工作重量（t）
,t1.0对地压力（×0.1MPa）

BR,2。3⋯4·2xBR.11胶带车变号
3072×208胶带车工作重量（）
620g2400运输平台胶带机总长度（m>.

1800 4.51400, 5.D带宽（mm），带速（m/s） 6000500装机功率（$W>
8033移宣宽度（m）

1600AR，面23 AK3+6排土机塑号
725工作觉量《t）

0.740.52平均对免压力（ × b.1MPa）
6.6.0卸料胶带速度（a/s）

4.3，5.5 苏皇南革角尔达触砖（Onondacht）量天牺土矿

该矿位干南美洲帕趋马里博以南20km，于1942年开始建设，1942年产铝土矿石1.8万;，1966年贺

土矿产量达180万t，年剥离量500万m2（实方）。
露天矿区大都分为沼泽地区，鹤土矿层之上覆盖有厚达7m的坚硬粗砂高岭土，再往上为粘土和硬

粘土所覆羹。
轮斗挖掘机和排弃杨排土机由联邦德国日贝克公司提供，其技术参数见表1-4-25。

移动式和固定式胶带输送机部分由美国厂家供应，部分由联邦德国供应。

露天矿剥离工作面长1000m，两台独立作业的轮斗机系统各分500m。

轮斗挖操机的挖操宽度可达100m。
在500m长挖掘工作面中所遇到土壤为结构致密的粘土层，中碳，挖掘时需要很大的切割力。带有机

植物残渣的沼泽粘土比校松救，但容易帖附，并且易子结块。

SchR，2915墨轮斗挖掘机的生产能力可达430m'/h（实方），轮斗机—— 胶带机——排土机联合

系统取得了良好的剥离效果，尽管作业条件比较差。196年，工作时间达5000小时，每台年剥离量达

358万m2/a（实方〉，参见图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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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1 赛莱斯内戈尔斯基露天锰矿剥离作业示意图
1～4~胶带机编号，移动式，长4×$0ma5一6号胶带机，长142zm，固定式;6-6号胶带机，长
300m，移动式，7-7号胶带机，长103m，移动式;-胶带卸料小车，s-中央瓷断站;10-推土

机，11一轮 斗挖掘机，12—露天矿开采填界，13一天矿度石场扁形工作面系统

表 1-4-25苏屋南昂弗尔达都响露天矿主要设备技术参散

炮作 对力生臂架长度〈m）斗 轮轮斗机、胶带序 压 方T量xo,i Q如料斗轮卸料机型号 斗数φ（mn）号 /in)kmF/) MPa>《t)(x*/b>胶带kW)份

5.2 10.89?7o 430s 54022,0 80.0120ScR,2 71958I 转盘

1200 104BR，立型19592
译粘土 0.9615501963 7856a25170SchR.变 31129.03 达8D-64

0.51105BR，正8196s
b.61114BR，i.6与51194

1,21670158030.0SchR.4四. 7.41388

注，φ——斗轮直径;Q。——-每分钟能力，Qa，—每小时理论能力，Qr—每小时实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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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3s十2-—十-4--2-3--s

图 1-4-32 赛莱斯内戈尔斯蓄露天矿开采断面图

图 1-4-38 昂多尔达赫特露天矿轮斗机-胶带机-排土机工艺系就示意图

1、2、3、4，一排齐场编号。5-轮斗挖据机，A、A、A、4、A1、E、B，B、B、B一胶

常输送机

4.4 前装 机 采 剥 法

运距不大或运距和坡度经 常变化的中小型露天矿，常把前装机作采、装、运设备

使用。

4.4.1 篇装机作采、装、逐设备的合遇适距

前装机代替单斗挖掘机配自卸汽车的合理运距与露天矿的年产量和使用的设备规格有

关，参见表1-4-26和表!-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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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在109万t以下的合罐量题（m） 表 1-4-20

16 5030 80露天矿年产量（万t）

2,254 2,2542,2542,25前装机斗客（n"）

2710 1010 372727自卸汽车缴重（t） 10
160 10110 802601704703

19028o 131190450r8e 280
2336D 17240540359920
600750560 40011998009.9
57044016

康 1-4-27年产量在10万I以上的合题遗距（M）

散 装 机 斗 容 （m'） 2,25
10 27自卸汽车载量 量 （t）

8671
1081184
148155
34T3849.9

43218

4，4.2 阶 股 高 度
阶段高度与雷岩方式有关，可参照表1-4-28确定。

囊 1-4-28采用前美机采别时的阶段高度

7.82,8～5.5<2,8前装机斗容（m"》。

321
4~5浅孔 孔深（m）

倾斜中深孔孔聚（m）∶
≤I2≤10孔径85～105mm的回转钻（1一8排）

10-12孔径150mm的醋孔帖（1-2操） 10-12<10孔径76mm的履带轮式醋岩机（1-3排）

4.4.3 最小聚据带宽度
铰接式前装机的最小采掘带宽度是由前装机的铲斗宽度、前装机与燥堆下都边线或阶

段下部边线的距离（0，4～0.6m）相加而得。因为大型前装机的斗宽达细m，故大型铰接式

前装机和小型后输转向式前装机的最小采掘带宽度为4.5～5m。

4.4.4 工 作 线长 度

用爆破法预先松散矿岩时，前装机的工作线长度可按（1-4-21）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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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1-4-21)

式中 L——工作线长度，m;
n-—前装机每天工作班数;
Q——前装机的班生产能力（实方），m2
N——-已爆破区段的可采天数，一般为5～10天;

图 1-4-34 前装机斗容示意图 H———阶段高度，m;
】-档板，2-斗刃，3-学斗横断面积

4-—--爆破带宽度，m。

4.4.5 前装机斗容选择
前装机斗容一般分为几何斗容与额定斗容。参见图1-4-34。
根据所开采的矿岩容重和特性选择前装机的斗容。表1-4-29和表1-4-30列举了"卡特

皮勒"、阿利斯·恰尔默斯"公司推荐采用的斗容。

囊 1-4-29混容囊不同矿岩所推神的斗客

被铲理矿岩的容重斗容（m'）发动机功率（×0，745kW）前装机型号 kg/m)

78～9503,8140
900～14003.04140
1-102,47140CAT,966
1200～21002.08140
1400-2381,8140
500～9004.56184
g00～1003.80184
50～L4803.04184TL-80 120～1772.66184
1509 ～21002.28184
170~～2401.90184

表 1-4-30"H-90E国°（23×8.745kW）舱助式前羲机开采苯同矿岩的斗客系列

(kg/m4〕 容
斗刃宽（m）斗客（m"）管 斗 类 型 a50 s5q1osoz20dlsooj1401551esc190o[2o

2.942,68用于筘载客重大的矿岩

2,9g3.05用于装载
3.053.08用于粘性矿岩
2.943.4s用于装载
3.455.35用于煤和容重轻的矿岩

注，表I-4-29及1-4-30中的容重为松散体重。

4.4.6 前装机与挖掘机配合作业

与挖掘机相比，前装机移动灵活，一机多能而且在爆堆很低时就能取得较高的装煅效

率。因此，国外一些用挖掘机装载的大型矿山都配有前装机配合作业，用以清理工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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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道路以及运送材料等。前装机的台数可按工程量计算，零基作业也可按实际作业的采
剥工作面的数目配备设备，一般5个工作面以内配1台轮胎式前装机。表1-4-31列学了几个
国外矿山挖掘机与轮胎式前装机的配存情况。

几个国外矿山挖坦机与轮胎式前美机的配备情况 表 1-4-3】

警斗容积、挖掘机及矿 山 名 称 矿岩种意昌 别 6万v/ 数前装机应号 (mi>'

P&H1800塑挖掘机4o0 4.9翟石亚当斯铁矿 4.2 a轮胎式前装机350料石
加拿大

挖掘机 7,6 4据米尔卡门铜矿 15900t/d岩石
轮胎式前装机 11.5
MI1及M191挖握机 3矿石 1100 3,5～9,2汤姆·咨赖斯铁矿 1CAT98前装机岩石 436

P&H-1300E挖掘机 7,6600矿石
8B-B柴油挖掘机 3,1知受山铁矿澳大利亚 890岩石 CAT988前装机 3.8
P&H-21B挖掘机 13900001/d矿石布干维尔铜矿 CAT824前我机690001/d岩石

4.5 推 土 机 采 剥 法

推土机可分为钢绳操纵式和液压操纵式两大类。由于其结构简单、工作灵活可靠、效

率较高、维修工作量少，因此，在国内外的砂矿开采中得到广泛应用。

4.5.1 适 用 条 件

（1）排弃场在采场两测或采空区，运距不超过100～150m;

（2）重载爬坡的坡度不宜大于20%;
（3）一般采剥的砂矿或表土的深度不超过3～4m。对250×0.745kW以上的推土机

可到6～10m或更 深 些。

4，5.2 果 剥 方 法

4，5.2.1 水平分展铲推法

如图1-4-35所示，此法一般要从采场的最远处开始作业。

4.5.2，2 沟被铲推法
推土机依次在沟槽中铲推（如图1-4-36），沟宽稍大于铲板宽度，沟闻暂时留下0.5～

0，6m的土埂，待沟槽达到一定深度时再将土 埂铲樟，沟的最大深度可达1.4m。此法适用

于Ⅲ级以下的土岩。采用此法推土机的一次铲运量可提高30～40??铲土时的满铲系数见

表1-4-32。当土岩未经疏干时沟的深度应当减小。
4.5，2.3 双机并行铲推法

如图1-4-37所示，两台推土机相隔0.25～0.5m同时并行铲推。这样可使推运过 程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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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
图 1--35 水平分层铲推法示意图 函 1-4-36 沟槽铲推法示意图

Ⅰ、I、Ⅱ-沟槽铲维顺序，1-沟情，2-土塑

编铲系教与沟植养度及护矩胞高的关系 羲 t-4-32

恒 高 时 穿 土 的 满 铲 系 数沟精深度
125m105m 145m85m45m 65m(m) 25m
0,s0.42 0,380488,④ 0.7 0.58 0.5

0,5 0.8 0.540.84 0,50.710,820.1
0.820.80.8d0.860.880.900.020,2

1.07 1,061.081.081.091.08 1.100.3
i.21 1,21.21.281.281.221.180.4

1,.341.35 1.321,e01.361.2D.5
1,451.461.481,491.501;ar1.32D.0

岩的数失量减少33～50??

4.5.2，4 预先检动法
用松土机预先动后Ⅲ级土岩，生产率可提高15～20??下级土岩提高55～60??V级土

岩提高1.5～1.7倍。因此，通常要用松土机对W～V级土岩进行松动。

4.5.2.5 搞合法
在生产中可将各种方法混合使用。图I-4-3为双机并行与沟槽混合使用的情况。

一上2》展

!

前角
图 1-4-38 双机并行与沟精混合使用图 1-4-37 双机并行铲推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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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推土机采别法与其它采装、运输设备的配合使用

4.5，3，1 推土机配胶带运输机

用推土机开采砂矿时，应用最广泛的 采 剥 运输方式是推土机铲推，经胶带机运往选
厂。如图1-4-39所示。具体布置 是把矿体划分成单 个采区，其面积不大于200×200m2。

在每个采区中间设装载漏斗，下接胶带运输机，将矿砂运往选厂，使推土机的平均铲推距
离不大于50～60m。

4.5.3.2 推土机配单斗挖掘机和胶带运输机
开采薄层砂矿时，为了减少单斗挖掘机及其后续运输设备的移设工作量和提高单斗挖

掘机的装载效率、采用推土机铲推、单 斗 挖掘机装载、胶带机运输。图1-4-49a表示单斗
挖掘机横向采掘和推土机平行走向铲推的配置法。当采完一-个采捆带（A）后。胶带运输

机即向前移设。这种配置法适用于开采宽度大的砂矿。图1-4-40b表示单斗挖掘机纵向采掘

和推土机放射铲推的配置法、此法适用于开采宽度窄的砂矿。

图 1-4-40 推土机配单斗挖掘和胶带运输机的示意图图 1-4-39 推土机配胶带运输机的示意图
1一已剥离区，2一推土机，3一单斗挖掘机;4一-载漏斗;1一指土机，2一胶带轴送机13一装歉国斗，4-

5一胶带输送机。6一转象漏斗选厂的矿仓，5一逸矿厂，6一采区境界

4.5.3.3 潍土机配索斗铲和胶带输送机

图1-4-41所示是索斗铲配推土机分别剥离和采矿的情况。此法的特点是∶由于索斗铲

的挖掘和卸载半径大，挖掘深度大，因而索斗铲可以站立在地表进行采掘。此时表上可堆积

在采场的侧帮，矿砂运输设备可安装在地表，既可节省开沟工程量，对设备的维修也很方便，

可充分发挥推土机的雇运效率。而且索斗铲还能顺利地采握带粘性及含石率较高的土层。

苏联采砂船开采地区用这种剥离方式所占的比重将近30??

4.5.3，4 撒土机配水枪
图1-4-42所示是推土桃配水枪的几种情况。其特点是利用推土机铲推矿砂并堆积在适

当位置，再用水枪冲采形成泥浆，然 后用水力送往选厂。当开采厚度小于2m的砂矿时，

首先用推土机铲推成堆，然后用水枪冲采（图1-4-42），可减少水枪及砂泵的移设工作

量，提高水枪的冲采效率。特别是开采海滨薄层砂矿时，此法可缩短砂浆流运距离，保证

砂浆浓度的稳定，减少金属损失。图1-4-42h所示为推土机配水枪开采薄层坡积砂矿的情

况。当砂层含石率较高时，该方式在冲采过程中便于清除大块废石。图1-4-42c所示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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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1 推土机配索斗铲和胶带输送机示意图 图 1-4-42 推土机配水舱的采剥工作面示意断
a-寓层砂矿;b一坡积薄层砂矿，c一致密难冲采】一圆寓区，2～采矿区，3-索汗护;4-推±机

的砂矿，撤土机须先松散1一砂矿层;2一推土机!5-收带机一弈场
3-水怆，4-砂泵

采致密难冲采的砂矿时，推上机起到预先松散和集堆的作用，从而降低水枪射流工作压头

及冲采的单位耗水量。
4.5.3.5 推土机配挖掘机和汽车
小关铭矿曾采用此法开采铝矿，该矿的矿体平均厚度约为3.6m，倾角为 10°～12°，

矿石f= 4～7。采矿时先用小型凿岩机打2～2，5m深的下向炮孔进行爆破。爆破带沿走向的

宽度为5～6m，沿倾斜的长度为60～70m。梁 破后用80×0.745W的移山80型推土机沿倾

斜向下以沟槽铲推法进行集矿，再用1m2挖 掘机装入汽车运至破碎厂。推土机集矿的情况

见图1-4-43。

I-1

图 1-4~43 推动机集矿示意图

1一推土机，2一1m2挖型机，3--汽车，<-一矿体∶5一嫌难

4.6 铲 运 机 采 剥 法

铲运机采剥法是用以铲运机为主的成套设备进行采剥。成套设备中包括推土机和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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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以及辅助作业的平地机等。铲运机的种类繁多，主要有标准式、推拉式和升运式三种。

4，6，】 土岩掘松难度的标准

影响上岩机械掘松的因素见表1-4-33，其中声波的传播速度是各种土岩漏松难度的标

准。当声波速度约为1000m/s时，一般不需机械预松;当速度超过2600m/s时，实际上是不能

掘松的。

载1-4-33影响土岩机械铟松的因素

改雄的 掘出
土岩的基浓特性 实际上不能姻松掘松难度中等存 易 掘 松

42
岩浆岩，花岗岩暗色岩，玄变质岩，片麻岩石英岩、结晶沉积岩，砂岩，石灰岩粘土，自然特性 武岩等页岩等竖钻土，亚砂土等
结构上块大而质均，数度小2和4之阀的结构裂隙、断裂、弱面、严重风结 构 而有胶结料。有大决顾石化、填料松散的握晶粒构遗
损据*M·M普罗托古雅柯诺根据M·M·普罗托吉雅柯谱夹根据M*M·舒罗托吉雅柯诺

火的分类、岩石整体的硬度系的分类，岩石整体的酸度系散为夫的分类，岩石整体的硬度系
物理、机械性 数》8。者石的容重3t/m'>6～B，带部分硬度系数≤10的杂数不超6，岩行的容重2。t/m'

质<夹层〉岩石客重3.6/m*）

2600以上声波传播速度 2100 ～ 2800≤2100(m/s)

，6.2 铲运机聚剥的适用条件

（1）易装、易散开的土壤或易碎的岩石，容 重不超过3t/m2，声波传播速度不超过

2600m/8;
（2）土壤的湿度为5～8??在特殊情况下可达25??当湿度超过25??，将因牵引

车和铲运车辆陷入中而不能作业;

（3）运距不超过u，5～3.5km;

（4）一些新式铲运机能铲运土岩的最大块度达0.6m。

4，8.3 工作面主要技术参致

铲运机采剥法多用于线倾斜、易实现内部回填的矿体的开采，见图1-4-44。

4.6.3.1 阶殿高度
当铲运就进行倾斜分层铲装时，阶段高度应满足下式;

(1-4-22)H≥J.sina

式中 H— -阶段高度，m;
α-一工作面与水平面所成的倾角，下坡装载时为5°～6°即8??10??

z—- 工作面的最小长度，大型铲运机为30～50m。

4.86.3.2 工作面的最小宽度
一般在铲裳工作面可同时用铲运机、松土机、平地机三种设备。推上机助推是与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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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t工gcwtrswmmxu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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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石运输方向 —石溶输方向

图 1-4-4 铲运机采剥采场平面布置示意图
1~剥离工作面;2-采矿工作面，3一净疲 工作面，4-主要运输差路，5一阶段运轮道路;6一维奔肠）

7-采空区，t一超前平台

机在同一个工作带上作业。平地机是在铲运机铲过三次之后形成新脊部才进行作业。铲装
工作面由铲装带、预松带、运输带、排水沟等四部分组成。工作面的最小宽度如图1-4-45

所示。其值可按1-4-23式计算。计算表明∶在一侧设排水沟时，斗容为25～30m2铲运机的

工作面最小宽度为50～~55m。
(1-4-23)B=9 (b+a)＋B。

式中 B---工作面最小宽度，m;
b——-铲运机切削宽度，m;
-脊部宽度，m;
B.---水沟宽度，m;
——水沟深度，m。

——B;。 B，十房*3（b+a一中B，= 8;——
必T-.℃t-F=t，小√

 Pt"=b-= }b-4

图 1-4-45 工作面最小宽度组成示意照

4.6.3.3 超前平台宽度和最小长度
超前平台宽度应与铲装工作面宽度相适应。其最小长度应能保证铲运机安全调车。其

值可接1-4-24式计算。
(1-4-24)L,=2(C+R)+5

式中 L——超前平台最小长度，m;
C——铲运机长度，n

R——铲运机最小转弯半径，m。

4.6，4 实 例

国外铲运机采剥矿山实例见表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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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 运 机 采 别 矿 山 实 例 表 1-4-34

开采规模 主要作业条件 作 业 方 式序号 矿山名称

1 .r-n_.._
（1）用375×0.745kW的CAT-压9型推土机，上两班作业，竭彪为 0.6~卢网效水
挂三齿松土器将矿石钩松石 灰 石 1.5kon昆厂石灰
（2）用21.4m'的CAT-641型铲运机饮次在四个1

石 0 采区铲装石灰石并运到掺和堆场120万m*/a
（3）用125×0.745kW的12E塑自行平地机平地<法国）

（I》用I台带9厚型单齿松土器的工9G型携土机对矿宋上层为泥灰岩。无表维特里石
坚硬的石灰岩预松土，石灰石的质量各层不同石灰石原矿
（2）用2台24.5n*的CAT-65?型铲运机经推土机f=3～4，个别达5～6，自然灰石矿2

助推铲装后将石灰石运到680～170m处的锌和堆含水15??出的石灰石需要
130万t/ 场并分屋堆积捧公（法圈>

（3）用CAT-1a型平地机平整

（）对密实的石灰岩层用松土机预松两班作业、为碍灰署和石石 灰 石
奥里因石 （2）用2台17m'的CAT-827PP塑铲运机，在铲灰岩，F然报度15??采场100万t/a
灰 石矿 装时联会起来，开始时，后一台起助推作用，魔后3 深约40m鹏 X

前一台作孝引机智助后一台装蒙，20万t/a《法国）
用42舍30.6m'的66管运机将土者运至聚场内覆盖层平均厚 140rs 为砂 特支比尤 短 阈 的漏斗中运距800m，经26"的斜坡胶带机运到地面土，粘土和粉砂岩特斯制矿4

25万t/a 漏斗，再用自卸卡车运柱堤坝（美困）

4.7 索斗挖掘机采剥法

4.7，1 概 述

4.7，1.1 索斗挖掘机类型

按行走方式，索斗挖掘机可分为;

（1）轨道走行式;
（ 2）轮胎走行式;
（3）履带走行式;
（4）迈步式。

轨道走行式意斗挖掘机，灵活性较差，需要经常搬移铁路，很少使用。

轮胎走行式索斗挖掘机虽然机动灵活，行驶速度较快，但对道路要求较高，雨季作业

较困难，故较少使用。
履带走行式索斗挖掘机稳定性好，对地压强小，能在承载能力小的松软土岩上，在狭

窄的地域内，在崎岖不平的地带中工作，使用较广。

迈步式索斗挖拥机有大直径的底座，具有高度稳定性，允许使用长悬臂和大铲斗，对

地压强小，能在极松软的土岩上运行作业，使用较广。

4.7，1.2 雍苹挖抛机的主要工作参数和尺寸

索斗挖掘机的主要尺寸为工作半径B和卸载高度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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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参数尺寸为;
A —后端（尾部环绕〉半径;
C ——-悬臂底座半径，
D——后端净空高度，
E——悬臂底座高度，
F——-卸载（装具）剔除高度;

广 H——悬臂天轮切点高度，
J——·挖掘深度;
K——悬臂切点天轮直径;
L——-底座（圆筒）直径，
M—悬臂倾角。
迈步式索斗挖掘机的工作参数和尺寸见图1-4-46。

望这.一

图 1-4-46 迈步式索斗挖掘机的工作参数和尺寸

4.7，1.3 蒙斗挖掘机的主要特点

索斗挖漏机与单斗挖掘机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i）斗容、功率和重量相近时，索斗挖掘机的臂架长，工作尺寸大。因此斗容同为

4m'时，索斗挖掘机的工作《挖掘、卸载）半径和卸载高度为单斗挖掘机的两倍以上，斗

容同为10m2以上者，索斗挖漏机的工作半径和卸载高度为单斗挖掘机的3倍以.上;

（2）索斗挖掘机在挖掘过程中无冲击载荷，机体无振动，因而机械磨损少，维修工

作量也少;
（3）迈步式索斗挖掘机的底座为巨大圆筒，因此真有高度的稳定性，允许采用 长悬

臂和大铲斗，而地面承载的压强较小，可以在很松软的岩土上运行和作业。

对于覆盖层不很厚（40～60m）的缓倾斜矿体，可以用索斗挖掘机剥离覆盖层，将废

石（或土）直接排至采场内部采空区回填，可取得较优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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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索斗挖掘机果脚方法

4.7.2.1 聚别方法分类

用索斗挖掘机剥离矿体覆盖层和采矿的主要方法见表1-4-35。

斗挖温机采制方法分费 表 1-4-3S

方剥 图 纸 编号

一、索斗挖握机例离法
1。直接捣堆剥离法
（1）向开采缴界外直接据堆剥高法 图1-4-47
（2）向采空区直接捣堆剥离法 图1-4-48

<3）"翻捣"式开采法 图1-4-49

2。再捣地剥离法
图1-4-S0（1）栏槽扩阶段再捣堆刻高法

（1）单台索斗挖掘机再挤堆剥离法{
图1-4-61（ 2）撒心利离法
图1-4-52<1）中闻扩阶段剥真法

（2）两合案斗挖掘机再捣堆剥富法
图1-4-53（2）梯段式剥商法
图1·4~543.索斗挖漏机与挖掘机配合剥离法
田1-4-S54。索斗挖掘机与推土机配食剥离法

二、索斗挖掘机采矿法
1.满斗挖细机"题典"式采矿法

图1-4-5（1）索斗挖掘瓦，汽车在矿体顶板的采矿法
2。 索斗挖掘机一汽车采矿法{

（2）索斗挖掘机在顶板汽车在底板的采矿法
图1-4-575。索斗挖掘机一胶带输送机采矿法
出1-4-5B4.索斗挖掘机直接向浮式选厂供矿的采矿法

Bu B,

图 1-4-48 向采空区直接捣堆剥离法图 1-4-47 向开采流界外直接揭堆利离法
P一站位距离，L一索平挖掘机康座道径8一挖圈半径，B-一卸载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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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49 "翻掉"式开采法
注，此法主要用于覆盖层和矿层厚度适当的高岭土一粘土矿开采，剥离、采矿和复国几乎同步完成

图 1-4-50 切糖扩阶段再捣地剥离法

1—最终廉石堆，2—无须掉难部分，8—抖章度行; 4--矿层

zx2T文×E

平面图

T-I剖服

图1-4-51 验同剃离法
1-瓶前台阶，2-出露矿层，3一先回抛的度石堆，4-老废石堆顶，5一矿只，8-回抛废石，7-捣

 堆填平康石;8—新回抛的覆石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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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困

的面

图 1-4-52 中间扩阶段剥离法
1-出需矿黑，2-?石地顶3-扩大阶段;-原剥高康石地，5一矿晨

牙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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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

图 1-4-53 梯段式剥离法
1~超前阶段;4-出露矿层，s-腹石堆顶，4-水平阶段;5一其堆放石;6-矿层

图 1-4-55 索斗挖捆机与推土机配合剥离法

图 1-4-54 索平挖侧权与挖掘机配合剥商法

图 1-4-58 索斗挖掘机与汽车配合采矿法
8、s素斗挖掘机与汽车同在矿你的顶板上，b、d、4一

盘斗挖掘机在矿体顶板上，汽车在矿体底板

4.7，2.2 聚揭带宽度W

根据几何关系确定采掘带允许宽度
1。单采揭带单面排土剥离法的采掘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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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和+tt+姐

图 1-4-57 索斗挖掘机与胶带输送机配合采矿法 图 1-4-58 索斗挖掘机直接向浮式选厂供矿采矿法
1一迭厂，2-胶带输送机13一受矿漏斗及给矿机， 1-案斗挖现机;2-浮式选厂;3--/矿堆
4一排弃场，5-剥离阶段16-采矿阶段，7一般水沟;

8一主要排水沟;9一索斗挖掘机

用挖掘半径计算∶
W ≤B。-2Jctgφ-P (1-4-25)

用卸载高度计算∶

((1-4-26)--Jctgo

式中 B-—紫斗挖掘机的挖掘半径，m;
J ----表土厚度，m;
φ——剥离阶段坡面角，（°）;
P——-索斗挖掘机中心线距剥离阶段坡顶或排弃场坡底的距离，m，
T——索斗挖掘机的卸载高度，m;

β———排弃场的坡面角，（°）;

Kp--—排弃场∶上岩的松散系数。
各个尺寸参见图1-4-59。
根据公式（1-4-25）和（1-4-2）的计算结果，从中选取较小的W值。若该值小于

矿床的宽度时，财可考虑将矿床分为两个条带剥高。
关于双采掘带双面排土开采参数的确定，与上述计算相同。
2。双采掘带单面排土剥富开采法的采掘带宽度可参照图1-4-60及式1-4-27～1-4-30

计算。

2于前

图 1-4-60 双采掘带单面辨土剥离法的图 1-4-59 单采题带单面排土剥离法的
采掘带宽度采掘带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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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索斗挖掘机在位置Ⅰ开采第一个果指非（宽度为W，）时∶

B，+Bx-W-3/ctg二2P）2-jeg (1-4-27)TKpi
式中 W，——-第一采掘带宽度，m;

W——矿床宽度，W≤W;+Wa
Wz——-第二采掘带宽度，r;

(1-4-28)由图可知，Wz=X
(1-4-29)W，≤B.，-.Jctgφ-2P
(1-4-3O)T≥7;Kp

式中 Be。——素斗挖漏机的挖掘半径，m;
X———索斗挖漏机的移动距离，四;
T，——第一采掘带索斗挖掘机卸载高度，m;

其它符号同前。
3。索斗挖掘机的合理采掘带宽度
通常，索斗挖漏机的合理采握带宽度如表1-4-86所示

泰 1-4-36采舞带 的 合理 宽虚

采 拥 带宽度（m）常斗挖掘机悬骨长（m）

eewv
8～12
10-15

·0
30-4560
20～40
40-5000
40～90100

脚合理的采氯带宽度约为悬臂长度的50～75??
4.7，2，3 阶段高度、工作线长度和平盘宽度的确宏

1。阶段高度
用索斗挖掘机剥离不需爆破的土岩时，应有与其工作参数相应的阶段高度。同时，亦

应考煤覆盖层的厚度（阶段高度）、采掘带宽度、剥离量及剥离方法，确定所用索斗挖掘

机的规格。
覆盖层较海时，一般以覆盖层的厚度为剥离阶段的高度。覆盖层较厚时，可考堪采用

超前阶段或扩阶段再捣堆等剥离方法。其阶段高度的变动范围如表1-4-37。

覆盖层较薄，采用较小的索斗挖掘机，合理的阶段高度应保证铲斗的满斗系数和较高

的生产能力。
例如，sm2斗容的WB-4/40型索斗挖掘机，其合理的阶段高 度为6～8mg，5m'的9Ⅲ-

5/45型索斗挖拥机的合理阶段离度为8～11m。若阶段高度过高，则铲装循环时间 将增长，

如超高1m，则循环时间增加1～1，6秒，生产能力降低5～7??更多。

2。工作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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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斗挖氮机阶段高度的变动范围 泰 T-4-37

高 度段 离 (m)挖掘深度挖掘高度

下 阶 段 合 计上阶 段<m)(m>

05～0>40 25~30 40～a0>40
60～s20~26 404030～40
40～5030～3510～1530～35156～25

使用索斗挖掘机剥离时，沿采拥工作线应具有较大的超前剥离，揭露出足够的备采矿

量，以减少每个采掘带采完时的停顿时间。

备采矿量应能保证剥离索斗挖掘机停止作业（年修、中修、大修）1～3个月时，仍

能保持采矿采装设备连续作业。
需要燥破的剥离工作线，剥离超前距离不小于50m，不需爆破的剥离工作线，剥离超

前距离不小于最大挖掘半径的两倍。
苏联的不同规格索斗挖掘机采用的工作线长度范围如表1-4-38

表 T-4-38测离 工 作 线 长 度

度 （m）工 作 
索斗挖掘机型号 比较长 的矿 体比 较 短的 矿 体

1000～1200G0g～800QⅢ-4/40,9m-b/60
150q～2000800～10003M-14/75,3Ⅲ-15/90
2600～250等1004～1200S-25/100,3Ⅲ50/125

3，最小工作平盘宽度
用索斗挖掘机剥离时，矿石的运输线路可能布置在矿层顶板（图1-4-61），或在矿体

底板（图1-4-62）上。
运输线路布置在矿体顶板上时，最小工作（运输）平盘宽度如表1-4-39及图1-4-61。

囊 1~4-38线路布置在矿展项极时，运输乎台立度

平 盘 要 素（m）平 盘 要 素（m）
运轴类型运输类型 NXN2X
汽车运输铁路运输， 6,03.03.0单 线5.02,5245单 皖 10.67,0双 戴9.57.02.6双 线

5.63.751.7运输机运输

注，X一运输规酶中心到剥离阶段坡底线之间的距离;Z一运输舰略中心到采矿阶段坡顶战之阔的距高，N-运输

线路最小平盘宽座，N =Z＋X

运输线路布罩在矿层底板上时，最小工作（运输）平盘宽度如表1-4-40及图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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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61 运输线路布置在矿层顶板上示意图 图 1-4-62 运输线路布置在矿展底板上示意图

表 1-4-40线赔布置在矿思靡概上时，遗输平重宽度
平 (m)素盘

运 输 英 型 B。 Px

铁路运轴;
8,E＋0,5M6.5M5.01.5单 线
其→8，5M0,5M, 9.5双 线

汽车运输。
7.5+0.5M0.5否，O1.5单 规
1.5+0,SM6.5M1.5在已采爆破处运行 9.8+0.5M0.5M8.0I、5运输税运着

注、d-排水淘占用宽度;B一运验线路占用底度;B-爆堆伸出宽度，N—运参平盘宽度，N-2+B＋B-

4，7.3 索斗挖细机应用实例

我国山东铝厂矿山公司曾于60年代与北京矿冶研究院和沈阳铝濮设计院合作，完成了索斗 挖掘机无

运输开采工艺的试验研究，取得了初步效果，证明用这种设备开采级倾斜幕矿体，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在经济上是合理的。
该厂洋水矿区是奥陶纪石灰岩组成的晓年期地形，矿床为-单斜构造，与围岩呈缓倾斜平行不 整合

接触，自上而下为粘土，页岩，草埠龄石灰岩，页岩和铝土矿，走向长约1600m，倾角8°～10°，矿厚平

均1，81c，局部有"漏斗"凹陷。矿岩的物理机械性质如表1-4-41。

表 3-4-41许水矿监矿岩物理机械性质表

普氏硬度系数松 散 系 数体 重（/m'）目项
8~8L-72,3
4～61.s2.5石灰 石 1.5~41.5页 岩 1.1.41.6表土

-采埚参数见表1-4-42及图1-4-63。
寒斗挖掘机剥萬与挖掘机一汽车采矿工艺配合方法如图1-4-54。

该矿索斗挖掘机剥离挖掘机采矿工艺工业试验期间（1年）与当年1m2挖掘机及载重7，5t汽车剥离工

艺的技术经济指标比较如下表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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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立

图 1-4-63 沣水矿区索斗挖漏机剥高采矿参数示意图

囊 1-4-42沣水矿区案斗挖掘钒来场参欺表

实测参数设计多数称名数

言2
1815采掘带宽度，A（m）
7~8?～9阶段高度（m）
5,863阶段坡面角（）
12.618。4排育场高度（m）

36排弃场坡面角（'>
160180工作级长度〈m） 180180挖掘机工作平台宽度（m）
3~4挖掘机工作平台高度〈m）
41.63B挖掘机工作平台坡面角（*> 6-3挖掘机中心线至坡顶线距离（m）
1.23范掘机移动时赔板至坡顶线距离<m）

挖掘机工作尺寸， 37.7把掘半径《m》 37.738即载半径（m） 1516。4倒藏高度（m）

注。设计时取悬臂倾角为30°，试验时基臂倾角为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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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64 沣水矿区案斗挖澜机制高与挖掘机采矿工艺配合法示意图

囊 1-4-43译水矿家斗挖温飘试验指标

挖 揭 机一 汽 车宏 斗 挖 ■ 机技 经 报 标

246.78430～590挖掘机台班效率（m'）
88汽车台班效率《m'）
z1.656工作面工劳动生产率（m'）
 2.51.51到离车间成本（元/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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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穿孔方法和穿孔设备

5.1.1 穿 孔 方 法
露天矿目前使用的穿孔方法，按钻进或能量利用方式，分为机械穿孔和热力穿孔。
机械法穿孔，是当前国内、外露天矿穿孔作业应用最普遍的方法，适用于各种硬度的

矿岩的穿孔作业。
热力穿孔法因成本太高和尚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未能普遍应用，只是在十分坚硬的铁

燧石中穿孔时采用。
此外，化学和声波穿孔尚在研制之中。

5.1.2 穿 孔 设 备

露天矿穿孔设备接其穿孔深度分为深孔和浅孔凿岩设备。
深孔穿孔设备主要有∶牙轮钻机、潜孔钻机和钢绳冲击式钻机。
5.1.2.1 牙轮钻机

牙轮钻机具有穿孔效率高，作业成本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适应各种硬度的矿
岩穿孔作业等优点，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露天矿最先进的穿孔设备。

我国大中型露天矿穿孔作业采用牙轮钻机日益增多。目前我国已定型生产的牙轮钻机

有KY-310、KY-250型，正在积极研制的有KY-389、KY-2）、KY150、KY-120等型号。

当选用牙轮钻机时，大型和特大型露天矿一般应选用孔径316～380mm的牙 轮钻机;

中型露天矿一般应选用150～250mm孔径的牙轮钻机。

5.1.2.2 潜孔钻机
潜孔钻机具有机动灵活，设备重量轻，价格低，穿孔角度变化范围大等优点。但穿孔

技术和穿孔效率不如牙轮钻机。它是中小型露天矿主要穿孔设备，适用于中硬矿岩穿孔。

我国已定型的潜孔钻机有KQ-150（KY-150）、KQ-2）9、KO~250型。KQ~150、KQ-

200型一般用于中小型露天矿，-KQ-250型一般用于大中型露天矿的穿孔作业。

5.1.2.3 钢绳冲击式钻机
钢绳冲击式钻机，由于技术落后，效率低，对矿岩力学性质适应性差，操作笨重，穿

孔成本高.现已基本被淘汰。只有极少数矿山和农田水利建设部门仍保留使用。

5，1.2.4 凿岩机和菌岩台率
凿岩机按其使用动力可分为风动凿岩机、液压凿岩机、内燃凿岩机和电力凿岩机四类。

凿岩机是小型露天矿的主要穿孔设备。同时也是大中型露天矿一次浅孔、二次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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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场边坡清墨、三角岩体处理、根底消除以及露天矿硐室工程等凿岩作业的主要设备，我
国露天矿广泛使用的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的风动凿岩机。

目前，露天矿实际使用凿岩台车的较少。但是，凿岩台车对提高雷岩效率、改善劳动
条件、进行多品级矿石分采以及边坡处理、运输道路的修筑等工作是较为有利的。

5.2 牙轮钻机穿孔作业

5.2.】 穿 孔 效 率

牙轮钻机穿孔效率指标可通过计算方法或参考类似生产矿山指标直接选取。

（1）牙轮钻机的合班生产能力可按式（1-5-1）计算;
(1-5-1)V,=0.6vT,g

式中 V-——牙轮钻机台班生产能力，m;

y——牙轮钻机的机械钻进速度，cm/min;

T--班工作时间，h;
η——工作时间利用系数，0.4～0，5。

牙轮钻机的钻进速度是牙轮钻机的重要技术指标，它与钻机性能、钻头型式、孔径、

矿岩硬度诸因素有关。计算过程中也可按式（1-5-2）近似计算∶

(1-5-2)p=3.759.8×10*Dj

式中 v——牙轮钻机的机械钻进速度，cm/min;

P-——轴压，N;
n——钻头转速，r/min，

D--钻头直径，cm;
 一一岩石坚固性系数。

设计中亦可按表1-5-1选取。

泰 1-5-1牙北粘机穿孔速底参考值

，.径孔径孔轻孔 10～3制0z50～310220~250自项 (mm)(ca)(mm)
0～1210～120E-120回转速度（r/min） 55~7550-5540

回转功率（W） (45～50)t0～45)32～36轴压（9，8×10*N） 4030排液风量（m2/min） 在~2000-2000～250钻进魂度（em/min》

影响钻机工作时间利用率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因组织管理不科学造成的外因停

歇时间，另一方面是钻机本身故障所引起的内因停歇时间，国产牙轮钻机的时间利用率低

主要是后一种因素。表1-5-2是东鞍山铁矿198年45R型牙轮钻机时间利 用系数，大石河

铁矿HYZ-250C型牙轮钻机的各种非工作时间所占比例见表1-5-3。

（2）国内部分矿山牙轮钻机综合效率见表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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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东鞍山铁矿牙羲钻机时间利用率

s止 时非件 业时性 业 1! 间钻机 编 号 钻 机 型 号 (%)(%)

65,43145R 3.6
59,445R 3.8

28.6 67,54R5 3.
a1 55,13.945R6
4545R 5

大石河铁矿牙轮帖停歇时间比例 表 1-5-3

计划检修待 孔 位 待 钻 具避停 英待

27%I7%23%3%10%11%

注，在停歇时间中，外因停歇占总停歇时间的47，8??内因停款占总停款52，2??

部分露天矿牙舱钻机综合验率 羲 1-5-4

矿岩穿孔单台综合效率m/矿岩硬 度
钻机型号矿山名称

1984年1981年 1983年1982年(

311993152545R 3810nf=8-20东鞍山铁矿

23B322202532520矿。f=16-2 45R 27791眼前山铁矿 323B4HtZ-20B 3301611750岩1f=8～12

371a03100o45R 290033346水厂铁矿 f8~I
15{ o11000HrZ-260 5a04200
25875,4zra83.8254823671445Rf=12~18齐大山跌矿

4601503694a740 423165Rf=14~18南芬铁矿 32815 46D6743D89362108aRf-8～12
35864 3265245R歪头山铁矿 f=12～15

（3）设计采用牙轮钻机效率参考指标见表1-5-5。

囊 1-5-5牙轮钻机效率设计多考指标
台 年 效 率台日效率台班效率矿岩硬度系数孔 径

钻机型号 (m)(m)《m)()(mmn)
70-150 25*50-3500025～50g~12250KY-250 50～10 2b000～30bo15～3512~18
10B～2005～708-12 30005-4500310KY-310 70～15026-5012～a

a00-5008～2023045R
25000-45000β～203106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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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设备数量的确定

露天矿所需牙轮钻机数量可按式（1-6-3）确定∶

N=G-; (1-5-3)

式中 N——所需设备数量，台;
Q——设计的矿山年采剥总量，t;
C——每台牙轮钻机的年穿孔效率，m/a;
?-——每米炮孔的爆破量，t/mη
e ——废孔率，??

计算穿孔设备数量时，每米炮孔爆破的矿（岩）量，一般应按设计的矿（岩）爆破孔
网参数分别进行计算，有时也可参照表1-5-6选取。

每米孔角破量参考指标 表 1-5-b

苷 岩 种 类 每米孔原量 （1/m）饱 孔 直 径（mm）
-—w—-

I00-I40250
9—13b
120-150310 100—130岩 石

国内部分露天矿每米钻孔爆破量见表1-5-7。

表 1-5-7每米钻孔焊破量实际插标

每米孔崩矿（岩）重（tjm）孔 烃段 高 年 份矿山 名 称 石 参石mm)(m! _-
128～]46 103～1281977~198250东鞍山铁矿
125-135 120～135250大翼山铁矿 13712sJ980~19842501?齐大山铁矿

115 11025012眼醇山铁矿
8～9r103-12025012南芬铁矿 I t4～12512z2~]83F3o～ 198S310

钻机台年生产能力，包括废孔在内。国内一些露天矿的牙轮钻机的废孔率见表1-F-8。

设备数量计算时牙轮钻机的废孔率可参照表1-5~9选取。

5.2.3 主要 材 料 消 耗

5.2，3.1 牙轮钻头消耗量
国产牙轮钻头分为德齿型和楔齿型两类。镶齿型钻头适用于中硬和空迹艺种、识肉型

钻头适用 于软岩。
牙轮钻头五各类矿山的使用寿命见表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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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1-5-8复 孔 率 实际 擅 都

废 孔 率 《??的钻 机 型 号 年矿 山 名 称

1382～1984 6,2345R东鞍山铁矿
1981～19B4 各，5345R齐大山铁矿

8.245R HYZ-250 1980～198弓长够铁矿

197?～1980 1.6245R腐芬铁矿 197?~198 2.0960R
197～1980 7.D46uR，45究大孤山铁矿
1977-1980 5,5345R歪头山铁矿
1979～1932HYZ-250水厂铁矿

废 孔率设计参考值 表 1-5-8

度 孔 率 (%>钻 孔 直 径 <mn）

5~7250
4~～6310

表 1-5-10牙轮站头寿命实际指标

平均寿命数量钻头型号 制造厂t岩矿山名称矿 （m/个）（个）

5
1980年武 ?600 374jK W250JY│岩∶J=a~20矿，J124水厂铁矿
1981年67660iKwz50Y同
192年572jKw250Y 360大石河铁矿
181年47sKW250Y 18大孤山铁矿 慰，f=10-12，矿;f=12~16
1941年KW25oY 350 e n26矿，f=16～20;岩4~10眼前山铁矿
1481年KW250 44075矿岩/-10~16齐大山铁矿铁
16a1年kwz50Y s46.500东鞍山铁矿
1982年式 形382KW74 KWe2 29大冶铁矿 岩∶f=1～16
182年KW74~31a 55833f=14~16

1979～1*0年27q3KXP-s10/=4~10肃山铁矿
631KW250Y 18南芬铁矿 岩，Fw10~13苜，了1～13
228}KW250JW同 士.矿
596.4jRY-250B 10上陶
1084,6iK3Y-810

1980～1981年武KW-250Y 35651瓷、/210~12，矿，/"16~1头山铁矿
1981年462,3 本 灏KW-230B a同
阅 上武230[K W-250 月3岩、了B~8矿，1=12~14号长岭铁矿

我 冶222'k W250Y 10f-5~16饱兴铜矿钢 矿
贸株调4ILKr-250/=8~J6万年石灰石矿;石灰石矿 1595.KW250Y硫铁矿 云净髓铁矿

牙轮钻头使用寿命的长短，取决于钻头结构形式、材质、加工工艺、矿岩硬度和操作

水平部贝素。部分矿山牙轮钻头消耗量见表1-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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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轮 钻头 消 先 实 际 管 绿 泰 ）·5-1

矿 山 名 脉 对万吨矿岩钻头耗量（只） 简

1983年齐 人山矿薄采车间 0，都
1984年0.359

198《年，1935年东微山铁矿 0.30,32
19B0年0.24要正铁矿
】981年D.24
1981年0,13大石河铁矿
188S年0.24颗脑北铁矿
193年A,354杨庄铁矿
1984年n.393

设计中，牙轮钻头使用寿命参照表1-5-12选取。

表 1-5 12牙能钻头寿命设计参考指标（m/个）

于 轮 钻 头 真 径 难m）矿 岩 破度
910250(f) 214~230

10~20a500～1a0550b～10086~日
500～5AO400～60030～5008～12
250～300200· iD0150～30012～20

设计中，万吨矿岩的牙轮钻头消耗量在0，25～0，35龙围内选用。

5.2，3.2 钎杆销耗量

国产矿山牙轮钻杆万吨矿岩消耗量见表1-5-13。

设计中，万吨矿岩可参考0，015~0，025根选取。

泰 1-5-13芽轮钻仔?规实际报标

阅时万吨矿岩钻杆耗量（展） 山 名 称

18S年0.029齐大山铁矿鬼采年间
1984年0.023
3983年0.016新庄铁矿
1984年a.013
1983年0.612京胺山铁矿
）984年0.011
1985年6.611
1981年b.0023跟统山铁矿

5.2，3.3 牙轮钻机油脂消耗量

国内部分使用牙轮钻机的露天矿 油脂耗员泥表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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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牙轮钻机万电矿当油度消耗实际指标（kg）

东 鞍 山铁矿 幅庄 铁齐大山铁矿南采车间
材料名称

间时 时间间消耗指标 渭耗指标时 消耗指标

148??1良年184年 2.8943.8921984年2.41空压机油
1983～198年2.9081984年机 油 1.651884年0.490
1983～94年0.8s01984年压延机油 0.7181984年0.29z
1983～1984年0,08z1884年1D84年黄 干 油 0,2410.244
1983-184年1984年 0.2172.708通平 油 1984年 4.824

司 上1.04r洗 油 2084年1984年0.B49 0.695
司 上0.304灯 泡
同 上0.852操拭材料
阈 上o,10齿 轮 油

设计的牙轮钻机万吨矿岩油脂消耗量参考表1-5-15选取，

囊 1-5-15牙轮粘机万端矿岩油度消耗设计参考僧标（kg）

消 耗 指 标料 名 称号序

2～3空 压 机 油
1.6～3.6
0.40～0.55
0.2～0.3
3~5

0,9～1.2
0,12-0.15
.4~0.5

5，2，4 钻机工作制度及人员配备

钻机年工作天数根据钻机检修制度和钻机年平均检修天数决定。一般钻机年工作天数

为310天。每天3班。
一-般每合钻机配备正、副司机各一人。

牙轮钻机的检修制度，及检修天数参照表1-5-16选取。

国内部分使用牙轮钻机的矿山，钻机的检修制度，检修天数及检修人员数见表1-5-17。

泰 1-5-16牙能站机检修制度

全年合计检修天检 修 天 数检 修 周 期检 修 级 别

2053个月小 修
17251.5年中 修

384年大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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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矿山牙兼帖机渣修制度 表 1-5-17

设备桃修定员│年平均月检修六 中修 小

电 自天数政备型等矿山名称 检修天周第累即 岗燥
天款' 天数

入/班人/天日】A/斑人/天数∶天）r产， 《天） 年） （月）

 24 器7 451东鞍心铁矿 1～1.sl45R ～s5 2045
1~245R,50R 1~1.5大孤山铁矿 a～360 403～4.5

6845R 30 1~21并大山献矿 4s 1
L0433～B 上3045R 25)-.5j 31委头山洗扩

7~9 l451.645 4,.5s5R、8OR寓芬铁矿
40ji2~15 5-7345～64ER、260B 5腰前山铁5

3六时334～5 l5～6oAYZ-260C水厂铁矿
HYZ-260C白云哪博铁矿
KY-250

26鱼小时HYZ-250C凹山矿
d~630-86,146-2lHY2-2sC裂庄快矿
4~825HYZ-25DC 3～355~z场庄恢矿

384-6 225HY2-250C $0~3515~2柳为峪铁矿
148824~66HYZ-250C 3～351.5~2 325二等铁矿

HYZ-2soC 3o~～331.5~2大 石海铁矿

5.3 潜孔钻机穿孔作业

5.3，1 穿 孔 效 聿

潜孔钻机的生产能力，采用计算法确定或参考类似生产矿山的指标直接选取。
（1）潜孔钻机的台班生产能力可按式（1-5-4）计算。

(1-5-4)V,=0,6vT,7
 En,K

式中 V-—钻机班生产能力，m，
E—--冲击功，J;
n;——冲击频率，1/liuin;

η——钻机班时间利用系数;
D——钻孔直径，cm;
a一—矿岩的凿碎比功，J/cm2

K——冲击能利用系数、G.6～0，8，

-钻机钻进速度。cm/min;

27;—-钻机斑时阀，min
π—-圆周率，π= 3，1416。

其中E、*z由钻机性能表可以查得。
凿碎比功（4）可按表1-5-18选取。
1977年南芬铁矿到0台6200潜孔钻机工时利用情况见表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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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使用潜孔钻机穿孔的矿山钻机台时作业率见表1-5-20。
设计中、潜孔钻机的台时作业率可按0.4～0.6选取。
（2）设计中潜孔钻机的台班穿孔效率参考表1-5-21选取。

雷 碎 比 功 .值 赛 1-5-18

凿碎比功值显矿 岩 硬 良
软 硬 程 度更 度 级 别

(×9,8J/em+)<f>
<20<3
20～303～8
30～40B～8
40～508～10
50～60ro～15

牙 60～70很16~2D 硬
>70极15～ 20

南芬铁矿着孔钴机工时利用情况 表 1-5-19

降 穿 岩 投穿 矿 百分数%小 计接 杆开动时间

58,51732.9 5好.72946.8 6245530923.1(h)

等电}其他夹盱霉风  i 面分数%等每件j换钎杆小修 5紫恣 碎修停歇时【

1'260,1 495,g丨59.994401,6 37.53163.054.3 678584.3j<h) 94303,4
100%合计（b） 8472

部分露天矿潜孔结机作业率 表 1-5-20

台时 作 业 率钻机型号或孔径 时j 间矿 山 名 称 (%)

1383午-46.49φ-200南芬铁矿 --⋯--- 、w---
73～200吉山教矿 1982年/19y3年35.1/27,58
H-200

甲4;5年26.53φ150附林埠铁矿
YQ-150A I982年2?,"良山铁矿

1382./19M3年53./64.2YO-150南京白云石登

表 1·5-2∶潜孔钴机舍斑穿孔效率（m/台璇）

矿 岩 硬 度 KQ-200KQ-17YQ-15D KQ-250金一8D
tf>

32 3S2274-8
25 25208~12

12~16 20

20IB151516～18

（3）部分使用潜孔钻机穿孔的露天矿，钻机的综合效率指标见表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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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露天矿藩孔钻机效率 表 1-5-22

台年效率（m）仓日效率（rp）
矿 岩 种 费矿山名称 钻机型号

高最 低平 均\最 高!最 低平
5A31

服换矿，云母石英岩∶
fF=14~18 2490.qp200满孔钻88883665290.8103.6 82.5南芬铁矿
角闪片麻岩。
f=营～12

磁铁高矿、褐铁矿; B44 11837,qp2003645169.54弱5白云鄂博铁矿
/ =4~16

φ25D磁铁石英岩，f10～12
761B 4578.3 p170168715.35.6230,1角闪片麻岩，北京铁矿

a540,3 150I4.89,B2 4625 212513.04了=8～10

机敏磁铁矿、流层状辉长岩∶ 149恶z，7⑤z128522 764187.14S79兰实帧矿
f =〕0-1s

)3924. 2293.9 L100.影布2096232,279,88帆让磁铁矿、辉长岩∶朱家包包铁和 5998 p150548 557453.362.31 44,24f=12~16
磁微矿∶/-13～17
绿泥角片岩∶/=7~12 52007130637536.1 7577,330.7546,97峻口铁矿
云母石葵片省，
f4~10

17628 的a1318.3隔铁矿、灰岩大室山铁矿

砂卡岩型融铁矿，
f s6-10 14362.s1182s.6 13815.科p20061.845.659符山铁a
闪长岩及蚀变闪长岩，
f =l2~16

,p250磁铁矿、因长消， L8155.712812224772.586].877.5大冶铁建 p170f=8~12
.6 抄z003023,2054532.420，启42.7避铁矿，火理岩、闪长岩，灵乡铁矿 3540.3 jp1504625 21252018.022.0!厂=9～!5

52,2$pz(1869含铜舞铁矿、石英角既凝灰若; 78.7 1878f9.98 .7甲i*
/=8-9 /=5~8

8748.5 p209448 8049如*河有灰石行灰石f=4-7 9911.5 p15093521047]矿
iB55.6下2019.5 u762.sn17.11]2.1320.5磷矿石/=5~7尾阳确矿

g47,3 jp15融铁石类岩，f-10~12 793918I.634.7z436,6石人沟铁矿 片康岩，于*6~10

1718.8p150提铁矿、泥质粉矿质页岩 97182098g45.6 72.788.3大宝山铁矿 /=6~10
o9s391.4 和1504309?768.240赤铁矿、白云质灰岩， 35,845,8罗茨铁i f=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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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台年效率（m）台日效率（m）
矿 岩 种 类 钻钒塑号矿山名称

最 侧 平 均平 均 表 自 良 慨最高

753 42
氧化富矿、绿石、闪长斑岩、闪 5075 1s240.4由15027.9 2220的0.477,7王豹山铁矿
长卷∶f=8~10
铜细铁矿、花岗岩， 6061.97806.8 φ1504246闲林啤铁矿 f=7~14
蚀变千枚岩、蚀变花岗岩、内长 5847 13878，8 φ156110439.419.349.德兴铜矿
簧岩广= 5～6

白慢1"需天采含铜黄铁矿、辉长岩、角四岩 φ1506674 11404.]196B17.11.521.2
场 /=8～14

—-⋯}。---——_

φ150可可托海稀有多种潘有金属，辉长岩角内岩，【 16070.6 424200 103143324.41,?
金属矿 f=8～L

10，6 φ15b66071584249,8938.664.D45矿灰岩，f=6～8轴山石灰石矿

乌龙康石灰石石灰石、白云石、石英砂岩， 980o568318589 98057.44786
f=6～10矿

9800835B.544511008.8r色云岩，厂=6-g南京白云石矿

9840菱镁矿、大理岩、力云岩、千牧 135381004s195654.736,182、7海城镁付
岩，f=4-5~6

980015291.462352254石灰石f=8～1050l石灰石矿
9800965.37982.51194B矿石灰石∶/=8～1永登石灰石矿 —--,-.
298o100a6.75389，息14151龙泉雾右灰石 39.5 48.662.8石灰石，/=6-8

矿
9007382,20033.4658,7f船山石灰石矿石灰石∶厂=ε~10

980067238.2181436 183o铟土矿、铝质灰岩、粘t岩砂岩、
501铝土矿

石灰石，/=3~8

sa0017748,874503842969.839.678.4泉铝土矿矩

5.3，2 钻机触量的确定

钻机数量按式（1-5-5）计算确定
(1-5-5)N =gp（Y-第

式中 N----所需设备数量，台;

Q——设计的矿山规模，t/a;

p—钻机台年穿孔效率，m/a;

q-——每米炮孔的爆破量，t/m;

-——-废孔率，??
设计中每米炮孔爆破量亦可参照类似生产矿山实际指标选取，见表1-5-25，或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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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可山每彩炮孔爆破量 痍 t-F-28

R 商 孔 径 延米爆破最（m'/m）
年 p!tb 名称

石(mm》<m) 岩  石
60～89 59.7820012堵芬气津

8 14. 2001978～1981白云等!

65-1s 60～103151976-1981 200体色色kE
7B~72 65～酶12 2091978~1982峨;铁矿
B2～70 8z～7012把K海行灰L 2001980～19&]
70 敬5150峻口铁矿 12197?
?1 5a15o12北京铁矿 1984

80～120150～220 80-12010上厂铁矿 1980～1931
35.8～421501o 42雅清苏赞矿
25150 41～810罗茨铁矿 980～1881

501508～12阳泉智土矿
1?;10 8 51982泸祜铁矿

表 1-5-24每 柴 施 孔 煨 破 量

段 高 15m我 寓 10m 

钻 机 ，孪 号

4-6js～1卟z~1415~2l4～68~1l2-1-20小5e~10qz~145~20
5.04. 4.55.5 3,55.]碳盘抵抗线（m）

5.5 4.5.5 5.t!孔距（m） 4.55.0
4.8 生、0f4、4.04.4,8排距（x）KQ-150

12.B4 14.7?j1,77i1,孔深（m） 12.8 12,6
6 14,51i17,Ab21.4.214.1917.3s!20.86米孔婚孩量（m*/m）!

乐.66.55.0底盘抵抗线（m） 5.56、5 6.0
6,56.3 6 5.66,075.0 6,55,56.5l孔距（m> 6,0

否 5,6 54.5 4,66.564,0排距（m） 5.5 4.55.0KO-200
17.86r7.96117.8617,98、7143t4,7? 14.77i12,od12,ad12,8d}孔深（m> T2.B4

35.3029.3224,720.57 25.45{ 2,130.163 34,31a.3320,03米孔爆破量（m'/m） .56 24,1．
9.5 8.5r系!*7.53.0底盘抵抗貌<m）

6,66.5, 7.55.56.5 6.0│孔距（m>
B。66.3!5si55.5 5 4.5排距（m）KQ-250
18.95 17.413.561×1.41 12.0孔深（m）

a7.41 0,28]83.5541.334,69 2B,6735.61 29.6624,0]米孔景融量（m*/m）

i-5-24选取。
钻机钻孔的废孔率参照生产矿山实际指标（表】-5-25）或参考表1-5-26选取。

5.3.3 枪机主要材料消耗

（1）潜孔钻机的钻头消耗量与钻头结构型式及岩石硬度等有关。
十字型中间超前刃合金片钻头，具有钻孔速度快，钝后可以修磨的优点，但因超前刃

负荷较大，合金片易前冶．因此，钻头寿命较低。球柱齿钻头在中硬威脆性的坚硬岩石及
裂隙发育的岩层中、即.效率较高，使用期间不必修磨，适于打深孔。但球柱齿嵌工艺
较复杂。混合型钻头为中心排气钻头，排气孔接近炮孔中心位置，排渣通畅，适用于硬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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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可 山 度 孔 率 表 3-5-25

举 率孔 浅 年 份 【 名 称 (mm)
20g朱家包包教矿 1978~19812
200峨口铁矿 1978～1B823.49～3.95

古山铁矿 200 2,42 1084
大宝山铁矿 150 1975～108I6.1～6.9

156北京铁矿 3
10-15156-220 1980～1581工厂铁矿

罗茨铁矿 1980～138]150 S～6
1978-19810.4~D.99闲林坤矿 150
1976~1981可动托海矿 150 0.B～12,2
1978～14良1150 7～17塌砂右矿

设计中度孔率参考指标 表 1-5-26

度 孔 率 径（mm）炮 孔 直 电

200
7~10166

钻进，效率较高，使用寿命较长，但加工工艺较复杂。
部分生产矿山的港孔钻机钻头消耗情况见表1-5-27。设计中潜孔钻头万吨矿岩消耗量

参照表?-5-28选取。

部分矿山万维矿者着孔钻头消耗量 表1-5-27

耗 径矿 岩，硬 度 孔 份年矿站各险

52
矿f=6～18 280 1.943 1978～1981白云聚h外r
岩/=6~18

2.051 1875~1981170fs8-12大冶铁矿 0,496 1977～1981200
5.435 1978~1982200fs10~14兰尘快矿

矿/-3~1; 5.974 1978～1981200峨口铁矿
岩力=4～1

矿f=6~10 1.742 1982200符山装矿
若，"）3-1

矿f=13~1 2.60 1877~198r150峨口赞矿
粉/=如~n ⋯-⋯--.-.⋯⋯.. 1,075150 1981f=8～12业享续矿" -----rrr——.⋯.⋯

19a1150 1.16f=6-8融柯学，矿 __-....-⋯--． 1081～1982150 3,55都兴器 !8下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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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r.-

矿 岩，，硬 度 、径孔 消 耗、量 粉年矿山名 称 (mm) （个）《j)

·5
1876～1#913.36315a石录铜花 fa8～10
198～19z1.38150淘域铁矿 f=4~5
1975-19821.685150东山石灰石矿 J=8~8
1976~19801.866150阳泉铝土矿 j=3

泰 下-5-20方疏矿岩湛乳帖头痛耗量（个）

φ150 槽孔 钻620 潜 孔 钻矿 岩 硬 宽<J>

1,1~1,50,9～1,28～10
1.5~2.01.2~1.10-~15

（2）都分使用潜孔钻机的矿山，万吨矿岩冲击器外套、钻杆的耗量见表1-5-29，主

要油脂材料耗量见表1-5-30。设计中，潜孔钻机的材料消耗指标参考表1-5-31选取。

囊 1-5-28部分矿山钻氛主要衬料浙死量

钻孔直径万 吨 矿 岩 材 料 耗 量
 

供 风 曾钥经绳矿山名称 锆杆接头冲击器外套 (mm)(m)(kg)（本）（根》 《个）

4r～1984φ1700.248大冶铁矿 197-1984φp2000.05 20～1830.0300,05o.0L38兰尖铵矿 18b-1985φ20901.1280,0665域口铁矿 1980-1984φ15Q1,126,4790.124
]980φ15b9.480,010.01潘洛铁矿 1975-1982φ1565,5280.310.19东山石灰石矿 1375-198Oφ1503.56]0.00583,0?74阳泉粗土7

表1-5-30部分矿山粘机的盗脂消能推标

万吨矿岩油脂消耗量（kg） 年 份
皮 帮 油矿山名称 进平 涉空压油洗油黄 干 油机 

1978-19患0.35322,833o.31708872,s4兰炎铁矿 1980～1845.7236.联6819.14B峨口铁矿 1975～1982
9.13115,843东山石灰石矿 1975～1980,540.07 1980~1982阳泉铝土矿 1.80,51.67 19用～198巴山铁矿
0.674S.17s器洛铁矿
9.13120.$22东山石灰石旷 0.420,320.50.69龙乌腺石灰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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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孔钻机的台班材料请狂参考指标 表 -5-3〕

消 钙 降材 料 名 称 材 蚪 名 称 耗 量

0.004 擦试材料（kg） 0.04钻扞（根）
0.015 机油（kg） 0.5冲击器外蜜（个）

俊干油kg）o.07 0.13硬质合金（kg）
洗油（kg>0.11 0.18钢丝类（kg）
空压机油（kg）0.01 0,85除尘罩（个）
透平油（kg） 0.140.08供风管《m）

0.13 皮带油（kg） 0.01灯胞《个）
0,O26砂轮片（片）

5，3.4 人员腔备及工作制度

潜孔钻机以固定压气设施为动力时，每台班配备二人，以移动压气设施为动力时，每
台班配备3人。

钻机年工作天数与钻机的检修制度、检修天数有关。一般潜孔 钻机 年工作300～310
天，每天3 班。
国内部分使用潜孔钻机的矿山，钴机检修制度、天数、人员配备见表1-5-32。设计中

潜孔钻机检修制度参考表1-5-33选取。

表 1-5~32部分矿山潜孔钻机检渗制度

检 修月修小修中修大

钳电周朗设备型号 用期周期矿山名称
经救天数天数天数 人/班人/日人/班入/日（月》<年）《年）

12 13n 1s1o651 2
3330 431.530φ-200型 4,54闹芬装矿

3-4 1~23231~273-200整白云鄂博铁矿 744~7YQ-150A石人沟铁矿 133583~4710~12φ-200 30 1.5续口铁矿 3
3-462-325φ-200兰尖铁矿 4-5
203～6YQ-150A 3040 13海制铁矿

KQ-250
1313 3334~615~18220～25φ-150 4～5北京铁矿 1z201.5KQ-200 45将山铁矿 3

1025235YO-150A大宝山铁矿
13-200 5～6502,5φ-200吉山铁矿 624010267s-200灵乡铁矿

151303YQ-150A罗茨铁矿
1~215~230YQ-15A雅润苏铁矿

1530YQ-150A离老岭铁矿 3～4
2~320YQ-150A薪村铁矿

YQ-15DA海城镁矿
征2～30YQ -150A乌龙泉石灰石矿 [5820~2sYQ-150A敏山石矿



续表

7 年快
设笛型号 周期 周期矿出名称 电

天数天熟元数 数 检数 人/9i人/短（母）<年? （年） 人/班

8 g 1310 tt2 125I

歌袅山石灰石矿 0.5东风-200 43
船山6灰石矿 YQ-150A 30 3～43

13YQ·150A 2D 2 13 3龙泉露行灰石8 41P
YO 16cA东山石灰石矿 10 0.6
YQ-150A501留土矿 20 18 128 4～6
YQ-1o0 22序阳森矿 25 0,8l.4
KQ-150A德兴铜矿 1.5 12

20，宝山铜矿 30 1～2
20Y-150白银得矿

表 1-5-33设计时灌孔钻机险修制度参考表

全年合计检修天数（d）检 修 腮 期检 修 级 别 检修天数《d）

24～361月小 您 2~3
10～1510～451年中 修
103年 26～30大 椽

5.4 凿岩机和凿岩台车钻孔作业

5.4，1 凿 岩 机

5.4.1.1 酯者机效率的选取

露天矿浅孔凿岩作业一般采用手持式风动凿岩机。一次浅孔凿岩（孔深4m以内）的
凿岩机效率可按表1-5-34选取。二次破碎的着岩机效率可按表1-5-35选取。

囊 1-5-84一次浅孔雷料的雷岩机台理效率指称（m）

Y-2Y-30 YT-25矿岩距皮（/）

4232 38<6
28 3号～8

z4 29R-1
256~12
221812~I

4-16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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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破碎的截岩机台班触率着标（m） 表 1-5-35

宽（/）硬岩、矿
幽岩机型号

12~14 18～2010~13 14~166-8 8～10<6

18 101313Y-3 24
13YT-2 2432

1619Y-24 253A 29 2

5.4.1.2 青岩机台数的确定及人员配备
凿岩机作为矿山生产的主要钻孔设备或一次浅孔凿岩时，凿岩机台数按式（1-5-6）

确定∶

(1-5-6)

式中 N———每班工作的凿岩机合数，台;
0—— 矿山每班的平均爆破量，t;
V，——凿岩机合班生产能力，tm;
q——每米孔的燥破量，t/m，一般 g=1.2～1，4m2/m。

凿岩机备用率按100??虑。一般采用专人专机。
二次破碎凿岩需要的凿岩机数量，可按经验确定。一般是一台挖掘机配一台凿岩机。

或按超过允许块度的大块率计算确定。
二次破碎的凿岩机备用数量按100??虑。
垂直深孔爆破的大块发生率参见表1-5-36选取，设计中大块发生率参照表1-5-37选取。

泰 1-5-36大 块 发 生 率（??

座〈）距考∶大 块 尺寸 矿

13～205～1*12~149～116~5(m)
3592823200.35以上 3Z232019180，5以上 i815141311.65以上 161412100.75以上 B
1412101.00以上 5
102531，2o以上

表 1-S-37设计选取大换裁生率参考值

>1200mn>100rnm>850mn大块尺寸 >750mm>850mm>500曲m>350mm(m)
0.5~0.80.8~12-33679大块率（??

允许的大块尺寸，根据破碎机给矿口尺寸和挖掘机斗容确定。一般按表1-5-38和表

1-5-39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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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碑根型号超允许大缺尺叶的关系 囊 -S-38

给矿块 度给矿口宽度 排矿口宽度破 碎 机 道 号 (mm)(mm) (mm)---
400旋回式液压500/5 5O 50
40075500旋回式P×500/75
550旋圆式P×30g/130 130z00
760180装圆式P×90/160 900
750750800能回式液H90/16
10001801200靠四式P×1200/180
120340旋回式P×1500/s00
50350 40～10o《长衬板）氧式微辞机PEF4的×60

100～160（短衬板】
350颚式破碎机PEF500×?00 350 50～170
50075～200制式破辞机PEF6×900 480

850～750150～200帧式破碎机EEJ300×1206 650
850-100200～250制式破碎机P印1200×15 850
1200250-30假式驶碎机PEJ500×2100 1100

痛 1-5-39挖掘机斗春与允许大集尺寸的关系

允许最 大 块 度（m）!《mi)

1.《6
1.23-4
0.81
0.6.5
0.46

二次破碎用的凿岩机，按每二台设备配备三个人考虑。

5.，4，1.3 浅孔菌者岭材料消耗
（1）钎头及钎籽消耗，见表1-5-40，表1-5-41，表1-5-42。

袭 1-5-40硬质仓盘怀头能都一次钻进深度

181 10 17矿省码度系数 2~149-116～85

I.11.92.33.310钻进深度（m）

表 1-5-41炭质合盒消耗定额

131210矿岩腰度系数（J）

16.59,14.52.51.6一米炮孔消耗定额（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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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孔嘴岩合金纤兴修启次意推标 表 1-5-42

1716矿岩硬度系数（f） 18 2019156～8 B～1! 12~14

性一米炮孔需势鼻次数 1.0.90.53 1.10.380，含00.220.12 0.16

注，每个钟头雄磨6次即可视为不能再用。

研杆需要量按每台工作的凿岩机配置5根。钎杆（钎尾）的修理量为使，用量的30??

制造量为修理量的30??

（ 2）凿岩机材料消耗量，见表1-5-43。
霍尝机台班材料清耗量 表7-5-43

YT-26YT-30料 名 1t-30
0,818风警《m） a。810.50
6,043 0。03硬质合金（kg） 0,03

0.4540.J1钎钢（kg） 0.08
0,22风绳（m） 0,27

机油（kg） 0.4 0.20,2
煤油（kg） 0.10,320,1

擦按材料（kg） o,1b。160,1

5.4.2 露天矿用酱岩台车
目前露天矿山实际使用凿岩台车较少。曾使用过凿岩台车的露天矿，台车效率指标见

表1-5-44。
载 1-5-44一脏器天矿雷岩合本弃孔参数

海南铁矿乌龙泉石灰石8大石桥锁矿弓长缚铁矿甘井子石灰石矿日项
5d321

01-3591-3801-3801-8801-35常岩机型号 01-50
8-1011810阶段高度（m）

被积矿6～88-1210-I46～8矿石覆度（）
11-136～88～104～8岩石硬度（1）
9,5～1012B炮孔深度（m》
2,B～3.533～4底盘抵抗线《mD）
2,8-3.S,5～533-4炮孔阅距（rn）
8,1～1299～16每个孔担负的面积（m'） 83～9070～7580 ～az器385她孔角度（">
25~35$1~473380～47每米越孔爆被量（t/m）
200～38032324s280一500每个炮跟爆造量（V/m）
0,10.10,090.09B单位炸药消耗量（kg/1） 4"4.54~4.53.5-4.44～4,5工作面风压，×0.1MPa 64～6260～8564-5540 ～6560-6十字形钎头题径，（mm） 2,5-3.1,8～3.91,8-2.52～42.5~3,6每节舒杆长度，（m） 32×10i圈循?×" 无选钢性阴管32×s无登钢j2×6无楚钢售32×19圆钢钙汗规格 矿，?～66.I7～18配，20歌∶ 5~72i平均台班雷岩效率《m） 起，一岩;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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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爆 破 材 料 选 择

6.1.1 炸 菌
矿用炸药来龈有两方面，一是矿山炸药厂自制，一是外购。目前我国大中型露天矿多

数自建了炸药加工厂;小型矿山用药量少，一般外购2*岩石炸药。
目前一些矿山炸药加工厂生产的炸药品种有胺油类炸药（包括普通铵油炸药，铵松脂炸

药，铵沥腊炸药，多孔粒状铵油炸药），浆状炸药，乳化炸药等。
 铵油炸药加工成本低，但抗水性能差，爆炸威力低于2"岩石炸药，适用于中硬以下矿

岩的无水孔的爆破作业，是目前矿山使用最多的炸药。

孩松腊、赞沥腊炸药，加工成本低，爆炸威力和感度相当于铵油炸药。久贮不变质，

具有一定抗水性能。露天矿山使用较少，地下矿使用较多。

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由于原料来原限制，不抗水，目前只有少数露天矿加工使用。

浆状炸药，抗水性能好，爆炸威力高于铵油炸药1.8～2倍。但加工成本较高，加工工

艺较复杂，多用于露天矿水孔爆破作业或在雨季使用。
乳化炸药，是一种抗水性强、爆炸 威 力高 的新型工业炸药。加工成本与浆状炸药相

当，但爆炸性能优于浆状炸药，用于露天矿各种条件的燥破作业。

选挥炸药品种，应根据矿岩的物理力学性质、水文地质和气候条件、炸药成本等因素

确定。根据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和各矿山所在地区气候变化情况，可选择多种炸药。如季季

使用成本低的续油炸药，雨季和水孔使用抗水炸药。这样有利于降低爆破成本，提高矿山

经济效益。

6.1.2 起 爆 材 料

起爆材料一律外购。国产矿用起爆材料有火雷管，电雷管，秒延期雷管，毫秒延期雷

管，导火紫，导爆索，非电导爆系统等。
矿山常用的大雷管为6'和8*雷管。多同于离电 源较远的作业地点的浅孔爆破（如修

路）和二次破碎作业。
电雷管广泛用于露天矿的各种燥破作业。露天矿采用大区多排孔微差爆破时，采用毫

秒延期雷管。国产毫秒延期雷管的技术规格详见附录 2。

导爆索，常配以继继营联合使用。具有安全可靠，爆破网路简单等优点。但成本高，

不易检查网路故障。
继爆管，有单索单问、委索单向和双索双向继爆管。双向继爆管是可逆的，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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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多用于环形网路的爆破作业。
导爆管，是传递冲击波的塑料小管。具有传爆稳定，能 抗杂散 电流，静电和射频电

等，抗水性能好。导燥管和非电毫秒雷管、联接传爆件、引爆元件等组成导爆管非电起爆
系统。杂散电流超过规定的爆破地段，应选用非电导熹的起爆器材。

6.2 露天矿深孔爆破

6，2，1i{概 述

8.2。1，1 深孔爆破设计的基本要求

（1）矿岩破碎的质量好，无根底，不合格的大块矿岩很少，破碎的块度符合铲装设
备的要求。

（2）爆堆堆积形态好，燥堆集中且有一定的松散度，利于铲装设备高效率工作。
（3）无危害，地震、飞石、噪音等危害均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同时，应控制后

冲、后裂和侧裂现象。

（4）经济效益好，使穿孔、爆破、装运，破碎等各工序的综合成本最低。
6，2.】.2 阶段课孔都磁的基本要素
基本要素如图1-6-1所示。

广4-命----
4--4-4----4-4-

T yTT卫即TTyypFTT

-?d

图 1-6-1 深孔爆破基本要素
F一阶段高度，m; Z一钻孔聚度，m，加超钻源度，~◆一钻孔直径，mm，d一美药直径，

mm;L;-装药长度，mL-堵塞长度，m α-阶段股面角，（），o阶段坡顶能至孔口電

高，m;W-斜 孔抵抗钱，血，W，一验宽孔前排底盘抵抗凝。皿，δ—抑彪;2a-乳阅港，m

3.2.1，3 钻孔形式和布孔方式
（1）钻孔形式有垂直钻孔和倾斜钻孔两种。采用潜孔钻机穿孔时多为斜孔，牙轮钻

机穿孔时均为垂直孔。斜孔前排抵抗线较均匀，后冲较小，但穿孔效率低。垂直孔穿孔效

率高。
（2）布孔方式有单排孔和多排孔布置。采用大区微差爆破技术的矿山，一般采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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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孔布置。多排孔又分方形、矩形、三角形（或称梅花形）三种。三角形布孔时，能量分
布较为均匀。

6，2.2 燥破参微的确宝

深孔爆破参数包括孔径、孔深、超钻、底盘抵抗线、填塞长度、孔距、排距和炸药单
位消耗量等。

6.2.2.1 孔径和孔课
孔径取决于选定的钻机类型。目前国内露天矿，深孔燥破的孔径有80、100、150、

170，200、250、310mm等。
(1-6-1)钻孔深度∶垂直孔时 L = H＋ 为

(1-6-2)倾斜孔时L=

超钻深度库的确定方法，
(I-6-3)(1)h=,(0.15～0.35)W,

(1-6-4)(2)h=(8-12)d

式中单位均为m。

（3）综合考虑阶段高度，矿岩硬度系数和装药直径等因素。装药直径为150mm时，

为值参考表1-6-1选取。对于其它装药直径4，则将表中五值乘以后的系数。

按上述三种方法确定的压值。选择其中大者为设计值。

表 1-6-1d 2 50mm时恰却度少考值

矿 置， 硬 度 系 数（/）毅 高 度阶 般
20～20自~94-51-3(m)
.00,850,700.607· 1.261.000,2.7010 1.37Y.120.80.7712 1.5o1,251.000,8515 1.751.501.251,D20 2,001,751.501.2626

〈4）后排孔的房值一般比前排小0.5m。

国内露天矿山的统计资料的超钻深度为0.5～3。6m。

6.2.2.2 鹿盘最小抵抗线W，
底盘抵抗线的大小与炮孔直径、装药直径、炸药威力、装药密度、岩石可爆性、要求

破碎程度及阶段高度等因素有关。

（1）W;与H的关系为;
(1-6-5)W1=(0.6～0。9)H

（2）W;与d的关系为;
(1-6-6)W1=Ad

式中单位均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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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露天矿在清碰爆破和压被爆破的条件下，A值范围见表1-6-2。
赛 1-8-2A 值 范 围

压 章 幅 破 h'值清 章 爆 破 ， 蕴旋药直径（mm）

22，5一87.8含～62D0
a0～424~4250

1带.4～30，038,5～41.9510

（3）根据钻孔装药条件计算W;如下∶

，YVσp+49mgH-Q（- (1-6-7)
22mH

式中?g ——单位炸药消耗量，kg/m2;
g;——每米炮孔装药量，kg/m;
e ——堵塞系数，c=Lr/W1≥0，75;
p-—超钻系数，p=h/W，=0.15～0.35，
m-——钻孔邻近系数，m=0.8～1.4;
H——阶段高度，m。

按以上三种因素计算结果，取其中最小值，并按平台安全作业条件检验。
(1-6-8)W≥Hctga+C

式中 C-—炮孔中心至平台坡顶线的安全距离。一般C≥2，5～3m;
a——阶段坡面角。

当取值不能满足式（1-6-8）要求时，应增加孔径或打紧邻双孔。
6，2.2.3 孔题a和排距b
近年来，矿山深孔爆破中，采用大孔距小抵抗线的爆破方法，明显地改善了爆破质量。

(1-6~9)第一排孔; a= m1W;
(1-6-10)= ;6后排孔∶

式中 m，m-—分别为前后排炮孔邻近系数。一般m1<1，m，>1，正三角形布孔时m，=
1.15，方形布孔m = 1。

国内矿山调查资料见表1-6-3。

表 1-6-3，m;，m。取值范围

孔L 径（mm）麟 破 种 类

5,95～1,60.移～.【200
3;0~2,0.3d～1.08250清磁端破 10~1.070,42~0.581o
1.0～1.o.5～D,7820t
1.0~1.680.69~1d0250压废噪破 1.~1.070,87~e,7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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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排孔爆破时，孔距和排距是一个相关参数。正三角形布孔时，a 与5的关系为;

b= 0.866 a

(1-6-11)

式中 3 -—每个炮孔负担的爆破面积，tm'）
m———邻近系数。

6.2，2.4 填塞长度L。
(1-6-12)L,=ZW

式中 L-—填塞长度，m;
Z——填塞系数，垂直孔Z=0，7～0.8，斜孔Z= 0.9～1。

8，2.2.5 单位炸药消耗量
单位炸药消耗量q根据岩石的坚固性，炸药种类，爆破块度要求等因素决定。可参考

表1-6-4选取。

泰 1-8-4单 位炸 药 铜舞量表

14~2018~1*e-10<8岩石酮度系款（/）

0.86-1.00250,650,45~～0.5<0.单位炸药消耗量（ kg/m*）

冶金矿山的炸药单耗一般为0，1～0.35kg/t，中硬以上的矿岩为0，2～0.35kg/t。有些

采用多排孔爆破的矿山，后排孔比前排孔增加10～20??装药量。

8.2，2，6 单孔美药量

单孔装药量按下式计算∶
(1-6-13)kg2:=gaWH前排∶
(1-6-14).kgQ,= gabH$后排;

式中 t——后排装药量增加系数，t=1，1～1.2，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6.2.2.7 载药量验算

o_L;zd△ (1-6-15)

式中 V;——装药量验算值，kg
A——装药密度，kg/dm2;一般硝酸炸药A=0，9～0.95，铵油炸药A=0，9

L-—装药长度，m。
当验算结果Q;>0;时，可适当调整孔网或改变炮孔直径。

国内部分露天矿深孔爆破实际参数见表1-6-5、表1-6-6。国外部分露天矿深孔爆破参

敬见表1-6-7。

wx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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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1-8-B■ 内 部 分 需 天 矿录 孔 鼎 破 多 象 超 深 填!邻近底盘授抗域或净 距 平均单位耗药量整 固阶段高 孔 径 孔 胞（m）系 数扩 当 种 觉7 名 g/Tk/m两 排后 排的 排(mm》 m〕G) Hs[0.24.8~56～8 I1.5~2.56-5,56-6,515010~12s~t石英醋铁矿石人沟 闪长片麻爱铁 矿 e ,13～6.166.5~7.5 51,2~41.5~2.575.7~0.57~96.5-7.5200矿石及岩石兰尖铁矿 0.0743.5 4150 3.5原生磁铁矿新村铁矿 4~8进库石砂卡岩 4,03,53,5 3.5x6～8石i灰 右龙泉雾石灰石矿 9.56-0,5.5～67-88~8,5250 8-8,51218块状避装石英岩 0.45～0.55~2.5 4~g8～6,57~88,5~9o.5-9层状磁铁矿翼矿山 0.5-0.5s.5~88,5~9· 10~Iz赤铁矿及坚硬混合花岗岩中 0,4~0.451.5~2 4-7~8 a.6~79,5～108-10 9,5～10 1.6~a5~a p.35~0,A7~7.5风化岩石 2~3 0,253451s~1r 209磁铁矿峻口关矿 2-345~5,5,54-12角闪岩及片岩 0.431.6~? 0,174,5~0.8石灰石歌乐山石灰石矿│ 7.0~10 3~1圈 岩 6.2i0.07丶5～~11250～280 8-06~8矿 石金川露天矿 1.5~a200矿 石金堆城细矿 2~3 0.138～10s~s26010-1 ho铜录山钢矿 8～1?砦 石



塞 1-8-7固 外 部 分 露 天可跟孔 易 破多 数 贴米题 炸防旅 氮孔润距抵抗线 阶段高几 径超 深T 炸药称类改量或排起地 质 条 件 Gr/m') (kg/>矿山各称 (t/m)(m>(m)名 蒸状和蒙油16. 2.7黄铜厚钼矿，围若为石英闪长岩否雅里塔射矿 2.7 网上0.2548.612铁 增 岩明培览铁矿 0.29 L_1.2~1.s250丨 ?,87,824010.5 1.1翻乌铁矿 深次翻010,160,235013.5东铁，减失矿，理岩为白云岩，石类料度山铁 a.72~1.2 较油20%4.5 42~影.170 0.310.5 5.B310 1,3铁 摆 石伊利铁矿 b.8 下1~07.2~1..2~10.11.55、31恢 煤 石希离铁矿 25 0.278.41,2310帧铁矿，赤铁扩，石类岩斯卡利铁矿 1,2 iT~I310.5 7,基位动灭藏酸矿 25幕型罪斯铁矿 1~1.6 ;3晚索铁8控充珍规铁矿 150 0.425013.E}卡罗尔铁矿 16o 0.2725012 8;缺矿石，火山署*亚当斯铁矿 0.9 200 8.B卡监谢铁矿 50.9 o.19~o.21761s 5;66;6看尔额铁矿 0.165违普维尔楼矿 0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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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装药、填塞、敲爆方法

6.2.3.1 義药
1。装药结构
1）单一装药

我国露天矿多采用这种结构。

2）组合装药

孔底部装高威力炸药，上部装低威力炸药。

3）间隔装药
炮孔中两段或多段装药，各段间用炮泥或空气隔开。美国、加拿大等国多采用炮泥间

隔，我国和苏联等多采用空气间隔。间隔装药爆破可降低大块率，改善爆破质量。

4）不偶合装药
在预裂爆破和光面爆破中采用药包直径小于钻孔直径的装药结构，可以保护边坡。

2。装药方法和机械化
目前我国一些露天矿仍采用人工装药。其缺 点是装药密实度低，效率低，劳动强度

大。要逐步向机械化装药发展。
机械装药是用装药车或混药车。我国已研制成功的装药车有粒状硝酸铵炸药混装车，

浆状炸药混装车，乳化炸药混装车等。这些设备的技术规格见附录1。

国外使用的部分装药车主要技术指标见表1-6-8。

泰 1-6-8国外部分美药车主要技术着株

每班获药量装药速度欧置量〔t）炸药品种篓药方式号型生产厂家 (kg/mIn)

22-3332011.34乳化或浆状现场混制PP 型埃列克（美） 252012.5乳 化同 上GELMASTERCL《加） 2327510.5乳化或重铵油泵 送LG 整社 帮
1154.5同 上 同 上SM 型同 上 1d2254.St乳化液重假油现场混制螺旋混合岗 上 5t被 游
300粒状胺油MN3-1M东方机械厂《苏） 450水 散AKBaIOJt-3同 上

B.2.3.2 镇蠹
目前我国许多露天矿深孔爆破的填塞工作仍以人工填塞为主。少数矿山采用机械填

塞，我国研制的填塞机见表1-8-9。该机在南芬铁矿试用，效果良好。

6.2.3.3 起烯方法

根据起爆材料不同，起爆方法有∶

（1）电力起爆。使用的起燥器材有普通电雷管，秒差电雷管，毫秒电雷管。电力起

燥在我国露天矿应用较广，爆破用电源取自爆骇安全距离以外的电源。爆破前可对电爆网

路进行检查，确保及时准确起烽。这种起爆方法成本低，但爆破前准备工作复杂。起姆网

路设计计算见第七章。
（2）导爆索起燔。常以继爆管配合使用。装药中不用雷管，比较安全。爆破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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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B-8TS-2叁露天矿饱孔填查机技术提格

霾用 孔 径 φ250-φ380 （nm）

破碎扭矩 《0～181)×9,a(N·m)
o～200 (r/mnin)破碎转速
10,5×9,8×10.3 CN)最大牵引力

自 重 13 f
7B00×26k0×9160 （mm》（长×宽×高〉外形尺寸
150× 0.735（盒W）功 率
90〔B/孔）生产效率

注;研制单位为冶金部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本钢南芬■天教矿，常州矿山机械厂。

工作简单，但成本高。
（3）导爆管起爆。导爆管是传递冲击波的塑料小管，与非电毫秒雷管，联接传燥元

件和引燥元件组成导爆管非电起爆系统。
（4）导火索起燥。常用8*火雷管起爆，露天矿多用于二次燥破和辅助作业嫌破。

（5）混合起燥。使用低感度炸药的矿山，先 用少量 感度高的炸药作起燥药包先起

爆，然后起爆大量低感度炸药。

国产电力起爆器的型号和技术性能见附录∶。

6.2，4 微益爆破和留硫挤压爆破

6.2.4.1 微整爆破
1.优点
（1）微差爆破可实现多排孔爆破，扩大一次爆破的矿岩量，满足大型露天矿的生产

要求;
（2）舞高燥破质量，降低燥破成本。破碎的块度均匀，大块率低，爆难集中，有利

于提高装载设备的效率;
（3）减轻烯破地震波作用，防止对附近建筑物和采场边坡的危害。

2。爆破延迟时间选择
1）按岩石移动条件计算延迟时间

(1-6-16)Af = KW+

式中 △-———排间延迟时间，mns;
K——系数，一般取K= 2～3ms/m;

L——形成裂缝宽度，一般取L = 10mm;

V-———裂缝开裂速度，一般取V。=3～5mm/ms;

W—_—底盘抵抗线，m，
2）瑞奥U· 兰格弗斯提出的计算公式

(1-6-17)Af = KW
式中 K——系数，K=3～6ms/m。硬岩取小值，软岩取大值。

3）苏联矿山都门提出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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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 = KW(26- f)

式中 f ---岩石硬度系数;
K-———与岩石裂隙发育程度有关的系数。裂隙发育的岩石（裂隙最小边长大于1m）

K= 0，5;裂隙发育（最小边长小于0，5m）K= 0.9。

爆破参数选择，参见本章6，2.2。
3。微差爆破起爆方法
微差操破起爆使用的器材有电微差雀管（毫秒雷管），导爆管微 差 雷管，单段与崇

管微差雷管接力起爆。
单段导爆管徽差雷管接力起燥具有联接简单，不受雷管段数限制，可实现几十段螺破

等优点。因而，在我国露天矿得到广泛应用。
常用的微差起爆方式有下列几种∶
（1）方格布孔，排间微差（图1-6-2 a ）;

（2）方格布孔，对角微差（图】-S-2b）;

（S）方格布孔，中间"V"形檄差（图1-8-2e）;

（4）方格布孔，波浪式微差（图1-6-2 d）;

4。孔内微差起燥
孔内 微差 起爆 是在同一炮孔中进行分段装药，各段装药之间进行微差起燥，它具

有微差爆破和间隔装药两者的优点。
孔内微差时间，一般通过实验确定。阶段高度为12～15m的硬岩，采 用 赢威力炸药

时，时间间隔以10ms为宜。段离大于15m或采用低威力炸药时，以10～20ms为宜。

起爆顺序如图1-6-3。

谢.0—Q-0-6—o-6-0-I
0——φ-0—6-○-0----I
0—-o--0-Q---1

州
血N迎 工和亚区 工亚O四可工

图 1-F-3 孔内微差起爆顺序图 1-6-2 微差爆被起爆方式
a一先上后下起爆;b一先下后上短爆，a-排间微范，b一对角最笼，

e一上下混合起爆一 4V"形散差1d一波浪微遵

5。微差燥破实例

几个露天矿山采用微差爆破的效益见表1-6-10。

6.2，4.2 暂硫挤压爆破
留硫挤压爆破是利用上一循环嫌落的矿岩，铲装时留下一部分堆在待燥破工作面前



弟六章 爆碱工作 349----⋯·-----⋯⋯⋯
几 个矿 山 氮 赖.恩 破 效 鼓 表 1-6-0

德 兴-铜矿 金 境 城 扩水 厂. 铁矿台项

121212阶段高<m）
260250 250孔 径（mmn）
63,4延米施孔燥破量提高（?? 3318.1～17.6
19,71023,4～31.8平均单耗降低（??

由1.4??到0.5%由2??到N，32%61,9~35.2大块率降低（??
20,710~37i4.5挖掘机率提高（??

3～5每次栅破排数（排）

注;表中数字为与单排孔齐发崇破对比值。

方，使下次烯破的第一排矿岩，受爆破作用及堆碴作用的挤压。

挤压爆破的孔网和时间间隔，与微差爆破相同，挤压爆破的参数指堆硫厚度和堆碴的

松散系数。

（1）堆碴松散系数，即原岩密度与堆碴密度之比，应保持在1，15～1.4之间，松散系

数过小，容易将堆碴压实，形成硬墙，影响挖掘机的工作效率。

（2）在正常条件下压碴厚度应小于前排的底盘抵抗线。

（3）最后一排孔的排距应比一般爆破设计（消硫爆破）减小10??右，其它设计参

数与一般爆破相同。
（4）如果前排堆碴大于底盘抵抗线或堆碴松散系数小于1.15，应把第一排炮孔装荷

量增加15～20??
（5）挤压爆破燥堆宽度与堆碴厚度的关系可参照表1-6-11。

表 1-8~13愚堆宽度与堆玻厚度的关系

毫堆厚度对应的爆堆前移距离（m）区固系数单位炸药
40353020 251510(kg/m*>tf)

010 5152027310.7～0.9517～20
13210.5～0,818～17

150,3～0.6B～13

6.2.5 深孔爆破设计的材料消耗定额及劳动定员

6，2.5.1 材料消耗定额
阶段高度12m时，1000m2矿岩（实方）的爆破材料消耗定制见表I-6-12。

6，2.5，2 劳动意员
爆破工作的具体内容∶准备填塞物、装药、填塞、联接爆破阴略、警戒和起爆等。当

采用人工装药和人工填塞时，爆破工作定员可按一次烯破量和同时爆破的钻孔数确定。当

孔径为200mm以上时，一般按每人每次一个钻孔考虑。孔径为150mm左右时，可接每人每

次二个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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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租港破设计1000m2矿岩材料消耗定额  1-6-12
齿4同度系效*岩互炸茎 铵为炸疗 电 S管 火资背 凝 i区城线导火素辛形为经 母 纪4 (m>(kg〕Gkg) (in) (m)(anm) im)

7.0527,54 40947,336,85 31,684-6 42.86芯0
象，根黑72.88 553,2148.5735,95 59. 8465,4!{~10

<阶段高am） .13?97,46100.s767.287,.9u~W 58B.5847.98
6.B118,3347,5831.68357.2218.11 且。444~5
名.2019.6572,8643.5722,28 470,s 13.777～10150
8.即145.H7 241,9767.1216,89011.9326.691-M4
2、a。t0.7835,7323.59358.的15.82 7.144~B
3.48127.6648.8031,2042.24 它，3518.507~10

203 3,7560.70 19,2540,47g.9061432L,26t1-1
.,t73.9 177.3551,28708,S7 11.9115~20 24.66

32.55 36.46 43.6* j.9472.8718.05?～10
107.25, 3.9082.r541.37.5615.0320,66.~4250
128.75 4.0778.5052.33自，8799,6023,8615~20

80.42 1，铅SZ,56 48.Bs5.51473.!17.767~10
1.5493,1762,?S41.B3615.42 6,3120.30Al~14310
1.69100.2rta.09 7.3123.4115~20

-AN-w-_

注，表列定蔽系用电雷曾起爆，火雷管二次破碎，如使用非电导爆管w路，则物电富警数量换成非电导爆管微差

雷管数量，区域线长度换成护电导爆管长度。

6.3 控 制 爆 破

控制爆破广泛用于边坡工程中，以保证露天采场最终边帮的平整和 提高边帮的稳

定性。
控制爆破的方法有预裂爆破、光面爆破和缓冲燥破。

6.3.】 预 翼 集 碱

预裂爆破是在设计的开挖边界线上打一排间距较密的炮孔，每孔装少量炸药，在主冲

击波到达之前起爆，形成一条能反射主冲击波并散逸生产爆破产生的膨胀气体的张开裂

缝，减弱玉冲击波对边坡面的攻坏。

燥破参数
（1）孔径d;一般d≤150mm。有 的矿山采用200mm或250mm孔径;

（2）孔距a; a=（8～12）d〈硬岩取小值，软岩取大值>;

（3）线装药密度，参考表1-6-13～表1-6-15选取。底部1m孔的装药 量应比上部线

装药密度大些，其加大值见表1-6-16;
（4）孔的上口1～1.5m不装药。一般用导爆线同时起爆。

我国部分工程预裂爆破参数见表1-6-13。美国《爆破者手册》推荐的预裂爆破参数见

表1-6-14。瑞典兰格弗尔斯推荐的预裂爆破参数见表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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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1-6-13我国部分工程预裂烟破参数袭

深线装药密度孔范 "您岩石类型工程名称 《mm <kg/m)<m》

2.8～3.66～172,5~3 直8～19鸟 覆合岩 23?跟粒山铁矿掘沟
0.8~1,211,9751.5~2矽卡岩 1536~1o宝山铜旷路堑
0.9～1.0A1.075°1.8~2,7防化灰岩
0.7511.073°1.3~2白云岩 同上4.3
0.59.0垂直1.0【砂 岩 103
0.75.0灰 岩 350
0.257,0垂直1.3!砂 岩 170三江电广 2~4
0,l115.010.3廉灰角闪岩 0.6溢洪迫开挖
0.1612.0?纹岩 0.865
0.146,010.30.6风化花岗善 63
0.0BB,0D.6同 上
0,220.6浸层紊岩 55地下电厂开挖 11
6.13.0 垂鬼坚硬最彩辉燥着 0.66D
0.111.8水平0,45质 岩隧道开挖
0.165,51:0.20.763古生代砂岩路堑开挖

表 1-B-14美国《爆破者手册》推荐的是破参敷

线装药密度 《kg/m）孔 距 （m）孔 径 （mm）

0,12～0.370.3～1,468B,L~44,4
o.12～0.370.48～D.5160.8～辟。5
0.19～1.740.46～D,9175,2-88.9
0.37~1.110,01～1.22a1.6

表 1-6-15瑞奥兰格角尔斯推荐的光面，预制得破参就装

线装药密度预模i、 孔距七 面 爆 致孔 径
作药品神 (k/m)(m》抵抗线（m》孔 距（m）(mm》

0.25~0.500,7Gurit 0.5
0.120.30～0,500.8Gurit 0.6
0,170,30～0.500.9Qurit 0,6
0.2S0.46-0,71,1Gurit 0.8
0.3550 0.55～0,81.3Nabit 1.0
0,562 n,6～0.9L.6Nabit 1.2 0.775 0,7~1,01.91.4Dynmite 0.90.8~1,22,187

1,6Dynaaite 1.4100 1.3～1.52.72.0Nabit 2.01,2-J.83.22.4Nabit150 3.015~2.14.03,0Dynmte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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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混想破孔廉部染责系数 表 1-6-16

孔 深 （m） 5~1D >10<6

1,5-2.01-1.5混部I m 线装药密度增加盘数 0,5~1.0 _—-w-
实例 南山铁矿，在宽45m的甄沟掘进中，为保护采场图定边帮，采用了预裂爆骇。炮孔布置见图

1-6~4。沿设计开采境界打60°斜孔。《与阶段坡面角-致），孔径180mm，孔深15～16m（段高14~
15m》，采用镀湾炸药和2'岩石炸药，薛卷直径35～45mm。装药不耦合系数为3.3～4.3。爆破参数见表

1-6-17，预裂孔在主爆孔之前50～150ms起爆。效果良好。

gmTypryg

2o。t6*K
●Li

图 1-6-4 暂沟捆进预裂孔布置

;-预装孔 2一蟾助孔;
3—主爆孔，4-开采境界，

S4一轴助孔和预裂孔排距，
S，一预裂孔和主燥孔的孔底距

羲 1-8-17南山铁矿量沟捕途系膜焊孩参数

孔账间距裂 孔预
岩体性脂/ 值 平均每米装药量岩石类别 实际装药量距孔， (m)(kg/m>(kg/si)(m)

1.0-1,51,0~1.31.2~1,61,7~2,u完整性较好珍化黄铁矿化获 1.5~2,00,8~1,18-12 1.0～1,d1,3~1.7料隙发博长闪长岩
1.5~2.00.1~1.21,1~1,61.-1,8不完整 2.0～2,60,8～1.0粗 面 若 11~1.36-8 1,2~1.8裂浓发育

高岭土化辉长闪 2,5~3,00.6-0.90.A～1,21,4~1.5蛋风化2*《
长岩

6.5.2 光 菌 爆 破

光面爆破是沿设计开挖边线打一排间距较小的炮孔，少量装药，在主生产炮孔爆破后

起爆，以得到一个平整的（光的）开挖边帮面，提高边坡稳定性。

爆破参数
（1）孔径d∶ d≤150m;
（2）孔距4; α=（10～16）d 一般用z=（12～15）4;

（3）最小抵抗线（或称层面厚皮>;一般为孔距的1.2~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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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孔深，炮孔方向与生产燥破孔平行者，其深度亦同。不平行者，孔康同深，但
保持孔底间距（10～30）d。

爆破参数见表1-6-18和表1-5-19。

光 面 角 碹 实 附 步 戴 袭 1-6-18

孔径 孔 距 抵 抗 线 规装药治度者 石 单 ，耗名 称 f (mm) <m) （kg/m球(kg/m;

张京船赔壁 砂 若 2,5~2.0250 3.0~3.5 0.32 0.12～0.18
砂 岩前坪赔堑 190 1.5 0.72,3 0.13
石灰岩马颈地路堑 1,6-1.8 1.6~1.9100 0.9 0,3

休宁站场 红砂岩 150 2~32,4 I,2~2.7 0.3～0.
斑岩花岗当凡测铁矿 1563～8 2-2,5 1~～2.5 1.0

英国《想破者手册》技粹的光下想被参微 表 1-6-18

孔 距（r》 抵抗线（m） 线装药密度（kg/m）孔 径 （mm）

50.8～63.5 0.91 1.22 0.12～0.37
1,2276,2~88, 1.52 0.19～B.?4
1.52101,e~114.3 1.8移 o,37～1,11

127,0～139,7 .83 1,11-1,s92,13
1.43～2.%2,13 Z.44152,4～185.1

6.3.3 题 冲 燥 破

缓冲爆破是控制爆破的最简单的方法。它只涉及到主燥破孔 网 的最 后一排参数的改
变，即减少抵抗线、孔距和装药量，以限制爆破的后冲，减少顶部龟裂，常与预裂爆破联
合使用。其填塞长度一般等于抵抗线。

爆破参数见表1-6-20。
衰 1-6-20最冲间破参敷设计参考值 —se=s-

成装药密度（kg/In）抵抗线（m）孔间距（m）孔径（mm）

0.13-0.371.22D.9261-83.5
0.20～0.751.521.2276,2~8.9
0.37～L.121,B31.5210,B~114.3
1.12～1.492,181.63127~139,7
1,9～2,242.742,13152,4~165.1

实例 白恨露天矿靠近边坡采用缓冲燥破孔径290mm时，a22.5～3.0m，=3～Sm，W=5～6m，孔

径250mm时，a-3～4m，b=4～6m，W=8～7m。装药量为一般爆破孔的3/5左右，平均单耗略小于一

般烯酸孔，无超深，留有0，4～0.2m保护层或不留保护层，对防止后冲，保护边被效果良好。

6.4 浅 孔 爆破

8.4.1 应 用 寇 图
浅孔操破指孔径在50mm以下、孔深不超过5m的爆破作业。它是小型露天矿的主要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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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方法。在大中型露天矿常用作辅助性爆破，如修路、处理根底、破碎不合格大块、处理
单壁路堑外侧高度小于5m的斜坡等。

6.4.2 燥 破 参 散

（1）最小抵抗线W（m）按下式计算∶

8.22W=d; (1-6-19)mq

式中 d-—-炮孔直径，dm;
4——装药密度，kg/dm2;
m——炮孔邻近系数，一般m=0.8～1，4;
q———-单位炸药消耗量，kg/m2。

最小抵抗线亦可按孔径的25～40倍确定。
（2）孔距a（m）按下式计算∶;

(1-6-20)a=(1～2)W

（3）排距b（m）按下式计算∶

(1-6-21)b= (0.8～1,0)a

〔4）孔深L（m）根据岩石软硬不同分别计算如下∶

(1-6-22)Z.=H;软岩

(1-6-23)L=(1.1～3.5)H。硬岩

（5）装药量计算时要区别前后排孔，计算如下∶

(1-6-24)O=glVaH前振孔
(-6-25)Q= q45Ft后排孔

（6）装药量验算，即按炮孔可能装入的药量计算，

0.66Lxd'd (1-6-28)

如果验算结果2.<0，则重新调整孔网，Q;单位为kg。

6，4.3 材 料 消 耗

浅眼爆破材料消耗见表1-6-21至表1-6-23。

表 1-86-21每来 浔孔 鞭药 登（kg/m）

装药密度A（kg/d*）药包直径装药密度A〈kg/dm2）芮包直径
0.90.85(am)0.90,85(mm)
0.92,0.87360,6350.63o 0,970。81370.720,8832 1.030.980.780.7433 1.071.0390.80.7834 1.131.07400.87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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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孔爆破每m2矿卷实筹材料消耗 襄 1-B-22

固，管硝球炸药矿岩便度 火 钱矿山 名 称 kg m
弓长岭铁矿 0.25～6.30.,3～0.412-18 0.3～0.4
大石桥镁矿 6～B 0,26
北 山 矿 0.15 0,260.22C-8

0.16南 山 矿 0.35～0.386～8
3.440.15大明山石灰石矿 6一8 0,3S
0.53富儿沟石灰石矿 0,450,218～19

痛岭石灰石矿 0.11 0.19,268~12
0. 150.18.27济南石灰石矿 8-10

0.4小电石灰石矿 0,148
0.5 0.3铭 6.31西 6

溴孔期破 的设计 材斜 酒耗 疵 1-6-23

矿 石 便 良 系 数（f
起爆方式和材料名称 15-2010～12 12-168～10B～33~61-3

0.440.36 0.38G.340.336.3铵油炸药（kg/m* 0,2
0,550.450.42 0,480.33 0.380.22电雷管（个/m'）

电力起爆 2.001,43 1.61.250,9D 1.100.8D电线<m/m3>
0.280.25o,230.210,19o,160,11氯 管<个/四'>

导火规起塌 1.10t.900,800.760.70?,8o6.40导火线（m/m'

6.5 药 壶 爆 破

药壶爆酸法可克服较大的抵抗线，减少钻孔工作量。药壶一般需进行几次扩壶嫌破才

能达到设计体积。第一次扩壶用药量一般为100克，以后逐次增加。扩壶次数 与药量关系

现表1-6-2.。

表 1-6-24扩意次微与药量关系（单位;，E/次）
致

岩石硬度系数（） 21
20010

1005~6
4052001007~B 10009o600400200160

6.5.1 药 整 布 置 方 式
药壶爆破多与浅孔爆破结合使用，以降低大块率。其布置方式有矩形和三角形两种

（图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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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x*rv

图 1-6-5 药壶布置
a一高阶段药布综合技药;
5一上下层药壹布置1
c一药壶与长药包交错布置

8.5.2 局 破 参 微

6.5.2.1 装药量
(1-6-27)Q= KWj(m)抛据烯破
(1-6-28)0= qaHW振动爆破

式中 W——最小抵抗线，m。W=（0，8～1.0）H;
K——抛掷爆破标准单位炸药消耗量，kg/m2，<参见第七章）1
H——阶段高度，m;

f（n）———-掷爆破作用指数的函数，（参见第七章）;
q——报动爆破单位炸药消耗量，kg/m3<参见第七章）;
a——药包间距，a=（1，0～1，2）W。

8，5.2，2 茵蜜体积

y=Y (1-6-29)

式中 V-——药壶体积，dm'，

】-———装药密度，kg/dm2。

6.6 二 次 破 碎

不合格大块及大块率见本篇第五章。目前二次破碎方法有如下五种，

（1）钻孔法，钻孔深度约为钻孔方向岩块厚度的2/3。

炮孔装药量见表1-B-25。材料消耗量见表1-6-26。

（2）裸露药包爆破法的炸药用量为钻孔爆破的3~?倍，大块体积与用药量的关系见

表1-6-27和表1-6-28。
（3）用热焙烧剂或膨胀剂二次破碎岩石，无飞石和噪音的危害。但由于成本高，作

业复杂，目前仅有个别矿山试用。
（4）齐大山铁矿对聚能药包进行二次破碎，作过系统试验。并生产定型产品，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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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5二 次 碱 碎 均 孔 装药 量

炮孔数（个） 每孔转药量（g）孔 深（m）隙 度（m）大块尺寸《m'） _
8～150.25~0.125 0,5
12～209.85-0.950,25
z0～300,4F-0,5 10,80.5
35～700.5～0.65 11.01.0
35～700,56~0.55 21.02。0
65-1000.75~1.00 21.53.0

表 l-6-26二次 破 碎材 辑 消 轭 量

R 寸（m）块大
名称 1.20.75 1.00,35 0.65 1.4

0.10b,220,4炸药单耗Gkg/m'）
0.60.78.0 1.22.0富管消耗（个/m2）
0.60.71,22.08.0导火索<m/m*）
5.52.0 2.5延米爆政量（m'/m）

囊 1-6-27大 换 体 积 与 用菌 量 表

大块边长0.7m，平均体积0.83m*大块边长0，5～0.6m，平均体积单位炸药耗量岩石等级 的大块用药量（kg）0.15～0，2m'的大块用药量（kg）(kg/mi)

0.440,251.3
0.470.281.4
0.500.3D1.5
6.530.321.8
0.571.7 0,34置
0.800.381.8
0,54o,381.9
0.670.4o

表 1-B-28大于0，5m'的大块体积与期药量

5.03.0 4.92.0二.0 1.50.5块石体积（m'>

5,54.53.12,51.5 2,.01.1药包重量（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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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能药包型号及破磷能力 表 1-8-29

破碎能力（m*/个） 2 (g)药包 型' 宏石硬度系数（ f）

1-1.5Ps-1 8～?u5u0
1.5~2.5P5-2 8-20200
2,5~3.5Ps-3 8～201006
3.5-4.5Ps-4 名-201500
4,5-6.D0-20P6-s 2000

1-6-29。
（5）用碎石机破碎大块。可减轻劳动强度，改善作业条件，提高破大块的效率。有

关碎石机可参阅本书第四卷矿山机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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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 述

7，1.1 大 鄙 破 分 羹

露天矿大燥破系指用喇室装药的大型爆破工程。按处岩破碎程度和堆积状态，大爆破
可分为∶

（1）扬统燥破;
（2）定向抛擦爆玻;
（3）松动爆破;

（4）加强松动爆破）
（5）崩塌燥破;
（6>一侧抛掷一侧松动的双侧爆破。

7，1，2 大爆破设计原则和要求

（1）合理确定大爆破的各项参数，保证爆破安全。
（2）经济上合理，在保证爆破效果前提下，尽可能做到投资省，工程量少，工程进

度快，燥破成本低。
（3）根据矿山建设和生产整体要求和地形地质条件，确定合理的燥破范围和燥破方

案，不给后期工程留下隐患。
（4）在采场边帮附近进行大爆破时，必须保证边帮稳定，在工业场地、重要建筑物

或重要设施附近爆破时，必须保证周围环境的安全。
（5）燥堆的形状和分布要符合要求，降低大块率，减少边缘欠挖量，爆破区底板要

平整。
（δ）在保证爆破效果的前提下，尽量方便施工。

7。1.3 大爆破的应用范围

（1）山坡露天矿基建初期上部（或测向）覆盖岩层的剥离;

（2）开挖堑沟;
（3）公路或铁路的半壁路堑开挖;

（ 4）露天转地下垫层龈破;

（5）平整工业场地;
（6）定向爆破筑路堤及堆石坝;

（7）其他——处理滑坡、滚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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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设 计 基 础 资 料

7_-1.4.1 工程任务资料
包括工程目的、任务，要求，有关工程设计合同、文件。会议纪要以及有关领导部门

的批复，决议。
7，1.4，2 地形地质资料
（1）爆区、燥岩堆积区地形图，比例尺1500;

（2）大区地形图，其范围包括爆破影响区内的建筑物、构筑物、高压线、公路、铁

路等。比例尺1;1000～1∶5000;
（3 ）露天矿开采终了平而图;

（4）燥破区内地质平面图及地质纵剖面图;
（5）燥破区工程地质勘测报告和附图，以及有关钻探，槽探详细资料，裂隙与溶洞

资料，岩石力学试验资料等。

7，1.4.3 阈隐环境调查资料

包括燥破影响区内工业设施及建筑物的重要程度，完好程度;爆区附近的隐避 工程

（包括军事设施、电缆、管线、地下硐室、巷道等）分布情况;附近高压线、电合、电视

塔的分布及功率;气象条件（是否雷区）等;

7，1.4.4 试验资料
（1）爆破材料说明书、合格证及检测结果;

（2）爆破漏斗试验报告;

（ 3）爆破网路试验资料;
（4）为确保环境安全而进行的爆破试验和观测报告;

（5〉针对边坡、预留保护层而进行的实验有关资料。

7，2 药 室 布 置

7，2，1 药室布景恩则和要

7，2.1.1 松动婚遵
（1）药室平面布置量二角形或菱形;

（2）地形高差较小，当最小抵抗线与药室中心至地表垂直高度的比值W/H>0.6～

冬较 大（灯<0.6～0.9）时，可布置双层或多层。为0，9时，药室布置为一层;当地形高差较 大（"

保证下层爆破效果，上层应采用加强松动爆破，下层采用延发爆破;

〈3）地形平缓、高差小时，为使爆破块度均匀，施工简单，可采用条形药室布置;

（4）在固定边帮附近布置药室时，应留有足够的保护层，以保证边帮的协定。

7.2。1，2 抛舞端破犯加强松动爆破

（1）为提高抛掷效果，应尽量使炸药集中。

（2）当主、次药室破裂半径以外的剩余岩坝高度过大（大于5～7m）时，可布置辅

助药室，以减少岩墙和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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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尽量采用单层药案室，当一次开挖高度较大时，才采用双层药室。
（4）山坡地形，双侧山坡只允许一侧抛掷爆破时的药室布置;
当一侧要求集堆降低一定高度时∶按加强松动爆破设计。其两侧最小抵抗线关系为;

J系n2.w， (1-7-1)

当一侧只允许松动爆破时，其两侧最小抵抗线的关系为∶

(1-7-2)品iV3j（47
式中 W，——-抛掉爆破一侧的最小抵抗线，m;

Wz——松动爆破一侧的最小抵抗线，m;
f （x;）---抛掷爆破作用指数函数;
f{xz，---讼动爆破作用指数函数。
（5）在采场固定帮附近布置药室时，要留有足够的保护层，以保证帮坡稳定。

7，2，2 药 宽 布 置形 式

7.2.2，1 露天矿剥离大爆破药宽布置
（1〉地形为窄而陡的山脊时，在主山脊正下方布置主药室，两侧布置辅助药室。
例如德兴铜矿水龙山采区山头大爆破，先在主山脊的最高蜂下确定1*主药室的位量。

并使1*主药室两侧（1）和〈2）最小抵抗线剖面上的最小抵抗线相等。以1*药 室为起

点，顺序布置2*～13*药室。然后以1*～13"药室为已知条件，布置主山脊两侧的辅助药

室。布置结果见图1-7-1。
（2）地形为较平缓的山脊时，在主山脊下布置两排对称主药室，然后围绕这些主药

室布置辅助药室。
例如∶永平铜矿天排山爆破试验的设计方案，先在山脊下布置1°、2*，3*，4'，5*、

6*，7*、8"等对称于山脊的主药室，再在其周围布置辅助药室（参见图1-7-2）。
（3）当有大断层穿过爆区时，先布置对称于断层的药室，然后朝外布置轴助药室。

例如永平铜矿火烧岗大燥破的试验爆破，（图1-7-3），先布置1，2，3，4，5，6，7，

8号药室。千吨大爆破时，也采用了同样的处理办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当爆区为一孤立山包时，先在山峰下布置一个或几个主药室，再围绕主药室布

置一图至几圈辅助药室。
例如自银万吨爆破的4号爆区药室布置，就是先在主峰之下布置一个主药室，然后在

其周围布置四圈辅助药室（图1-7-4）。

（5）当爆区有多个小山峰时，首先在每个山峰下布置主药案，然后围绕着各个山头

布置辅助药室。贵阳铝厂甘冲石灰石矿剥腐爆破的爆区共有五个小山头，在爆破标高确定

之后，分别在五个山头下布置主药室，然后围绕主药室布置辅助药室，取得了预期的爆破

效果。
（6）平顶山包地形，先在平顶之下布置梅花形分布的主药室或平行分布的条形药

室，再沿边坡布置辅助药室。
例如狮了山万吨入爆吸的攀破范齿位5m标高以上，爆高·m，!书平3，药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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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水龙山大爆破药室布置
4-露天开采境界;B—边坡破环线

图1-7-2 天持山试验爆较药室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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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3 火烧岗爆破试验药室布置

分上下两层布置，上层主药室抵抗线25m，下
层主药室抵抗线33，5m，均为上问爆破，为使
能量均匀分布，药室呈正三角形或条形布置，

上下层药室在平面位置上铺错开。
（7）窄山脊地形，一侧允许抛掷，另一

侧不允许抛徳时，可将药室偏离山脊布置，但
药室两侧的抵抗线要满足 W"，）=W}f（m2）
的要求。

例如，铁山笼钨矿山头剥离爆破，允许一
图 1-7-4 白限厂铜矿大懈破4"噪区药室布置

侧抛掷，按图1-7-5布置药室，取得了 良 好的

效果。
（8）当山脊较宽，一侧允许抛掷，另一侧不允许抛掷时，可以在山脊下布量两排或

三排药室，允许抛掷侧布置抛掷药室，另一侧布置松动药室。
例如云浮硫铁矿露天剥离大爆破在上层525m标高布置两排药室，两侧为抛掷药室，

药室呈十字形，东腾为加强松动药室，药室为长条形（图1-7-6）。
（9）为了减少大块率，在药包作用较弱的地方，可布置顶部药室，有时为了确保边

坡的轮廓，避免上部大量坍塌，也可布置顶部控制边坡的药室。

例如永平铜矿火烧岗大爆破的2*药室，即属于加强破碎的压顶药室（图1-7-?）。

7.2，2.2 路堑开挖大师破药盒布置
（1）单壁路堑，地形较缓时，根据路堑宽度要求，采用单层单排或单层双排布置

（图1-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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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场需填设

475-
870-
积65-

图 1-7-5 铁山笼大爆破药室布置
a—平面图;5一酮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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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o

图 1-7-6 云浮流铁矿大爆破药室布置

4一平面图;b一置一洲面图

图 1-7-8 单壁路堑单层药室布置图 1-7-7 水平铜矿火烧岗大爆蓝的顶部药室
a一单排药室1b一双排药宣

Q

图 1-7-9 单壁略堑双层药室布置

（2）单壁赔堑，地形较陡时，根据路堑宽度要求，采用双层单排或多层多排布置，

前后排采用延发爆破（图1-7-9）。上下层药室间距为a≤W√π+工 。

（3）多面临空的地形开挖双壁路堑，可用多层药塞布置。上层药室位置应 使W1=

1.1～1，2W。上层药室为抛掷爆破，下层药室为松动爆破。上层先燥、下层后 眷（图1-

7-10)。
（4）堑沟底宽大于其深度时，用双排对称药室布置，齐发爆破（图1-7-11）。

7.2，2.3 定向鼬都爆破的药惠布置
定向抛掷爆破必须使每个药室最小抵抗线方向指向定向中心。布置多排药室时，后排

药室的装药量应比前排药室的药量大。后排的最小抵抗线W2大于前排最小抵抗 线 W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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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1 双壁暂沟单膜双养药室布量图 1-7-10 多面临空地形双壁超沟药室布置

图 1-7~12 对称于主地方向的药室布置

理=0.5～0，8。
（1）在平整的坡面上，布置对称于主抛方向的等量对称药室。如山东马陵铁矿在采

场内布置 7 个对称药室的定向大爆破（图1-7-12）。

（2）有天然凹面（或冲沟）的地形，以凹面为对称轴，各药室的最小抵抗线方向朝

对称轴布置，使爆堆集中于凹面。如云浮硫铁矿大燥孩的1-2至1-6号药室和3-3至3-6号药

室（见图1-7-6）。
7.2.2，4 每天采惫边帮附近大爆敏药塞布置
在果场边帮附近进行大爆破时，药室布置要考虑预留边帮保护层。见图1-7-13。

b

图 1-7-13 边稍保护层示意图

a一路墅边帮预留保护层 b一采场边解预留保护层

1-梁场边帮12-预留保护层，R一压缩鹰半径，D-药定宽度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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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帮岩石比较稳固、无不利构造时，保护层厚度（P）按下式确定∶
(1-7-3)P= AW

式中 W———最小抵抗线，ms
A-——常数，参照表1-7-1选取。

预冒帮放保护黑常戴A信 表 1-7-1

各 种" 值 下 的 A _值单位炸两消耗
P值土岩类别 量K值 2,11.753.501.0D0.78 1,26(kg/m*)

0,8200,7250.6350.474 0,5500.4152501.1~1,35粘
0.7150.Ba0.5490,3621501,1~1,4坚 硬 土
0。5思0.4940.433o.3750,8239.2B8501.25~1。4松款当石
0,440,4110.38o0.3110.26B0.235中等坚腰 1.4~1,8

0.4160.3680,3220,24 0.2790,21101.5
0,4340.2840.246 191,8
Q.4830.2500.219101,7

硬 0。41t0.8900,2450,224101.8
0.500.3980.227161.9岩
0.4570.354·,30a0.246.231102,0石 0,4680.4l2a.3610,3120.2690.288102.1
0.4720,4180.5850.3320,2730.239102.2以上

边帮岩石不大稳固、有不利构造时，保护层厚度按下式确定，
(1-7-4)P= Rg+0,7B

7.3 装药量计算和爆破参数选择

7.3.1 敬 菌量 计算

7，3.1.1 松动爆破装病计算
(1-7-5)集中药室 （=K'W。
,1-7-6)条形药室 Q= KW^2

式中 Q——药室装药量，kg;
W--抵抗线，m;
l ——条形药室长度，m;
K——松动爆破药量系数，对平坦地形松动爆破，K'=0.44K，对多临空面和陡崖

崩塌燥破，K′=（0.125～0，4）K，对完整岩体的矿山剥离爆 破，K′=（0，4I～

0.65）K或参照表1-7-1选取。

7.3.1.2 抛抑端敬和加强松动爆破装药量计算
(1-7-7)集中药室;O= KW*（0，4＋0.6m*）
(1-7-8)条形药室;Q= q5

KI*0.4+0.6m3)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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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抛掷燥被单位用药量;kg/m，;
m——-药室密集系数;
n -—爆破作用指数。

7.3.2 爆 破参 数 选 降

7.3，2，1 炸高换算系敷e

2*岩石炸药∶e=1.0
铵油炸药∶e=1，05～1，15

其他炸药∶。z--（ 28＋-10）

式中 x-—-所用炸药的爆力;
y -——所用炸药的猛度。
7.3，2.2 标准稳舞单位用药量K

（1）参照表1-7-2选取;
（2）参考类似矿山大爆破资料选取，见表1-7-6。
（3）根据抛掷爆破漏斗试验确定K值，计算如下;

(1-7-10>

式中 r ——爆破漏斗半径，通过试验测腈。

综合以上三种方法选取的K值，应结合本爆破工程的岩石性质，最后确定K值。
7.3，2，3 各种地形条件的最小抵抗锻计算

计算方法参见本章7，2有关内容。

7，3.2，4 煤被作用指数n

（1）斜坡地面单侧抛掷爆破，*值按表1-7-3选取。

（2）加强松动爆破，当要求爆堆高度不大于15m，大块率不大于10??，可参照表

1-7-4选取n值。
（3）按抛掷百分率E的要求确定n值，或按表1-7-5选取。

(1-7-11)= 5+0,5

上述各种情况下的n值，亦可参考经验数值选取∶

全抛掷爆破 为= 1。75～2.25
半抛掷爆破 n= 1.25～1。75
加强松动爆破 并=0，75～1.00
7.3.2.5 药室阎距a

(1-7-12)a= ?W。
式中 a——同层或上下层药室间距，m;

W，——两相邻药室的抵抗线平均值，m;

ni-———药室间距系数。
式中的m须恨据不同地形条件和燥破性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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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各种岩石单位炸菌消耗量k流衰 藏 1-7-2

E (kg/m*)
署 体 特 征 值岩石名称

抛赘松动

1.0～I,I0.3~0.<1.0松软的各 种 土 1.1~1.20.4~0.51~2坚实的

密实的 0.4～0.吾1~4 1.2~1。4土 夹 石

风化破碎 1,9~1.20.4-0,52~4
页署、千枚岩

完整，风化轻微 1.2-1,30.5~0,64~6
1,1~J.3泥质，薄层，层面张开，较破碎 3~5 6,4~0.3

板岩、泥灰岩 1.2-1,40,5～0.75~8被完敷，层面闭合

1.9～~1.20,4-0,,54~～6泥质胶结，中薄展或风化破碎者
1.3～1.40.5～0,87~8钙质胶结，中原层，中细粒结构，强除不擅发膏砂 岩
1,4~1、74.6～0.79-14硅质胶结，石英质砂岩，厚层，裂隙不发育，未风化

1,2～1.0.5~0.65～8胶培较差，砾石以砂岩威较不坚硬的者石为主砾 岩 I,4～1.60.86～0.79~12胶结好，以较驱硬的岩石组或，未风化

1.2~1,60,5～0.85～B节理发育，较疏松皱碎裂障源率大于4条/血
白云岩，大理岩 1,5～1.60.8～4,7D~12完整、坚实的

1,8～1.0.3～0.6-8中薄屋，或含泥质的，或勤状，竹叶状结构的及襄隙较发

青的石 灰岩
1.4~1.79,6～0.79～15厚层，完整或含硅质，致密的

1.1-1.30.4⋯0.6~B风化严重，节理襄隙很发青，多组节理交翻，裂隙频率大

于5条/m花 岗 岩 1.8-1,0o.6-0.77~12风化较轻，节理不甚发育或未被风化的伟晶粗晶结构的细
1.6～1,80.7～~0.612-20晶均质结构，未风化，完整敦畜岩体

1,2-1.40.5-0.7B～8棱破碎的流纹岩、粗面 1,8～1.70.7～0.89~12宪焚的岩、蛇级岩
1,2～1,40,5～0.7B～8片理成节理发育的

片 麻 岩 1.5~1.70.7～0。89～14完整轻硬的

1,3～1.60.5~0.78～12较风化，整体性较差的
正长岩、囚长岩 1,6～1,80，7一6.812～ IB朱风化完整致密的 ..

1.1~1,0.5～0.65～7风化破碎、裂除颗率>5条/m
1.4~1.60,6～0,78～14中等坚霞、较完整的石英 岩 1,7-2.00.7 ~0.3j14～20很坚硬、完整致密的

1,3~1.50,6～0.7?-12受节难裂隙切翻的
安山岩、玄武岩 1.6~2,00.7～0.912～20完整坚硬致密的

L,4~I,7b.6～0.78-11受节理醚障切帮的年长岩、辉绿 1,8～3.10.8～0.9j14～28很完整很坚硬致密的岩、微榄岩

注，本表K值为国产2*岩石炸药，

（1）松动爆破和加强松动爆破时，m=0.8～1，2;

（2）平缓地形抛掷爆破时，M运0.51，）;
（3）斜坡抛掷爆破，尚层药室讨，0.5（1+n）≤m≤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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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放他舞氟破的。管 表 1-7-3

备地 形 坡 度 T
R_-_w_e

20°-30* 1,5~1.75
30"~45° 1.25~1,5

最大 L，61.0～1,2545"～79'

加盟松动晶碱小宣 囊 1-7-4

 值最 小 纸 抗 绪（m）

0.7920。0～22.5
0.7522.5～25.0
0,8025.0-27,5
0.857,6～30,0

8.0~32,5
0.3522.5-35.0
1.003,0～37,6

囊 1-7-5表自管矢矿大爆破实障是碱市用布航唯表

燥破作用指数抛 第 率地形被度 药 包布 置方式爆 驶 类 型工程编号 (%)(*)
1,273,5单持单例挑掷燥破95～46 1,275,5单排多层单锶抛抑爆波30～《52 1.1~1;676,1单排单侧及单层双推搅猝燥破36～453 1,0547,3单展双师单侧抛挥谱破25～40 t.15t.2单持双层单刻搅掉督破30～455 0,95J5,6单排双羡加强绘动愚放d5～00 1.061,7单排双侧标准岗亮爆破36-47
1,055.0单兼双侧标准描亮爆破30～45 3.373,0单排双舞为挥脂波30~45 1,687.1单排双侧搅滤漏硬46～4516 0.8～0,32.5单排双制一侧知愚松动37～4511 0.一侧松动 1,2558,5单排双阔一侧抛亮45~4712 0.71～0,75一侧松动 1,5~1.663.3上层双排单電一侧为路4~4513 0.8～0.75下层单据单费一黄检动

（4）斜坡抛掷爆破，上下层药室时，n≤m≤√Ⅰ十n，。其中的m为两相邻药室

n 的平均值。
我国部分矿山大爆破实际资料见表1-7-6。



囊 1-7-6

我昌大 是 减参象 实例
_多 

卷石硬度

大 块 率

爆驶 效

器破荧型

岩石典 型

K'

地 形 地质条 件

R │

矿山名称

系数（

A1 的 6%

患酸效果被好

双侧加数松

.,9-1.15
0.8
~1.2

干改岩，花岗岩，

参兴南山

地形被度较陡，一般x
长责者，因长岩

5"～45，高差59m
家门前爆区

超过1m

南侧加数松动

花岗闪长班岩，

沟.65～

毒破达到哪想目的
大换约3%

地形坡度按陡锻，一般

,5～1.1

德兴水龙

北侧松动爆敲
0.8～1,1

6-8

9.

蚀变千枚岩，节理

山燥区

发育

轴励药室少了，药量4

双侧加服

大理岩，白云

金珠顶床被0°~50°，

边缘出岩女，总的爆酸数
约18%

1.1~1.2

动爆破

-1,4

~12

岩，矽卡岩，花岗闪 

坡10°-30，牛鼻峰南坡

果较好。

胡山口铜矿

30"-50"，北坡10"～30"，
1~3m

节重较发育，风化较源

1~1.2
0.75～

1-1.2

南6~。

混 合岩

永早铜矿
南坡30°~35

1.1~1,2
爆破效果良好

约 5%

,5～

松动爆破
北3~4

混 合岩

火旋岗康区

0.5{

东被35°西坡45°裂障发
天排山爆区

约 5%

爆破效果良好
1.6~1.7
1.3

抛郑爆政
1,2

B~～12

地彩较触，30'～45'，
大理石化白云岩

莱源铁矿

高差40m，基者出薄地看

氟碱达到国的，但π，
抛亮t.26-

抛绎与加强

施形较隧，披度3°-
白概厂1、

约 7.5%

K偏大，边帮要破坏，局
国松 1~1，2

松动墙狼
6-～8

英安概灰岩

部过粉碎

动9.7~1.0

筹液效果好，描筛审
主m1，6

双侧范筛颗

东侧a2*-45°，西侧36

 3%

70??上，但药量德大形
辅m1，【～

～8

纲云母，千枚泡
→'（东西侧均为大海）

成或岩石过粉碎

1,2

大于10

m1~1， 爆破达到预想效果，

松动与加强

地形复杂，石灰石出露

大块占5-

西N石灰石

一个大的药室处因贸

松动操破

o,6~0.7

地表风化历客，上盘坡度

6.08

～12

石灰石

7~1.00.59;产生脚墙，其它 方块度均匀

9气有卡斯特溶洞，节理 到激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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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燥破土岩方量计算

7.4.1 局 破 调 4计算
7.4.1.1 压培圈率径

R,=o0.62'2 (I-7-13)

式中 Rs—一压缩半径，即药包向下作用深度，m
Q——药室装药量，kg;
4——炸药密度）
p———压缩系数，参照表1-7-7选取。

我 1-7-7μ值

书饱R 散（kg/m*）岩石硬度系数（/）土 岩 奏 别

1.1～1.35钻 土 0.3
1501.1~1.40.8竖硬土 500.3-2◆ 1.25~L。4松教岩石
201,4-1.63~5中等题硬岩石 101.5～2,2>6坚硬者石

7.4.1.2 爆截漏斗糙掷作用率径

1。下破裂半径R

(1-7-14)斜坡地形，R=W√1+两

(1-7-15)山头双侧作用药室∶R=W√1+÷

Rr2。上破裂半径R'

(1-7-16)斜坡地形，R'=Wv1+品

斜坡坡度变化较大时;
图 1-7-14 爆破漏斗示意图

(1-7-17)=要（√1+#+√i+所

式中 W——抵抗费，m;
"——燥破作用指数;

β——破漏斗上向崩塌系数，可参照表1-7-8选取，或按式（1-7-18），式（1-7-19）

计算。
β值因岩石的坚硬程度不同，而有如下计算式。

(1-7-18)对坚硬岩石∶ β=1+0.016（⋯）

对土、软岩、次硬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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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官 囊 j-7-8

傲
论 面'坡 度

竖 要 岩 石土质、软石次坚石

1.3～2,02.0～3.020°~30*
.2.鲁～3.04.O-6,080*-60·
3.0～4.0E,0-7,060°～66°

(1-7-10)β=1+0.04(

式中 a—一原地形坡度。
当岩层有顺坡节理时，按顺坡节理修正上破裂半径，使上破裂角与节理倾角一致。

7.4，1，3 苟见画*深度P
燥破的土石方被抛痉出去后形成新地面线。新地面线和原地面线之间的最大距离，称

可见漏斗深度，一般按表1-7-9确定。

7.4.2 烯 准计 算

7，4，2，】 阶梯状地形爆破

参履图1-7-15，根据不同类型爆破计算。

因 1-7-15 阶梯状地形是破示意困

1。松动爆破
是堆宽度L
f =12～20; L=(2.5～2.8)H (m)

f=6～12,L=(2.0～2.5)H (m)

1<6;L=<(1.5～2,0)H (m)

爆堆高度 压=（0，7～0，75）H （m）

2。加强松动和抛掷爆破
(1-7-20)L=(3～4)nW

(1-7-21)h=（0.6～0，75）程

7，4.2.2 双测斜被地形（山包）抛狗滑破

1。爆堆参数计算
1）药包中心处的堆高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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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7-9可见量斗译度计算表

计 算公 式示爆破条件

P=0,33W(2n-1)水平地面

累地面校 P=（0，6*+0.2）W，由垂直地面量取等于计算的P，得一
解坡地面 点c，将c与漏斗和地面交点（a、b）联接，折线a，b、t即
多面临空 为新计爆破后地面线

P=（0.32n+0，28）W，在上破装搬上，即R'/3与R'/z之
斜坡地面

商浅一点e，（与地形的垂直距离等于P，联接a、、b即为预
单层药室

计爆后地图线

原均面线 大

鼾救地面 贸计爆后堆面概
多层药室 P=0.24x-1）w，P值按上层药塞确定（确定方法网上）
还发幅破
上层究趋

绿逸到线力
华R'

P-（0，32*+0，28）W，P，和P;位置的确定方法同斜披泡斜坡地面
预计爆后地画进人 面单展药宣，分别确定多层药室

齐发爆破

(1-7-22》h =K

2）烯堆最高点的维离H（m）

(1-7-23)H=Kn当

3）药包中心至燥准最高点的水平距离{（m）
(1-7-24)Z = K;/mW

4）药包中心至燥堆边缘的水平距离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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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gW (1-7-25)

式中 n——破作用指数;
W——最小抵抗线;
K，Kg、K;Kz——经验系数，根据具体情况选取，见图1-7-~16至图1-7-19和

表1-8-10至表1-7-13。
2。爆堆分布形状
1）单层药包双侧爆破
爆堆分布的形状如图1-7-16所示，经验系数见表1-7-10。

图 1-7~16 单药室双侧爆被晕塔分布剖面图
一队地形规，b-最小抵抗线，c-者次，d-双侧水平保破爆堆威，I-解波地形漏追熵

泰 1-7-30单英盒双例舞电题验系微表

1.51.2 1.41.31.1.9 1.00,B兆

6,16.1.,200,26 .2a0.290.62n.3sK。
0270.3.47 .s2 o370.520.670.B2K2

1，鲁~1.2K.
1c63-4Kz

注，1.Kz值在流波波地形（46°～5*）时，药宣间距小于计算阀距时，取大懂，反之，康小值，
2，本表搞自《黑天大爆做》，

2）双侧娥坡地形多排药包加强松动爆破

爆堆分布的形状如图1-7-17所示，经验系数见表1-7-11。

图 1-7-17 双侧毁坡地形多排药塞加强检动烯衰婚堆分布制面图

3）单药室一侧撞界、一侧松动爆破
舞堆分布情况如图1-7-18所示，经验系数见表1-7-12。

4）双视斜坡地形（30°～50°）并列药室燥破

爆堆分布形状如图1-7-19，经验系数见表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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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1双侧能被道形多排药查加虽检动知破复术系象来

0.90b.75 0,80 o.5 1.00得

0.32 0.280.34o.340.38K。
0.58 0.540.60Q,Ba 0,52Ka

1.7-2。0Kr
K。 每～4

注∶本表指鸟《解天大顺融》。

KSiOks=

图 1-7-18 ~侧抛亮一阔松动焊堆分布剖面图
W;-随辩氮最小抵抗盘，W~松动循最小数抗键

表 1-7-12单贫直一侧能舞、一侧登衡顺破级社系象接

1,51.3 1,I.21.11.00.9o。80.7"
1.251.0移.910.57 0.740.4K。
0.270,820.330.420,52 0,47Ka

1.0～1.K;
4~51-4K:

注。本表摘良《闻天大燥破》。

密 1-7-19 双侧解坡地形并列药室烯维分布剖面图

泰 1-7-18双得算填地形并列药宣经验系象来

1.5.41,31,.21.11.00，等0,0,7器
0.140.120,200,230.260.23.36 0.320,88K。
0.320,35D.$80,10.40.50.539,50Kn

1.6～1,2K;
4～53~4Rz

注，本表衡自《醇天大燥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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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5 单侧斜坡地形抛挪薄破
参照图1-7-20及如下各式进行计算。

图 1-7-20 斜坡地形晕堆示意困
a-原地面线。b-篇后地面规;e-章积体中心

(1-7-26)L= K,W(1+sin20)J/ K7m)燥堆最大宽度
燥堆置心至药室中心距离;

(1-7-27)L'= K,W(1+sin20)JKf(n)

式中 K-—标准抛撼爆破单位用药量，kg/m";
6——抛射角（最小抵抗线与水平线夹角），当e≤15°时，（1+sin29）取为1.5;

f（xn）-—塌破作用系数函数，f（r）=0.4＋+0，.6n*;
K;，K——-抛掷系数，按表1-7-14选取。

载 1-7-14K1、K∶信表（得围产二号署石痛像炸药）
由辅勒药直开创临空面以 原 地 图为临空 面

岩 石 类 别 K;K:K,K,
1.83.01.93.1K<L.8松软岩石
2.08.22,L3。4K=,4~L.5次坚腰岩石 2,23.42.33.7K=1.6～1.6
2.33,62.54,0K>1.6竖腰岩石

7.4，3 爆破土岩方量计算

7，4，3.1 制距面积计算
用求积仪求出（或计算）燥破漏斗面积Si和残存在漏斗内的燥岩函积S。则残存燥

岩的实方面积为

54-节 (1-7-28)

抛出的实方面飘
《1-7-29)S;=S1-S。

抛出的松方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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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S'，=可$。
式中 η-—面积松散系数，η=√了

7——表土松散系数，按表1-7-15选取。

翕 1-7-157信

η可 岩 石 名 称岩 石 名 称

1,4~1,$中等坚望岩石1,1-1,3各种 土
1。46~1.8监固及非常竖固的档石1,33~1.87软泥灰岩

1.85～145粘土质页者及其他软岩

7.4.3，2 土鳖方量计算

用平行剖面法计算。

燥破实方∶

Ss;+S⋯+√S5m) (1-7-31)

爆破松方;
(1-7-32)V=够u

痰存爆岩松方

-2引（s.+s???ST3）a (1-7-33)

抛出松方∶
(1-7-34)V=Vi-V,

抛出百分率∶

(1-7-35)E=y,
式中 S;——第i剖面的实方面积，m;

S'——第i剖面的松方面积，m2，
;-——-第;剖面至;+1剖面的距离，m;
n———破区内计算的部面数。

7.5 药室和起爆网路设计

7.5，1 卷 道 布 置

7.5.1.1 卷罐布置原略
（1）大爆破一般采用平峒和药室连接，只有在平地或很缓的山坡进行爆破工程，药

整堕深不大于15m，且无地下水时，才考虑通过小竖并开挖装药硐室。

（2）平硐和药室之间，小竖井和药室之间都要有横巷相连。横巷的方向 与主调垂

直，长度不大于5m，以保证堵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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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平硐不宜过长，当主平硐超过50m时，应考虑通风措施。各主要平确负扭的
装药、堵塞工程量尽量平衡。

（4）在增加工程量不大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把相邻平硐的端部打通，以便于开挖横
巷、药室并在装药、堵塞时通风。

（5）平硐一般要设计0，5～1??坡度，以便于出碰和排水。

（6）施工平硐开口的位置选择，要全面考虑施工道路、明挖量、刷挖量、回填取土
岩位置等条件，使开挖工程总造价低，施工方便，朝口不正对重要建筑物和重要设施。

7.5.1，2 参道断面

巷道断面根据装药量大小和施工方法等因素确定。机械装岩时，断面大小要清足装岩

机作业最低要求;人工装岩时，皂道高度要达到人员直立行走的要求。横巷断面可略小于

主平硐。
巷道断面可设计为方形或拱形。断面尺寸可参照表1-7-16。

装 1-7-10参罐解面尺寸●考值

小 井 新 窗损硐新面平硼析面
遫 工 条 件 mF高×宽m'高×宽m2

Z,4×J,2.4x2,0药室装药量大机模胰岩墙塞冠

1.2×1.6（固井真径D。1~1，2m）1,6×1.21,8×1.0巷道掘选用人工费岩，装药量大堵塞短

1.2×1，D（通井直径D-1~1.2m）1.3×1,01.6×1,2卷道阴进施工力量差，键药量少

7.5.2 药 宣 设 计

7，5.2.7 集中菊包薪宣

药室最长边与装药半径之比小于6时称为集中药包（球形药包）。

1，药室形状
（1）方形药室;高2～4m，长宽相等，尺寸按装药量要求设计。一般装药量小于

50t。
（2）长方形药室∶高2～4m，跨度2～4m，长度接装药量要求设计。

（3）"十"字形药室∶是方形药室的变种，多用于大型药室，将方形变成"十"字

形可减小跨度，改善药室稳定条件。

（4）"r°形和"T"形药室;是长方形药室的变种，在工程中也较为多见。

2。药室容量

(1-7-36)V，=K，早

式中 V—---药室开挖体积，m2，

Q——装药量，t;
-—装药密度，t/m2。一般袋装硝铵炸药4=0.8，袭间袭散药4=0.85，散装黄

d=0.9。
K。——药室扩大系数，见表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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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1-7-V7Ko值

备 注药宣文撑方式 装 人 炸 药 形 态 K。

（1）散药污染空气，一般不宣采散装炸药不支 护 1;1-1,2
用厂家包装比药不 支 护 1.3
（2）厂家包装药用木精则宜拆除散装炸药 1.3喷储支护
木箱后使用1,5厂家包装药喷绪支护

t,45散寝炸药据架支护
厂家包装炸药 1,8框架支护

7.5，2.2 条形菌室
条形药室（即平硐药室），其特点是爆炸能量分布均匀，减少抛掷力。根据地形，条

形药室可设计成直线形或折线形。药室断面与平硐断面或横巷断面相同。

条形药室多采用不耦合装药，不耦合比一般为 2 ～10。

7.5.3 载 药 和 墙 害

7.5.3.1 装药
1。装药结构
集中药室装药是将起爆体放在正中，其周

围装2*岩石炸药，外圈装铵油炸药。小型药室

一般只装一个起燥体，大型药室除放正起燥体

外，尚在药室周近放几个副起集体或导燥结。

以增加药室的起燥能。主、副起爆体用导燥索

联接。
图 1-7-21 起爆体结构示意图起爆燥体由雷管、导燥索和优质2*岩石炸药
1-简管脚线，2-木箱，s一炸药，

组成。三者装在木箱内，以保持装药密度，防 4一导爆崇;5—雷管
止雷管意外爆炸。为了搬运方便，起爆体装药

量一般不超过30kg<图1-7-21）。
条形药室除了量于装药中心的起爆体外，还要在条形装药的两端及沿着装药长度设置

几个副起燥体，沿装药长度敷设几根导爆索，导爆索与起爆体和副起爆体相连接。副起燥

体中没有雷管，由导爆索引燥，用以加强条形药包的起爆能力，防止爆炸不完全。

2，装药方法
装药之前应对药室进行全面检查，消除残炮、排除塌方危险。

小型爆破工程可用人工传递装药。装药工效可按500kg/工日考虑（包括由堆放场地至

硐口的背运）。一般燥破工程可用手推车运药，运装工效按100kg/工日考虑。

装药过程应经常进行线路导通工作。

7，5.3.2 造畜
1。堵塞长度

靠近平硐口的小药室，堵塞长度一般大于最小抵抗线，并要特别注意封口严密。

远离平硐口的药室，一般只堵塞横硐，堵塞长度为横硐断面长边的3～5储。

条形药室堵塞长度要大于最小抵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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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爆破工程，堵塞长度应适当加长。
当需要严格控制飞石危害时，应适当增加堵塞长度。
平峒口部分一般应堵塞5 m左右。
堵塞长度参见表1-7-18。

康 1-7-18都分南宣善破工程绪畜长度

主硝口增塞长度横越堵害长度与堵畜长与最小增塞长度占巷这
工 程 名 称

横卷边长B之比 (m)长的比例（?? 抵抗线关系

8～10大于8B(.3～1,2)W朱家包包矿大顺破 30
10《3～5)B(0.5～0.6)W白银厂铜矿大爆液 看.，4

《6,4~8)B<,1z～0,45)W簿兴镧矿水龙山大爆破 13.9
7-1o(3～6)B(.5～0.6)W金川铸矿大课破 6.3
?～10(3～5)B西沟石灰石矿爆酸 48,5

《8.4~8)B(0,25～t.82》長山铁矿大爆破
全熔10.36～0,54)W冶山铁矿大爆破 42.8

2。堵塞方法
先垒墙封闭药室（可用垒石、石笼、木板、粘土等），然后隔段打墙，墙之间用石碴

或第四纪坡积物充实。
堵塞过程中要注意保护起爆网路。保护方法可用线槽、毛竹或草袋包扎。

药室中装药后有部分剩余空间时，可不堵塞。

7.5.4、起 爆同 路 设 计

7.5.4.1 起爆网路种类
大爆破工程起燥网路有电禁网路，导爆索网路，导爆管网降三种基本形式。实际工作

中又有由两种或三种基本形式组成的混合网路。基本网路的优缺点见表1-7-19。

義 1-7-18三种款本起爆间路优缺点

点软点优名 称

1。对静电，杂散电流，避电、雷电部要严格1。可以随时检索，有问题施及时处理
控制2.机动灵括，可以适应各种爆模的爆破

2，朗路感工按复亲S。可以准确地控制起爆时间

不能用仪表监测1。设计施工简便
2。各种亲电均不会引起早爆事敬（落地震除外）

1。不能用仅表监测1。各种杂电均不会引起早烯事敬〈落地雷除外）
2.在硐室爆破中使用很少，经验不足2。设计简单，价格便宜

7.5.4.2 起爆网路选择
大爆破网路至少采用两套独立系统，即，
（Ⅰ）一般情况下采用两套电爆网路，或一套电燥网路和一套导燥索网赔。

（2）多雷雨地区闻采用两套导爆索网路。但因导燥索阴路在联接过程中无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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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采用。
（ 3 ）燥破规模较大的工程可采用三套网路。
7.5.4.3 电爆降路

1.电源

大爆破的电源可用照明或工业用变压器，移动式发电机、各种类型的电力起爆器等。
可来用交流电或直流电。

按全国统一局破规程的要求，当使用交流电源起爆时，每发电雷管通过的电流应不小
于5安培，且各个雷管基本相等;使用直流电源起爆时，要求雷管电流不小于2.5安培。

2。导线
电爆隔路常用的导线规格，见表1-7-20至表1-7-22。

BX（制志橡胶线》期格康 泰 1-7-20

争多考重量单线根数 导线电阻单线直径 电戴最大外径线芯标称徽面
序 号 (tg/ltm)(Q/Lm)（根） (mm)(mm)(mm>)

·.97 23,96.210.76
2817.51.19 4在1,0
321.37 1,1,63

7.01.78 5.02.5
4.d2.4 5.54.画
2.922.735.06

1361,781.39 7.5
19r1.091.8 1,8

2,11
40.0,E2.9 11.8
5420.3518.8

0,216.02、14
1610.122.02,24
192126.2 0,35

袭1-7-21BV（铜a量得线）舞格案
导线电用绝缘厚度单阈直径线芯单戴很数标称截面

序 号 (a/km)(mm )（最） (mm)(mm')、
21.00.71.0.D
17.50.71.181.0
11.70.71,3?1.53 7.00.81.7s12.6
4.L0.B2.25 2.920.92.78B,06 1,781.01.3310
1.00].·1.7016B o.72.12 1=260 0.51.22,50710 0.351.41.886011 6,251.42,14197012 0.191,8a,501B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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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V（船芯盟料畿〉氯格条 囊 1-7-22

序 号 19 107 11B 1253 621
965018 35 702510,0.6 1.5标称糖面（mm'） 2.5 4401
1919? 1977 7阀芯单战很数（展）
2.502,11,B312.501.71,33 2.]22,791.0单阀直径（mm） 2.241.761,13 1.37
1.81.61,s1.0 1.2 1.2].80. 0.90,7 0.7 0.8绝撤厚度（mm） 0.7
0.30.40.6610.01.121.75J.7 2.6?.0导线电阻（0/km） 362

3。电爆网路联按方式
（1）串联法，网路较简单，所需准爆电流较小，操作简单，但易产生拒爆。适用于

小规模爆破。
（2）并联法，网路中各电雷管互不干扰，起鬃较可靠，缺点是所需总准爆电演大。

准爆电流受到限制。
（3）混合（串并）联法。大爆破普遇采用这种联法。混合联法常用的是并串联或并

串并联法。

4，电爆网路计算

电爆网路计算的目的，是求出全部网路的电阻和各分支上的电阻，从而检查通过每个

电雷管的电流是否达到准爆电流。

计算时，为了达到齐发和准爆的目的，需要进行电阻平衡，即把每一并联组中各分支

的电阻，都调整为相同数值。调整电阻的方法可采用大导线上串联电雷管或政变导蛾断面。

网路计算时，电雷管的电阻应采用实测戴值。电焊网路的计算公式见表1-7-23。

7.5.4.4 导燥索起释同路

起爆能源有电雷管，火雷管，非电导燥雷管。

导烯索起燥网路一般用双股导燥索，并尽可能联成环路，在起爆体中设置导烯索笥，

1，串联网路

4，.口w-O-□-口∶

w-C□=a—□-w□b

图 1-7-22 导爆索串联网路示意图
a一齐发爆础，δ-E期螺破

1一电冒管;2-起顺体，3一寻题索;4一危爆管

其优点是便于使用顺序起爆延发藏置，缺点是如果一个药 包拒儡，影响后部多个药

包均发生拒爆。
2。镶联
联法简单，但消耗导爆索多。

3。并联 、



第七章 露天矿大爆破 385

凝 1-7-28电 愚同 路计算 公式

计算公 式 公式代表符号图

R—网路总电阻，aR=Rq本R＋*o"*R∶
串 R，-主线电，0Imi

P-一电源内电阻，Q（一近F算Tr E=(R1+R**e+R:)i联 般可不计）
R，一墙阅，联接姆和区域

线的电阻，QR=R，*R+置
r一单个雷管的电阻，0并 I=#s 1 一网路准爆总电流，A算 一单个雪管需要的准爆E-（R+R+工＋昼）n联

电流，A
*。一串底网路总置管数

R=R1+R+塑r+R "g-并联网路总冒管数
每组井联冒臂败I=xi
辨一药室蒙目

E=（R*R+皿+R∶）水 州x一支路的药宣败目
R;x一支略的增线串联线

和区填绒电阻，BR=R+Rt号（哪+R∶） N一文略数目
1-εmi E一 电源电压，V解 E=i【R足+3（四·R）】

R-R+R＋责（m+Rx）
1=nNi
E=【R，+R+方（塑部+Ras）T用 xNi_
R= fi+R'+-专（mg*Rx*
7-z2aN

*3N分文 E-2【R1*R* 方（塑
x *Ni

注，单式并串并联和复式并串并联图，因图面所限，在寓上仅则出两个分支，即I和N分文，其余分支未露，图中

A表示电氟。
优点是联接方便，便于使用延期起爆装置。在工程爆破中使用较广。

7**prziz
图 1-7-24 导爆索并联网路示意图

图 1-7-28 导燥索簇联网路示意图
1一电雷管，2一起爆体，3-导爆索

1-电算管1 z一导糊索3-起爆体

4。混合联（图1-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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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是机动灵活。使用普遍。在深孔爆破中用于实现多段等间隔微差爆破，效果良好
7.5.4.5 导爆管起爆陶路
起燥能源有起爆枪，火雷管，电雷管，导燥索。
联接件有联结块，联接管，各式接头。
1.并联
简单易行，较为常用。

图 1-7-26 导爆管并联同路示意图图 1-7-25 导燥索混联网路示意图

1-电置管，2一早顺管，3一联接件，4一起爆体1一电需管，?一起爆体;3一导通索，4-能修管

2。簇联

简单易行，但一发雷管一般不得起爆一束10个以上的非电导爆管。仅适用于小型爆破。
3。混合联
采用并联和簇联混合联接，机动灵活，应用较多。

水小 
图 1-7-28 导爆管混联网路示意图图 1-7-27 导爆管族联阿路示意图

1一电蓄膏，2-导释管3一联换件1 4一知爆体1-电露管2-导粪管，8-起愚体

应该指出，导爆管不得在有瓦斯或爆炸粉尘的矿井中使用。在大爆中由于使用导燥管
的经验不多，设计选用时应慎重。

7.6安 全 距 离 计 算

7.6，1 大爆破地震波安全距寓计算

7，8.1，1 地表建筑物的安金距简
1。地表德筑物（砖本结构）安全距离

(1-7-37)R = K203/℃
式中 R——烯破地震波危害半径，m

a——燥破性质系数，按表1-7-24选取J

Q——装药量，齐发燥破取总装药量，微差燥破取最大-段装药量，kg;
K。——地基系数，参照表1-7~25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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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值 赛 1-7-24

≥3≤0,5

0.70.81.2

赛 1-7-25K。慎

K。值题 筑 物 基 品

坚硬致密者石
坚硬而裂隙发育岩石
，砾石、碎石蒸硝
砂 土
粘 土
回 填 土

z0含水土墙

2。计算质点振动速度，根据计算值判断建筑物的安全程度

(1-7-38).u= K-Y)

式中 v——质点振动速度，cm/s;

R——质点到爆破中心距离，m;

Q——装药量，kg，<同式1-7-36的Q）;
K、a——与地形地质条件有关的系数和指数，参考表1-7-26选取，或由试验确定。

表 1-7-28爆 区 不 同 岩 性 的 K，a 值

aK岩性

1.3-1.650～150题 硬 岩 石
1.5-l.8150～250中 硬 岩 石
1,A~2.0254～350软 岩 石

我国燥破安全规程规定的主质点最大允许速度见表1-7-27。

表 1-7-27质点最大允许速度!单位;cm/s）

上客洞，土坯房，毛石房服

一般砖伤，非抗凝大型砌块建筑物2-3
钢筋混凝土框架房量
 当予n常10水工隧道
 ④-燥1交题唑道

矿山巷道，
围岩不稳固，有良好支护10

南岩中等稳定有良好支护20
围岩中等稳定有成好文少30围患稳定无支护
中e体止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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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群药室爆破，各药室至建筑物的距离的差值超过平均距离的10??，质点振动速度按

下式计算∶

(I-7-39)

(1-7-40)

(1-7-41)

式中 R。--—等效距离，m;

（。——等效装药量，kg）
r;——第 i号药室至建筑物的距离，m;

q;——第i号药室的装药量，kg。

若爆破区附近的岩石单一，且已知岩体密度和岩体中声波速度时，质点振动速度可按

下式计算∶

(1-7-42)

(1-7-43)K= rci(i--)

式中 K---岩体刚性模量;
 -—岩体密度，g/cm2，

C，C.-—-—岩体的纵波和横波的波速，m/s;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各种上岩实际λ，q值见表1-7-28。

用计算的质点振动速度评价建筑物的安全程度，是针对具体建筑物而言。由于建筑物

地基的上岩性质，建筑形式、新旧程度，施工质量等相差较大，所以对各种建筑物产生破

坏的临界振动速度相差也必然较大，因而在确定建筑物破坏的临界振动速度时，要认真分

析，慎重对待。下列实际资料可供参考。

（1）地震波对建筑物的影响程度，见表1-7-29。

（2）根据国内部分工程实际观测资料和国外有关资料，各类建筑物临界振动速度值

见表1-7-30。
7，6.1.2 地下卷璐的安全距离

1，单药室爆破
单药室或只考虑距被保护卷道的最近药室时，可用裂隙延伸距离的倍数来评价巷道的

安全程度，药室至巷道的安全距离按下式计算。
(1-7-44)R，=K，W/f（码）

少中 R;—-药室至被保护巷道的距离，m;

W—--最小抵抗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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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值 实 例 表 1-7-28

地 贯 简 况 a
1。 磷室爆被，

大恐岩、花岗闪长斑岩 21.3 0.8
白云岩花岗闪长者 1.44
降 长 岩 1.3978
干改 着 1.32,82.8

1.068风化花降闪关岩Ar*k158

1.47戈 罗 辣2 ★180

L.81风化 层 206
2.8浇股状算长岩【层状算长岩】630

2.55721流服状解长岩
2，解天聚孔齐发薄破，

1.8石灰者抛挥编破（前方）
1,B石灰岩御撕薄破（后方）
1.0石英闪长岩
1.6辉石矽卡若279透辉石矽卡岩
1.67126混 合 岩

3.露天聚孔微差燥欧;
1.61石英角责岩100石英角斑岩
1.8183石莫闪长岩
1,8874花岗岩、混合岩
1.43120混合片麻岩
I.6大理岩（直孔）
1.6107大理岩（斜孔）

闪长岩（直孔）20 0.720闪长岩（直孔》
7.0闪长岩（斜孔）
1.363f=12~16矿石（蓝孔）
1.7130f=12~4矿石（解孔）
1.8302几个矿山阶段漫破综合
1、7444s几个矿山据沟燥破练合

4. 地下深孔爆政，
1,4B47几个矿山综合

5。水下燥破∶ 1.85水下岩塞燥胺
0,8496水中爆敢
0.9411t水康烘敢
0.隐

水下钻孔燥致

f（n）———爆破作用指数的函数;
K，——与巷道破坏状态有关的系数，

坚硬稳固围岩 K1≥2;
中等坚硬稳固图岩 K;≥3;
破碎图岩.K;≥4;
K，值的实际资料见表1-7-31。

2。群药室燥破
用等效药量和等效距离来评价巷道的安全程度。安全距高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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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放对建筑物的影响组度 泰 1-7-28

度' 电v值（cm/s）

墙出现裂捷12～1
质量较好的房墨的允许限3～6

1.6~3 已出觌变形的房星的允许限
陈旧房操的允许限0.8~1.5
磨住房屋的允许限1.0
工业蕴筑物允许限
粉剧寝缓、辣灰脱常1～8.0
墙和其他构件出现类缝、辣灰规喜·～20
运高编区的房显允许限-3
位于爆区附近的房置允许展1.D
构筑物允许限12
砖石房屋开始破坏
地篇不良时朝砖房严重破环10
翻筑在坚岩上的砖房、无明复普坏18.2
持离墙门框驶坏7.3
中等破坏
传房严重破环22,B

表 1-7~30靠筑物临界振助盆度值

备社振动速度（cm/s） 破 坏 现 象'能筑物名称

无 破 环0.5土容帽
孤 问1.5固定安装的水银开关

瑞典资料无 损 环3,5电视台建筑物
樊国扩业局资料抹灰裂缝5,0一般凳旗物

苏联资料无 损坏工业建筑物、运输栈群 10,0
苏联资料无 损 环单层钢胥架建筑物 20

无 损 环大型和块房基 1,2~1,5
无 损 坏砖 烟 困 2～5
无 损 杯研筋混凝土烟囱
无 损坏7～15据架绪构，砖电墙你
无 损坏5粗架结构意技或大型板墙
无 损 坏10～14塔式井架

黄房或土胚房轻度开裂8-10朱惠包包大潮破的民房
基地为含水得粘土民房裂编并变宽1.0铜川口采矿是破的民房

露在回填土上无梁柱土房出观裂缝，倾制1.21迁安铁矿附近民房
黄土基础个别净角裂盛其，0山东铝广水矿费房

无衬砌土宴闹小决松土掉落0.4-1.0郑州铭厂土富洞
矿山安全判■无 损 坏3.6大冶铁矿砖房
阀 上无 损 环3.5金州露天矿公房
肉 上无 损 坏言厅水库砖房
肉上无 损 坏I,5-3.6吉山铁矿公房
W上无 损 坏2,0青龙山白云矿民房
同上无费坏8.4湘乡白云石矿土还房

200*混渐土无 损 坏50钢密观最土涵满
着 铜 斜100水泵，空压机等设备
炸率易差150混兼土底座上的预制金属稳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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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1在不同的高值时，爆象对参道破坏的实脲资料

巷 道 位 置 破坏馈况猫述P;地质条件编号

房需0，4m'，出现烯破吸障1.7g试验者道终墙，迎药包一侧花岗片麻岩
绿泥石夹层，有掉块3.1试验着道拐角节理发育
顶板冒惑，清除后仍可使用装药抗道在药包侧方风化辉长岩 1.02
迎头有部分掉块，少量幅方2.0试验卷道，在药包下侧方

仅掉少紧小块1,562x2，2m'卷湛，药包前下方稳固的白云岩3
夹器中高的土塌落并出现3.5×3.5m*进略，药包前磁铁 矿 1.84

4～5cm宽的裂障下方
夹层高岭土冒落2.D6药包前下方切衬槽
大量矿石冒落0.815药包前下方切削糟
有较大圆落1.85～1,4采空场，药包下方
有少量掉块1.55暴露面>8m*

塌方0.sm'0.5?试验卷薄破碎粉砂岩《
硝室产生毂除2,73药包下侧6
沿全长有摔决、裂隙增加1.dZz水平观测确，直径2、0m中等风化石英6
最大遇方2~2.6m'，最大2,0班岩裂隙发青
塌方0.5m*，我激增加

硐壁考方软多裂隙张开1.73药包下方片章花岗岩

(1-7-45)R,= K,J/O
式中 Q——-等效装药量，kg;

K。——和卷道破坏状态有关系数。按实际资料选取。

综合实际资料，K2取值为;
无破坏现象围岩不稳固的巷道 K;≥3

2≤K，<3 轻微至中等破坏

脊稳圆的巷道 K2z≥2j

1，5≤K2<2 轻微至中等破坏

3。用质点振动速度评价巷道安全程度

质点振动速度?按下式计算;

(1-7-46)

式中 K、α——系数和指数、参照表1-7-32选取;

其余符号同前。
一般卷道的安全标准参考值;

岩石稳固的卷道 v;冲40 cm/s;

岩石中等稳固的巷道 v>30 cm/s;

不稳固岩石但有良好支护的巷道的≥20cm/s。

不同垂直振动速度对巷道破坏情况，见表1-7-33。

4．用综合系数法评价巷遵破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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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值 表 表 1-7-32

实际参数
测 量 危 国地 武 条 许 色工 程 名 弥

1.76 善道内变质岩系 48某雪天矿加强松动大爆
P>0.073 巷道内150花岗片麻岩大理省 2.0破

铜矿石f=3~10 Q= 46t 微差多我1,B3160某地下铜矿面采矿柱凝
深孔燥破圈岩片麻者/=12~14孔爆碳

同 上1,5.155某矿井下深孔煅酸
P=8.1172.0 巷道内240粉砂皆，砂岩房水定向暴袭

巷逍内0.轴<P<0.52声 绿 岩大安山定向爆液筑堤

泰 1-7-33不周看直振动速度（）对着道破坏赞况

破 环 情 况 ey(cm/=)爆 前 筒 况穆道种类 _一w.-
有0，4m2的岩块塌落，岩石节理张 25.8不确定花岗片麻岩。节理发育水平试验考道

开。出现裂隙
塌方5，5m'节理张开宽20mm，有小 27.6不隐定花岗片麻岩，节理发育水平试验鉴温
锚动
有掉块，节理张开 14.9交叉点绿泥石片岩水平试验卷道

13.8有局部小片落超基性署石，被碎穿脉卷道
87,8仅有少量掉块2×2，5m，在稳固的白云岩中采场平若
40,8网壁原存受隐扩大并向扶质延伸鹿凝土砌面完整，网驶有我隙水平电船道
22.7爆启小决松石掉落圈岩良好，有裂隙电把些道
E6.4进口有块石坤熬，逮烽面瞬座有些多局部支护水 泵房

掉店
28,6岩柱有较多排落转角岩柱有碎裂电把巷道 13.5质产生裂隙有少量碎石棒落基岩堡硬，有闭合剥除顶有阵裂穿脉口 1.5有翼隙张开，断裂西充填物掉落制壁救障发青废石溜井 21.2有10多处少量冒顶现象902卷遵毛碉 0.03书算土观象贫 土一般密啊 28.2边墙和顶酸有个别落石，堤方一内于J稳图的蚜绿岩运输稳谱导硼 0.5m2
12.7有几墨米小块岩石神落"14(2,5×2,4m) 27,3导酮与横穿拐角处墙0.3m，两帮和石灰石节耀中等发育

顶的松石下落，跟有裂脉个别张开
23,4顶板及两帮松动岩块下落滤落上导坑 明0～8浮石大面积掉落，夏有到腺严重扩张石英岩水平电超道 32浮石灌感，原有较隙有所扩张石莫 若欧内巷道 5,5～7.3在岩石不确固地段，仅有小块得石震石 英 岩脉内卷滥

整确定地段无变化

综合系数法的实质是把巷道按爆破地震的能力用一个综合系数K表示。然后按经验公

式（1-7-46）计算质点振动速度v。根据计算的K、3值判定巷道受震后的破坏情况。

1》K的取值
K值大小取决于岩石强度，节理发育程度，覆盖岩体的厚度，巷道断面大小，巷道走

向与爆源的关系，衬砌情况等六个条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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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ZK;
式中 K;——岩石强度系数∶对应特坚石K;=0;坚石K，=1;次坚石Kr=2，软岩K1=3。

K;——裂隙发育系数∶对偶见裂踪的 岩 体K;-0;裂隙不发育者（节理距大于1.0
m，节理组数 1～2 组），K2=1;裂隙中等发育（有 2～3组节理，节理距大
于0.5m）者，K2= 2;节理裂隙发育（3 组以上节理，岩体被切割成小块）
者，K。=3;在断层影响带，K，按上述取值加1，裂隙组合不利时，再加1;
裂隙发育时，再加1。

K，——覆盖岩体厚度系数，覆盖厚度大于3倍巷道 跨度时，K，=0;小于3倍跨度
时，K，= 1;两个方向（上向和侧向）都小于3倍跨度时，K，=2。

K-——巷道断面系数;当巷道断面小于10m'时，K4=0;当巷道断面大于10m2时，

K,=1。
K。——-巷道走向系教;当卷道走向与地震波传播方向一致时，K;=0;垂直时，

K6= 1。
K。——衬砌系数∶无衬蝴时，K。=0;木支护、喷射 混凝 土支护或 仅用锚杆加固

时，K，= -1;混凝土支护或钢筋网喷锚支护，K。=-2;钢筋 混凝土支

护，K。=-3。

2）把巷道的破坏状况

按修复条件分成5 个等级。
Ⅰ 级（毁灭）∶圈岩大体积破坏或抛掷，使巷道不复存在。
Ⅱ级（严重破坏）;严重塌方，但从塌方空隙尚可通行，无修复价值。
Ⅱ级（破坏），拱和壁均有塌方、开裂，但尚有修复价值（修复、加固费用低于盒建）。
Ⅳ级（轻度破坏）;围岩基本完整，裂隙张开和罐动的距离不大于10mm，稍加管整即

可使用。
V级（无破坏）;除个别浮石掉落外，无其他可见破坏痕迹。

3）根据计算的K，v 值，判定巷道破坏程度

按表1-7-34所列数值判定。
费 1-7-844、。和破 坏等 氟的 关 系

kN
I-【般分界线 50Ⅰ-Ⅱ级分界娟
1-F级分界线
支金界彪(cm7s)

7.6.1.3 爆破地震波对果埚边帮的影响

在对露天矿边帮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边帮地段划分稳定级别。用经验公式（1-7-46）

计算质点振动速度，然后根据表1-7-35判定边帮的安全程度。爆破地震对采场边帮的影响

实例见表1-7-36。
为了降低爆破地震对边帮的影响，设计中可采用多段爆破来控制单响装药量，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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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带安金允许的质点振动基度 我 }-7-3

边带 边带的允许景动速度（cm/s）边坡辑定性级别 特 性
__⋯.wwY

I级边需静定性好的地段 岩石篮体性好，稳定系数在1，4以上 32~3

除第Ⅰ，【级以外地段【级边帮中等舞定地股 5～28

边孵当体节理裂腺发育、风化较严重。有较大的构 22】轻边帮稳定性是的地段
造调面、检定性系数在1，00以下

我 1-7-38薄碳地黑对边留的影响赶度实卸

边 般 及 岩 你 管 况别测地点 振动速度（cm/8）

基岩露头出现吸隙760～70统计责料

基岩产生细表裂蚊或原有我纹张开统计资料 13-6~24.7
燥区后方地表出现宽2 ～4 cm要厚金 用 62
伺区后方地表出观宽 1mm以下细翼城露天 矿 26

20 爆区后方地表来发既后冲磐较

 1978年1月一次深孔爆破总病量30t，最大一段药量10.8t，引息大冶铁矿 42
东露天北部西口原有滑体清落，滑波量3.6万m*
课区后方地表摩起50～80

1978年在巴血两滑体下进行生产颗藏，采用预裂爆破控制联动，14.3-23.2
髓地观测能速及应变桩的应变，水准点位移，证铜边帮是安全的

75年12月26日大爆破总药量2d，最大黄量72.a，由于大婚破4I-24安 徽
所形成的漏斗使坡脚解体，熹被震动力楼岩体函实节理和敏新层面新桥铁矿 （滑体炬教离竭区
断我移动形成骨体，并使滑体两侧的古滑被活化，滑体下宽为1t70～205□处）
m，高约90m，总体积12万m*

 78年8月进行一次总药量为8421的大爆蒙。最大一段药量8W，40江 西
最大药塞需量为BB.9，爆后当天下年就测点附近产生宽约10m和（滑体厚缘处）德兴铜矿
1～2cm不等的裂隙，形成滑体，滑体高约100m，宽约13m，厚

约50m，滑淘采场 一侧的体积约26万m*

一次爆破的总药量。某铁矿在采场边帮附近大爆破时、控制药量见表1-7-37。

囊 1-7-37边帮附进大角破控制高筒量表

】类雅定边帮【类较赖定边帮I类欠稳定边帮
燥区店景至边带

一次药量单响药量--次药量单响药量-次药量单呐药量距离（m） ()(t)(it
3.50.710~15 1253,60.715-25 101.250.926～3 122,2101.?71.235～50 15。122.519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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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 长顺破空气冲击波的安全距离计算

7.6.2.1 空气冲击波的安全距离
1。对地面建筑物的安全距离
一般松动爆破时，不考虑空气冲击波的安全距离。抛掷爆破的空气冲击波安全距离按

下式计算
(1-7-47)Rk=Kr√/C

式中 Q——装药量，kg;
Kx——与爆破作用指数和破坏状态有关的系数。按表1-7-38选取。

囊 1-7-38K.镇

 碳 作 用 指数 n
赡筑物破坏程度 123

1- 22~55～10完全无破坏

1-22～近敬璃斜然破坏

0.5~11~2玻璃破碎门腐部分破坏，抻灰脱溶

在狭谷进行爆破时，沿山谷方向Kx值应增大50～100??当被保护建筑物和燥源之间

有密林，山丘时，Kx减小50??

2。对人的安全距离
(1-7-48)R,=25J〇

式中 Rk——空气冲击波对掩体内避炮人员的安全距离，m;

Q——一次燥破炸药量，kg。露天裸露燥破时，一次爆破炸药量不得超过20kg。

7，6.2.2 空气冲击波超压值计算

1。裸露药包燥破
1）地表根露药包爆破

dsp-（u4-＋-H二-11"）×10 (1-7-49)

2>井下卷道裸露药包燥破

4p=12()×10° (1-7-50)

式中 dp——-空气冲击波超压值，Pa，

Q——一次爆破炸药量，kg;
P——空气冲击波扰动的巷道空间体积，m?;

R———药包至被危害对象的距离，m。

2钻孔爆破

1）露天钻孔爆破

4p=K（景）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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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z——经验系数和指数。一般阶段爆破K=1，48，a=1，55;炮孔法破大块，K=
0.67,a=1.31

2）地下采矿爆破
计算能量转变为空气冲击波的炸药量，

Q'=10 (1-7-52)

式中 Q'——能量转变为冲击波的炸药量，kg;
7——转换系数。深孔爆破η=0，08～0，12，

浅孔爆破 η=0.05～0.1;

崩矿空间<30000m2时η=0，05～0，1）
崩矿空间>30000m*时η=0.02～0，05。

然后以Q'为产生空气冲击波的课露爆破炸药量，计算其超压值。
以计算的d值，根据表1-7-39，表1-7-4，表1-7-41判定空气冲击波超压的破坏

程院。

对意筑物的破坏程度写魅压关系 囊 1-7-38

豫 筑 物 破 坏强 座 超压dP《x 10"Pa）破坏毒级

>2,砖木结构完全破坏

1.0~2.5砖墙部分侧塌或缺最，土房阅塌
木结构黑柱倾斜、部分折断。砖结构置顶散掉、墙部分移动或裂缝 0.5~1.0
土墙裂开或局部侧塌

0,3~0.5木板隔墙破坏，林漯架折断、顶糯部分破坏

0.15~0.3门窗袭坏，屋面瓦大部分报掉、顶圈部分破坏5
0.07~0,15门窗部分破坏，玻瑞破碎，屋面瓦局部渍坏、顶都株灰脱落6
0,02～0.07砖墙部分驶坏，星面瓦部分移动顶覆抹灰部分翼落

囊 1-7-40对并下设施的破坏题度与超压的关系

A酸 环 特 征超压（×10"Pa）结 构 费 查

墨烈定形，形成大裂截混凝土脱落2.8～3,5厚25cm钢筋混凝土墙
望烈变形，形成大翼缝灌满土脱感0.49～0.56厚24-37em砖墙
充分破坏0.14~0.21厚24～39em鹿凝土墙
因弯曲而破环0.1～0.13直径14~16cm的未果

重 1t的设备
取青基础，位移，■侧、遭到破坏D.4～0,8《通风机，绞车）
脱轨、车原和席架变形1.4-1.7尾部朝熵心的率厢
同 上g.4～6.75氮面朝爆心的车照
■倒，部分变形，零件损坏1.4~2,5提升机械
因支津折断而变形0.15～0,35风 管
折 斯0.35-0招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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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41对人的伤将与超压关系

跑友超 压（×10*Pa）

致 死7.0～8,5
严重损伤.5-
肺部受损伤2,1～2,B
50?耳膜敬裂1
耳膜破裂临界值
可能头晕头痛 〈《人的附受限）0.2

7.6.3 燥破"飞石的安全距离
大爆破时，今别飞石的飞散距离受地形、风向和风力、绪塞质量，爆破参数等影响。

一般按下式计算。
(1-7-53)R/ = 20*WK/

式中 R;——碎石飞散对人员的安全距离，m;

表 1-7-42K/实 际 混 测 值

飞石对应于药包位置KsrFr(m)Wm》 "
最小抵抗线抛膨方向1.1550o1,11.2
颜线路前方1,175501.12,D
最小抵抗线方向额风1.767501.53.5
抛郎方向1,25～5001.020
山坡下方向1.58～50OI.0
粘窝方向1.255061.020

表 1~7-4大爆破飞石对人和机械设备安全距离

Rr(m)
最小抵抗线

备设对入 员对
*=2(m) a=1.5结=1界=2*=]5n=1
25t15016o4003002001,6 350230ieoAD0 6902852.0 50925015o8005003604.0 550309153835 1093008.D 6a302Lo00r0B.0 4DO 60048D250700 199050010.o 7004en250129D8085412,0 7004003001200B006D015,0 800400350150800700z0.0 100的50040918001o00802,0 1o05004002090100D30030,0

珠;当n<1时，将最大药宣的最小抵抗线（W》换算成相当于抛郑景碳的最小抵抗线（W.），W1=—W，然后根

据n- 1 条件按本表查得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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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作用指数;
W-—最小抵抗线，m;
K——安全系数，一般选用1～1.5。风大、顺风、抛狗方向正对最小抵抗缓应为

1.5，山间或哑口地形为1.5～2。或参考表1-7-42选取。
高山地区大懈驶时，还应考虑岩块沿山沟或山坡滚动的危害。伊犁铁矿大爆破，岩块

滚动距离达4m，松动燥破时，液石距离达700m。

7.8.4 大燥械区与高压线、无胡电发射台的安金雨离

（1）普通电雷管燥区与高压线的安全距离见表1-7-4。

康 1-7-4电雷警区与高压岭的安金题寓

安全 吧 离（m）电 力绳 电 医（kV）

70
30130

220
40D0

注，该表摘自U，兰格弗斯等者《岩石册破现代技术》。

（2）电力起爆时，爆区与广播电台、电视台的天线之间的安全距离。见表1-7-45，

表1-7~46，表1-7-47，表1-7-48和表1-7-49。

表 1-7-45薄区与识.585～1.85兆周氰帽广谱我射机的安金源真

最 小 安 金 题离（m）天 畿 发 射 功事（W）

229<40
5000

306103
B1026000

50900
11卧010000
248250000;

事区与动先S以下的象捐箱广看发新机安金重高

最 小安 全距 离（m）天 蛾 发 射 功部（《W）

180 520500
1006

1686p 618500o 1878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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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区与善动式我射机的安金矩离 素 1-7-47

发 射 机 工 作 频 率（兆周）

35-36 14s-14842～4<23～297 40～47016～34
150.8～161.850～84

10 121z a1 5
60 276727
100 40853g 1
13 12-

B、8150
96 219500 82
1251221000 27229
3g6380

筹区耳动～孔0兆周基高载电视表射机的良金E真 囊， 1-7-48

 電 育（m3）量 小安 全有 效 发 射 功 率
7-13，频 邀(W) 2～8频道和调频

<1000 905
400100os 65Q
700o1D0000 975

g100s 1310
1220L770180000
220104000oOo

泰 1-7-49婚区与300～30.0患周尴高氟电视发射合的安金题离

最 小 安 金 矩 离（m）有 救 发 射 功 率（W）

18s<1000
6101004o30

500000
1B01+n0ao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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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写单位 戟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晓
绵 写 人 杜永锡

8.1 单斗挖掘机作业

8.1.1 微 述

单斗挖掘机是一种适应性很强，应用广泛的采装设备。
单斗挖掘机有正铲和反铲两种。我国露天矿主要使用正铲。特殊情况下使用反铲，如

水平或缓倾斜矿体，表面不规整时，用反铲铲刮和清扫表面土岩;矿体底板不平整，不适
于车辆行走时，用反铲作下挖平装采漏。.

按动力区分，单斗挖掘机有电力挖漏机和柴油挖掘机两类。有电源的地区，一般采用
电力挖掘机，因柴油挖掘机采装成本高，生产可靠性差，仅在偏远缺电的地区，产量较小
的矿山使用。

按传动方式区分，单斗挖掘机有机械传动和液压传动两种。我国露天矿多用机械传动
挖掘机。液压传动挖掘机简称液压铲，工作平稳，轻便灵活，自动化程度高，缺点是液压
部件精度要求高，易损坏，在严寒地区作业困难。

按用途区分，单斗挖掘机可分为采矿型和剥离型两类，后者主要用于向采空区倒排岩

石，它的特点是臂架长，匀斗容积大，例如苏联的3ET-35/65型挖 编机，斗 容35m2，最

大挖掘高度达45m，目前我国露关矿主要采用采矿型挖掘机。

8.1.2 设备选型及生产能力确定

8.1，2.1 设备选盈
单斗挖掘机主要根据矿山规模，矿岩采剥总量，开采工艺∶矿岩物理力学性质，设备供

应情况等因素决定。
特大型露天矿一般应选用斗容不小于8～10m2的挖掘机。

大型露天矿一般应选用斗容为 4 ～10m2的挖掘机。

中型露天矿一般应选用斗容为 2 ～4m2的挖掘机。

小型露天矿一般应选用斗容为1～ 2 m2的挖漏机。

采用汽车运输时，挖掘机铲斗容积与汽车载重量要合理配套，一般一车应装4～6斗。

8，1.2.2 单斗挖掘机的生产能力

单斗挖机的台班生产能力∶

(1-8-1)Cc= 509eKnf

式中 2c——-挖掘机台班生产能力，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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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挖掘机铲斗容积，m'
s——挖镉机铲斗氮环时间，s;

Kn——-挖掘机铲斗清斗系数;
K——矿岩在铲斗中的松散系数;
T—--挖掘机班工作时间，h;
η——-工作时间利用系数。

挖掘机台班触力受各种技术和组织因素影响，如矿岩性质、爆破质量、运输设备规
格、其他辅助作业配合条件和操作技术水平等。

挖掘机铲装循环周期与矿岩性质、爆破质量、设备性能、作业条件等因素有关，参考
数值列于表1-8-I。

囊 1--】挖 抛机铲啶 幅环时同（5）

《m*)
岩石硬度 8
土 砂 373 39

3936f=2～5 41
38f=6～6 43

4540 4326 3Bf-8~1
45 省74238f>8

注，本表摘囱 《露天开采》，辽宁煤矿设计研究院。

挖掘机铲斗满斗系数和矿岩在铲斗中的松散系数与矿岩的硬度及破碎程度、铲斗形式
有关，参考数值列于表1-8-2。

极像聚触及满斗系败 凝 1-8-2

度石 硬岩
指 标 f>8f-2—5土 砂 f=6-8Jx5—6

1.45~1,501.40~1,45I.83～1,401,1~1,23 1.28～1，3弱松散系数
0.75~0,850.76-0.850,85～0.?0.95~～1,0 0,9～0.95测胸斗系数

挖掘机班工作时间利用系数1，即装车时间与班工作时间之比。它与运输方式，工作

面车辆调配方式，空车供应率，设备故障及其它故障等有关。铁道运输时，物=0，35～0.45

汽车运输时，ηa 0.45～0，6。

挖掘机食年生产能力;
(1-8-2)Q。=2,Nx

式中 Q。-———挖掘机台年生产能力，m2/a;

N——挖测机年工作日数，d，
*-——日工作班数。

侧面装车，一般作业条件时，挖掘机台年生产能力可参考表1-8-3选取，汽车运输时

取上限，铁路运输时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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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握机合年生产懂力（×3四/A） 表 .1-B-3

铲 斗 客 积 硬 《f>座岩章
12~20(m") 8-12<__---
B8-~1211~1514~181
20～2426～32 23~28
45~6060～9 65-70
80～12018~14O120～18076～8
120~I80158～210180~26011,5~12
1i5~220190～26022～30016

注，表中数值为实方，每天三班工作，

挖掘机在特殊作业条件时要考虑效率降低，效率降低额可参考表1-8-4选取。

表 1-8-4德量机代疏作业数率降低面分比

效率降低（??运 输 方 式沱温机特殊作业性质

30~86机车近输斜为
10~15汽辛运输解为
20～40机车运验股沟（水平淘）
5~10汽车运输爱沟《水平沟》
16～30机车运输您剌开采（分果）
14～20汽率运输选网开采（分采）
10~16机车运输移动干线三角掌子验本

基本建设时期挖掘铲逐年生产能力一般如下;

第一年为设计能力的70??第二年为设计能力的85??第三年达到100??

部分矿山挖漏机实际效率见表1-8-5～1-8-7。

8.1，3 设 备 数 量 针 算

矿山所需挖掘机台数可按下式计算∶

(1-8-8)

式中 N——挖掘机合数，台，
A——年果剥量，× 10m*/A）

Q。——挖掘机白年效率，× 10*m3/a。
Q。值可通过计算或参考挖漏机实际合年生产能力选取，并要考虑效率降低因素。

挖掘机设备一般不设备用，但一个矿山至少要有两台。

8.1.4 挖尝机工作制度
挖掘机年工作天数由日历天数减去年设备检修天数、法定假日、气候影响天数等，采

矿挖掘机还要减去粗破碎机年检修天数。
挖掘机检修周期及所需时间见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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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矿山挖机踪仓效革（汽车证输） 囊 1-8-5

岩石运随矿石试附 提路敏酵 单台设备岩石硬度矿石硬度 题 上或汽本载重 练合效身铲车比矿山名称 ×1o/
(%)(kn)(f)G)

6 1032

1。4m2挖掘机
2232.0~1,8!1,026～271~1214~18肩芬快

1.310.5~0.每20-27 1r7~81210～16兰尖铁矿
6～B1.B1+8278～10大石河铁矿 S～16

1;927s～1014换庄铁矿
1,5147-13 2.227a～15 10畅庄铁矿

1731·52712～14 8~10水厂铁8
165120 1r3～4 0.675~1218～18齐大山《常聚）

19110204~7凹山铁矿 4~7
10981.B7328~12大冶教矿 8～12
12027 5.431:85～1音～1S白根厂一号采场 1936-81,627 1u78～1z9～15二马铁矿 128-7,243～7照在铁矿 $～6
17s2,5118150~to把关河石权石矿 音～8

2，2m'挖海机 10～1s~3210～12上r被矿 811.521,521-41z~207~1414闲林薄铁矿 31121n2~312-203~B～8东山石灰石矿
$。1m'挖掘机

1188~148~14雅滴水铁矿
B~14可可托海一矿

6～1.10-12上厂铁矿
a～16│15.8 │ 1.910～1 │a-泸沽恢矿

《B2~86~月605铜土矿
4。0.6m"挖操机

12～14帧帽砂石矿

康 1-8-B部分矿山挖复机缘合数率（机率戴输）

线略波度 备缩食岩石遗距矿石运陋 上或机 车岩石职度矿石硬度
扩车比粘着T矿山名称 下被 (%)(km)(kan》(t)<t)()

1。细m"挖题机 1458,571.38表80～15Q3~1212～16东蒙山铁矿 1292,25.2411,28～1506~1212～18齐大出铁矿 1223.010,92 4,480～10D2~1010～15海角铁矿 10c3.012.6B0～1504-74-7固山铁矿
J1,880～1508~1212～18大源山铁矿
4.010]30～1504-1a18～20限前山铁矿

2。1m'挖覆机
148～178～12敏乐山石灰石矿 191.50.8251n286～~106~3 23龙赛露石灰石矿 1,114~3管~B输山石灰石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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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m2挖抓机缘合效率 表 1-8-7

矿石硬度 岩石硬度 单台综合效率
适输车辆矿 山 名 称 (×10*t/a)f

汽 率 384南芬铁矿 1~i8 8~12
电机车 19012~15孤山铁? B-12

泰 1-8-5挖氯机被备修建周需及修理工周

修 理 系修 理 局 身
大修（d》中修（d）月检 小修月 小 中 大

设备型号及病格 在 在《采场〈采场管修检 修 期内）内》

(d)《b>(a) (e)<月）（月） 数

WI-4、W-4，C3-S挖掘枳， 24B3z172518 42 4
斗容3-4，m2

22615 285,161 2844Wk-2理挖掘机，斗容2m*

221 285W-1002登挖掘机，斗容im

8.1，5 劳动定员及材料薄耗

8.1.5.1 挖掘机劳动定员
挖掘机台斑配司机一人，副司机一人，若矿山采用连续工作制，还应配餐轮体人员。

即一台挖掘机共配备7 名操作人员。

8，1.5，2 材料属耗

各种挖掘机的材料消耗量见表1-8-9。

载 1-8-9挖舞机主要材料合置济先量

7，6-3m*挖抛机S～4m"挖通机1m'挖漏机材 料 名 称

1.30.720.45提开钢绳（m》 0,1do,14,123新绳〔m）
0.40.310.2φ10拉门绳（m） 0,070,00.05牙尖∶矿岩/=3-1（个） 0.130.100,1牙尖∶矿岩/=11-2《个） 0.250,254.06灯泡 （个） 6.900.50,2黄干插 （kg） 0.红0,20.1机油 （kg） 0,128.120,07洗池 （kg） 0,670.670.5遇平油 （kg） o，每70,070.1癫披材科（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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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索斗挖掘机作业

8.2.1 概 港

索斗挖掘机主要用来挖掘松散的或固结而不致密的松软土岩，在爆破质量较好，块度
比较均匀的条件下也可挖掘中硬的矿岩。索斗挖掘机在露天采场中主要用作无运输倒堆，
露天矿浅部的基建剥离工作和配合其他采掘设备进行采场深部有用矿物的开采。由于常斗
挖掘机效率很高，国外大型土石方工程，水电工程，露天煤矿广泛采用索斗挖掘机，例如
美国B-E公司生产斗容为168m2的索斗挖掘机，臂长94，5m，年剥离效率可达2900万m2。

8.2.2 设备选型及生产能力确定

索斗挖掘机按行走方法分类可有四种;迈步行走、履带行走、轮胎行走和铁道行走。
迈步式使用较多。轨道行走式灵活性较差，很少采用。轮胎行走式机动灵活，行驶速

度快，但对道路要求较高，设备本身稳定性差，雨季作业困难。迈步式索斗挖掘机具有大

直径底盘，工作中稳定性较好，允许使用长铲臂和大铲斗，故大型索斗挖掘机 常 用迈步

式。设备型号及技术性能见附录1。
8.2.2，1 家斗挖细机小时生产能力

0-2 , (1-8-4)

式中 ②，--—索斗挖掘机生产能力，m2/h;
V——索斗挖编机铲斗容积，m2;

——索斗挖 掘机工作循环时间，s，各种型号索斗挖掘机的工作循环时间见技术

性能表（附录1）。理论循环时间和实际工作循环时闻参考表1-8-~10。

囊 1-8-10素斗挖温机的微环时闻

实 际 时 闻 <a）理 论 时 肉 （8）号聚

63~～734q～50WB-4/40
52～5543～463m-5/45

Kn—满斗系数，一般0.8～0.9。或参考表1-8-1选取。
表 1-8-11索斗挖铟机的满斗系障

A>1m，在不同类别的土考条件下阶段高度 （h）
为<1m V-道Ⅱ及土岩类别

0.Bφ.940,90,66～0,85测斗系数

K——-松散系数，一般1.15～1.5，或根据土岩类别选取。Ⅱ类土岩，Kp=1.26，

I类，Kp=1.3;四类，Kp= 1.33。

计算的索斗铲小时生产能力Q，见表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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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斗挖氢机的小时生产能力 1δ·12

(m)阶 高_段
10 128型 号 2L 4土岩炎别 0,5

产 （m2/h萨 为生

18z187.5 185.5.183,216395,2 18859.3
142.s146,1 14512r.5 143.5 148,L73I 45

WB-4/e 99.5100.9100.599 100.987,B部.1Y~W 40,3
120,8128,3124,5I24.5122再络增 102,48149,5
23B23623238191 217104,7I~I 56
199189199199191?4.5 161,5算 39.,8

3m-4/5 124,5124.5124,5124,5Y~T F19.310.769.837,2
1355.1155,1155,t155.1149126再捣地 B7.246.1

当阶段高度合理，由于回转角度不同，WB-4/40型索斗挖掘机在不同工程条件下的小

时生产能力可参考表1-8-13。

囊 1-8-16不同围转角的生产做力
(°)负转

18t1501301109070工作条件素斗挖握机型号 土岩条件
(m*/h》力，生 能

2092122z6zzsz38z43排弃场
I~T 10220g 20221522z228装 车

WB-4/40 13415d 146162170教岩石
125135142151162（经过破碎） 冀 车

磺 1-8-14凹转角15"时向排弃鼎捣逐者石（m'/h）

博破的硬粒粘砂及砾岩设 备 型 号

1512392529m-4/60
B<08509109-1/75

8，2.2，2 察斗挖掘机台斑生产能力计算
(1-8-5)e=Q,To

式中 Vc———索斗挖掘机台班生产能力，m2;

Tc——合班有效工作时间，h;

2---上。
8，2.2，3 康斗挖掘机含年生产能力计算

(1-8-6)0,-0.7。
式中 Q-——索斗挖揭机台年生产能力，m*/a;

T。——紫索斗挖操机够有效工作班数，班。



第八章 装载 《D7_________._________⋯.--...⋯__
8.2.3 蜜斗挖掘机设备数量计算

矿山所需索斗挖掘机台数可按下式计算∶

N=子 (1-8-7)

式中 N——索斗挖掘机合数，台;
A—_-年采剥量，× 10*m3/a;
Q2——-索斗挖掘机合年效率，×10*m2/a。

8.2.4 索斗挖播机劳动定员

索斗挖掘机配司机一人，副司机一人，若矿山采用连续工作制，还应配备轮休人员，
一台斌斗挖漏机共7人。

8.2.5 矿 山 实 例

美国怀俄明州科瑞克煤矿 （Coadcrek），煤炭总储量2，9亿t，设计规模年产煤120万t，土著1500
万m'，一九八二年投产，一九八三年产煤220万t，土岩458.8万m'，预计198年达到设计规模。

矿山共有两层媒，厚度在1.5～9.0m，两层煤中间有0.3m的夹层。煤展倾角1"～2*，煤顶板以上·
15m厚的表土采用索斗挖掘机直接挖掘并往内部排弃场帮弃，索斗挖掘机是美网"A-"公司产品，斗

容34m2，台年效率为388，4万m2。

8.3 轮斗挖掘机作业

8.3.1 概 述

轮斗挖掘机主要用来挖掘松散的或固结而松软的物料，如砂、表土、泥岩、风化的沙

岩、石灰岩、磷灰岩及褐煤等。下述情况不宜采用轮斗挖播机采掘∶

（1）硬度较大的均质物料或爆破效果不好的中硬物料;

（2）含研磨性矿物较多的物料，如石英砂岩;
（3 ）含有硬而致密的夹层;

（4）物料中含有大量会堵塞铲斗、斗轮臂架、胶带运输机和转载机的植物根系，

（5）气温常年处于-35℃以下的严寒地区等。
轮斗挖掘机斗轮臂架结构形式有可伸缩式斗轮臂架和固定式斗轮臂架两种。

轮斗挖曝机赞生产能力（松方计算）区分，可分为小型的（生产能力小于630m2/h），

中型的（630～2500m2/h>，大型的（2500～5000m2/h），特大型的（5000m*/h以上）

四种。

8.3.2 设备选型和生产能力计算

8.3.2.1 阶段划分与挖掘机生产能力的关系
阶段数目应与挖掘机台数相适应，尽量避免挖掘机作长距离或上、下平台间的调动，

注 意不因一台设备停止运转使矿山生产能力有较大的波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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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斗挖握机的理论生产能力与挖掘高度如表1-8-16。

舱斗挖调机理论生产隐力与挖福高度 我 1-8-15

阶 嵌 高 度（a）理 论 生 产 能 力 《m'/b）

8-10260-F6
10-1560-—100
18一261500-30
20-30300t-6000
50-76>500

注。1，75m指上、下把握之总和 2.本表箍自《露天开采》，辽宁煤矿设计研究院。

多阶段工作时，因工作线长短不一，为使上下阶段轮斗挖掘机都发挥效率，挖掘高度
可不一致，即工作线短者，挖掘高度大。

8.3，2.2 轮斗挖撞机的生产能力
1。小时理论生产能力

(1-8-8)0z=En60
Cz= 60(q+q1)%

式中 ?z——小时理论生产能力，m3/h（松方），

E-_—额定勺斗容积，m2，

q—-勺斗容积，m*;

g;——每个勺斗在挖掘时物料在环形空间中的装载容积，m2;
n——每分钟的卸斗数，斗/min。可从设备规格表中选取。

对于有格式斗轮，没有环形空间可利用，41= 0。

对于半格式和无格式斗轮，其环形空间的一部 分容 积能起 到装 载 作用，一般按

q = 0、25q计算。
吕贝克公司及克虏伯公司轮斗挖漏机斗轮结构形式和环 形空间利用 程 度列于下表

1-8-16。
2。轮斗挖掘机小时技术能力

(1-8-9)

式中 Q—--小时技术能力，m2/h（实方）;
K，——满斗系数。对于胶结敷密物料为0.8～0，85，对于松散物料为0.85～1.0;
Ks—-—-物料在铲斗中的松散系数。一般松散的或较致密的物料，Ks值变动在1，1～

1，4。煤为1.4～1.6。胶绪坚硬的物料为1，4～1.8或更大。

3，轮斗挖掘机小时实际能力
轮斗挖掘机小时实际能力是指考虑了机器因切割方式、铲挖工艺本身的要求 进行调

幅，工.作面小移动及工作面运输设备等的影响后所能达到的生产能力。

(1-8-10)0.=QKr
Kz=了YT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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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1-8-18斗轮储构形式及环形塑问利用情况
轮结 勺斗客积环形空间环形空间邮定斗容利用系表

刷角容积 五 Ei/g轮 斗 挖 掘 机 别 离 钩 总容积露 天 矿 构形式 q 9, 《m*)(m*)<m')

1.18R4500(8-1 4.5砂和粘土 0,72,2半格式 3.8英登费尔图纳 _--
1.266.32.6 1,35.0岗 上 同 上上同ChRs-Y,5 ----
1.220.42,.75 2,2无格式黄土和砂质土 1.8SCbR。220L的 上同* 25 —

o 3、B 1.0有格式 03,6砂砾和砂质土上SChR。350C.5 岗

软园土，砂剧 0.12 0.97 1.140.46无格式 o.85元密山SChRs-3730

0.19 Q.90 1.270.38? 」 无格式 0.71上同SChRs_D0021

注，摘自《雾天开采》，辽宁煤矿设计研究院

式中 Qs——小时实际能力，m2/h（实方）;

Kr——工作面时间利用系数;
Tw——计算周期内用于挖掘物料的时闻，min，
T。——计算周期内因调幅，工作面小移动等因素的影响而没有用来挖掘 物料 的时

间，mio。
K，值和工作面运输方式有关，胶带运输时为0，8～0.85，汽车运输时 为0.6～0.7，铁

道运输（双线）为0，7～0.8。
4。轮斗挖掘机年实际能力

(1-8-11)2.=0sT。
式中 2-——轮斗挖掘机年实际能力，m2/A

T。———轮斗挖掘机年实际工作小时，h/a。
根据联邦德国、苏联、美国等国的实践经验，在气候及开采条件较好的地区，年实际

工作小时可达5000h，在气候及作业条件比较严峻的地区则仅为3000～3500h。轮斗挖掘机

年实际工作小时可按年日历小时数（8760h）乘以年时间利用系数计算。此系 数可 参考类

似矿山选取。国外部分露天矿山的轮斗挖掘机的年时间利用系数列于表1-8-17。

8.3.3 矿 山 实 例

（1）苏联米哈依洛夫露天铁矿位于库尔斯克磁力异常区，含铁石英岩上部有很厚的老土，最上部的

是第四纪重黏土，黄土状新土。厚度为10～40m，平均厚25m，这层土壤采用德意志民主共籼蚀制造的大

型轮斗挖掘机，型号为SRs-2400型，斗容2400l，轮斗直径12.5m，共有10个斗，每分钟卸35～46斗，最

大挖掘高度为40m，理论效率为5000～6600m/h（松方），1977～1981年的生产情况如表1-8-19。

（2）联邦德国属森州韦尔费尔沙伊瓣警鲁士电力有限公司Ⅰ号露天矿。矿山在煤层上部有两个剥

景。上层刹离为+14m～一45m，用一台SchRs800-14型轮斗挖掘机剥离，下层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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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台SchRs2-13型轮抖挖掘机测高，闹台轮斗挖桐机的生产情况如表1-8-20。

囊 1-B-17枪斗挖氯机年工节到间利同系象

器 天 矿 名 称 年工作时鄱利用系数

0,48联邦德图 费尔图纳一碾斯多夫媒旷
0.52活 腊 普托莱利码斯矿
0,57苏 联 美尔忠尼启则锰矿
6.43苏 联 格鲁萨夫置矿
0.50苏 联 托普洛热锰矿
0,52苏 联 斯托尔列铁矿
0.34苏 联 来喃尔罗夫铁矿
0.54苏 联 萨编废柯夫幅矿

泰 1-8-18苏联能料挖细机台班工人配备数（人/整）

电工等着助工人胶带机司机电警司机 屯梦司机胁手轮 斗 挖 复机型号

9P-30及9PII-63，斗容140l
9P-12和0，斗容90l

23PⅡ-25，斗容330l
9PNIP-5000及9PnIF正-50，斗察1000l

赣 1-8-19轮斗挖国机放率表

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轮斗挖辑枫年效事份年 (×16-m/)(×1'm*)

2,3471977 2.6556319?8 1,9140B1979
3,026(31900
1.354031981

费 1-8-20轮斗挖量机生产情况表

SchR-250一I3型SchRa-300-1轮 斗 铲 塑 号

6144hg146b年工作时间 3849h432h机组年统工作时间 0.030,72机组时间利用率 115e600139000年效率（实方），m' 80030小时数率《实方），m·

4.?�个工作日4.6???个工作日机械和电气献障（轮斗护）
6，2?8个工作日6，?2.8个工作B生产组织原因《轮斗扩）
7，0?8个工作日7.8?个工作日故障（胶需承着）
2，5?.5个工作日20?个工作日胶带移设 4.0?2，6个工作日4.7?2个工作日改变作业地点生产必需转移
12，0?1个工作日8.7?7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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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前端式装载机作业

3.4.1 概 述

前端式装载机是一种具备采装、短距离运输、排弃和其它辅助作业能力的多功能工程
机械。可根据需要装备能前卸、后卸或侧卸的铲斗，有的前装机工作部分和走行部分可粗
对转动90°，以利装载工作顺利进行。

前端式装载机与挖掘机相比，自重小，尺寸小，设备造价低，行走速度快，机动，灵
·活，一机多用，可在20°坡度上行走和进行采装工作，操作简单方便;其缺点是生产能力

低，寿命短，对矿岩块度适应性差，轮胎磨损较快，维修工作量大，采装费用较高。
前装机在露天采场的用途;
（1）用作中小型矿山的主要采装设备，向汽车或铁路车箱进行装载工作。

（2）用作采、装、运设备，例如用平硐覆井开拓运输的矿山，前装机将采掘的矿石
直接运往澜并卸载，或将土岩直接运往距离不远的排弃场。

（3）用作辅助设备。将燥破分散的矿岩集拢供挖掘机采装，给钻机平整作业场地，
修筑和维护运输线路，清扫边坡等。

8.4.2 设备选型及生产能力瑞寇

8.4.2.1 常端式载掌机有轮胎式和履带式两种类型。轮 胎 式装载机的行走速度快，

机动灵活，应用较广。履带式装载机主要用于讼教粘土质矿床或表土的装载工作。

8，4.2.2 前端安装缘机生产能力计算

1，只作装载时的生产能力 1

.-3E00VKpYn (1-8-12)

式中 Q，-——装载机生产能力，t/h;

V——铲斗容积，m2;
Kn—一铲斗装满系数，按表1-8-2I选取;

γ——松散状态的矿岩体重，t/m2;

η——时间利用系数，一般为0，75～0.85，

t，——一次作业的循环时间，s，一般铰接式为24s，刚性车架为38，作业内容

包括装卸，改变方向等。

2。作采装运时的生产能力
当从工作面至卸载点距离较近时，装载机可完成采、装、运工作，其生产能力可用下

式计算，

,3600VKp1 (1-8-13)

式中 2——采装运时的生产能力，t/h;

tz-——采装运.工作循环时间，6;

t;=6+b十M。＋专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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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工序所需时间，s;一般为8～12s;
t。——卸栽工序所需时间，s;一般为3～4s;
t-——装载机重载运行到卸载点所需时间，s;
q-——装载机空载回程运行时间，s;

l=页

4=
L-——运行距离，m;
y，——重程平均运行速度，m/s，
V，——空程平均运行速度，m/s。

泰 1-8-21煎塌式装敏机铲斗滑斗累散

K8物料名称及其状态铲装难易情况

1.0一1，25不需挖掘力而容易堆积在铲斗内的砂和土晶干装赖
0.75-1.0警福士、条件好的粘土和柔软的砂土中等困难程度的装象
0,85-0,75硬粘明土，粘土、模固的砾质土比较困难的装载
0.45--0.65爆破的石块，卵石、砾石困唯的袭氯

轮胎式装载机生产能力与斗容、采掘矿岩的关系见表1-8-2?。

我 1-B8-22轮融式装螺机生产能力与斗客采损矿誉的关系

4客机装 费裁 机

4,534,213.4533,82j3,062,832.11.530.8550.67采据矿特类型

装载机生产能力（m"/h）（单向运距20m）

365331283 306260193 234158112在很好的条件下开采物料73 30528328124222220b1661359e63泥和砂 2832524622921219$1601268B秒和卵石 69 2612452121415ir31451680黑士 23124想20s18121541281o1的942要的或粘性的泥 3A73801471395 I1870避27干的或粘性的犯 166157139130116103826136坚硬的块状岩石

注;本表摘自《露天装载机》一书，

8.4，3 前端式载酸机数量计算

采用下式计算需要的装载机数量，

(1-8-14>N =盐o

式中 N——-装载机台数，台;
Q——装载机的生产能力，t/h;
A——矿山年来拥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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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工作不平衡系数，一般取1.1～1.2;
m——每天工作小时，h;
n --装载机年工作天数，d。

用装载机作为辅助设备时，应按实际作业的采剥工作面的多少配备，采剥工作面少于
4 今时，配一台前端式装载机，采剥工作面大于四个时，每增加4个工 作 面增加一合装
载机。

3.4.4 设 备- 检 修

保养和修遍具需表 （工作小时） 囊 1-8-28

四 保三保设 修中够保 大二保

3-5m里前墙 4B00120050 z400200式统载机

保养与修理占周工第衰 泰 1-8-24

各 级 保 养 （距） 修

没 留 修中 大修

3～5m背墙 4592 0.5式趟象机

注。检修及保养时间约占日历时间80??工作时间约占日历时间60～部s??

8.4.5 劳动定员及材料渭耗

8.4.5.1 劳动定员
前端式装载机台班配司机一人，若采用连续工作制，还应配备轮休人员。

8.4.5，2 材料消耗
前端式装载机在坚硬岩石中正常工作的轮胎寿命为1500～2500h，在松软 土壤中工作

寿命为3000～5000h。
海南铁矿用29.5～29型加深花纹轮胎，斗容3m'装载机每条轮胎走行两万km，其中新

胎走行1万km，两次翻新共走行1万km。

前端式装载机油料消耗（表1-8-25）。

8.4.6 矿 山 实 例

霍林河露天煤矿采用L-1000型前装桃，斗容为13m'，发动机功率900×0.746tW，是电动轮电力驱

动，美国马拉松散托尼公司制造。
设备工作段高为7.5m，挖掘漏破后的风化砂岩及黄砂土，装-铲斗实际循环时间为5～40s，装载

6时自卸汽车，三斗簌潢一车，每月可完成22万m2上岩，柴油单耗为0.2L/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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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端式满象机台班油料消纯表 与s18-25

筘 段 机 铲 斗 容 积 〈m2）

10.265 1B.43 9.18 7,65
材料名称

爱 动 机 沟 率（kW）

ss0x0.745 6621×0.745ro70×0,3451270×o,4545}400×B.7457×0.74sj220×0.74s}

a004a13913dB18947 13柴油（xg）
1.2 1.51.21,21.01,0 1.0机油（kg）
0.35 D.50.350.360,3洗池（kg） 0.3 0.3

0,89,70,70.5 0.,70.5黄于神thg 0.5
0,9 0.90.90.0.5遇平韵（kg） 0.56,5

0,00.030,030.030.420.02箍按材料（kg） 0.0

8.5 推 土机 作 业

8.5，1 概 述

推土机是一种既能铲挖物料，又能推运和排弃物料的土方工程机械。

推土机在硬岩露天矿主要用作辅助生产设备，在矿山的应用为∶

（1）为穿孔机平整作业场地;
（2）清理矿层顶底板岩土;
（3）在挖掘机工作面推运矿岩，配合挖循机工作;

（4 ）修筑路基和道路维护;
（5）作为牵引工具进行短距离拖运;
（6）用于局部土方工程和排弃场平整。

推土机可与其他设备和设施配合开采粘土、泥灰岩等软质矿物或覆盖土的剥离。

南平水泥厂粘土矿采用推土机-转载漏斗-汽车工艺开采粘土。胜利水泥厂粘土矿是以

推土机配合前端式装载机开采。当开采硬质土或遵有冻土层时，管用机械犁进行预先

薄松。
推土机可把土壤难集起来，用水枪把土壤冲至集土坑内再用泥浆泵及泥浆管道送往排

弃场。

8.5.2 设备选重及生产能力础定
8.5.2.1，根据雪关采场的特点，如生产摄慎，地形，气温等作业条件选用不同的靠

土机
推土机按行走装置分有履带式和轮胎式两种。履带式推土机用于运距短，坡度较陡及

湿地，它对道路要求较低，一般露天矿多采用这种推士机，轮胎式推上机推力小，机动灵

活，一般用于松土、地面条件好、推运距离长等作业条件。

推土机按刀铲的形式分有固定刀铲式和回转刀铲式两种。经常在横坡上工作的宜选用

推刀能单侧液压调整的推土机。
推土机配备有机械型或不带机械犁。当土质较硬或冬季有冻结层时，应用带机械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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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土机。
推土机的推运距离一般应在100m以下，上坡不大于10??否则推土机的效率将显著

酸少。

8.5，2.2 推土机的生产能力确定
推移土岩时，班生产能力按下式计算，

480g (1-8-15)0=究

q 52tga
式中 Q—推土机台班生产能力（实方），m';

T——作业循环所需时间的平均值，min，
η——时间利用系数，一般0.7～0.75之间，

K-——松散系数，见表1-8-26;
q ——铲土板中的容土量（松方），m2，
B——-铲土板的宽度，m;

H——铲土板前的主堆高度，m，为铲土板高度的0，7～1，0倍;
u——物料在松碎状态下的自然安息角。见表1-8-27。

囊 1-8-28各种土编的检散系戴

松散系歌壤土

1,0砂质粘土，种植土，冲职沙土层，泥炎

1.18黄土、轻盐土和碱土

1.22粘土，压实的填筑土，含有碎石、那石或工程垃圾的松散土，轻微胶结的砂层，中等密
实的砂质粘土和黄土

1.28坚硬重殿粘土。板状黄土和粘土，松散风化的片岩、砂着或软页岩，高岭土，干燥空硬
的观音土，含有碎右、师石<30??下）中等密实的粘性土或黄土

表 1-8-27松散物料自船安息角

日 然 安 息 角<"）自 然 安 息 角（"）
岩土名称岩土名称 温、 湿潮干湿温干

25~308～44～50显 粘 土2535腐植 土 45
15~203540～4肥粘 土25-2782～4030～35粗 粒 幼 3035～轮砾 石25352～80中粒砂 15254015-20 无很泥炭0～3525细 粒 砂

摘官《水泥矿山设计手册》。

作业循环所需时间T由下式确定，
(1-8-16)T=t+在+ 25

式中 ——重载行驶时间，4=（0.2-0.3）+0.06无，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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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平均推运距离，m;
v;———推土速度，与土壤的密实程度及路线坡度有关，一般在2.2～3.2km/范

围内;

z——推土机返回需要的时间，t= 0，06一一，miu

v2——返回速度，取决于距离和坡度，当坡度较大或距离不足30m时，用二挡，当
区间比较平缓，距离大于30m时，可用三档;

专-—换向停额时间，一般在0.1～0.15min之间，当运距超过50m时，推土机以掉
头返回为宜，此时4取0.5min。

8.5.3 粪土钒数量计算

(1-8-17)

式中 N·-—推土机数量，各;
Vc----每班推岩量，m*（实方）;
Q-——榕土机台班生产能力，m2（实方）;

K，——设备检修系数，取1.2～1.25。
为露天采场工作面平整，配合挖掘机作转堆，作牵引工具进行短距离拖运，残留矿石

的集堆等工作时，采杨推土机数量可按采场挖棚机和钻机总和的50??备。挖掘机斗容与

选用的推土机的关系如下;
推土机功率挖掘机寻容
75～90kW1～2,0m3

135～165kW4.0～4,6m*
表 1-8-28保养和修赐烯亲（工作小时>

__rr-.rr_--
135～1as YW泄带推土机设蛋 的～90 kW腹带推土机

50E0
240

5001200
1q四 保 24eD2400

4Bn0480D

 1-8-28保养与修理占用工期表

135-185 上W膜常推土机80～80 kW履带推土机

0.5- 保 2二条

四 保
3025中 修 4535大 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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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11.5m* 240～308kW

8.5.4 推土机糙修（表1-8-28及囊1-8-29）

8，5.5 劳动定员与材料消耗

（1）每台推土机每班配备一人。
（2）材料消耗见表1-8-30。

推土机合年材料润桃 凝 1-t-30

TY-120;材料名称 TY-180 TY-240T-100 TY-320T-80

柴 油（kg） 1+000 21600 433D014400 57800824Qo
1020P00 2100机 油（kg> 720 1820 2B0

90洗 油（kg） 2 906090
150 156透平 油（kg） 1.0 160120B

28B21580黄 干 油（kg） 115 4100
擦拭材料（Kg） 急·

注，推土机年工作300天，每天一班，每班4小时

8.6 铲运 机 作 业

8.6.1 概 述

铲运机在露天矿中主要用作表生、煤和松软物料的采掘、排弃，并可作复土回填工
作，铲运机可作为主要采掘设备和辅助设备。

铲运机的适用条件，

（1）可直接挖掘松散土岩，对较致密的土岩需用机械犁预先松动。
（2）土壤湿度不超过10～15??土壤中不含巨砾石。
（3）斗容为6～10m*铲运机的运距不大于500～600m;
斗容为15m2铲运机的运距不大于1000m;

斗容>15m'铲运机的运距可达1500m。

（4）作业区的纵向坡度因奉引方式而不同，在用抱拉机牵引的铲运机时∶

空载上坡不大于13°;下坡不大于22°。
重载上坡不大于10°，下坡不大于15°。
自行式铲运机∶

上坡时不大于9°;下坡时不大于15°。
铲运机的优点∶
（1）机动性好，可以开果分散的矿体。

（2）铲运机以平铲法取土，不仅能开采厚的矿层，对薄的水平或缓倾斜矿层均能适
应。能剔除缓倾解夹层，可按品级分采分运。

（3）铲运机具有采、装、运功能，设备简单。条件合适时，生产成本低，劳动生产
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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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运输道路要求不高，并能在斜坡上作业。
（5）可以将剥离与复土造母结合起来，无须增加过多费用。
缺点∶（1）作业有效性受气候影响较大，雨季和寒冷季节工作效率低。
（2）只能挖松软的不夹杂砾石和含水不大的上岩。
（ 3）经济合理的运距有限。

8，8，2 铲遁机设备选型

根据土壤性质和使用条件选型。铲运粘土和过渥的土壤时，宜选用强制卸土的铲运机。
松散的砂质土及比较干燥的土壤，可选用自由卸土的铲运机。

拖拉式铲运机应与推土机统一选型。自行式铲运机的铲运斗为单轴半拖式，与单轴的

牵引车形成一个整体，并且前后轴均装置轮胎，行驶速度较拖拉式高，机动性好，适于在

距高较长的土方转移工程中使用。
当铲挖较致密的土壤时，为了提高铲运机的生产能力，需采用轮式拖拉机助推，一台

助推的轮式拖拉机可服务3～4台铲运机。

8，8，3 生产能力确定及设备数量计算

β.6，3.1 铲运机的台斑生产能力

(1-8-18)Cc= 480 en

式中 Cc——铲运机台班生产能力，m"，

q —铲运机的铲斗容积，m?;

K，——铲斗装满系数，它取决于土壤类别及铲取方式。见表1-8-31;
Kg——-土壤的松散系数，见表1-8-31;

Kg——工作时间利用系数，两班工作时取0.85，三班工作时取0，7）

T——一个工作循环需要的时间，min，

-+节+步4+缸+24

L，和V-——铲取路程（m）和速度，m/min;
L和V，——运土路程（m）和速度，m/min，
Ls和V，——卸土路程（m）和速度，m/minj

L，和V。——回驶路程（m）和速度，m/min;

t-——每一循环中换档时间，约0，17min;

z-—在两端转向所耗时间，约tmin，

8，6.3，2 年生产能力计算
(1-8-19>Q。=2.#

式中 2。——铲运机台年生产能力，m2/a;

Q.——铲运机合班生产能力，m7/合班，

n——年工作斑数，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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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运机作业的美调系触及检散系障 表 1-8-31

松散系数不同作业坡度的孩满系数 Kn原土客重
土 壤 类 别 o(t/m") *5% K2-10%

1.5-1,6 1.)0,70,650.6砂
0.9 1.15-1.20,75 0.91.6-1,7混砂（湿度为12～15??

1,2-1.4-1.6-1,8 1.2 1.1砂工和粘性土（温度4-6??
1,2-1.31.1 1.01.7-1,8千 粘 土

8.6.3.3 铲台机台数计算

N=d- (1-8-20)

式中 N——铲运机台数，台;
A——年物料装运量，m/a;
Q2-—铲运机台年生产能力，m2/a。

表1-8-32为601矿铲运机生产定额。表1-8-33为C。-6型铲运机行驶速度。

表 T-8-32i】矿铲运机生产定额（m'/台班）

 距 肉 （m
设 备 名 称 60ad 150 200 250 300 35s0 400 450 5o 56] 600 450

l.20d sq 1 120 u6 90 r e2 ssd as 4东方红-75型C-3型护运机（铲斗容积3m*）
33s so 2rq zad 2n0 x2q 138 120 11s io 1o5 10o 9s红旗-100题Cr-6型铲运机（替斗容积0～8m'）

注∶土壤为Ⅰ、I级

铲运机设备检修（表1-8-34及表1-8-35）。

，6，4. 劳动定员及材料消莞

履带式拖拉机与拖式铲运机相配合，每台设备配两人。

秦 1-8-33红集100拖拉机章引C，-8盈养进机的行驶速度

在不同坡度上行驶的速度〈m/mln）
地面土壤受别运行方式 25%20%15%10%o 5%5%

28282e.2626散砂，短积土 282828284545粘质砂土，种植土 32516787砂质粘土，黄土空率运行 3。154540300100粘土，压实填筑土 541oo10s竖硬重我粘土
262826散砂，堆积土

2a284543粘质砂土，种植土 326767砂质粘土，黄土置载运行
54547010o粘土，压实填筑土 83,733,733.770100坚硬重质粘土

注。本表摘自《水泥矿山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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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修理周期表（工作小时） 表 1-8-34

 运 机备

200一 保
500二 保
1200三 保
2490
480U

表 1-8-3S保养与渗理占用工筹赛

运 机改

0,6
各 毁 保 养

（蜜》

38
45(d)

自行式铲运机每台设备配一人。

铲运机台班柴油消耗见表1-8-36。

藏 1-8-3b护量机台亚集油惰耗

油 （g）柴规 稿机 被 名 职

48～86tW履带式拖拉机
我0-75kw履带式拖拉机
B～105kW履带式拖拉机
6～8m'自行式铲运机

76～1int自行式铲运机

8.7 机械犁-推土机作业

8.7.1 适 用 条 件
机械犁-推土机开采法适于软的和中硬的、裂隙较多的岩土和有用矿物，坚 硬 的矿岩

用机械犁疏松时，工作效率很低，不宜使用，对（=7～8的岩石，有很强烈的裂隙才能使

用，对f=4~8的岩石，有中等裂隙及强烈裂隙才能使用，对了=1～3的岩石，无论有无

裂隙均可使用。
用机械犁疏松冻土时，气温不宜低于7～10℃，冻土层厚不宜超过50～60cm。

8.7，2 .作 业 方式
用机械犁平行氧岩时，岩体破坏成梯形沟，如图1-8-1所示，对整体性岩体，沟下部

小槽的宽度b与犁齿的宽度b;相等，有效松散深度属小于奉齿深度房，。对有裂隙的岩体，小

槽宽度b大于犁齿的宽度b;。



第八章 袋最 421

 机械犁-推土机机组平行犁松岩体，称为平行法，见图1-8-2中的a，若岩体不易犁松
或碎裂后的粒度不符合要求时，需用横向犁一遍，称为交叉法，见图1-8-2中的b。

 若用单向犁岩，即犁齿收起后空程退回，称为穿被式单向犁岩。见图1-8-2中的e。
若用双向犁岩，即设备掉头后即进行犁岩，没有空程退回，称为掉头式双向犁岩，如.

图1-8-2中的d。

端想题
c

图 1-8-2 机械犁松散岩体的行走方式图 1-3-1 机橡犁平行率岩时岩体破坏的横断面图
a-平行法;b—交义法;c一穿樱式单向犁岩，a一整体性的岩体∶D-—有裂除的岩体

--摔头式双向率岩

机械犁推土机疏松岩土比燥破法疏松岩土有下述优点∶
（1）可避免燥破引起的各品级矿层及矿岩的混杂现象，减少矿石的贫化和损失;

（2）岩土疏松的费用可减少30～50%;

（3）生产较安全;
（4）没有爆破工作，生产不中断，劳动生产率高，对环境保护有利。

采用机械率作业时，通常有下述三种作业方式。
（1）机械犁用水平分层工作法，疏松的矿岩用推土机或前装机集拢或推到装车平台

上，用挖掘机或前装机装入运输设备。
（2）机械犁用倾斜分层工作法，倾斜的角度为10°～20°，疏松的矿岩用推土机运到

装运设施上。
（3）用机械犁疏松矿岩，然后用铲运机装、运疏松的矿岩。

根据矿岩的硬度及所需的疏松程度可采用平行法犁松和交叉法率松两种。裂隙较发育

时采用平行法犁松;矿岩较硬、裂隙较小、疏松程度要求较高时，应采用交叉法犁松。

8.7 .3 设备选型及生产能力计算

8.7.3.1 设备选型
机械掣通常采用液压操作。机械犁联在推土机后部，构成机械犁-推土机 机组。按扣

土机发动机的功率区分，可分三种机械犁，

推土机机组，发动机的功率在?5kW以下者为轻型机组，功率在75～150kW者为中型

机组;功率在150kW以上者为重型机组。在岩石中一般使用中型和重型机组。

机械犁接犁齿切入角能否调整，可分为固定式和可调式两种。在岩石中作业应选用切

入角可调的犁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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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2 奉岩深度
平行犁岩时，松散层的有效深度可按下式计算;

(1-8-21)

式中 h——松散层的有效深度，m;
c ———犁沟的行距，m;
b——-犁沟的底宽，m;
h———犁齿的切入深度，m;
K——系数，见表1-8-38;
K--数，见表1-8-38;
q-—_沟的边坡角，（"）。

交叉犁岩时，A= H
8.7.3.3 生产能力
机械犁松散岩体的能力取决于犁岩时的行走方式。
1，平行犁岩（掉头式运行）

3E0hCt
(1-8-22)

2。交叉犁岩<掉头式运行）
3600A] (1-8-23)

式中 ?——平行犁岩时犁松效率，m2/h;
Q—交叉犁岩时犁松效率，m2/h;

C——平行犁沟的行距，m;

η——-机械犁.工.作时间利用系数

η=0.7～0.8;
V——机械犁平均工作速度，m/s，V=（4，7～0.9）V

V，——拖拉机的头裆速度，m/s;

T——每个循环中非有效作业时间，s，

T=ξ+t+;
fr——犁齿切入岩体耗时，3～5s ;

———犁齿抽出岩体耗时，1～3s;

表 1-8-37不同到障度的K;及K，值

撞 宽bR,其1岩体的裂除度

(1,5-2,0》b0.951.00.75-0,9剥裂隙度的岩石
（2，0-3.5）占0,90—0.950.9-1.0中等裂腺度的岩石
(3.5-6.0)b;0.5一0.91.0到裂摩度的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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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换挡，调整耗时，s;
L——平行犁犁岩距离，m;
C'——-交叉犁沟的行距，m;
L——交叉犁犁岩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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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任编写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甘作林 朱士良 谢振唱

9.1 概 述

9.1，1 剥离物排弃的量要性和工作组织

露天矿的剥离物一般包括腐植表土、风化岩土、坚硬岩石以及混合岩士。有时也包括
需要回收和不回收的表外矿、贫矿等。剥离物的排弃是露天矿生产工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剥离物的排弃场一般占全矿用地面积的39～55??为露天采场的2～3倍。排弃场可能破坏

当地的自然景色和生态平衡，污染周围环境。更重要的是剥离物排弃工作不落实或设计不

合理，会直接影响矿山设计能力的完成，因此，必须做好剥离物的排弃设计和生产管理
维护。

剥离物的排弃工作组织见图1-9-1。

天矿开拓运输方式
神弃机顿化方式

种离物性质和数量 单位意波投资

地形，地略、环境 撼弃场选料

工程电质、水文题质】 场地基胀承乐能力

排育场要素 靠 单位应本f;
劳勒生产率、监测.维护接弃作业、滞算进度计划

单位面积擦商排势好复题复民进度计划

图 1-9-1 剥离物排弃工作组织略图
1-原始资料，2一规划设计，3-工程建没，4-排弃作业，5一技术经济指标

9.1.2 剥寓物养弃设计的基本原则

（1）根据矿床特征和矿区经济条件，认真研究剥离物的综合利用，按照制离物的类

别和用途，分别提出临时堆存。加工处理、回收利用和排弃等具体要求。

（2）剥离物的排弃设计，要与采矿场设计密切配合，相互协调，使其具有顺畅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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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系统。可靠的转排设备，足够的场地容积和工作线、工作面以及相应的安全设施，并有
必要的备用能力。

（3）综合各种因素进行多方案比较，确定排弃场场地、布设方式、排弃工艺、转排
设备及其主要参数。这些因素包括∶

露天矿开拓运输方式和开采程序;
剥离物的物理力学性质，综合利用要求，各类剥离物的排弃量和临时堆存量，

地形、地貌和环境状况;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气象特征;
需征用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复垦方式等。
（4）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在不影响排弃作业的前提下，尽早创造复显条件。

囊 1-8-1别 寓 物 帅 弃 场 分 典 表

用 条 1征转分类标志 排弃场类型

一般多用于开采最倾斜矿床，多矿体矿山在露天采场境界内，不另征用土地，岩土运内部排弃场设置 合理安排开采顺序时，可实现部分内邮排弃距短

用于无条件采用内邮排弃场的矿山在需天采场填界外，需占用大量土地，岩地点 外部排弃场
土运输距离比内部排弃杨远

潘用于地形平缓的地区在较平缓的地面修筑较纸的初始路堤，然平地排弃场场地 后交替排弃，逐步达到要求标高

适用于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在山坡上修建初始路基，利用高整向坡下地形 山地排彝场
排弃

用于有综合利用价值的岩土，充填材料及准存物将键二次搬运
复垦用表土，雇着土的临时准存，为减少近临时排声场存在
期运距而设置临时排弃场

时间 择弃不再回收的岩土堆存物不再搬运。改变职地形地貌，可适永水久排弃场
时复量

通常用于地形高整大、采场同时工作阶段在润场地单层排弃，有利于尽翠复墨单层（阶段） 数较少、排弃量不大及需要大面积填洼补充公屋
据 弈 场 的排弃场

（阶爱》
采场同时工作阶段数较多、需充分利用排在周-场地有二层以上陶时排弃，能充分多服《阶爱）数量 弈场空间时利用空间排 弃 场
用于铁路开拓的矿山威经铁路转运测商物准轨威窄轨铁路运输，一般采用挖掘机、

的矿山排土犁，推土机转排，岩土力学性质釜、和铁路排邦场
 高阶段排弃场、采用装载机威铲运机转排

用于汽车开拓成汽车辅助剥离的矿山运输 汽车运碧、推土机排弃。排弈工艺较简单汽率排弃场
用于连续或半连续运输开拓的矿山成提高胶带机运输，挥土机转排

胶带机排弃场 排奔场的排弃标高的矿山
方式

松酸剩离物，水力开采的矿山水力剥离自流或压力管道输送排放水力维弃场
.窄轨运输剥离物的小型蓄天矿或地下开梁患杨机喊架空索道运输

人 造 山 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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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防止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尽可能保护自然景观。

9.1.3 删高物绛弃场的分类

剥离物排弃场可根据多项特征分类，见表1-9-1。

9.2 剥离物排弃场的选择和设计要素的确定

9，2.】 选报刺腐物排班场的基本要求

（1）尽量采用内都堆场，有条件时可论证二次转排的技术经济合理性，积极采用内
部临时排奔场。

（2）不占良田、少占耕地，避免迁移村庄，有利于被征用土地的复垦。·
（3）场地地形横坡一般宜在24°以内。要求工程地质较好，无大量不良地质现象，水

文地质较简单。
<4）尽可能靠近露天采场，并在剥离区重点一侧，以利缩短剥离物运距。场地标高

宜稍低于对应的剥离阶段标高，使其能重车下运。

（5）排弃场场地应位于工业场地、居住区等设施的最小风侧和生活水源的下游。

（6）一般不在工业场地、居住区、交通干线、主要输电和通讯线路、水坝、大片良

田的上方布置排弃场。如确簧布置时，必须具备下列论证依据之一;

排弃场的防护工程足以保证下方设施安全;
搬迁或改建下方设施，不仅技术上可行而且经济上合理。

（7 ）有用矿物或腐植土等临时排弃场要便于回收装运。

（8）有利于设置酸性水，泥石流的处理和防护设施。

9，2.2 测高物排弃场的设计要素

剥离物排弃场的设计要素见表1-9-2及图1-9-2。

表1-8-2剥窝物排场设计要烧
炎 型撑 宾

符 号要 家 名 称序 号 多 阶 爱单 阶 及
B1n8。0,8。地基被度（"） NN=1N阶段数（层） b,5z⋯A;阶段高度（m） ☆

H=b;+(N-1)5H=5;总高度（m） δ6;=5易，安全平台宽（m）5 σ1，Ui"d;阶段边需角（'） a。 aaa;总边帮角（"）7 sS占地面积（ml）
y总客积（m*）

9.2.2，1 地蓄坡度
排弃场的地基坡度决定于所选择场地的地形状况。在同一场地内，甚至在同一横断面



第九章 剥离物的排开 427

上，地基坡度往往是变化的，不是固定的常数。
地基坡度对排弃场的稳定性关系很大，排弃场的地基坡度宜在 24"以内，当地基坡度

大于26°时，必须进行必要的稳定验证，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保证排弃场的整体稳定，这
种地基坡度下的高阶段排弃场，更应特别慎重。

9.2.2.2 阶段高度和总高度
阶段高度是指阶段剧线至坡底间的垂直高度，各阶段高度的和为排弈场的总高度。
决定排森场的阶段高度的主要依据是剥离物的物理力学性质、排弃机械化方式、排齐

场基底承压能力和地区气候特征。表1-9-3所列值是在排弃场基底稳定、生产管理正常和
一般气象条件下，各类剥离物在不同运排方式时排弃高度的参考值。

条件较好、防护设施可靠时，经过技术经济论证，阶段高度可大于表1-9-3所列数值。

囊 1-8-3排齐烯阶段高度参考值表

度（如）高阶弃场 殷

汽 车 运 着路 运
剥离物类别

推土机。排挖掘机转排排土蹈排弃推土机转排

<20040～5020～30坚便块石 40～50
<1003～4015～2030～40混台岩土
15～8015～2010-1515～20松散硬质粘土
12-1612~1510-12松散软质粘土 12~15

1;～157~10砂质土

注，衣刻引自《冶金矿山设计参考资料》，《总图运输设计资料汇编》。

排弃场地质条件较差、剥离物的力学性质不好的多雨地区，阶段高度应小于表1-9-3。

9，2.2.3 平台宽度
多阶段排弃场工作平合最小宽度，取决于上一阶段的高度、运排机械和运输线路布置

等条件，见图1-9-3。

图 1-9-3 工作平台最小宽度图图 1-9-2 排弃场设计要素图

铁略运输。
(1-9-1)B=A+C+D+F

汽车运输∶
(1-9-2)B=C+ 2(R+L)+F

（当上下阶段汽车卸车点不互相干扰时，公式（1-9-2）中的C值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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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工作平合最小宽度，m;
A——上一阶段坡底至本平台内侧第一条铁路中心线的安全距离，m，设摩电杆到

铁路中心线的距离为S，则A≥E`+l;

E——大块岩石滚落距离，m （见表1-9-4）;

】 ——摩电杆至铁路中心线距离，m ;

C——超前上阶段的宽度，m （见表1-9~5）;
D-——当为双线平台时，两铁路中心线间距，m，
F——铁路运输时，为外侧线略中心至平台帽线的最小距离;汽车运输时为安全土

垛宽度，m（见表1-9-6）;

R——汽车回转半径，m;

L——汽车长度，m。
各种排弃工艺的最小平台宽度见表1-9-7。

豪 1-8-4大块滨将题高E恒表

2B20 30 401210阶段高度（m）

20 221816 24大块液落距离（四》 15

表 1-9-5超前宽度C值衰

备C 值 （m）转 排 方 式 注

不小于五次移道步篦推土 犁 8~12
不小于-次移道步距挖 智 机 18~24

表 1-9-6平白外缘宽度F宣表
(mm>陶轨

铁 路 运 输 8Da7621435 900
0,70,850,851.7F值（m）

<t)位事
汽 车 运 输 10～15427～684.5-20

3.7～4.q2.5~3.02.0~2.3了德（m）

9.2.2，4 边帮角
排弃场的边帮角一般接近或小于岩土的自然安息角，见表i-9-8。不同运输方式的剥

离物排弃场边帮角无明显区别。海南铁矿第六排弃场（铁路运输）实测边帮角（坡顶与坡

脚连线）为32°～35°，大石河铁矿排弃场（汽车运输）三个断面实测资料的边帮角为

34°～37°。

9，2.3 排弃场容积

设计需要的排奔场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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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7工作平台晕小宽度表（m）

段 高 度阶 《m)
排 奔 工 艺 20～25 30～4010~15

40-4388～3831~33排上犁捧弃铁路运输
59一6255～5750~52挖掘机按排

（准轨） 40装载机转排
40汽车轴距<dm

推土机转排 53汽车轴距4～5，44m

t~～15铁略卸车平台铁路运输
10-12箍土机平台（窄轨）

注，表内准轨铁路运输的平台宽度按单线考虑，当双线时需增加6.5m。

表 1-8-8土自然安息角参考值
(">角岩

岩 土 类 别 平 均
a5砂质片岩（角砾、碎石）与砂粘土
32砂岩（角砾，碎石、块石）
3片岩（角砾、碎石）与砂粘土

2943片 34石灰者（碎石）与秒粘土 37花岗验 34.5石灰质砂岩 36,5～32致密石灰岩 3e片麻岩
云母片岩

(1-9-3)V=KgH产

式中 V—一需要的排弃场容积，m2;

V，——计划在排弃场排弃的剥离量，m2，

K——富余系数，一般K1=1.02～1.05;

Kz——岩土松散系数，一般K;=1.3～1，6;

K。-——岩土下沉系数，见表1-9-9。

表 1-9-9岩 土 下 沉 系 微 K，

K。岩土类别K,岩土类别
0.18～0.z亚粘土0.05～0.07硬 岩 0.21～0.25泥灰岩0.10～0.12软 岩 0.24~0.25硬粘土0,09~0.13砂和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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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剥离物排穿场主要参触实例
我国部分露天矿的剥离物排弃场主要参数见表1-9-10。

我园邮分辫天矿刺离物排弃场主要参散表 袭 1-9-10

边带角（°>操弃场高度（m）地蒸驶'台阶数） 绢
剥离岩士;类别矿山名称 总边帮总高度! 段阶阶段高!感（'j（个）

20~2881～35106～23580～186泽 j22～30石英片卷，混会岩，绿孔用闪岩南芬铁矿 35~3635180～201534-3辉长岩，大理岩兰尖领矿 34~334~3730～10530～10635～60混合片麻若大石恒铁矿 404060～12060～12027～39云母石卖片料，绿泥角闪片岩峻铁矿 37,r37,740~7440～74片麻岩石人沟铁矿 32～3632~352002001石英片岩，凝灰岩，矽卡岩，心33～~4潘洛铁矿
280～40a0～50 I页岩，斑料大宝山多金属矿 8338s~150l24~3638～3混合岩永平铜矿 25-345～5610～302~28石英闪长玢岩，黄泥石策解扩 34～3834～3536～9035～9b安山玢岩金堆城钼矿 37-4t30～86~1530～50角闪凝灰岩，片岩白银厂铜矿 24,S347820～25ps~2s 3于枚岩、混合岩限前山铁矿 第～3538一在5018~303干枚岩，混合岩，闪长岩齐大山铁矿 3235-37675-2s 1e-l350绿泥石炎片岩、千枚岩、混合岩大孤山铁矿 l5 <排土科）

3845～5015～203千枚岩、混合岩东候山铁矿 38~位90～13050～70220～40角闪片岩、混合岩弓长岭铁矿 8u66z0-341o～35 2角闪片岩、石英岩歪头山铁矿 36382015～18130～ss}石灰岩、页岩甘井子石灰石矿 2a~3535～u70～1112～20W长岩，太理岩大治铁矿 28～371884D26～45 4辉校岩、大理岩朱家包包铁矿 30-384335～415～302o～17] 2白云掉、霓石岩、板卷、云母岩白云那博铁矿 38～4011585～B0215～30片意岩，花岗岩水J`铁矿 38- 4838～300～13b)30-40a8~43透风石灰岩、弱云母片岩、海南铁矿 最大90～110白云质结晶灰岩" 10~1731~40&O155~18闪长岩、安山W、石英胁格南l铁矿

注∶本表引自"奉天矿排土场技术调查报告"，

9.3 剥离物的排弃工艺设计

9.3.1 小 擅 机 具 筹 宾

9，3.1，1 技术特征
小型机具排弃工艺一般仅适用于窄轨铁路运输且剥离量很少的小型矿山。采用机车牵

引小型翻斗矿车，或自溜运输，人力或曲轨卸车架翻车，手工机具整平和移道，或简易排

土犁整平，简易吊车移道。排弃场内线路呈放射形或环形布置，一般同时作业阶段只有一

个。当排弃以土类为主的混合剥离物时，阶段高度可达30～50m，当排弃以岩石为主的混

合勋离物时可达60～100m。
9，3.1.2 劳动生产率
小型机具排弃剥离物的劳动生产率参考指标见表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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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11势动生产率参考指标

粘土质岩石，松软岩石剥离物类别 秒 质 岩 土 硬 岩

每工劳动生产率（m*） 4060 30

注，（1） 表内省标以松方计，
（2）作业内容包括输助卸款，清底、复位，蜂平场地及处理机车矿车挥道等

（3）移道工作一般以排弄场管理工人为主。

0.3.1.3 矿山实例
·几个矿山小型机具排弃工艺见表1-9-12。

小型机具持奔工艺实例桌 表1-9-12

曾理定员 每条线略能力轨 距 阶段高度矿车客积机车重量矿山名称 （x1D气/a）(m*> (m m) (m》

乌龙集石灰石矿〈前期） 30～40900 3~416 o.5
80- 102~3南铁矿（上部） 76214 3.5

10~20 70～10o牛首山铁矿 3 0.5 609
4~5玉泉岭铁矿 7 8000.6

36金岭铁矿 6001.1

注，表内实例有的扩山已要换设备和改变烯奔方式，或已开采结束。

9.3，2 排 土 罩 排 算

9.3.2.1 技术特征
排土牢排弃剥离物的特点是工艺简单，设备投资少。排土犁在准轨铁路运输的矿山被

普遍来用，或作为某些矿山的辅助排弃设备。但爱设备排弃宽度所限，线路移设额繁，降

低了线路利用率。线路的排弃能力小，阶段高度一般较低。
当采用排土犁排弃工艺时，一般采用移道机移设线路。

9.5.2，2 排痈线数量
1。排奔线的运输和排弃能力·
1）在藉排弃线运输和排弃能力计算

1.40K,;K,;mgT (1-9-4)=-.个于，。

行-×60＋T

式中 V——在赣排弃线每条排弃能力（实方），x3/a;

K;——淬线作业时间利用系数，一般K，=0.75～0.8;
K，——-排土犁作业和线路移设影响系数，K2=0.5～0.55;

n --—每列车的矿车辆数;
q —-矿车的装载量，m2;
7———年工作日，d;
t-——列车入换时间，min;
V-— 平均运行速度，一般为1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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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列车从入换点至排弃线有效卸车段中点的距离，km;
r-———间隔时间，电话联系时，工= 3.5～5min;
f-—-列车卸车时间，mln。

（排土犁排弃、装载机推土机转排时z=份，挖掘机转排时，t=<1.5～2）×
分）;

ts——等待时间累计，一般为10～15tmin;

Ks-—岩土松散系数。

2）在册排弃线运输和排弃能力综合指标

当阶段高为10～15m、线长为0.5～1.0km时，每条在册排弃线的综合指标为100万～

140万t/8。
2。排弃线数量

(1-9-5)N=
式中 N-—在藉排弃线条数;

W———年剥离物排弃量（实方），m/as
V——每条在瘾排弃线排弃能力，m3/。

3。矿山实际能力
部分矿山排弃线实际能力见表1-9-13。

级 1-9-13都分金圆矿山每柔排疼坡实际能力

实际能力（10"t/a）域长 （km）阶段高（m）矿 山 名 称

100～1400.5～1,010-15综合资料
110~1506,5～1.10～26大孤山铁矿
50-舶020一25眼舵山铁矿
14010～30齐太山铁矿
150巴山铁矿

注，水表引自《露天矿播土场技术调查报告》，

9，3，2.3 设备数量
（1）排土犁配备数量参见表1-9-14。

骁1-9-14排土取配备数量参考表

>450<450年总排弃繁（实方）（104m*）

配备数量（台）

（2）移灌机配备数量参见表1-9-15。

9.3.3 挖 掘 机 转 排

9，3.3.1 技术特征
挖掘机转排剥离物适用于铁路运输和年转排量大的矿山。挖掘机转排优点;铁路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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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道机配备和译参考表 毂 1-9-15

<r >7用移道机移设挥弃线数（条）

配备数量（台）

间隔时间长，线路稳定，设备安全可靠，线路时间利用率高，排弃线的年转排能力约为排

土犁排弃的1.5倍，线路维护工作量小，堆置阶段较高，缺点;设备投资大;低阶段时其优
点不能充分显示。因此，采用挖掘机转排工艺的矿山，一般也配备有排土犁。

9.3.3，2 挖掘机转排工艺

挖掘机行走方向一般有两种∶

前进式;挖掘机从排弃线起点向终点方

向转排，线路下沉量小，可减少维护工作。
后退式∶挖掘机从排弃线终点向起点方

向转排，转排和部分线路移设可同时作业，

影响作业时间短、挖掘机作业率较高。

挖掘机的转排顺序常三种;
同步转排∶挖掘机在同一步位转排上下

两个分阶段。
分层转排∶挖掘机先转排下分阶段，全

线完成后再转排上分阶段。
分段分层转排∶将排弃线划分为若干

段，在一段之后挖掘机按分层转排。

挖掘机转排工作面设计要素见图1-9-4。

以3～4m2挖掘机为例，设计要素如下;

A——-挖掘机挖掘宽度，11～14m;

B—挖掘机卸载宽度，12.6m;
C——排奔线中心至外缘距离 1.7m;

困 1-9-4 挖掘机转排设计要素图
H——排弃线轨面至挖掘机工作平台高 1-上分阶段，2-下分阶段

差，5Ⅲ;
L———卸载坑长度，（1.5～2）车辆长，m;

b ----载坑宽度，约2.5m;

库——卸载坑深度，约1.5m;

4h——预留下沉量，约<1.06～1，2）H，min;

H。——阶段高度，m。

9.3.3.3 挖损机转排做力
（1）挖掘机转排的综合能力取决于挖漏机的生产能力和排弃线的运输能力。

挖掘机的生产熊力与工艺布置．剥离物的类别和力学性质。阶段高度及排弃线长度、

维护管理等有关。挖掘机转排工 艺的排弃线长度一般宜大于700～800m。当剥离物块度较.

小，且力学性质较好，排弃线长度为1.5～2x以上 以及 维护管理较好时，挖掘机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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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接近采场剥离同斗容挖掘机能力的两倍。
线路运输能力参照9.3，2，2中的公式（1-9-4）计算。

（ 2）排弃线数量可按下式计算;

N;=y (1-9-6)

式中·N，—--需要的排弃线条数;
W一年转排量（实方），m2/a;
————条转排线路的综合生产能力，（实方），m2/（条·），

在藉排弃线数量;
N,= N,K (1-9-?)

式中 N。—-在藉排弃线数量，
K——排弃线备用系数，一般为1.1～1，2。

（3）挖掘机数量一般同于排弃线条数，即，
((1-9-8)NV;= N;

式中 N-——-挖掘机数量，台。
（4）部分矿山挖掘机转排能力见表1-9-16。

表 1-9-18部分金属矿山挖基机转排实际能力

每条线略实际能每条线略实际能 阶段高（m）矿山名称阶段高（m） 方（×10fi/a）矿山名称 为《×10*t/）

2828-28东鞍山铁矿130～20014～25综合资料 150弓长岭铁矿170～22015-30大孤山镜矿 230-2502～30水厂铁矿120～18020～25眼前山铁矿 200凹山铁矿23010-30并大山教矿

注，本表引自《露天矿排土场技术调查报告》。

9.3.3.4 移道及辅助设备
挖掘机转排剥离物的线路移设一般采用15t轨道吊车，当移设步距超过两倍吊车的起

重臂回转半径时，则需采用平板车辆拆装，重新铺设线路。此外，需配备推土机或平地机

平整场地。吊车及推土机配备数量见表1-9-17。

表 1-8-17路道 设 备 微量 参考表

>100500～1009<500转排总剥离量（实方》（×10'm'/a）

3
吊车数量 台

21推土机数量 台

9.3.4 推土 机 排 弃

9.3.4.1 技术特征
推土机推弃剥离物工艺，在采用汽车运输的矿山得到广泛应用。窄轨运输剥离物的矿

t，有时也采用这一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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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运输剥离物的矿山采用推土机排弃方式的特点是∶工艺简单;基建工程量小;基
建时间短;排弃阶段高，工人劳动强度低，生产率高;作业较安全，排弃成本低等。

9，3.4，2 维土机排弃工艺及设备数量
1。汽车运输剥离物
1）排弃工艺
汽车卸载后，推土机将遣 留 在 工 作平台的部分或全部剥离物推向阶段边帮。卸载地

点，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量靠近阶段边缘，以减少推土机的排弃量。汽车卸载地点与

推七机的排弃量的相互关系参见表1-9-18。

弱 离 物 遗 冒 量 表 囊 1-9-18

2.0-3.0 >5汽车后轮中心距阶段边缘的距富（m） ),0~1.5 1.5-2,0

1u遗 留 量 〈?? 305~10 15-20

排弃场的临时道路一般有两种布置型式;
放射型。临时道略为双车道、运输距离较短、路面维护工作量较大，适用于以岩石为

主的大型排奔场。
环型;临时道路可为单车道，运输距离较长，汽车不会车，行车较安全，路面维护工

作量较小，适用于以土质为主的多闹地区的堆场。

2）设备数量
一般可选用履带式推 土 机，参见表1-9-19。推土机的生产率参见表1-9-20、表I-9-

21。
表 1-9-19靠 土 钒 功 率 衰

121084采场挖损机斗容《m'）

103 15d6827～s5自卸汽车微重（t）

>220132-220103-1z59～73,5推 土 机（kW）

表 1-9-20镇土机生严率囊

生产率（m*/h）功率 （kW）生产率（m'/h）功率（kW）型 号

D85A-18
55T-75190182（直管）

304T-60146162（角铲） 4573.6T-100200182（U形铲〕

注，1.表中生产能力为60m的推运距离。
2，本表摘自《山东推土机总厂产品-览表》。

推土机数量计算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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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业机 生 产率 袭 袋 1-S-21

糖土机最小斑产量（四'） 推土机最小班产量（m+\推准运距离 推运距离
283(kW)23(kW)(m) 232<W) 202<tW;(m>

850210o 40D1169010 25
6503001750900 30

]200800

注。本表引自《矿山设计通讯》184年第β潮

式中 N——在藉推土机 台数;
V——需用推土机的平均班排弃量（松方），m2/班;
Q——推土机台时生产率<松方），m*/b;

T`——推土机辱班工作时间，h;

K-——间利用系数;
K，——设备检修系数，K，= 1，2～1.25（或全矿统一考虑）。

当排弃场间相隔较远时，应按各排弃场的实际排弃量分别计算。

2。窄轨铁路运输剥离物

1）排弃工艺
推土机配合窄轨铁路运输剥离物时的排弃工艺，一般有两科形式，见图1-9-5。

斜向排弃∶推土机效率较高，机械磨损较轻，靠铁路坡角的剥离物不能排弃。

孤形排弃∶可以排弃全部卸载剥离物，推土机效率较低，机械磨损严重。

通常是两种形式结合使用。工作面设计要素见图1-9-6。

wywTTsywr件eyr
》

图 1-9-6 推土机转捧设计要素图图 1-9-5 推土机转掺工艺布量图

a一蚪向排弃 5一驱形撑碎 l-铁路中心线

图1-9-6中 A——工作平台宽度，一般为6～8m;
B——铁路中心线至路基边缘距离，m;

B≥b+0.1
-——轨枕长度，m;
h——轨面至工作平台的高差，一般为1.2～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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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阶段高度，m;
r-—路基边坡角，（°）;
β-—--剥离物安息角，（°）。

2）推土机排弃能力
推土机排弃的综合能力取决于推土机的生产能力和线路的运输能力，设计时应尽量调

整好工艺设计要素、选用匹配的推土机型号和数量，改变线路长度和布置形式，使两者的
能力协调，并使线路的运输能力适当大于推土机的生产能力。一般以推土机的生产能力作
为一条排弃线路的综合能力。

推土机排弃能力参见表1-9-20及1-9-21。
线路的运输能力计算参见9.3.2，2公式（1-9-4）。
排弃线的综合能力（实方）一般为20万～30万m2/条·4。
排弃线雷婴数量计算

(1-9-10)N=y

式中 N，——-排弃线需要条数，
W—年排弃量（实方），m2;
V———一条排弃线的综合能力（实方），m2/条^。

排弃线在藉数量
(1-9-11)Ⅳ,=N; K;

式中 NV-——排弃线在藉条数;
K，-———备用系数，K，=1，1～1.2，
推土机在藉数量计算

N,=N;? (1-9-12)
式中 N。——推土机在藉数量，台;

*———条排弃线配备推土机台数，台
Kz——推土机检修系数，一般为1，2～1，25（或全矿镜一考虑，检修系数）。

9.3，5 前 装 机 转 排

9，3.5.1 按术特征
前装机具有装载、运输、平地等多种功能，重量轻，轴距短，回转半径小，操作灵

活，设备投资低（与挖掘机比较），是铁路运输高阶段排弃场较好的转排设备。但前装机

的轮胎消耗量较大，设备结构复杂，要求较高的检修能力。

9.3.5.2 转簿工艺

前装机转排工艺见图1-9-7。其要点如下;

（1）排弃线的最小有效长度不小于列车长;

（2）正向铲装、正向卸载，

（3）空载回程时平整场地，清除落石;

（4）铁路移设步距根据阶段高度、稳定条件及设备的经济走行距离综合确定。

前装机转排工艺设计要素见图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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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室径等对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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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8 荫装机转持设计婴素图图 1-B-7 煎装机转排工艺布置图
1-铁路中心哉，2一前箍机（破献）;
3-前鞭机（空缴），4-一安全土挡

图1-9-8中 A=A+C+b
A——工作平台最小宽度，m;

A——酯装机作业最小宽度，m;
C-——剥离物锥体底宽，m。

h——轨面至工作平台的高差，一般6～8m。

β————剥离物安息角，（°）;
a—-路堤边坡角，（°）;
b-——剥离物锥体顶宽，一般为1.5～2，0m

5.——安全土挡宽，高大于2/5轮径，顶宽0.5～1，0m

H-—阶段高度，m。
9，3.5.3 前美机转排能力

1。前装机转排综合能力
前装机转排综合能力受前装机生产能力和线路运输能力两者的共同限制。设计时，一

微以前装机的生产能力定为一条排弃线的综合能力。

（1）前装机的生产能力

(1-9-13)
-（64+t+环+t+i）K;

式中 Q——前装机台班生产能力（实方），m3

T——班工作时间，h;
—-铲斗容积，m";

K;——时间利用系数，一般为0，75～0，85;

Kz-一铲斗装载系数，见表1-9-22;

f，——装载时间，一般为0.4～0.5min;

f——置载时调转时间，一般为0.1～0，2min;

f。——空载时调转时间，一般为0，1～0.2min，

t;一-返走行时间，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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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走行距离，km;
P——平均走行速度，一般为6～8km/h;
t—卸载时间，一般为0，1～0.3min;
Ks—-一剥离物松散系数。

膜象 系 微 表 表】-9-22
--ww-.-A--

旋 蒙 情 况 瓶 数 系 数剥离物类别

普遇土 容 易 1,25~1,0
中等程度砂粘土、碎石 1.D～0.75
比较困难硬质土、夹石 0.75-0.65
因 对 C.66～0.55卵石、瓯石、大块石

以年工作300天、装载系数0.75，按式（1-9-13）计算，国产前装机的合年生产能力
见表1-9-23。

前载机生产能力表 表 1-9-23

前 袅 机 年 生 产 能 力（实方》（万m2）
 题

Z4-3.5 ZLs0Z,-2 Z,-3.5 Z4-5B
(m) 6.02.71.71,5

<5～5528~3015～209~11 1s~1720
35～45B～2312～157~9 10~1340
26～8,554~189～128～105~760
20～9012⋯15s-107-34-880
15～2610-137一96~了③～3

注，本表引自《露天矿烯土》，煤炭工业出版社。

Z;-5B型前装桃的实测生产能力见表1-9~24。

表 1-9-24Zd-5B盟靠装机实测像力

60 204020运 距（m）

B5120160240小时生产能力（松方）（m'）

500- 60060～700800～108o1208～1406台班生产能力（松方）《mi'）

注，本表引自《海南铁矿装验机试验报告》。

2）线路运输能力计算（见8.3，2.2式（1-9-4））

2。排弃线路数量

(1-9-14)

式中 N，——-排弃线需要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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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年转排总量（实方），m2;
V——-条转排线路的综合能力（实方），（m2/条·a），

Na=N,K; (I-9-15)
式中 N。——在藉排弃线条数;

K，——排弃线备用系数，一般为1.1～1.2

3。转排设备数量
N3= NV但XK3 (1-9-16)

式中N，——前装机在籍台数，
n ——一条排弃线配备前装机台数;
K，—检修系数，一般为1.4～1.6。

移道设备参考9.3.3.4.。

9.3，6 铲量 机 神 舞

9.3.6，1 彼术物径
下列情况可考虑选用铲运机转排剥离物∶
（1）采矿场的覆盖土层采用铲运机剥离;
（2）用铁路运输覆盖土层;
（3）用铁路运输覆盖土层用于复墨、筑坝、堆存留用以及其它土方工程。
铲运机的转排能力较大，在 同等条 件下约为电铲转排能力的1.5～2倍;经济运距较

长，铲斗容积15m2的最大运距为450～500m，铲斗容积30m'附为700～750m。因此排弃线

的移设步距较大，线路稳定，作业安全、线路利用率高，车辆卸载时间短，提高了铁路的运输

能力，在条件适合时，转排成本较低。
铲运机转排一般仅适用于豆类以下且没有或只有少量夹石的软质岩土。地形条件也有

所限制∶空载上坡不大于33??18°）;重载上坡不大于20??11°），横向坡度不大于

8～10?°)。
9.3.6，2 铲运机转排工艺

铲运机转排剥高物时铁路持弃线的有

效长度一般不小于二倍列车长。将全线分

成两段，（一段为列卸载段，另一段为铲
要之它式式r行在元 运机作业段），两段定期交替使用。

亚羽2UII以I业PE坍 在铲运机作业段内又根据铲斗容积、
切土深度、铺卸厚度划定为若 干 个作业

蛾。作业线的最小长度按式（1-9-17）核

算，见图1-9-9。r策向试I型凹凹T过YⅡ
D=la+i;+2R(I-9-17)

图 1-9-9 铲运机转排工艺布置图
式中 D——-铲运机作业线最小长度，m;

1一铁略中心线，2~列车卸载段，s-铲运机作业段;

l2——-铲土长度，t;4一铲运机键仰规，5-重载远行线，6—空载运行线。

l-—铲运机长度（包括拖拉机），m;

R——曲线半径，m。



第九拿 剥离物的排舟 441

铲运机作业段应尽量布置成双循环线略，使铲运机可以按正反时针方向运行，减少设
备单侧磨损。铲运机作业线布置有关参数见表1-9-25。

铲 运 机 作 业 参微 条 囊 1-9-25
作 业 参 数

69kW孤拉机69W拖拉机40～55kW拖检视

9m"铲运机5m'铲运机2.5～3m'铲运机项 目

别

1~2 3~4
5,4.82,E 5,42,0铲装量（实方）（m*）
45 46铲装长度（m）

12141012不停车铺如长度《m）

65～7050-8545～50作业线最小长度D（m〉
3运行最小曲线半径（m）

0.450.40,42铲装时运行速度（m/s）
9.B00.780.78铺卸时运行速度（m/a）

换挡时间（3）

重载运行速度（m/s）
1,101.151,25<10m
1.201.251,25100-2m
1,421.58>200m

空载运行速度（m/a）
1,121.311.31<10om
1,22L,431.43100～200m
1.611.761.76>200mD

注，本表引自《水泥矿山设计手册》

铲运机装载之前，需用推土机

把列车卸下的剥离物推平，如采用

回转式犁板推土机，效率更高，铲运

机转排工艺设计要素见图1-9-10。

图1-9-10中 H——-阶段高度，m

B—--铲装平 台宽
度，--般 为

照 1-9-10 铲运机转排设计要素朗10～20m ;
1~铁路中心线，2一管土平台;3-输郎平台

h ———轨面至铲装平 4一推土机整平，5一铲运机运行线

台高差，一般

为2～2.5m 
a-——路堤边坡角，（°）;

β--剥离物安息角，（°）!
8——运行线路最大纵坡换算角，（°），
L——铲运机最大运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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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6，3 铲运机转排能力

铲运机转排综合能力同样受铲运机生产能力和铁路运输能力限制，一般以铲运机的生
产能力定为每条转排线路的综合能力。

（1）铲运机的生产能力按下式计算∶

 607 V,KiK (I-9-18)
（+ 2+场3+4）K;

式中 （——铲运机合班生产能力（实方），m';

7'-——每班工作时间，h;
货，一-一铲斗容积，m';
K;—-时间利用系数，一般为0，72～0.75;
K，-——装载系数

干砂，湿砂（湿度12～15??，0.65～0.9;砂土和粘性土（湿度4～6??、
干粘土，1.0～1，1;

4，——铲装时间，min

4。—重载运行时间，min;

f—铺卸时间，min，
t———空载运行时间，min;
K，—--剥离物松散系数。
（2）铁路的运输能力计算参见9，3.2，2中式（1-9-4）。
（3）转排排弃线数量计算参见9，3.5.3。

（4）转排设备数量计算参见9.3，5.3。

（5）移道设备参见9，3，3。

9.3.7 蜂 土 钒 转 排

9.3.7.1 钱术幔征
拂土机转排剥寓物是矿山采用违续运输工艺的最后一个环节，排弈能力大，能够充分

发挥连续运输的优越性。设备能够与胶带机自动联锁控制，操作人员少，生产效率高，劳

动强度低。但设备投资大，管理技术要求严格。

排土机 的基本结构型式有悬臂式、延伸式和回转式三种，而以悬臂式排土机使用

较多。
选用悬臂式排土机时，应满足;
（1）排土机的生产能力要与胶带机的生产能力协调。

（2）排土机受科臂和卸料曾长度要与排土工艺协调。

（3）排土桃的对地压力好适应排弃场的地耐力。

（4）排土机要适应当地的气温、风速、地面坡度等条件。

我国和国外几种悬臂式排土机主要技术参数见表1-9-26。

9.3.7，2 悬箐式排土机的转操工艺
悬臂式排土机 作业 的排弃杨，其扩展方式一般有平行推进和扇形推进两种，见图1-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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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土机主要技术参款表 表 1-9-28

机土
项目 s.20PS-1000 ARS-B226·50 A;RS一B3500·60 ARSgH181+3*1

理论生产率（/h） 260g1000～L500 61902200 3500
卸料半径（m） 50 235 5658
要料半径（m） 145-19.5 17-19 28.5-31,512~)8 14+35
最大堆料高度（m） 127117 1713
卸料皮带宽（m） I,61,21.2 1.41.0

5.25.2卸料胶带速度（m/） 3.,15
受料胶带宽（m） 1,81,41,21.0
受料胶带速度（m/8） 2.7

360322行走速度（m/h） 860S6o900
6,7 2.8行走坡度<" 5

D.060 0.08920.074S , 0,0735对地平均压力（MPa） 0.0785
600060D0600g00输人电压（V）
81o260整机总功率（kW） 266
49713o415+18538150整机总重（）

11562.7外形尺寸 长（m）

1917.35氪《m）
,163114.4高（m）

德息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关和国德息宏联多共和国前意宏联邦共和国 国 馈意老民∶生产国家

注。本表引自《总图运输设计资料汇编》

平行推进∶在多阶段作业时，
上下阶段相互影响小，移动胶带
机一次移设后排弃量大。主胶带机
随着推进而不断接长，移设时间 lnEXa

长，剥离物运距逐步增加。
企At社带

离形推进，主胶带 机长度不
变，移设时间短，剥离物运距不
变，运输费用低，一次移设后的排
弃量比平行推进小，移设周期短， 图 1-9-11 悬膏式排土机转拂工艺布置图
多阶段作业时要规划好回转中心，  a一平行推进;b--扁形推迹

1-主胶带机，2一移动胶带机，3一最青维土机以免上下阶段互相影响。
根据排弃场的总高度和排土机的技术性能，确定工作阶段的组合。一般由上排和下排

两个分阶段构成一个排土组合阶段。当选择有喉接桥的排土机时，也可由四个分阶段构成

组合阶段。悬臂式《无联接桥）排土机转排工艺设计要素见图-9-12，图中要素说明见表

1-9-27。
当工艺设计要素初步确定后，再按式（1-9-19）计算排弃场的工作帮坡角，使其值不

超过表1-9-29的允许范围，以核定整个排弃场边坡的稳定程度。

(1-9-19)= tg-'一A干万+（d4Zpycg
式中. `g——排弃场工作帮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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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L___.-.--_——_--r--
排土机粮排工艺设计真素表 表 1-9-27

要 紫 名 称 明悦
_A----w--____4

上分阶段高度。（m> H;≤L;aina+hA,
下分阶及高度 m） 按滴定验算确定，当岩土力学性质较差时，下分阶段高度一般不H。

图过择料臂长的0，5倍

B-L1-H，（cgφ-egβ）-2并预留必要的安全带宽度排弃带宽度（m）B

G-L,-B下分阶废边缘至排土机中心线距离c
《m)

应腾足下排时排土机中心至胶带机中心绸
1、E<L,距离（x）
2. E>L,sinY;b 3.E>L,coby。
Y,=18-Y-co5"1-

见图-9-13上务合阶波脚线牵胶带机中心线原D
离（m）

应测足，上排时播土机中心线至度带机中心
1, F<Z;拟距离（En》
2,F>L,sinY;
3. F>cosY;
Y,-I80-Y,-os1LcoLcB

4,F<D+B+H1eaβ-L,0os
A"B+C+E+D工作平台宽度（m）A

操料臂长（m）Z,
受料臂长（m）1, 按滤用的设备确定
津土机库虚宽度（m）b
捧料疗旋转轴中心至排土机工作平

台（地面）的高度<m）

受料青与胶带机最小允许夹角（*）y,
亚料臂与特料臂的最小允许夹角（"7,
排料臂胶带机提升角（"）

剥离物确定安息角（"）甲

见表1-9-28到高物坡面角<官然安息角）〈《°）

其他参数说明见图1-9-12和表1-9-27。

悬臂式排土机转排工艺设计要素实例见图1-9-14。

例1 排土机-220·11型，理论能力200/，受料臂长18m，排料臂长3sm，自重150t，工艺

设计工作帮坡角12'，最终帮坡角16"。 \
例2 排土机ARS400×60，理论能力4400t/h，受料臂长80m，联结桥臂长35m，自重40t+195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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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35丨29，c{20f24.2
.ET2.上3s│28.∶28 22.s

-L-—i-;3i?251t
i" 30 Z5.0

图 1-9-12 悬臂式排土桃转律设计要素图 图 1-9-13 D值曲线图
1一移动救带机中心线，2一下降时排土机

走行线;3一上排时排土机走行级

利寓物家露角（B篮安息地）凝 囊 1-9-28
-4-------m--_—-

披面角（安县角》<'）台 阶 高 度（m） 离 物 炎 别

硬岩、矿岩 80~3520~25
10～i5 3~40粘土及砂 35～45 30-33

35～4a-10粘土 38～4020～30
30～35砂 40～80

墨的粘土和砂 10-2510～15

绕 T-9-29排弈场工作帮碱急护考信

帮 被 角（"）剥离 物 类 别

25～30干岩石（未压实）
 1a~26干粘土和砂土
8～15墨 粘 土
6-16温度很大的粘土（有阴显激水趋势）

工作帮坡角7°，最装帮坡角9°。

9，3.7.3 糖助设备
1。移设机

为移设移动胶带机的专用设备，根据矿山移动胶带机总量及每年移设量配备，一般情

况配1～2色，其技术参数见表1-9-30。

2。胶带硫化机
胶带现场接头和修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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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io十15十-20-

面1-9-14 卷胃式排土机转排设计要素实例（煤矿）
a-例176一例

皇 1-9-30YG-15曼胺带移设机彼术性能表

术 数多技目项

起监臂画直，平衡懂牧扰时437×3046×66外形尺寸
起重臂神距5m，平衡插伸出时8370×95x2818（长×宽×高）《mnm）

15最大起意量()
294.2最大起重力矩起重范覆《N·m）
6最大超重高度(m) a提升及下降速度(m/min)

0,4Z空载对地平均压力（MPb）
1,113置载

2.84/3.T2I 省〈膨设时）运行速度 （kp/h）
3.55/5,62Ⅰ 挡前进/后温（kra/h）
5,40/7.81】 挡/R(Em/h)
23总 量（t）

注;本机由Q，O-1s塑管道超重机改载。

3。推土机和前装机
用于开辟排土机的定行道略、平整场地、填平排土机无 法排弃的死区、售筑初始路

堤等。
4。汽车吊及载重汽车
用于组装排土机、设备维修及材料输送。

9，3.8 人 量 山

9.3.8.} 搜术特征
人造山的特点是利用空闻扩大排弃容积，减少占地面积。适用条件，平原地区的小型

露天矿，就近无适合其他排弃方式场地的地下矿山，选矿（破碎）厂手选出的块岩的摊弈。

1。地固斜坡卷扬机提升的人造山

1）前鲫式排弃
提升容器为翻斗矿车或簧斗，钢绳牵引容器沿地面轨道提升至端部卸车架向前倾翻排

弃制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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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侧卸式排弃
钢绳牵引V型矿车或双向侧卸矿车，沿地面轨道提升至端部用曲轨分别向两侧卸载，

每次可提升2～3台矿车。
地面斜坡卷扬机道的最大坡度，提升矿车时一般为18°～22°;提升笑斗时一般为

20～30°。
地面斜坡卷扬提升的人造山系统见图1-9-15。

fa@题中=*
图 1-2-15 地南卷扬机提升人造山布置图

1-卷场机，2一转运仓，3-V型矿车;4-压兔轮，6-保护网，6-翻车架7一拉紧牧率

2。架空索道人造山
莱空素道人造山适用于运距较长且地形复杂的小型矿山以及手选块岩和于式尾矿的排

弃。架空索道人造山系统见图1-9-16。

子按本法转项

-1?

图 1-9-16 架空索道人意山布置图
】一装载站，2一素道能路;s一承载架∶4一如能架

9.3.8.2 地置客积及生产能力

1。人造山堆置容积

参照图1-9-17按式1-9-20计算。

V=V+V; (1-9-20)

(1-9-21);=言r（R+2）n

v;=3(+R)LH (1-9-22)

式中 ，V——堆置容积，m2，
H——堆置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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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17 堆置容积计算图

Z——斜坡道投影长度，m;

]=TB

β——斜坡道提升角，（°），
a ——斜坡道宽度，m，
R-—锥体半径，m;

R=Hctga
——测离物安息角，（'）。
2.占地面积

(1-9-23)S=S;+S;

s--R++K) (1-9-24)

(1-9-25)sz=(+R+K)z'

式中 S——占地面积，m2;
K——安全距离，一般不小于30四。

3。生产能力
1）斜坡卷扬提升的人造山（单车道）

_480K,g PT (1-9-26)
Z;十五+面十f十。

式中 Q——年生产能力，t;
K，——-时间利用系数，一般为0，8～0.85，

q ———每次提升净量，t;
P——每天工作班数，班;
T——年工作关数，4;
——装载时间，南门装车每车1min（无转运仓时不装载>。

i-—往返走行时间，min; =
L——斜减道长、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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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平均提升速度，m/min;

t。———每车卸载时间，固定式矿车1min;
f——每车摘挂钩时间，0，5～1，0mn（有转运仓时不摘挂钩）;

t——每次信号联系时闻，一般为0.5min。

地富斜破卷额人造山技术参数表 表 1-S-31

矿山 村 铁 矿 范各庄 媒 矿利图 铁 矿目项

露天露天 地 下矿山开采方式
V塑侧卸 笑 斗V型侧卸提升容器

2,5客 积《m*）
双 钩 双 箕 斗双 构提升型式

一次提升车数（食》
29、,5～2015卷场机道倾角（）
150约 200卷杨机道长度（m）

50500人验山需高（m）
403-40着土安息角《"）

布.6m 较车◆5.3m 双筒φ1，6m 双筒提升设备
E511095电机功率（kW）

2,52,5掘升速度（m/s）
<1030卸车架重量（t）

5t涵压千斤顶统盘 同 左油压千斤顶手摇胶车移架方式
矿仓95m'漏斗矿仓储装方式
3080万t年提升偏力（10*m"）

注。本表引自《有色院总图设计参考资料》，

事1-8-32絮空索道人造山技术参微泰

大青山赛道西华山3*发邀西华山2°索道项 目

双素双蒙双索索道型式
10062D540日运量（t）

2×8x302x3x3302×B×330工作制《班×时×天）
1.81.81.8剥高物松散容重（t/m"）
15615025×13o到高物块度（mm》
64404o发斗阔离时间（） 455050挂斗间距（m） 1,2&1.441.25挂斗滤度（m/）
0.,B0.80.B需斗容积（m*）
512540540载斗自重（kg）

145宗道长度（m）
475约a00310承熊架长（m）
991445300金长《m》 210约90约86人造山总堆高（m） 181517人意山坡度（"） 80～4040～ 5040～50可能生产能力（10*t/A） 406280100贮仓容积（t） 754040电机功率<kW）

注，本表引自《有色院总图设计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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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车道时的生产能力约增加一倍。
2）架空索道人造山
生产能力按式（1-9-26）估算，但式中l，、、t均为零，t为索 斗发放间隔时间。

9.3.5.5 害例

（1）地面斜坡卷扬人造山实例见表1-9-31。
（2）架空紫道人造山实例见凝1-9-32。

9.4 排弃场作业进度计划的编制

9.4.1 编 M 依 据

（1）各开采水平逐年利离量和剥离总量。
（2）各排奔阶段的有效容积和排弃场总容积。
（3）铁路的区间和站场通过能力。道路的通过能力。
（4）排奔方式、排弃设备及其能力。
（5 ）逐年的排弃线数量及其能力。

3.4.2 编 制 原则

（1）合理分配制离物流向，运距先近后远，均衡安排区间和站场的列车对数，避免

出现短期高峰、反拘运输，尽量减少重车上坡运行。

〈2）基建与生产密切配合，排弃能力适应剥离量的增长需要，并留有适当的余地。。

（3）充分利用排弃场空间，扩大堆置容积，减少占用土地，并为尽早复墨创造条件。

（4）注意超前关系、严格执行技术标准、保证作业安全。

8.4.3 编 制 方 法
（1）根据选用的排弃方式、转排设备和排弃线的综合能力，计算全矿在籍的排弃线

和设备数量。
（2）根据拟定的剥离物流向，按年度计算各排弃阶段的排弃线数。编制进度计划时

以废石线作为计算单元（汽车运输推土机排弃，废石山例外）。

（3）根据排弃场平面图，确定各排弃阶段可能布置的排弃线数和形成时间。

（4）单阶段作业、地形简单的排弃场，一般只编制进度计划表。多阶段同时作业且

地形复杂时，一般应图表结合、处理时空关系，平衡排弃能力。

进度计划表格式见表1-9-33。

9.5 剥离物排弃场的工程建设

9，5.1 瑙 地 准 备

排弃场施工郊的场地准备一般有下列工作，

（1）补充勘察必要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

（2）对于地质不良区域，必须在施工前采取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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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根据排弃计划，确定分期用地界限，
（4）确定建设初始路基地段和扩展方式，扩展顺序;
（5）建设排弃场的防护、拦挡和处理设施，消除矿山泥石流，有害水体对环境的污染

和影响;
（6）做好复垦规划。

9，5.2 初 蛤 路 基

初始路基一般在排弃场投产前修建完成，有条件时可结合地形特点、扩展方式顺序、剥
采进度计划，在保证排奔杨排弃能力适应剥离量增长的前提下，部分初始路基可在排弃场
投产后逐步建设。

9.5.2，1 道路初始路基
道路的初始路基一般是沿山坡半堤半堑修建，其长度应满足同时卸载的车位数和推土

机作业的需要，初始路基的宽度按照不同车型满足会让、调转的最小宽度，正常生产时一

般不少于40m ，并应有良好的视线。

9.5，2，2 铁路初始路基

铁略初始路拖一般应尽量利用有利地形趣成半堤半堑式路基。当需跨越深凹沟谷时，

可先建设局部排弃段，利用剥离物 逐步排弃扇形扩 展，最后填平沟谷贯通全线，见图
1-y-18。

初始路基结构和参数见图1-9-19和表1-9-34。

图 1-9-19 铁路初始暗基结构图图 1-9-18 初始路基扩履图

1-局部排邦段;2一扩殿方向，3-贯通后线路

9.5.2.3 排土机初始路基

处于山坡的初始路基，一般是结食采场剥离的汽车、推土机等设备配合修筑;平缓地
区的初始路基，除部分必须与汽车运输推土机配合修筑外，大部分是自行修筑，地形复杂

时，初始路基可以结合扩展方法分段修筑。初始路基必须有道路通往排土机的组装场地和

矿山机修等设施的地方。

120O厅11，理论生产能力（实方）初始路基实例见图1-9-20，采用的排土机型号为8-35

2000m2/h，受料臂长18x，排料臂长35m，设备重量约15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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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赔初始略基统术参能表 表 1-8-34

窄 机 铁 路项 准 轨 铁 路目

B-D+E+A+C路基 宽B（m） 4.2
I.7机车或车辆宽度之串A（m）

E1,25轨枕长度之半E（a）
人工卸车1，5 气动卸率0.29,操 作 宽 C （m）

不小于0，o.45杖嘴至路基边缘D（m）

一般情况0 0最 大 纵 坡（??
困难时，不新钩，小于15

600mm 轨彪不小于 15倍圆向曲缓外侧卸车时。60t矿车最 小 曲 线 半 径 <m）
定轴距;为150，1001矿车为280
762，800mon 轨距不小于25向曲线内侧即车时，各种矿率
倍固定轴距均为250

图 1-9-20 排土机转撑初始路基图

1-胶带机中心2一排土机走行蝎，3一摊土机

9.6 排弃场的安全防护

9.6.1 排弃场失雅的分类和原因
排奔场失稳可按照规模、性质、位置及成因划分类别，按照失稳的原因一般可分为整

体失稳和边坡失稳两大类。

（1）整体失稳的原因主要如下;

基底地形坡度太陡;
剥离物的物理力学性质差，与基底之间的摩擦系数小;

基底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差、基底的承载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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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工程设施不完善;
人类活动及自然灾害等影响。

（2）边坡失稳的原因主要如下，

阶段高度超过了剥离物的稳定高度;
场内连续排弃了物理力学性质不良的岩土层、从而形成了软弱面，导致边坡失稳，
地表水截流不当，流入场内，岩土含水饱和，降低了岩上的物理力学性质;
场内地表水集流冲刷边坡，河沟水流浸泡、冲刷坡脚等。

9，6.2 提高排弃场稳定性的措施

9.6.2.】 提高整体普定的措施
为了提高排弃场的整体稳定性，除了选择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好、地形有利的排

弃场地外，并要结合场地的具体条件和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般措施有，
1，提高基底的抗滑能力
（1）对于倾斜的基底、清除表层的腐植土及软弱层，并挖成台阶;
（2）对潮湿基底，将不易风化的剥离物排弃基底，并将地下水引出场外;
（3）完整光滑且倾斜较大的岩性基底，采用棋盘式布点爆破，增加粗糙度，

（4）拦截场外地表水。
2。调整排弃计划
将不易风化的水稳性高的剥离物调整排弃在较高阶

段的地段及沟渠、地下泉水出露地段。
3。改变排弃颗序
当山坡地形上陡下缓时，宜从底部先行排弃，以确保

剥离物场的整体稳定。见图1-9-21。
图 1-9-2 排弃顺序图

4。软弱层基底的处理 a—先期排弈;b-后期排弃
软弱层基底处理措施∶采用低阶段超前的"盖被"

式排弃顺序;疏干地下水;底部排弃大块坚硬岩石;清除软弱层。

9.8，2.2 提高边坡稳定的措施
（1）根据剥离物的物理力学性质及排弃工艺，确定阶段的稳定高度，对于水稳性差

的岩土，宜适当降低阶段高度，
（2）设置可靠的排水设施，避免地表水流入场内浸泡、冲刷边坡;掏挖坡脚;

（3）对于物理力学性质差的风化岩土，安排在攀季排弃，并及时将不风化大块硬岩

排弃在边坡外侧，覆盖坡脚，或按比例混合岩土排弃。

9.6.3 排弃场的博水设施

水是引起排弃场各类失稳和矿山泥石流的主要原因之一，应结合现场的具体情况，分

别设置切实可行的排水设施。
9.6.3.】 地表水的排除设施
（1）在排弃场的靠山一侧修建截水沟或挡水堤拦截地表水，
（2）杂排弃过程中，除留有岩土的自然下沉量外，还应使平台形成2～3??内面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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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防止地表水汇流冲刷边坡。并在平台与山坡的交界处设置排水沟，将平台内的水流
引出场外。

（3）当平台上部的汇水面积较小、不宜修建截水沟时，宜在底部排弃渗水性岩土。

9.6.3.2 沟果流水的排除设施
（1）排弃场跨越山沟，一般宜修建涵沟排泄流水;

（2）排弃场坡脚受水流冲刷时，宜采用导流设施加以防护，或排弃水稳性好的块石;

（3）排弃场基底有泉水出露时，一般宜设置暗沟或盲沟将其汇集到出场外，或先排

弃一定厚度的水稳性好的块石。

9.6，4 矿山 泥 石流

矿山泥石流的特性及治理携施详见本篇第十六章第七节（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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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排水方式分类与系统布置

排水方式的分类及使用条件见表1-10-1。

表 1~10-1排水方式分粪及便用条件

点优 缺点使 用 条 件排水方式分类

（1）受地形条件限制。（1）节省能源，基虑投资少;1.自流排水方式 <1）山坡型鄙天矿有自流排
（2）井考自湿排水布置较（2》并籼对边帮有疏干作水条件，部分可利用警水平硐
复杂，盖题工程量大，投资用，有利于边帮稳定，导通，

（a）排水经营费报低，（2）有泪的片巷设施可费利
（4）需理筒单用;

（3）采场集水站凉，不遁于

需天排水

（1）泵络与管规移动频（1）基缩工程量小，投资少;（1）集中薄水主要适用汇水2，能天排水方式
断;分段排水泵站多，分散∶（2）施工简单;面积小，水量小的中、小型肆〔1）采场底部集中
<2）开拓题深工福受影（3）排水经营费低（与弁巷天矿;排水系统
响。排水比》;（2）分段排水主要适用汇水（2）采场分段接力

（3）抗底泵站易滤没（4）分段靠流时，采场鹿部面积大，水置大的露天矿;排水系统
襄水少《3）采场允许淹没高度大，

采场不宣埔冰;
（4》采物下海速度慢〈分段

排水下降速度快》

〈1）并巷工强量多;（1）改善穿爆采貌运等工艺（l）采场小，排粪泵布设图8.井卷擦水方式
（2）投资多，基建时阔长，作业条件;寒;（1）集中-段排水│
（3）设备多，能耗大，前（2）对边带有疏千作用、有（2）水量大，新水平准备要，系统
期排水经替费高利于边帮感定;求快，（2）分段搜力排水

（3）不曼海没高度限制;（3）需井巷硫干的露天矿，系绕
〔4）泵站固定（4）深部有统道可以利用，

（6）采场集水蛸冰;不遁于

露天排水
（1）排水环节多;充分利用相关排水方式的优联合排水方式优于单一排水4。联合排水方式 （2）管理软复杂点方式时

10.1.1 自流排水方式

1。截水淘自流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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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坡露天采场常在边帮平台上布置截水沟，将水导出采场，减小水对生产和边帮稳定
的影响。凡有条件的露天矿应尽量采用这一排水方式。

2。并巷自流排水系统
当深凹露天矿采场附近有低于封闭围一定高度的合适地形时，可采用井巷自流排水，

如朱家包包铁矿（图1-10-1）。

图 1-10-1 朱家包包矿排水系统

一平面围，&-断面图
1-上部截水沟，2-上部排水平朝，3一般水细，4-中部排水平啊，5一中都然水沟，6一施工苹阐，

7-各阶段进水勘，B-泄水斜井，9-深部排水平制，10-深部律水沟，11-开哚境界;12-采场汇

水界线

朱家包包铁矿开梁境界在1270m水平封糊，采杨底标高1042m。采场汇水面积5.74

km2。东采场1090m以上的来场汇水经进水巷和斜井，泄至深部拌水平硐，自流入金沙江。

西采场及兰尖铁矿的兰家火山采场，前期在1326m以上地面设截水坝，将汇水截入中部排

水平硐自流出采场;后期拟在边帮1326m水平设截水沟，将部分水畿入中部排水平 硐，其他

部分水流入朱家包包铁矿东采场排水系统。1090m以下不具备自流条件，故子1090m设深部

截水沟，将上部汇水截入深都排水平硐。1090～1042m采用移动泵将水排至深部截水沟。

3戴水沟自流井巷自流排水系统
该系统在采场封闭圈以上用截水沟自流排水，封闭圈以下角并巷自流排水，工作面汇

水经进水卷，天井、斜井、排水平硐自流出采场。海南铁矿上部和中部采用这一排水系统

（图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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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2 海南铁矿排水系统
a一平面图;b-断闻图

1-井移自流排水系统;2一缴水沟，3-贮水池，4-固定泵站及管线，5一移动系培及管线。8-开采

境界;7一排水平酮; 8—天井;9一进水巷

10，1.2 露天排承方式

1。坑底移动泵站集中上排系统
采场坑底的移动泵站，随采场工作面的推进（或下降〉而移动（或下降）。泵站可设

 在地坪上，也可设在泵船上（如茂名油页岩矿），或设在边帮斜坡卷扬道上。采用漕水泵，

则可免遭淹没。
该排水系统适用于水量小，采场浅和新水平准备时间充裕的采场。

2。坑底移动泵站-边帮固定泵站排水系统

这种接力排水系统，适用于水量较大，采场较深的露天矿，如大孤山铁矿。

3。截水沟自流-聚站上排排水系统
当采场的山坡部分具有一定汇水面积时，封闭国以上设截水沟将水导出采场，封闭围

以下汇水用泵站上排。该系统可减轻水对采场的影响，降低经营费。

4。分段截流-坑底移动泵站-边帮固定泵站接力排水系统

这种排水系统适用于水量大，下降速度快、新水平准备慢和采场深度大的矿山。

黑旺铁矿采用这种排水系统。

10.1.3 井参排水方式
降而和地下涌水一般集存在贮水井卷（包括水仓）和采场底，由井下泵站上排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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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排水方式有以下几神排水系统∶
1。采场外井卷（含钻孔）泄水-地下泵站上排排水系统
南山铁矿凹山梁场（图1-10-3）采用这种排水系统。

图 1-10-3 南山铁矿凹山采场排水统
1-藏干贮水卷;2-进水勘，3-泄水斜#，4-贮水卷15-水仓及氯站 6-排水斜井r小访水

门;B—采场底;g一采境界

南山铁矿凹山梁场开采境界在45m水平封闭露天底标高为-165m。采场汇水 面 积0.6

Km2。地下泵站设于-60m。采场汇水经进水巷、天井、斜井泄入贮水巷，由-60m泵站经

排水斜井上排地表。现采场集水为酸性水，由设在采场的移动泵直接排到设有酸性水处理

的地面油墙中，地下泵站只排井巷洒水。

2，采场内斜井泄水-地下泵站上排排水系统
海州露天煤矿在采场内开段沟位置布置斜并，直通地下贮水卷，然后由地下泵站将汇

水上排地表。
3．上部截水沟自流-深部采场外（内）井卷（并）泄水-地下泵站上排排水系统

大冶铁矿东露天采场分两期开来。地表至-50m为一期开采范围。封闭圈标高为72m。

72m以上设截水沟自流排水!72m以下汇水面积为0，64km2，采场外设置水平卷，天井、斜

井，将水泄入-50m贮水平巷，然后宙-50m泵站经中央竖井上排地表（图1-10-4）。

图 1-10-4 大冶快矿东露天采场播水系统（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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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U-I
C

图 】-10-4 大冶铁矿东麟天采场排水系统（二）
1-一期开采截水淘2-二期开采输水沟，3~二期开采贮水知4-滥水天井;6-一期象鼻山泄水系

统，8、7一是水警道，8-房及水仓，一期在-80m，二期在-180m;-一期潘风美并;1-贮水
卷，11-二期开采澄水系能，132一二叛通风育解井，13-中央竖井，1-港水斜井，16一进水卷;

18-一期开 采 境界;17-二期开采境界

4。深部截水沟-采场外井卷泄

水排水系统

大冶铁矿东露天二期开采范围

为一50m～-180m。二期排水系

统∶由采场截水沟将水引入泄水平

巷或天井，泄入-180m贮水卷;
工作面汇水经采场外井巷泄水系统
溃至-180m贮水卷。汇水由-180m

泵站经中央竖井排到-50m泵站再

转排地表。在象鼻山北帮设截水贮

水沟及固定泵站将水上排地表（图

1-10-4)。

5.钻孔泄水-地下泵站上排地
QAgxz2A3euuExanaP/

表排水系统
在采场下部布置疏干排水巷， 图 1-10-5 别列金斯克铁矿防排水系统

1-竖并井筒;2一般水钻孔，s-工作的真通式过滤器;4-来工作面汇水经大直径钻孔泄到疏干
工作的直通式过滤器;6一携水淘;0-工作帝，

排水巷。由地下泵站上排地表（图 7一边帮;B—旋干海水平卷

1-10-5。

10，1.4 联含排水方式

为充分利用不同排水方式的优点，一个采扬常采用二种或二种以上的排水方式。其联

合方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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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井巷自流和露排的联合排水方式
如海南铁矿，采场封闭圈以上用截水沟自流排水，采场中部用井卷自流排水，下部用

露天排水方式（图1-10-2）。
海南铁矿开采境界在168m水平封闭，采场底标高±0m。180m以下汇水面积为0.46

km2。设计采用井巷自流及露排联合排水方式。在180m及其上部设截水沟，将上部水截住
自流出采场。180～84m工作面汇水通过进水巷，天井、排水平酮自流排入石碌河，并在
168m、84m设截水沟将水导入井巷自流排水系统。84～Cm的汇水通过移动泵站和48m固定
泵站接力送到84m截水沟入井巷自流排水系流。

2。露排与井排的联合排水方式

如司家营铁矿采弱上部采用露天排水方式，中部用并蹇排水方式，下部用露天排水方
式（图110-6）。

1、∶?i独eiis

-2grC化

I-I
-5M

图1-10-6 词家警快矿设计排水系统图
1—截水沟，z-贮水准、移动素站及管线，3-贮水池固定莱贴度警规。4-水仓及泵站，b-贮水
巷;6一第四系障干卷，z一一期泄水系统，8一二期泄水系统16-一期排水解井，10~二期排水解

井;11—开采境界;12-泄水钻孔，13—泄水蓉

司家营铁矿开采境界在24m水平封闭，采场底标高为-504m。采场汇水面积 5，5km'。

设计采用露排及井排联合排水方式。-60m至地表采用露排设移动泵，直 接将水 排到地

面。-60～-44m用井巷排水方式。为降低经营费，一期地下泵站设在-228m，把水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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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到地面;，二期井下泵站设在-44m，把水扬到-228m泵站转排至地面。工 作 面汇水
经钻孔导入石门，再经斜并，贮水巷入泵站水仓，然后经排水斜 井 送 到 地 表。-444～
-504m采用采场贮水排水方式，设移动泵将水排到-444m地下 泵 站。所有泵站均 用潜
水泵。

3。井巷自流与井排的联合排水方式

10.2 采 场 排 水 设 计

10，2.1 采场允许汽没高度的确定及防湾没措施

10.2.1.1 采场允许青没高度和时间
采场设计洪水的允许淹没高度可按以下原则确定;
（1）井排方式新水乎开沟前，水深不淹本水平挖掘机主电机。
（2）新水平开沟未完成之前，水深不淹上个平台的挖掘机主电机（果 场贮 水排水

方式）。
（3）对挖掘机可能被淹造成损失与不淹增加的排水设施费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4）露排方式新水平开沟前，采场底仅一台挖掘机，水深不淹上个平 台 挖 播机主

电机。
（5）新水平准备时间充裕时，在每年最大雨量期（约半个月）停止开沟，开段沟和

上个平台可以淹没。
（6）露天排水方式的坑底允许淹没时间可采用1～7天。并卷排水方式的坑 底允许

淹没时间可采用3～5天。但采场坑底允许的淹没时间需用淹没高度来校核。

10.2.1.2 采场防淹没措施
采用露天排水方式时，采场易被水淹，设计中可采取以下防淹没措施∶
（1）水量不大的矿山，设一套泵用于正常排水和排洪，泵在地坪上可垫高，避免淹

泵和淹没其它设备。
（2）洪水量大的矿山，分别设排洪泵与正常排水泵。正常排水泵设在采场底，排洪

泵设在上个工作平台或设在采场底一定高度的垫层上。两套泵的排水能力应配合恰当。

（3）坑底采用警水泵排水。

10.2，2 排水准水方寨选择

10，2.2.1 排水方案选择原则
（1）露天矿封闭圈以上一般应尽量采用截水沟自流排水方式;必要时可开凿输水平

以形成自流排水系统。
（2）露天和井巷排水方式的选择;两者的取舍，不仅要对比其直接投资和排水经营

 费，还必须考虑不同排水方式对采矿各工艺过程（如穿孔、爆破、装载、运输、排土、边

帮管理等）的影响，以及相应地对投资和经营费的影响。对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和水量大

的露天矿，两种排水方式的比较更应考虑上述影响因素。

一般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和水量小的露天矿宜采用露天排水方式。特定情况下，如在多

雨地区矿岩含黄泥多，为减少水对采装运等工艺的严重影响，可采用井巷排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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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露天和井巷两种播水方式都有囊中排水和分段接力排水，两种排水系统的选择;
簧根据矿床开采具体条件，经综合的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10，2，2，2 量水方式选择
露天来场水流引入她下排水巷道的方式有两种，即井巷泄水和钻孔泄水。泄水方式的

选择，应根据排水和采矿工程的技术布置，依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选择泄水方式时，要考
盘以下惰况∶

（1）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露天矿，其地下水对矿床开采和边帮稳定性影响较大。当

泄水钻孔可与疏干用降水钻孔综合利用时，钻孔泄水将比并巷泄水优越。
（2）开采深度大、水量大的矿山，井巷泄水方式安全可筹，应优先考虑。

10，2.3 采场截（贮）水沟（池）设计

10.2.3.1 微水沟设计原则
（1）根据采掘工程发展，确定截水沟布置方案，分期分批建设。
（2）水沟弯段转角一般小于60°。弯段半径大于水面宽的5倍。讨算弯段外侧超高，

必要时沟底设横向超高。
（3）水沟纵坡段不宜过多，坡段间坡度差不宜过大，纵坡由水力计算和允许的不冲

不淤流速确定。
（4）水沟引水到下个平台时，可用跌水或陡坡方式，但应避开转弯处。陡坡消能可

用人工加糙的方式，或在陡坡下游采用底流式消能方式。

（5）采用沟宽不同的横断面时，断面变化段长度一般大于一侧变化宽度的4倍，并

以缓变方式平顺连接。
（6〉水沟流水充满度约为75??其值与流量、流速成反比。

（7）高速水流应根据气蚀和掺气要求设计。

（8）水沟设计应避免因渗瀚可能引起的边帮滑坡。

（9）一般石质水沟断面采用矩形，士质水沟采用梯形。土沟参数见表1-11-2及表1-

11-3。当流速过大时可采用砂浆片石或砂浆卵石加固，加固厚度不小于200mm。

】0，2，3，2 贮水沟<池）设计要求
（1）起调洪作用时，其容积由贮排平衡确定。
（2）尽量不因设沟〈泡）而引起采场扩帮;尽量利用宽平台设贮水池。
（3）仅为聚站集水或倒段藜站用的贮水池，其容量由水泵能力确定，一般为半小时

水泵排水量。

10.2.4 入 车 淘 排 水

入车沟排水有以下几种方法∶
（1）临时泵前进随入车沟下掘。如大孤山铁矿，曾经每前进30～50m移泵一次，

600m入车沟移泵13次，南季水大停掘入车沟。

（2）当水量很大、一次成沟困难时，可采用分层掘沟。如黑旺铁矿分三层掘沟，水

泵放在上分层平台上，利用水泵吸水高度将下分层工作面的水吸走排到固定泵站，入车沟

完威后在卷扬机道旁设半永久泵站，扩帮到边界时建永久性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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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方土淘边坡波 腹表 豪 1-10-2

聚 《m)
土 类 别 1~2<1 2～8

1.t精胶结的卵石 L3111
夹秒的卵石或砾石 14,5 11.511.25
粘去、澜土或中填土 131121 11。2

11.25轻旗土 1.1、25 11,25
1rt.5砂额土 Tei,5 11.75

砂 土 1;2.011.75 1+2.25

摘 土沟边 粮缴度表 表 1-10-3

（m2/s）量流

土 类 财 >10 2-10 0,5-2
披 外内 步 外内 坡内坡 坡 坡

10,75粘土、重瓶土，中壤土 1s111Iei11.25 1:1
轻填土 11.25t1,2s11.5 11,25 Ir1 a1

]41.25 11,511.5 11,2511.5砂旗土 11.75
111.51r1.751.75121.2.25 1;2

（3）先掘开段沟后掘入车沟。如大孤山铁矿一次爆破开段沟长度100～200m，用上

装挖掘机向上个水平装车。挖掘机下卧装车时，在沟口挖一规格 为6×3×1.5m的临时泵
坑，装一台75kW10sh-9水泵排水。挖掘机下卧到40m时，再挖一临时泵坑装一台75rW10

sh-9泵排水，并拆除沟口泵。当下卧到80m（深12m）时，再移泵一次，然后挖 摘 机反向

清理余渣，在开段沟首挖一规格为24×10×3m的泵坑，装9台排洪泵，设5条排水管，

供暴雨时排水。
（4）并巷排水方式。在进水井卷入口处，入车沟一次爆破，使汇水通过燥堆渔透入

井巷泄水系统。

10.2.5 露天采场排水方案技术经济比较实例

10，2.5.1 高南能矿地水量计
1。排水方案概况
I方案。采场汇水由48m贮水滤泵站排到108m水沟，再由108m泵站排到168m（地表）。

Ⅰ方案。采场汇水由48m地下泵站排到140m（地表）。
Ⅱ方案;详见图1-10-2及本章10.1，4的说明。

2。排水方案技术经济比较
见表1-10-4、表1-10-5。
3。比较结果，维荐第Ⅱ方案。
10.2.5，2 周家警铁矿排水报计
1。排水方案幅况
方案I，见图1-10-8及本章10.1.4的说明。

方案Ⅰ，蜀定截流泵站与坑底移动泵站相结合，固定泵站设子-60m，-156m，-252m，-348m，

各系站接力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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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资与经警费比较 囊（万元） 表 1-10-4---_----,
露天排水方案 井卷自执与露天联合井巷排水方案

项 目 名 称 排水万案
<I) (I) CT)

基 建 投 资
1，井若糖水沟 28,2 16L,0
2.设备、管材 32.095,0 41.L

164,a合 123.2 202,1
125.3其中;Ⅰ期 202.1
30.SI期 0
28.732.0年经营费 30.9
19,730,9其中，Ⅰ期
19.730.9【期
15.048,046,d年耗电（la"kWh）

048,D其中，Ⅰ翔
45,0Ⅰ期

囊 1-10-5技 术 比 教 囊

备点缺点优力 案

该矿地处亚热静，摘（1）泵站经常移动
熏多、雨量大、雨率长（2）管戏轴设对降段及运输影响大布置简单I

（3》水对爆装运影响大

（1>基越工程量大排水与生产互不影响对生产影响I 《2）基路时间长

同1方案同】方案[
削十年不用能源

2，排水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
见表Y-10-6。

嘉 1-10-8数资及腔营囊比收表（万元）

需天擦水方案博排与开巷持联合锤水方案 备注
（重）(ID)

黄牙汇水面积大，设甚 莫 投 良
计景雨最大74921.外 汇（美元）

2506702，因 内
年经营费

221.井巷水沟维售
366252，设备折阳及电耗
370280合

技术比较;
I方案，便于生产管理、排水效果好，对工作面生产影响小、对采场篦起蘸干作用，有彩于边坡稳

定及穿孔爆破。
【方案;泵站移动频繁，管理较复杂，水对工作面生产影响大。

8。比较结果;推荐第I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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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概 述

水力开采的使用条件和优缺点详见表1-11-1。

水力开采的使周条件和优缺点 泰 1-11-7

点缺优 点使 用 杂 件

（1）局限于可被冲采的旷岩（1）生产过程简单，可均测生产，（1）道宣的矿床条件和矿岩性圆，
（2）在严素地区开采困难，（2）劳动生产率高）（2）有充足的水源和康价的电源，
（3）需有淘除残留大块度石的辅勒工（3）机械化水平高，设备简单，且品（3）有水力捧土场，且位置恰当;

作）于制意和装修，（4）地区的冰冻期较矩或无冰冻期
（4 ）水和动力消能大（4 》投资少，建设快，生产或本能，

（5）可为逸厂洗矿创造良好条件

砂矿床的土岩粒径及粒级组成，粘结力，容重，比重、密度、湿度、孔隙率、松散系

数、安息角、水容度、湿裂性、可塑性、磨圆度等，对水力开采均有影响。

水枪砂滚工作时的土岩分类可参见表1-11-2。

表 1-11-2水 掩 工 作时的土省分 粪

土登控状特征（含量 ??粒径 mm）
粒砂 5卵 石粉状 的帖土质的土岩名家
大粒中 粒小 粒 2～4os.4.005～0.05<0.0at 0.5~z固0.26-0.505~0.26

<1<50规 定不<40预先怒散的不粘晰土岩[
<1>50<15<3细 粒砂

<50 <1<3粉软砂 不 规 定 <1B～5I 经亚砂土
<1定规不<1D<8松散微土

定规风化泥炭
<50<3中粒和杂粒砂 <6

,<506～19 <1中等业砂土 不 规 定Ⅱ 5～15
轻砂质粘土

<15 <5规 定
致资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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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界"M A44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羰表

土若验状特征（含量???径mm）

卵 石砾 Z粒砂钻土飘的 粉 状 的土 署 名 颗
算中 ! 大_粒<0.005 0.006~0.0 2~40.65~q,260

<s太数 动
不 幅 定 >50 5~36

<10重亚砂土 <1]
>50中级置砂质帖土 15～3o

<10
疲粘土（砂土〉 ≤4

<26<25<6舍砾石土V <15<1544～5D丰*性粘土
不 测 定

<40<40<s含师石土
<15<1650～0油性粘土

11.2 矿 床 开 拓

各种开拓方法及其适用条件和优缺点见表1-11-3。

泰 1-1-3各种开拓方法及其道周条偿和党缺点

缺 点优 点无插 适用条种示

（1）砂矿低连（1）施工时（1）矿家有足
邮分不能回采，需间短;够的横解。可以实
用基坑法辅助（2）生产可现自流添输1

（2）由于工作谁，事故少;（2）赋沟哉略
面平台控度而我智（3）投资的描进 高度约在
的矿石，需要进行省，水电耗用小，电m以内，舞进工
二次回采成本低程量不大

（1）搞路工额（1）水电能（1）卡薪特地
量大、投资多、施用少，生产成本区，储量铵多的低
工N阅长。死回矿块。经开拓平
《z）如发生平（2）生产可朝而能实观自康运

谓均盖事故，则安│章，事故少赣;
金羸胁大（2）冲矿沟通

过山域，而到高高
度不大于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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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优 点图 缺 点示 适用条件

（1》可开果（1》矿床饺置 （1）使用设备
每凹矿块及残 多、投资多、水电耗低于主冲矿淘，
矿，回采率较高1 用多、生产成本高;（z）能量较少

（2）施工时 （2）矿泵事故的低凹矿续，用以
多、生产可靠性整、简短，投产快上两法不羟济者
生产管理与设备绘
修工作量大，

（3 ）砂泵泰迁
次数多。矿浆油开
掘和砂系安装工程
量大

注，1。寓并分为垂直（断面1.3×1.6m+）和倾制（断面2×2m+>灌井两种，一般多用垂直溜并，倾斜溜并一般为50°，
由于维护困难，都类警四周毒预不均，需按时酬转，降段复来，开洞工程量大，故使用较少。福井用密集支柱

维护，并安装直径为250～400mm的输浆管管顶峰用钢板酮斗同地表相接，漏斗口安 装条 筒，筛孔约

 100mm。采准系用小水枪围绕要井冲采，并逐渐拆除井内支挂和管道，直至下降一个台阶的高度。

2。平糊酐面一般为1。B×2。0m*，平颈中冲矿沟的布置方式有;一是布置于平确底板上。确内拥济，入行、捡

修、运送材料、清理漫出据浆等均不便，但因施工简便，投资少，故用于服务年限短的工程另一是在平硐

底板下开氩，其效果则与前者相反;在管道与冲矿沟的联结处应设骚冲池（即消力池）。

3。基抗的开掘可一次循到矿束能板称基坑一次开掘法∶也可分阶段逐次完成，称基沈逐次开瓢法，均依矿体

厚度和开掘工程量等而定。
4。表图中 1—水枪;2—冲矿沟;3一供水暂;4-鳖沟，5一雷岩，6~井，7-砂矿;B-矿浆池，9-平

确;10-秒泵身，11—榆颗管;12一基坎。

11.3 采 矿_方 法

11.3.1 冲 果 方 法

各种冲采方法及其适用条件和优缺点 见表1-11-4。

11.5，2 土岩预先松动方法
为使土岩预先爆蒂，以利水枪冲采，降低水电消耗，提高水检效率。降低采矿成本，

应使土岩预先松动。
11.3，2.1 爆破松动迭
用爆破方法松动土岩，然后用水枪冲采，此法在生产中应用较多，又可分为三种方式，

（1）小孔爆破多用于阶段下部辖助掏槽燥破和工作面平台底板残矿的预先 松 动。炮

眼直径32～50mm，眼深1，5～2，5m，人工打眼工班效率约25～30m平均炸药消耗量0.05～

0.1kg/m°。
（2）中孔燔破用于工作平台底板残矿的懒破松动和在工作平台上部为降低台阶高度

的焊破松动。炮孔直径100～120mm，孔深1.5～2，0m，人工穿凿工班教率<6m，炸药消

耗量0.03～0.04kg/m*。
（3）硐室爆破是松动阶段的主要方法，平硐规格为0.8×1，2m2，小圆井直径为1.2m，硐

室为0，8×1，2×1，2m2，最小抵抗线为阶段高度的0，6~0，85，炸药消耗量为0，4～0.6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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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冲采方法及其适用条件和优缺点 康 1-11-4

冲采  点 缺 点图 示 适用条件 备 注方法

水枪距工作面（1）水枪射 水抢射流在阶（1）矿照厚
必须有安全距 段底部淘精，槽浇的冲击力利用度大;乙艺位 高，致使工作函 部o，6～0.9m充分;《2）砂矿散
较远，降低了冲（2》耗水量密、钻性大、难

ntow 采能力，如用遥冲采， 较少
控水枪，则此缺心座景 （8）砂矿易
点可克服于流运法i

（1）耗水量劳动条件较好（1）开采辞
较大;矿层。

（2>砂矿粘 〈2）冲采效
结性差，含砾石 率低?7Xm7 多，易冲采，

（3）砂矿施
于浇运;

（4）回采底
Arati 板残矿，

<5）开晃氢
沟

<1）射流压作业安全（1）开采山
力利用率低救较陡的矿床
（2）冲采效（2》台阶较在rp 率惊高，土客易沿底

板滑落而威胁安
全

苷，表图中 1-水性;2—冲矿沟，一供水管。

硐室婚破松动和未松动的冲采效果比较见表1-11-5。

泰 1-11-5预免龄糊和来偿动比被亲

宋 松 动预 先 松 动项目矿 山 名 参

40-5270~144台时冲采效率〈四2）
云幅古山 1,5~2,01.0-1,耗水量<t/D）

49140台时冲采效率（m'）
云锡黄茅山 1.8~2.21.2-1.5耗 水量（t/t）

21,333.1台时冲采效率（m"） 10,36.5耗水量《U/1）乎桂理瑚矿 5.3.8耗电量（wh/m'）

11.3.2，2 水压橙动法
此法适用于具有渗透性的土岩，是借插管将高压水注入土岩中，使土岩水容度增大，

粘结力降低，内摩擦角减小，塑性指数提高。达到在重力作用下爆落松散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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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松动的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1-6。

水臣松响的铁术凭济擅标 表 1-11-6

平 桂 矿 务 局矿 山 名 称 云鲁老厂 云幅新冠 云锡新冠
底郑念砾石20%含砾石24??含砾石18??矿质粘土 卡郡被厦装生 致密粘土土 岩 性 质 粘土腾土 的介工状土硬砂质粘土

图760～7675 85 8583阶段坡面角（">
6.197106.5 9,67阶段高度（m）
1.81,2~2.31.~2.33.22插警至波顶线能离（m）

2,432-43.4～5.耗管间距（m） 4
2.12.12,14.82.2插管深度（m） 2

耦暂数量（根> 3
1516$5131818播管直径（mm）
450,B387.5431.2～480.2284～441z45117,6瓣管水压《kPa）
28BS801503416全郎塌落时间（min）
1843021359038780塌落土方量（m'）

0.40.490.7d0,1040.042单位耗水量（mt/m'）

0.9 0.2350.28单位耗电量（kwh/m'）

0.035每吨喜矿直接成本（元）

1.3，2.3 推土机松动迷
此法从降低工作面的阶段高度为主，以求冲采作业安全。推土机向阶段坡面推动，每

次推动厚度约10～15cm，往返坡度不应超过14°，详见第四章。

11.3.3 工作面构成要素

11.3.3.1 水枪与工作面的距离
水枪距工作面的最小距离，主要根据人员和设备的安全条件确定，即在土岩崩落时不

受损伤，根据土质的不同可按下式计算∶
(1-11-1)I= βH

中 z-——水枪与工作面的距离，m;
H-——除墩高度，m;

根据砂矿层厚度，参见表1-11-7确定;
β-——系数，其值与土岩性质有关，当夹有块石较多时，其值应大些，通常为;

致密黄土及粘土∶ β=1.2;

泥质土，β=1，0;
砂质粘土∶β= 0.6～0.8;
砂质土;β=0.4～0.6。

水枪和砂泵距工作面距离的实例，见表1-11-7。

1，3.3.2 水枪采细带宽度
对致密上质为15~20m，松散土质为20～30m。采掘带的平均宽度为;

(1-L1-2)B= (1.0～1.5)L。
L,=(0.2～0.3)L=(0.2～0.3)1.73H。

(1-11-8)= (0,346～0,5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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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枪和砂系胞工作O疑高实州 囊 1-1-7

工作面账板被度台 阶 高 度電 工 作面题 真〈m）
矿山 名 称

秒 泵 (m) (%>水 枪

省～B自-15云铜砂矿 14-15
5~5～10平雄砂矿 <1的5～13
7-B8～16八一程矿

8心θ 126b～8o10海商菜钕矿
4950南山海糖土矿 固～9

7~11 640～60级薄都矿
～t4 3～102~30测治秒如矿

式中 B——采掘带的平均厚度，m;
L。——水枪有效射程，m;
L——水枪最大射程，m;

H。—-射流工作压头，×10'Pa。

矿山实际资料，见表1-11-8。

泰 1-1-8采福带宽虚实 例

采据带宽度工作E头台阶高度 土 誉 名 称矿山名脉 (m)(10*Pa)(m)

重沙员粘土25～30100～120a~15云懈砂矿
含毒石置砂质粘土20～3350～1008-10平接秒矿
以食色婚砂履为主1510～30南山部背土矿
覆盖层为耕植土和砂质治土，食矿展为2540- 607~1I教潭易扩

砂土和砂砾
覆盛层为土状和粘土状;含矿展为相土12,569～ 6Qt～14铜沧砂铅矿

及砂砾石
中 粒 砂2550-60陶丰砂矿
覆盖墨为松软砂段籍土;告扩属为数密20~80K0～903八一忙酚
粘性黄土

11.3.3，3 设备的移动
为提高冲采强度，水枪应尽可能靠近工作面。在开采过程中，冲来工作面不断向前推

移，当超过水枪的有效射程时，水枪必须向工作面方向移动，其移动步距（a）为;

(1-11-4)a≤L。-[
a常取每节管长，一般为6m左右，为提高胂采效率，也可取2～3m。

为使水枪在移动时不停止生产，工作面应设置餐用水枪。

水枪移动的实际资料见表1-11-9。
矿察的移动较为困难复杂，移动一次需40～50人（如用拖拉机则雷8～10人），工作8

小时，全部工程需150～200个工班。一般50～100m移动一次，也有200m移动一次的。也

可将砂泵吸入管加长50～60m后，再移动砂泵，以减少移动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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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枪移动托用工微和时闯 囊`1-1-8

每工数耗用时闻罗 动步距
萜 用 工 数矿山 名称 移 动方法 (anin)《m)

8～40d~$ 4～富云博砂矿 人工
30～趣s-4人工5～6平桂砂矿 -2～3人工八一鳌矿

人工附山海稀去矿 8～10
人工靠～5看治矿船矿

11.3，4 辅 助 作 业 方法

11，3.4.1 泥固处理方法
矿石中含粘土泥团过多时，水枪难于冲散大块泥团沿冲矿沟沟底滚动或推移，矿浆液

度较高时，溉团越流越大，以致在冲矿沟坡度变缓或转弯处，沉积墙塞，造成事故。可在
冲矿沟起始段（约80m以内）设固定条筛，隔出泥团等，并用小水枪冲碎，以防事故。

条筛主要由平筛和斜筛组成，平筛同冲矿沟平行布置，条筛与其下部冲沟蔗板的落差

不小于0.5m，筛的安装倾角为20°，筛长约5m，筛的另一端垂直装斜筛，倾角35°～40°，

破碎泥团后留下的废石，用小水枪冲入此筛，溜入下面的皮带或废石仓，用矿车运走。筛

孔25mm，最大者可达100mm。安装小水枪三台，喷嘴直径32～38mm，水压588～88iPa，

耗水量约0.2～0.4t/t。这是处理泥固的主要方法，适用范围广，效果良好。

11，3.4，2 残矿圆收方法
（1）矿浆自流坡残矿的回收，一般经打跟爆破松动残矿，然后用小水枪《胶管小水

枪），喷嘴直径19～32mm冲果，并用小型移动砂泵（如102mm砂泵）送矿浆至冲矿沟

（或主砂泵的矿浆池）运走。为减小生产过程中的残矿量，当采用道向冲采法时，采后可

调整喷嘴直径，并用顺向冲采法清扫底板残矿，及时运走。
（2）喀斯特溶洞残矿的回收是用小型移动矿泵配合小水枪冲采。当溶调 狭小，4×

25，4mm砂泵无法工作时，可用水力扬升器，冲采供水压力约6×0.1MPa，单机回果教率约

3～5m/h。
（3）用胶管小水枪和小型移动砂泵回采残矿的实际指标见表1-11-10。

争 1-1-10现 矿 同 聚 猎 称

能水量单机画琴效本喷嘴与工 矿浆浓度水枪流量喷嘴压力绩嘴直径
作面距离 (t/t)土者性质 (am'/B)(%)(m'"/h》(0,AMPa)(mm) (m)

2.97.737.93~419胶 泥 5.a10.1397.962~2,519半要质胶记 1,8-810~1610-126-102~425-*名激密粘土

11.3.4，3 底石清理方法
（1）用人工将工作面废石挑运至排弃场，应有足够的备用工作面，因效率低，且劳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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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
（2）大块（如1-2的）可用14～20kW不带耙斗的绞车拖走，或靶入装车斗台，装车

推走。电靶绞车和滑轮需经常移动，辅助工作频繁，矿层薄时更甚。
（3）在采场边帮至排弃场架设小索道，带爪钩的可清理大石块，带斗的（斗容6.2～

0.5m2）可清理小块废石，但需人工装载。运距100～200m，装设坡度10°～30°，一人开

车，一人装车，生产能力4，5～5t/h。

（4）拖石船适用于矿层底板平整，上拖角小于40°，段高5m以下效率较高，拖船反

回用人工牵引，拖距以10～30m为宜，生产能力为12～13m*/台·班。
（5）赞石机可捞除大于50mm的石块。该机装于进入矿浆池前的冲矿沟内，该处沟槽

应较规则，宽度在580～600mm。捞出的块石用矿车或移动式胶带输送机运走。

13.3.4，4 采空区处理方法
为减少暴而天的排水工作和保障采场作业安全，采空区应用剥离废石或尾矿回填，填

平后用表土覆盖0.3～0.5m，以复星为耕地。

11，3，5 等歌的水力开采工作

水力开采一般不适于严寒地区，对气温在-5℃的地区进行水采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1）在开采地段进行地表防寒;

（2》对水泵和砂泵进行防寒;

（3）设置备用水管。
防止水管结冻的主要措施，在水管较低点装设放水闸阀，工作停止时将水管中的水放

出，也可将管道埋于地下深度不小于0，7m，或将水管量于雪中，并在其上酒水，使表面

冻结，亦可在其上憾盖马粪、锯末、炉渣等保温材料，或采用泡沫混凝土。

对冬季开采地段，应尽量采取减少水耗量的措施，并采用高阶段。水枪水柱的工作压

力应比夏季高50～60??采 场 底板坡度比夏季大25～30??

11.3.8 矿石的贫化和飘失

11.3.8.1 采出矿石品位
在开采过程中，由于不够工业品位的表土和夹层的混入，使出矿品位降低，但同时又

有部分废石（砾石和卵石等）被筛出，又使出矿品位提高。

出矿品位可按下式计算

(1-11-5)

式中 a--—出矿品位，（或g/m*）;

41，α2，a—分别为混入的表土层和夹层的品位及含矿层的品位，??或g/m），

β，A、A——分别为混入的表土层，夹层和含矿层在工作面隔出的不含品位的大块渡石率

重量比或体积比），%;
所、h、h，——分别为混入的表土层和夹层的厚度以及含矿层的厚度，m。

当水抢剥离时，通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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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0.5～1m)

当人工或其他机械剥离时，
通常为∶所1= 0.2～0.5，m。

71，3.6，2 果出矿石量'
可按下式计算∶

0.-o,(1-nh(1-B)+h1-B)+(1-A)(-11-e
式中 ?，——采出矿石量，m2（或t），

21——工业储量，m*（酸），
K--一损失率，%;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11.3.6.3 隔除康石量
可按下式计算;

(1-11-7)0.=A;β+A.A+0,β
式中 2，——工作面隔除废石量，m3（或）

A，-—混入的表土量，m3（酸t）;
A，——混入的夹石量，m2（或t）。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11，3.6.4 矿石贫化率

矿石贫化的原因如下∶
（1）覆盖矿体的表土未被完全剥除;
（2）矿体内的土岩夹层未被删除，
（3）松软破碎的矿体底板的混入。
贫化率可按下式计算;

(1-11-8)

式中 p——贫化率，%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贫化率一般为5～10??
11.3.6.5 矿石损失率
矿石损失的原因如下∶
（1）部分残矿不能全部回收;
（2）在工作面冲矿沟和矿浆池中，以及在采矿场底板有部分矿石沉淀造成损失;
（3）在采矿埚底板有裂隙或溶洞时，常有部分矿石不能采出。
损失率K（??可按下式计算∶

K-Q7- (1-11-9)

损失率一般为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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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7 水 量 损 失

11.3.7.1 工作面的水量损失Q
Q=YgP (1-11-10)

式中 ——冲采的砂矿体积，m2;
Q--—水量损失，m2;
q——--单位耗水量，m2/m';

P——水量损失的百分数，???质土岩为10??新土为15～20??
主要是工作面底板渗透和蒸发耗损，干季较大，约占总耗损水量的70～8??雨季几

乎没有。
11，3.7，2 冲矿沟中的水量损失
主要是矿浆溢出和蒸发耗损，约占总耗损水量的10～15??
11，3.7，3 水沟中的水量损失a

(L-11-11)α=分

式中 σ——每公里水量损失的百分数，%;
2-——水的源量，m*/s。

主要是水沟的漏水，渗透和蒸发损失，约占总耗损水量的10～15??
11.3.7.4 排齐场中的水量损失q。（m9）;

(1-11-12)9g=V(m-0)
式中 V——排弃场自然状态下的砂土体积，m2，

m —-秒土的孔隙度，%;

?-——砂土的自然湿度，??

水量损失占总用水量的15~20??称总耗损水量），干季为20～25??雨拳为5～10??

11.4 水枪的选择与计算

国产水枪的技术性能详见附录1。

11，4，1 单位钝水量和工作压头

耗水量和压头可经水采试验得出;或参照类似矿山选取，参见表1-11-11，也可参考

表1-11-12选取。
水枪的工作压头，还可根据砂矿的性质，由下式求得∶

(1-11-13》H=(1,1～1.3)Kj

式中 ——工作压头，10*Pa;

K——砂矿的松散孔隙渗透系数;

/ ——-砂矿的普氏硬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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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砂矿水枪工作压头和耗水量 表 Y-11-11

工作压头 单位姚水量 阶段高度
土 岩 性 员矿山名称

C1o"Pa) (《m*/m*) 《on)

费坡积、冲积及风化壳砂矿。土岩为砂质粘土，含砾平柱矿务局 6～107-~105t-～100
石粘土，局部油性粘土。厚度凡米至几十米

我波飘、冲积矿床。上部为人工堆积、中部为檩红色、云锡公司 8-15100- 120
黄色及棕黑色粘土层、粘性较大。厚度几米至几十米

堆积氧化锰矿。表土为砂质帖土、含矿层为粘性黄色土 50~ 90八一鳌矿 7

残波积氧化锰矿。表土为亚砂土及粘土，最厚 5m，东潮桥懂矿 6.3-7 3-40-70
含矿脑为粘土及亚粘土

海滨砂矿。中粒秒、部分有大粒砂，平均厚9.5m 1.2-1,5海南乌场钕矿 器-920

海滨砂矿。黄色期砂层为主平均厚4m 4.8～6.510~30南山海稳土矿 9

河束冲积砂矿。表土为砂质粘土和砂土、含矿层为砂 4,7～s.7 7-11板障砂幅矿 40-68
层和砂砾层最厚L4。4m，平均厚5m

永汉为冲积砂矿。砂粘土层，砂层和砂砾层。春美为 3-92.8～6,460～200永汉泰美
风化亮矿床。形成残波积和山阋冲积砂矿

水 抢 压 头和 辊 水 量 凝 1-11-12

离段阶 (rD》士
5~16a～5岩

土岩 名称 单位耗 工作面压 工作面】单位耗 E 头组 最小允，
度 （m*/~ 许坡度(m'/别 (10*Pa)m*)

预先检散的春粘结 3.5 3.5 4.5I 4.S2.5 546 30
性出

603.6 4.5so细 粒 2.5
60 4.58.6粉 状 砂 30 2,5

经亚D土 1.53D6I
8e松散黄土 2,040
50风化混炎 4b

330中粒砂
802,51.840各种粒子砂 56.3.7I 10中等亚砂土 1.550
8O7?60轻砂质粘土致密戴士o
6030大 粒 砂
701.60重亚砂土 7甚，15 9080 2.570 1.6中及重砂质黏土

39080 2,5L.570宽 帖 土
60B94o含藤石土 16.812y 12010o 330半油性粘土
706060会师石土 1012,614 4.514D3,51202,5100油性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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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水枪的求力计算

11.4.2.1 水舱射流出口处的速度P（m/s）
(1-1-14)v=甲√2gH;

式中 ψ——-喷嘴速度系数，收敛圆锥形（8°～13°）φ=0.92～0.96，一般取0.94;
g ———力加速度，g=9.81，m/s';
H-——水枪喷嘴出口断面的工作压头，10Pa。
简化上式得

(1-11-15)v=4.17√
出口处惠度见表1-11-13。
11.4，2，2 射流流量Q（m2/a）

Q= pw√ gH。 (1-11-186)
式中 ——流量系数，如射微未经压缩，则μ=甲，

—喷嘴出口戴面积，v=进4j，m'，

d，-—水枪喷嘴直径，m
简化上式得

(1-11-17)Q=3,28043√H。
射流流量见表1-11-13。

11.4.2.3 水舱喷嘴直径d，（m）

当水枪工作压头臣和喷嘴流量见已确定，赌

(1-11-18)d=055青
11，4.2.4 水抢射流的功率N（kW〉

(1-11-19)N=32,14}√HT
11，4.2.5 水的单位耗电量E（Wh/m），

E=3,2×10-°H。 (1-11-20)

11，4.2，6 水检的射程L，（m），

L = -Ksin2a (1-1-21)

(1-11-22)或L1≈1，8KHsin2a
式中 a-—水枪仰角，（*）;

K——空气阻力系数，K=0，9～0.95;

当r=45°时射程最大，最大射程L（m〉;

(I-11-238)L=1,71H。
实际有效射程L，要小得多;

(1-11-24)L,=0,2～0.8L
11.4.2.7 水枪射滤的冲击力（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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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5)

式中 P——距离喷嘴L处射流断面上平均单位面积的冲击力，0.1MPa，
P——喷嘴出口处射流断面上平均单位面积的冲击力，0，1MPa

P。=0.2H。1
L——射流计算断面距喷嘴出口处的距离，m;

-≥10.7时，m值可采用40.7。州-—系数随H，和L而变化，当d，≥50mm，而

11，4，2，8 水枪内部和喷嘱的压头损失
1。水抢内部压头损失点;（10*Pa）

丙，=KQ (1-11-28)

式中 Q-——水枪流量，m2/s;
K——系数，我国常用水枪一般为80～100，平射时较小，疳射时较大，仰射时可取

中间值。
2。喷嘴压头损失灰z（10*Pa）

(1-11-27)h =e-9p

式中 ?e-——系数，2~0.06;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常用的水检压头，喷嘴直径和流量的关系见表1-11~13。

赛 1-71-18水枪五头、喷嘴和流量的关系

(mmn》径直啶水 枪水枪工水始喷嘴每米'水
由口处水作压头 200175126)1501050│38 B7,57542.54为耗电量流速度

(m*/h)(kWh)(m/s) 量16·Pa) 费 流嘴

158115s99560237a288z1a972 148580.0213.3210
23251620B40 12074or 587294102 133z8 20950.0818.8020
257S19ao10 1s776565ed16 388osl 25683 1250.09623x073o 2860222517os118876557642578 252191108 1ss6.1282.640 3812531g90181684B64B4752l2 52812压 1620.16029.705o
3710277029701440925B22 70z23b 860177132940.1932,860
401s28S52501548101076055838924614 1911010.2235,2070 42503205z4121857107859 81728& 614152 201080.25每37.6oB0 45003d2260官1134 1764L86302B4 4392171811150,28B39.9090 472030b2085I854I1959666S299 454170 2281210.32042.10196
相指e374528118401258958702313 48&179 z4012ro.3524.15130 39102980抑a71370!100073150a3282501870.382 23246.15120

30532ol198510s476033p 5292611941380.41648.00[80
316a218B14201080T8754r212020.44 14S49.80140
27a226r14re4168175653602782080.48b 14851,6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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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3 水枪的设备计算

11.4.3.1 水枪生产能力A（m*/b）

A±号 (1-11-28)

式中 （-—水枪射水量，m2*/h;
g ——土岩单位耗水量，m2/m2。

阶段高为l1～15m时，水枪冲采的生产能力可参见表1-1-14。当阶段高度小于11m
或大于15m时，水枪冲采能力应乘以修正系数，参见表1-1-15。

水 舱 冲聚 能 力 囊1-11-14

岩水枪射水量
言V -

(m*/h)力枪 袖(m'/h) 冲 采

a3a5 20co72361
04910 9 6540

901201srz0
508211215018090o
6o9B135216

表 111-35修 正 系 象

修 正系 数阶段高度（m）修 正系数阶及高度（m）

1,0011-160.80<0
1,13>150,956～10

11，4.3，2 水枪需用台数M（台）

M=9 (1-11-29)

式中 2i——按土岩生产能力计算的所需水量，m2/h，

(1-11-30)

V，——土岩生产能力，m2/a;

f;——年工作天数，d;

t-—虽夜工作小时数，h;
η——工作时间利用系数，采场无备用砂泵时，一，般作=0.65～0.75，具有50??

备用砂泵时，η=0，75～0.85。
水枪的备用量根据冲采作业条件，如矿块分布情况，对矿浆质量的要求（品位，含泥

量等）以及工作面辅助作业的设施情况等因素而定，其备用量为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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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水 力 运 输

】1.5.1 沟 遭 线 路 选 择

（1）必须保证全线各段沟槽的块度大于砂矿流动的临界水力坡度;
（2）应使填挖方工程量最少，架空部分也最少;
（3）沟道应尽可能为直线，避免曲折部分过多，线路转角一般不小于120°，沟槽转

角处最好有100mm的落差，以防砂石沉积阻塞，曲线半径应大于沟底宽度的20倍，
（4）应满足材料运输的便利，施工方便，维修简单等条件;
（5）尽可能使大部分羁离物和砂矿能自流运输，少用辅助砂泵杨送;
（6）为了充分利用自流运输，在地形条件限制时，可采用自流管和倒虹管。

11.5.2 自 流 谐 输

地形条件适宜时，应尽量采用自流运输。自流运输分为沟槽和管道两种方式，目前沟
槽运输被广泛采用，因可就地取材，基建投资少。

11.5.2.1 自流量输的使用条件

(1-11-31)

式中 ，-—工作阶段底部标高，m;
H，——选厂储矿池或排弃场顶部标高，m;
L——-沟道线路长庭，m;
——运输矿浆所需的坡度。

11.5，2，2 主要参数的选取
沟横坡度，砂浆流速、土岩粒度和矿浆浓度等主要参数的选取，可 参考下 列试验资

料，（见表1-11-16，1-11-17）和矿山生产实际资料（见表1-11-18）。

表 1-11-16冲矿 沟、槽 坡 度

冲 矿 沟。檀 的 最 小 坡 度
被运输的土岩名称

混 凝 土沟 土 沟木 质 翻 槽
6.015～0.020.tO8～0,015黄土、细粘土、淤泥
0.02～0;030.015~0.K2;0,01~4.020食15??下细砂的粘土
0,08～0,040,D25～0.0300.015-5.025细应砂和砂填土
0.04～0,070.03~0.350,025～0.035中 粒 砂
0,06-0.080.03s-n.50b.03～0.060粗 粒 砂
0,08～0.120.05～0、i000.08～0.100卵石、数石

11.5.2，3 沟槽新面型式的选择
沟糖断面形状以湿周最小者为好，半圆形沟槽的湿周最小，但难以制作，故生产中广

泛采用矩形和梯形断面（见图1-11-1，a、b）。

矩形断面的优点是∶流深较大，开揭工程量小，砌筑较方便。其缺点是;更换沟底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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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11-17砂揭矿试食资养

8 石 矿石│矿石平 矿浆运动矿浆重永力矿聚 矿浆试验 沟精
备 注厂 矿 均粒度 】念泥量 半径深度 流速量浓度 坡度

状 态(%) (%)《%) (em)比重 (m/s{em)次数 (mm》 _
无姜积沉健激运良好临界流速12,43 6,0t0,BB7 1,38<2.75 2,73d2.3 4~5
同 上段上老 厂 2.0215。652.80 6.经1,084 4~559.412 2,77
沟底有沉淀，厚1em低小泥速4~! l,4I和平坑 18,23 2.77 5,226 30,3 2,800.86
沟底有沉淀局邮有阻塞凤l,93～日20,W 2.772,80 6,201.02 38,2
金部虽悬浮状志有冲刷高泌 速18,10 ,S62,58 B,6 4-54.680.5421
无淤积、流运良好临界流速新 冠 3.017.5 4～B24.8 .9110 2,580.41 8?
有激积沉淀厚5～10cm低小淀速1.914~21.900.72 2,506
有淤积沉淀厚的7。4em上-23,720 同贫茅山 2,600.53 60I2

囊 1-11-18矿山生 产实际资斜
矿浆浇速<m/4）冲矿沟按度（??矿浆浓度矿石矿石矿石平均!

单位工F 矿 粒 度 含泥量 凉度 平均平均 最小最大最小最大耗水 (%《四m %) 比重 (tt
较界流洁，流运情况2.52,26 2.550.72～1.1 27.02,35 2,655～65

良好

网 _2.78,}55～65 2.?5 24.43毫 厂
和平坑 高演速，流速很大，6.55901820.02.90.373 8.152,5.新 冠 冲刷力很大

临界流速，注运情况8.123.38,20.d ao.o2,50 良好

圆上2.82.0266,525.4.56 2.50.5
岗5.1黄茅山 1122,3.42,8257,41,29

上闭2.8296 2,84,5 4,82L.7 5,66 3.52,80.9
离 上2.32.4 22j39.51。62,8601.24

卡 房 肉1.982.527,B2.8501.82

不方便，大泥固较多时易卡住阻塞，水力半径较小。但梯形断面的优缺点则与之相反。综

合矩形与梯形的优缺点，以采用上半部为矩形，下半部为梯形的断面为好（见图1-

11-16)。
自流管和倒虹管可视为沟槽的特例。

沟道的经济水力断面，除毕圈形外，以半个正方角形的梯形和半个正方形的矩形断面

为佳，其算式如下∶
(1-11-32)h= bsin60"=0,865梯形;
(1-11-83)h= 0.5b矩形，

式中 -—液流深度，m;
b--沟槽宽度，m。

矿山实际运用的沟槽底宽约为0.4～0.5m，砌筑高度约0，5～0.7m，为液流深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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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 $
图 1-11-1

4-石灰岩矩形沟断面，δ-石灰岩梯形沟断面，e一辉绿岩诗石梯形与矩形沟新面

1，5～2倍。
11，5.2.4 沟槽衬砌材料的选取

常用的衬砌材料有石灰岩，花岗岩，耐磨铸铁和辉绿岩铸石等，其次是高强度混凝土
和铁属混凝土等。选取衬砌材料的主要条件是耐磨、坚固、阻力小、造价低。石灰岩可就
地取材、造价低，但耐磨性差，粗糙系数大。辉绿岩的耐磨性最好，粗糙系数最小，但性

跪易碎安装困难，坚固性差。
各种主要衬砌材料的耐磨性资料见表1-11-19和表1-11-20。

囊 1-11-18衬潮材料摩织额虚试验资料

磨损程度冲矿沟矿浆浓度矿石平
连备坡 度均粒鹿 (oum/速沟材料

万t）(??(%)(mm)

24小时露筋，7z小时竹筋冲走621619.20.S375竹筋混凝土
?天后沥青全蓄冲走，运送509万t矿石磨损100mm201819,20.373汤青混凝土
运达25方t矿石，磨损100mm18 4,2j9.20.373石 灰 岩
运送30万t矿石，磨损100mm9.31819.20.37a高数度混凝土
陶 」3.31819.Z0.873高强度铁屑混

凝土
运送00万矿石，磨损16mm0.251819,20.373花 岗 岩
运送250万错石，塞损50mm0.20623.50.423弊铁 精
运送100万t矿石，磨损2.2mm0,022623.80.4z3挥爆岩钟石

表 1-11-20材砌材料息损是度（mm/万时石）矿山实际贵料

高强度净矿沟矿势矿浆浓度矿石平
鲜爆岩钟石花岗岩铸铁槽石灰岩水 擅坡 度均粒度矿

混凝土(m/B)(??(%)(mm)
约t，0z0,180,201.32.5402,2627.00.8～1.1老 厂 0,225.2z2,02,5 -927,00.8~1。1和平坑 -0,11.32,6626.0b.504黄茅山 0,0z0.17-2,0 -625.00.504
0.6220.1B0.202.02,48B29,51.24 0.05卡 房 0.206.242.22,85192.51.24
.0220.200.282.25.0623.50,37s .02新 冠 0,183.5623.60,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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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5 自流运输的水力计算

可参照下列公式和方法进行计算，最终数据应与上述实际资料对比后确定，
1。苏联乌拉尔力学试验所公式

1）临界流速（m/s）

(1-11-34)（0.23z+a）（100-K）下r
式中 xe-——临界流速，m/s，

deg——矿石平均粒度，mmt;

4G，+d±过6，+±G.⋯.+a，G (1-11-35)

4，d，⋯⋯a，——各粒级的粒径，mm;

G，G⋯⋯G。——-各粒级的重量百分数;

g——重力加速度，m/s';
?r---矿石真比重;
K-——矿浆体积浓度，%;

100?1×106% (1-1-36)

Y。———水的比量;
γ——矿浆比重;

y= 丙-R-可
(1-11-3?》

K;——矿浆重量浓度，%;

(1-11-38)

Qr~—矿石干重量，t;
W——水的重量，t。

2）水力坡度i（??

(1-11-39)ie =-*
(1-1-40)0xp=C√RRF或
(1-11-41)(1.1～0.5)Yi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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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gp——临界水力坡度，%;

——沟道实际坡度，%;
R——水力半径，m，计算式见表1-11-23，表1-11-24，表1-11-25
D——圆管内径，m;
C——谢才系数，可用巴津公式计算∶

(1-11-42)

Z——沟横粗糙系数，见表1-11-21;
C——谢才系数，也可用巴格夫斯基公式计算（或见表1-11-22）;

(1-11-43)C=Rr

n——沟棉粗糙系数，见表Y-11-2I;

Y---指数，
(1-11-44)Y=2.5√π-0.13-0，75√R×（√第-0.1）

当R<1m时，Y≈1.5 √ π;
R>1m时，Y≈1.3 √n。

囊 1-11-27沟根 智 键 系 欺 值 表

第Z衬 翻 材 料 状 况沟槽光滑程度

0.009～0,01（1》涂以法粮成毒膏的光滑表面，（2）精制洞磨刨光断平的木板沟， 0.08最 光滑
（3》加工光滑的铁板沟，《4）精例的挥绿岩钟石样沟

0.010~0.12<1）拼接刨光的木被沟，（2）水惠石敷面沟，（3）加工光满的花岗岩 0.18潮 沟，（4）砌筑不腿的辉绿岩钟石沟，（8）焊接钢管

0.15 0,012-6.017（1》未创平而拼接的不板沟，（2）很好的水沟，（3）良好的砖砌沟，

中等光帚 0.2L（4）钟铁管，（5）上釉陶土储

0,014→0.017（1）加工不好的水泥沟，（2）加工不好的花岗看料，（3）加工好的石 0.4C不光 澈
灰度石沟，（4）混凝土管（5）陶土管

0.021-4.0250.8（1）没有加工的石灰岩块石沟，（2）用卵石砌筑的沟畏不光龄
1.30 0.02-0,035（1》普通土沟，《2）有石块和草突出面阻力很大的沟极 粗 糙 1.78

2。苏联水力科学研究院（BHHIAT）计算方法与公式

1）液流临界深度
按平均粒度选取公式，计算液面临界深度其公式见表1-11-26。

表1-12-28式中 Q——矿浆流量，m*/s;

Q-A(,-). (1-11-45)

h-——生产不均系数，一般取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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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做 c 氢 廉 1-11-22

粗 ? 系 褶 数，，水力半径 沟

0.0200.0L50、0L4R(m) 0.016 0.01856.0L? 0,DT30,012,01

26,129.8 40.544,B48,764,90.05 61,3
0.058 48,4 45,5 ,2l28.782.1 5.7

42,250.18.0 62,B 4,156,4
42,3K0.6药.5 57。6 45,7。05 1,3│ 27.7

43.447,3 3`28,267,0,07 51;34.1
43,951,958.264,7 47,10.075

│20,04.452、4 d8,d58,TW.20,03
29,845.349,559.7 63.4B.20.09

50,254,300.60.10 67,2
42.8 1 33,8 35,o46.951.056.(61.40.11 68。0

32,047,847,8 4.5│39.5 1 35.7 51,755.62.20.12 向a，意
32,657,45,563.00.13 69,6

48.953.067,268.76.14 70.3
34.0│ 41.8 │ a7.960,154.264, 58.47I.50.]6
34,96.O72.s9.1

52.①56.250,467,073.70.2
52,。57,0制1，867.974.80,22

97.153.67.8B,18.775,S0.24
37.85..062,B9,576.33.26

6b,8 42,550.55,059.363,676,3?T.Bo.28
39,043.,147。251.465.661,964.370.9a7.70.38

套 1-11-23过流箭EE机A和水力率径R计算表

水 力 半 径 R过流断面面积 A自流着《管）形式

R=KeDA=KaD'
K上查我1-2-23

KA查表1-12-24

取置* 微A）
R-B+2kV/1十两A=B+r南）

.d**p*
R=-m

别=尽

Qr——单位时间内通过矿浆中矿石重量，t/s，
Yr——矿石比重;
W——单位时间内通过的矿浆中的水量，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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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24■形管不同矿浆录度的直积系欺kx位

D.05 0.0d 0.080.07·,020。016.00 0.04 0.090.03D
0.D350.0280,015 0.62s0.9190,w4 0.01φ0,880o.0 0,001 0.007
0,1040.096o.081 0.4730,0870.0B30.047 0.。08o0.1 ·。041
0.160.186!0.1710,153 │0.128e.112 0.13?0.1200.2
0.284255 0.20 0.a7se.24b│Q0.217 0.2250.,198 0.2070.3
0.383│ 0.37s

0.4826r │0。sr2,453 │0.460.44 0,4530.423.4130,393 0,4030.5
0,5780,56D550 │0,690.521o,B120, 0.48z 0.502
0,60,65ro.820.8056.598 B.6140.587
0.7385.7380.725·.704 0.7120,6970.6Bl 0.7180.874 0.她90。B

0.78 0.7B0.785 o.77o.7e1 0.771 0.77s0.7800.9 0.75Q0.745

表 1-11-25国形管不同矿燕源度时的水力率径系败K值

A 0.090.02.05 D.070.04 0.060.02 0.,030.010.00D
0.0570,0510.0450.028 0.08s 0.390,9200.要150.0076。0000,0
01150.1100.1040.0990.0930.0870.b810.070.07o0.0880.1
0.1s6a.18610.1570.18s0.131 9,142 0.1470.1280.1210.2
0,2100.20$9,200.185 0.193 0.180。1890.1800.17s0.1710.3
0.2u?70,2430.2400,2360,2290.228 0.2380.2220.2180.29.4
9,27s0.2730,2700.2680.2 0.2656.250,2560.250 0,2630,6
0,2050.290.2b20.2840,28B 0，28想0.2840,278 0,2820.2800.6 0,2040.3040.303b.3020.30k 0.3020.2330.29B0.29否0.7
0,2990.3010,8020.$03D.3o4 ·,8030.3040.3o40.3040,3o40,B
0,2879.2740.2730.2830.z8B0.292 0,2860,285 6.2B40.29B0.9

0。2601.0

表 1-】-26孩口临界课度计算公式

矿 浆 流 量 Q<m'/R）砂矿的平均粒径 ds（mm）

Q0，2β，4任+33AP）≤0.07

Q-0.3β;A(1+8.5NFNRF)0,07～6.15

Q=β;A（0，35+215V产Rp）0,15～6.

Q-β，4（0，35*2.1VP死）/缸0.4～1.5

Q=1，9βA，35+2，1V两R'需>1,5

P——矿浆中固体与液体的体积百分比，

P=-×100% (1-11-46)

A——过流断面面积，m见表1-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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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p——--矿浆临界深度，皿;
b——沟槽宽度，m，

m=方，对于矩形沟槽，常采取m=2～4;

、，n——边坡系数，形=ctg9;
β、β，——矿石比重校正系数

2）沟槽高度H（m）

H=(1,5- 2)hkP <1-11-47)
3）临界流速（m/s）

(L-11-48)0kcP矩方

式中符号意义同上。
4）水力坡度
见公式（1-11-39）导（1-11-41》。

11.5.2.6 白流运输的设计计算实例
1。基础条件及其数据计算

某砂矿采矿场，设计生产规模为600t/d，每天工作习班，每班工作6小时，耗水比为14t/矿石粒
度分析及物强性质见表1-11-27。

囊 1-11-27矿石粒度分析和物道性肌来

呢率 水!16,80.075 0.10 0,名
体重!>28,6<9,t75 (%)(%?26.679.4334,841,187(mm) 0.1Dd 0,41

10各粒级的置量 700.28 2x1.26.200.30.ar0.882,974.?8,5580.13 1.45
(%)

累计算量 10099,7499.549，我 9t.7299工1.58 90.131 94,87980。13〈%)

1）矿浆流量
600

流量中矿石量量∶Qr=区B×6x6=0.0928

流量中的水量，W=0，0926（4+10??=0.38m?/s

矿浆流量;Q=K，（咨-+w

=1.2(P+0.38)=0.497m

2）矿浆重量浓度

=Wfσ-×100%

_0.0926
-0.3+0,09z×1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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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矿浆比重

v-7-Kat-75
-"7-o.i的e.7-下-1.14

4）矿浆体积浓度

K-芳=出-8a%
2。矿石平均粒度的计算

46，4tG，t医t4G⋯⋯+aG

13+9×1,45⋯⋯+26.6
I00

w 0，49488 ≈>0.5mtn
3.。临界流速的计算

7.94×19dcp(Y--1)
PP=(0.x2$√ac*(100-KT,

__7.94×104×0.5(2.7-1)
"(0.232+√U,5F(100-0,082)Fx2,7

= 2。8392m 3m/

4，冲矿沟断面
A=Y=0148Z= 0.166m2

采用率个正六角形的梯形断面，其边坡角0=60'，波流深度，bP=0.865

根据斯面公式;A=bhzP+加zpctg9

代入，0.166=b×0.86b+（0.865b）"×0.5774

》= 0.36m
h.p=0.865=0.865×9.36=0.31m

选用3-198费辉绿岩赞石沟，沟底宽b=0.411m

入0.166=0.411hrP+片p×0.5774

hxp= 0,29mm
沟帮潮筑高度，H=（1.5～2）h=2×0，29≈0.6m。

5。冲矿沟坡度
izp=vp/CR

水力半径，R=2-22=0.14

舞绿岩铸石沟的粗糙系数，Z=0.16

)-61.268翻才系数， C=ar/（1+会）=u/（1+v%

临界水力坡度，ir=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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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2高×015-1.6??2%
即矿淘坡度。-（1，1～1.5）Pin

=1.5×1，14×2?.5??4%
6。薄矿沟的主要水力参数
矿蒙流量，0.497m2/s
矿浆流速∶3m/s
矿浆重量液度∶19，6%
耗水比，14
冲矿沟最小坡度40%

冲矿沟断面;采用3～198登舞最料铸石沟。梯形、崖宽0A11m，液汇深0，2m，沟帮高度0，6m，边

教角60°。

11.5.3 加 压 量 输
加压运输是儒砂泵造成的压力输送砂矿浆，水采使用的砂泵一般均采用吸入式，若采

用串联作业时，中问升压泵可采用注入式。砂泵一般不采用并联作业。
11.5.3，1.管道材料的选取

1。铸铁管
通常使用直径为75～800mm，管壁厚度9～18mm的普压管。由于铸铁管较重，移动不

梗，但价格较便宜，故多用于固定管线，采场内移动管线很少使用。

2.钢管
干线的管壁厚度一般为8～14mm，工作面的管壁厚度为3～5mm。

3，管壁厚度（cm）

可选取下列公式计算∶

（1）一般性计算式为∶

o=0.5D(-0.4- 1)+i (1-11-49)

式中·F——许用应力，对于典铁管取200×0，1MPa焊接钢管取600×0.1MPa，无键懈警

取800×0，1MPa;
P—管道工作压力，0.1MPa

E——附加厚度，铸铁管取0，7～0.9cm，焊键钢管取0.3～0.4cm，无缝钢管取0.1

～0.2cm)
D—管子内径，cm。
（2）用钢管时可用下式，

(1-11-50)d=2F+CtB
式中 P——试验压力，0.1MPa，取工作压力的1，25倍，并不小于工作压力加 ×0.1MPa

试验压力不得小于10×0.1MPa;

C———考虑壁面不平及锈蚀等附加厚度，可取0，2～0.3cm;

E-——预留磨损厚度，约取0，2cm;
F——允许应力，0.1MPa，无缝钢管取（800～1000）×0.1MPar焊缝钢管取（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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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1MPa。

（3 ）.选用铸铁管时，可用下式∶

(P+P)2+0.78(1 (1-1-51)2N
式中 P——静水压力，0.1MPa，普压管为7×0，1MPa低压管为4×0.1MPa;

P'——冲击压力，0.1MPa，一般为5×0.1MPa;

F——允许压力，0.1MPa，一般取400×0.1MPa。
其余符号意义同上。

使用的管子应定期翻转（约每季翻转一次），每次转60°～120°，以增加使用年限。
管子底部不淤积时，无缝钢管的磨耗资料见表1-11-28，表中A为模管壁磨耗1mm的土岩

通过量（10'm2），B为管子完全磨坏的土石遵过量（10*m2。

表 1-11-28无编铜管的痛摸资料（10*心*）

石碱砂粘 土质 砂亚 粘 土曾子尺寸（mm）

BA8B ddBA直 经
295,41.每10.4461.5200 15,0 7a13,014.92.415626.029033.8300
13517.5206.53k.835,0 23027045,3
14123,0270.要1.73Q60.0
290336,5 29,051.837657.646074.r
2837.0438.688,2S50670 73,B95。6

钢管与铸铁管的实际磨损资料见表1-11-29。

表 1-11-28钢管与御级管的夹际意组资料

刺众验用通过矿石量 (1f 料 (mn(mn) (10·r)

30d～518010-12钢管
16310010~11280密铁 曾

11.5，3，2 加国遥验的水力计算
可选用下列方法与公式进行计算，
1。苏联煤炭科学研究院公式

1）矿浆临界流速"rge（m/s）

(1-11-52)ve=√gD·VZ
式中 D———液流管径，m;

g——重力加速度，g=9，81m/s;

γ——矿浆比重;

?。——膏水比重;
ψ—矿石颗粒在水中沉降时的阻力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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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0.63E5 (1-11-53)

A——清水的直线阻力系数，建议用下列公式（亦可见表1-11-30）

(1-11-54)计算∶ 钢管，A=250172

(1-11-55)悔铁管∶a=2-0179

阻 力 系 敷 2 值 囊1-11-8D

管于内径 500200150 250 200 30 40012 4501078

a,0z260.424s0.0287 0.02840.0336 0,02540.02840.030s0.05580.3贫铁管

a,01530.0166 0.D1590.0173.01820.02834.0280钢

 2）管道压头损失
当平均粒径小于0.25mm的矿浆流动时，一般属均质运动，矿浆比重对压头损央有影

响，但可不考虑附加能量压头损失;当平均粒径大于0.25mm时，则有附加能量压 头损失

产生，其计算公式如下∶
(1-11-58)i=i+ 么

式中;—-矿浆的压头报失，10*Pa/m，
i--—清水的压头损失，10*Pa/m;

(1-11-57)=A方D

用簧铁管时∶

i=912×10-×声

(1-11-58)=148×10-"×苏

用钢管时。

=622×19-~×声

(1-11-59)=101×10~'×苏

本——附加能量的压头褐失，10Ps/m

(1-11-60)

。——清水流速，m/sj

Q。——清水流量，m2/s。
2。杜兰德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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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rE-）' a2马 (1-11-61)

i-奇""AK（云）"吾 (i-11-62)

式中 —系数，甲=80、120、150，一般取甲-120，
K——矿浆体积液度，??
Pr——矿石密度，

(1-II-63)

P。—清水密度，

(1-11-64)

K——固体颗粒沉降系数，

-4_ dp（r二P2层 (1-11-65)

w——颗粒自由沉降速度（或水力粒度），m/s（见表1-11-31）。

瞬 粒 自由沉 降敲 度 表 1-1-51

颗粒直径 颗粒自由沉速在下列温度时的颗粒自由沉速w，（cm/s）颗粒直径

5° 4,(mm) w,(cm/s)201o" 15°d,(mm)

17,801.750,005630.0050.0ad 0.005129,010
19.002.000,01496,00990.016 0.013250,0115
21,252,5b0.4z05 0.026s0,D2350,Q1760.02
23,260.0480 0.0597 3,400.o530.0g0.03

0.0820 285.850.0705 4.000.1060.040身.04
30,005,000.128 0.1880.1470.1100,95
32.806.000.2390.2L20.1840.,159
35,567.000.3260.2880.2410.2io.07
38.008.000.7? 0。420.3280.2820.0s
42.5D10.000.5870.4r?0.4140.3570.0s
47.7812.500.660,830.5120.4410.10
32,0015.000.3560.8470.835 0.7a70.12
56.2017,601,4901.s250.999 1.1500.15
6,2020.002.0421.B76).7111.5450,20
B,?a22,50J.1622,81 2.B962.50.30
67.2025,0a4,2823.951 4.1133.7850.40

27,50 70、505.4025.2366.07L4,9050,50
30.00 ?3.608.5226.856.191s,0260.80 ..7,542 -74767.381T,450.70

8,7628,5968.431B.2t50,3b
9.9t29.7389.5713,4960.90
11.002 -10,B3810.57110.56.1.00
1s.212 -18.07612.91112.7u51.20
16.0216,3646,27116,M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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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M尤芬公式

（1）输送平均粒径小于16mm的均质土岩（-晶≤3），

b1+(3.5+2D+0.5√ice (1-11-66)

(l-11-67)

(1-11-68)

当输送管径小于200mm时;
(1-11-69)Vrp=0,24?;"e4VTD0.54

当输送管径大于200mm时;

(1-11-70)*xe=9,81√D· √w

（2）粒径不均质的土岩（d>3），则
(1-11-71)计=i+（《-i）K?*

D'=0.417iJw，门7一 (1-11-72)

(1-11-73)v'np=Tgp·K;*
（3）不均质土岩的浆体，其临界流速，压头损失和输浆管径，也可引入经过换算的

水力粒度（W;和W。），用上述均质土岩的公式求出水力粒度的换算式如下∶

(1-11-74)用于计算 v'kp和D'∶W;=W√K5，m/s）

(1-11-75)用于计算'; Wz=W义/K。，m/s;

中 "xp，*kp——均质与不均质土岩的临界流速，m/

D、D——均质与不均质土岩的临界管径，m，

i、i——均质与不均质土岩的临界流速时，警道压头损失，10'Pam，亦可

由图1-11-2查出;
i———清水在临界流速时，管道压头损失，10°Pa/m;

dp——平均粒径，m;

γ-矿浆比重;

Y。——清水比重;

(1-11-76)α——系数，a=Z286

W——颗粒的自由沉降速度（或水力粒度），m/s，见表1-1-31;

W，——用于计算vke和D'的换算后的水力粒度，m/s）

W，——用于计算i'的换算后的水力粒度，m/s;

K6———不均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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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1-11-77)

——均质 指标，d=
d——小于该粒径的颗粒组，占颗粒组成90??粒径;

4，——-小于该粒径的颗粒组，占颗粒组成10??粒径。
如果6=1，则为均质的;d=1.41～3，则为假定均质的，6>3，则为不均质的。

D(m)

10.803.40
A.35

6.254L.30
,25

F.15

o.220
}o.05H,0

FD.415,o
9,00

AL.03

图 1-11-2 i值计算图《对于非均质土岩，W应换为Wa）

4。B.C，克谱罗兹（KHopos）计算方法与公式

对均质土岩的统，送，，可按平均粒径尺寸，选取表1-11-32中的公式进行计算。

5。简易近似计算法
为在考虑设计方案时的便利，可以用下述简易近似的方法作初步计算。

Ⅰ）矿浆流速和管径
根据土岩的性质和输浆管的估计直径，可由表1-11-33中查得矿浆所必须的近似临界

流速。
根据表1-11-33中查得的近似临界流速，以及设计确定的装体流量，可算出输浆管的

必需直径（m）;
(1-11-78)

2）管道的压头损失（10+'Pa/m）
(1-11-79)=5,K

式中 i——清水的压头损失，10Pa/m，见公式（1-11-58）和公式（1-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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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均 靛 径 计算公式 囊 1-11-B2

矿 聚 激 量 Q （m'/）砂矿平均教径

临 界 滤 遍 0xp（m/sdr。(mm)

Q=0.1678，Dk（1+.43下D第）≤0.07
晴P=0，2（+3，43对FD酒）

Q=0.2β1Dp（1+2，调U下·WDF）
0,07-0,,15

吸KP=0.255（1-2，摘NpJDFF）

Q=0,678;DF(0,36+1.36PDF。)
9,15~0,4

αrp=0，85（0，85+1.36 息pD工。一）

Q=0.47β.Di，0.9-1，3晓问DEdc
6.4-1.5

wx声=0，额5（0，3+1.NPT>/

Q-1，20β，P，03*1，3NFE）（哥>1.5
kp=1.的（0.35-L36NPDRPJ

注∶式中将号义阈前。

泰 1-11-33进 似 的 腐界速 蕴

近 似 的 临 界 微 速 。（m/s）浆管 直 径
合大量卵石和砾石含少量粘土的验和含粘土70-30??粘 土 恶

2，毒2,0 2.5
3。12,82,11.80.30
3,48,02.22.00.35
.73.32.42.20.4
4,03,52.52.30.45

3,89.02.50.5
4.6.03.Z

——近似临界流速，m/s;
D-—输浆管直径，m;
K——管道中的阻力增加系数，见表1-11-34。

11.5，3.3 砂氯选择与计算

1。扬程计算
输送砂矿的总扬程按下式计算;

(1-11-80)H=（五+HP+（Z+La）i+n+n

式中 H——矿泵总扬程，10Pa;
H，--矿浆扬送高度，m，
H。——矿浆吸入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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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34陋 力 增 加 系 趁

矿录 固 液 比 系 数 K系 数 K 矿浆 固 液 比

1.4
119 1.361.58
1.10 1,31,8

1,251r111.471t8
1.21121.43147

γ—矿浆比重;
L，——-扬送管道的长度，m;
Z-——吸入管道的长度，m;
i——管道单位长度的压头损失，10'Pa，
0——压头的局部损失，10'Pa;

(1-I1-81)通常=（0.05～0.1）（Z，+La）
作-———剩余压头，10*Pa，

避常生=（2～5）10*Pa;

2，扬量计算
砂矿矿浆扬量计算式如下;

(1-11-82)

(1-11-83)或

式中 Q——砂矿矿浆扬量，t/h;
A——砂矿生产能力，t/d;
K——生产不均系数，K=1，1～1.2
g——单位耗水量，m2/m'（或t/t）
Y--砂矿真比重，
?-—-砂矿干比量，t/m2;
β-—砂矿湿度，%
—---砂抄泵每昼夜运转时问，h/d。

3。砂泵选择与计算
砂梨的技术性能详见附录1，砂泵的选择应根据输送矿浆的荡量及所需总扬程而定。

（1）选择砂泵时应注意，砂泵技术性能表中所列的特性曲线H=f（②）为排清水时的

性能，输选矿浆时应加以换算∶
(1-11-84)H'=H,Va

式中 H——矿泵输递砂浆时的扬程，10*Pa，

H，——矿泵的清水扬程（即产品样本中所列的H），10Pa，

a——系数，其平均值为0，9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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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25---γ (1-11-85)

y-—矿浆比重，参见公式（1-12-37），戒∶

5"-(1-m)±q'。 (1-11-86)(1-*)+,
，——水的比重;
——土岩孔隙度，
其余符号意义同前。

（2）当所选出的砂泵工作点与要求的扬程方和扬量Q不一致时，应进行调整。调整
方法有加阐门调整和改变转速两种，前者因闸门麝损太快，且消耗动力大、不经济，后者
可调整皮带转速或改换电动机，但如砂泵转速增高时，箭了解砂泵强度是否许可。

变换转速时，其扬量扬程和功率的换算关系式如下;

Q"=0" (1-11-87)

H"=H（8一 (1-11-88)

(1-11-89)

式中 *、x"———分别为变换前、后的转数，r/min;

Q'，H、N———砂泵转数为r时的扬量，m2/h，扬程（10*Pa）及功率，kW;

Q"、H"、N??—砂聚变换转教至""的扬量m*/h，扬程（0^Pa）及功率（W）。

4，电动机的功率N'（IW）;
K'xQ'×10H' (1-11-90)3600×102 ×可

式中 T——砂泵的综合效率，η="'+r"

r---砂泵效率;
η——传动效率，直接传动时可=1，三角皮带传动时了"=0.95，平皮带 传动时

"=0,8～0.85;
K′——电动机储备系数，一般为1，1～1.25（大电机取小值，小电机取大值）。

}1，5，3，4 射流泵（水力拓升叠）近输

I，使用条件与优缺点
（1）使用条件，砂矿储量小的狭窄采坑，可用射流泵作为辅助的水力运输设备。

〈2）优点，储构简单，容易制造，重量轻，移动和安装方便。

（3）缺点、效率低，一般为15～~30???程低，最大哥达20～30m;必须有压力水

供水系统，且单位耗水量大，约为15～70m3/m2。

2。射流泵的选择与计算
射流泵的结构形式可分为封闭式及敞露式两种，封闭式射流寨较常用。

1）抽吸系数（a）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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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方y。 (-11-91)

式中 Q、v——分别为抽吸矿浆的流量（m2/s）和比重，
0，、Y——分别为喷射水流的流量（m2/s）和比重。
2）压头比例系数（B）的计算

β=方- (1-11-92)

β一般为0.1～0，4。
式中 H——矿浆与水混合后，出扩散管前端的压头，10Pa;

H-——喷嘴出口的工作压头，10*Pa。
3）混合室与喷嘴比例系数（m）的计算

(1-11~93)辨=云

式中 F，、F——分别为混合室及喷嘴的截面积，m2;
d、4，——分别为混合室及喷嘴的直径，m;

如保持βm=1，则射流泵参数最为合理。
4） 射流总效率（7）

<I-11-94)

符号意义同前。
11.5.3，5 加压量输的设计计算实例

1.基础条件及其散据计算
某砂矿采矿场设计生产规模为2100t/d，每日工作§班，每班工作6h，耗水比为13，4t/t，生产不均

系数取1.1，矿石真比重为2，8，平均粒径0.6mm，含混率85??矿浆扬送高度为17×10PA，扬送管长度

150m，矿浆吸入高度4×10Pa，吸入管长度8m。砂矿含水率为10??

1）矿浆流量

流量中矿石重量，Q--23011t1/

流量中水的量量;W=117（3.4+10??=410t/h

Q-K(P-+w)矿浆流量∶

-（票+40）-497≈50m'/h

2）矿浆重量浓度

K。-TG-×100%
=22,2%

3）矿浆比重
r-7--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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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0，3②2言8-1）=1.17

2。宗界浓速和路界管坯

临界液速，?z-√p;-V节

取λ= 0，0234

r=√9.8IDVxs辽T0.028=5，1iVD

疗径; Dap=Y-AK520-=0，42

将Dxp代入;0xP=5.11Y0.42I;一 

Prp= 2,84m/s

=0.4217方言=0259=2

3、营整厚度

6=0.5D(1r±0

式中 P-—工作承力
P=1.1（7+小）1，17=27×10"Pa

F——许用应力，200×0.1MPa;

E——附加厚度，攻0.9cm;j

D—管子内径，25cm。
ig826+0,4×264σ= 0.5 ×2 16620-1,3×264

= 1,1GD=1lmn
4。砂采扬程和管降损失

压实损失，s=ir+4

i,=915×10-*×1

≈315×10*×0;255=0，4
di/D 与-份

√BT×0，25×Txz，以灯，丽xT-0.08×10P

i.i"＋di
0.04×,17＋0.086=0.13×10Pa/m

砂泵总街程
H=（臣+H）r+（L*L，3》i+T+n，
=(I7＋4)×1.17+(150+8)×0.13+0.05×C(150+B)x.132)+2

≈50（1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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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动机功率

v-KO'H1000.
=3600×102万

1.2×500×50×1000=204.2=210kW3600×102×0.4

综上计算可得。
500m2/h矿浆说量。
2.84r/s矿浆流速;

停铁管内径2.50mm选用管子及直径;
平柚-200型选用砂泵型号（
50(10Pa)砂泵程;

210kW选用电动机功率。

11.5，4 例 虹 管 冠 输

11.5.4.1 使用条件
倒虹管运输系利用矿浆在管道进口与出口间的高差，产生矿浆柱的静力压头，使矿紫

由高处经低洼地带再上升流至较高处，其使用条件如下;
H -H2Z

中 H，——管道进口处标高，m;
H-——管道出口处标高，m
2i——管道水力损失，m。

11.5.4.2 使用实例
我国使用过的倒虹管，其最大内径为400mm，矿浆流量500～700m2/h，管道材料有铜管、铸铁和管

舞绿者铸石内衬管，解绿岩铸石内树管的耐磨性比钢管高10倍以上。

平挂矿务局水岩坝矿曾和用倒虹管越过凹地进行自流运输。该管矿浆实际流量约 525m2/，浓度为

1??右，矿浆出口压力1.38×10Pa，砂矿体重为1.32t/m，砾石含量10～20??最大粒覆为 25mm;

管道在平面上换了三次方向，其拆角最小者约120°。其运输成本约为砂泵运着的20??右。管道戴设的

实际割面与计算结果见圈1-11-3，实际平面见图1-1-《。

11.5.4.3 倒虹管运输的水力计算

1。管路压头损失（10*Pa）
(1-11-95)H=L;V

式中 Z1---管路长度，m;
i——清水的压头损失，10*Pa/m。

f。值见公式（1-11-58）和公式（1-11-59）。

算出管略压头损失后，再加约5 ??局部损失，即为管路总压头损失。

2矿浆流速
（1）临界流速建议用公式（1-11-52）计算
（2）糊虹管各段的流速，从例虹管的入口至出口，各段流速应避渐加大，至少应分

三段计算，即起始下放段，低注平缓段和上坡扬送段，根据平桂矿务局的经验，其算式与

参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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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幅员

--15,

采 空 区

图 1-11-4 水岩坝砂矿倒虹管运轴平面图

下坡段的流速（m/s ）;

(1-11-96)0,=(0.7～0.8)Fke
平缓段的流速（m/s）;

(1-11-97)tr= (1,1～1.2)"zp
上坡段的流速（m/ s ）;

(1-11-98)0,=(1.4～1.5)rkp

（3）倒虹管各段的管径（m）;

D=√致- (1-11-99)

式中 v——倒虹管各段的流速，（即v、U、r，），m/s;

r——圆周率，对= 3.1416。
11.5.4.4，管道系统铺设及防阻措施
（1）起始下坡段的管道坡度以22°～35°为佳，坡度过小，则本段易沉积堵塞，坡度

过大，则低洼平缓段可能沉积堵塞。各段管路坡度最好一致，尽量立免变坡和起伏不平。
（2）由大管径过渡到小管径时，应使用锥形管联接，以减小接头处的水力损失，接

头管长应大于1.5m。
（8）矿浆进口处设置25mm筛孔的格筛，以隔除大块及泥团。格筛下面设 量调节储

浆池和控制闸门，储浆池容积为30～60秒的矿浆流量，从保持倒虹管经常满管为宜，如容

积过大，则池底可能产生沉积堵塞。
（4）在矿浆进口处附近设置清水储水池，以储存200～300m2的清水，或另设专用清

水管，以便因事故而浆断流时，立即冲洗管道，避免矿桨沉积堵塞，亦可用以调节矿紫浓

度和流量，保持均衡运输。
（5）在管道的低洼段安设3～4个事故排矿网和事故池以及高压水阀，以便发生堵

塞事故时打开高压水两，用清水冲洗堵塞矿浆，并由事故排放阀将其排入事故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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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倒虹管输送矿浆前，须用情水或低浓度矿浆冲洗管道，待出口处有清水或泥水
流出后，才能流入设计浓度的矿浆，以免管道阻塞。

（7）采场采矿时，须注意配矿，保持粗砂、细砂、泥土兼采。

11，5.4.5 例虹管遇输的设计计算实例
1，基础条性及其数据计算

以平桂矿务局水岩坝侧虹管为例，矿浆流量为500m2/（即0.139m/8），扩浆重量散度为11??耗
水比为1，8，矿石干体重为1.32t/m'，矿石比重为2.8。

1）矿浆比重

=z，E二.12，a-T "1，076e

2）临界流速与临界膏径计算

临界流惠; vke=√DRVz

=0.6x
3=0.027

h-√9.3DPY×0.58×工6×0.07=4，06vDA

乎D-Y4，而vxp=4.08√D-xB

则Dp=〔0.312Q）T-〔0，312×0.139）=0，285m

vsP=3i4×b,285r-=2,18m/s

3）各段慌速及管径选择
下放段∶源源;s=0.8×2.18=1.74m/s

D;=0.42Y-.=0,318=

平缓段，流惠0μ=1，2×2.18=2，62m/s

后，=0，，259s0.30m管径 DL-0.4V5与=0，

上坡段;流速 0，=1.5x2.18=3.27m/8

管径 D，=0.42Y3。，=/—5， = 0.232≈0.25m

4）管路损失计算
倒虹管系由各段管赔棒联。局部损失按5??，则管路总损失H（10PA）为

H=〈1+0.05）E H;=（1+0.05）以h，iY

下坡段，管路长度203m;

B=《+.05）×203×.00915×一.3前一×1，076

=2.59×1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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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姜段，管路长度146m，

Hz=(1+0.05)×146×0.000915×

=5,14×104Pa
上坡段，管路长427m，

H,=<1+0,05)×427×0.00915 x- ，25×1.07良

=29,84× 10*Pa
管路总损失

H=H+H＋H,=2,5+5.14+28,8=37.55×10*Pa·
水岩坝倒虹管选口与出口的高差为。

H,-H,=206.3-167.3= 39(10*Pa)

则尚有剩余压头为
39-37.55=1.45×10*Pa

可保证演侧虹管的正常输送。

11.6 水 力 排 弃 场

11，8.1 排弃烯的位置选择

选择排弃场位置应考虑的因素;

（1）充分利用地形，使受土容积最大，堤坝工程量最小;
（2）尽可能靠近采场，使输送泥浆的沟道工程量最少，回水的扬送高度最少，经营

费最低
（3）避免在村庄（或工厂，采场等）的上方设置水力排弃场，以免堤坝发生事故时

淹没村庄，如难以避免时，必须采取保护措施或迁移村庄。并应尽可能地选于主导风向的

下方;
（4）尽可能不占或少占农田，民房。排满后应复土造田，

（5）如泥浆中含有有害物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影响其他水流的清洁，保障

附近居民，牲畜和农作物的安全。

11.8.2 豫 弃场 设 计

水力排弃场的设计与选矿厂尾矿库的设计基本相同。

11.7 技 术 经 济 指 标

11.7.1 砂矿开采的卖际生产指标
（1）新冠厚天砂矿水采水运自流运输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1-35。

（2）黄茅山露天砂矿开采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1-38。

（3）老厂和平统砂惕矿开采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1-37。

（4）卡房大坪子露天砂矿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3。·



泰 1-1-35新思砂矿水果水量镜术经济除 1985年19864年19e3年198g2年76～1984年5g~1年1961～16年866-4970年1971～97项目序号 59z674967935s31666373～564~6737085～制197~799 7147~3日生产水平（V④） 12r,68～410495207～178~2!152~i2水检效率（/b） aps484510oro 10o86105g68～1867i678~119003748~06e260～5320~93209260全员劳动生产率（1/a） gpA89521159 100171660～19B620~1380u4s0~1z739~97659650～540工人劳动生产率（t/a） 4,524.84态，673.e13、291.43～2,353.8~2.882.78~1.383.9～3.014.6-4.5单位消耗，水（t/t） 5.772.7n2,231,24~2.942.4~3。1.4-0.A1,t~1.电<Wh/ti 1r7.18.1216.013.0.4~I8.s1,8~8.632,3-112,3～8,61..8~3,.1炸药（kg/k 1.9s.110.7.78.2.95.8~u.s16.3~5.66~2-5雷雷<个/k1） 24.622.17.25.7-1,110,5~2.14.8-1.54~6.5引线（m/kt） 囊 1-1-86贫疗山砂矿技术经济症标 年s年p02年48s年s71～1978年193r7-1960年196-1565年（196-1970年954年1985~1956年项序号 机梁水蒸人采机武 机采机运采矿方法 u4xa 23-z9s ]19903274～3482069~236875-1868的～766245日生产水平（t/d） 481～70246～45挖题机台疫效率（t/m' 47~91204～187153~184188～112水鸭教率《t/h） 3527835-4364505～9505071-42862037～54611013~160:全员势动生产率（t/m> 92～5s050zia14-9876784~0634548～4BB到51～5971063-169024.3工入剪动生产率（/A） 7,5-10.0 o1.742~5,ar2.0]~2.51,78~3.97,09～1,3.934单位消耗电（Wh/t） 5,48～4.79 4.482.85~3.39。657～S,23，2的9～系，716,s48～2,08水 T/t） s6,1~49.53.7~6t,.a51.0~16,0.5~30.69.7炸药《kg/kn） ar.2,8~w.028.2~24，腔27~13 -4.89置管〈/kn） ]5.97.5.4r.s8.s364～69,4 55～界引盛<m/kt>【



凝 -1-37者厂和平坑歇矿开采技术经济指标 1983年1984年1985年198年5～1980年 11366～1976年11961～1965年1958～1960年营 项 2102585207;42287229～3010 28503570～2817249～34802+90～25501522~2199日生产水平 t/a AM0-《Z5280～3982挖通机台斑效率（t/m少 120125109～136.1 130104～14513～11558～110—～49水枪效率（t/h） 220818721l6～25923094～1858101~927全员劳动生产率（t/a 3864～30661746～20331a5~172工人劳动生产率，（t/a） 2.61~1.78│单位消耗。水（机来水运）（t/t） 3,093.53.124.37~3,292.872-3,0!（水采水运）（t/t》 3.7~2,05.855～1,B3t 2,01～2.63.324~7,883电（机采机运）<Wh/ 9.282-11,1D)J1,378～5,51（机采水运）（Wh/） 7.0│13,03-7.8 6.1911.45～8.B49.0-12,4一～s.56（水采水运）《Wb/t》 78.363,2 b67.572B8～45,411-96《g/kt)炸药 37.818～5.2 40.《25,8 27.8<个/kR） 7.1│50,a52.9 30～38.7 83～26.8 51.10引线 囊 1-11-308卡身大界子砂矿效术经济指标 1983年J194年】195年198-1970年 Y971~L75年1976～1980年191年12年1958-138z年项序号  机采水运水采水运人采水运采矿方法 18a}85丨1s48~2032087~233s 142s~2221~n41z3s1011～48日生产水平《/a）2 4s60～60120～66123～14118水枪效率（t/h） 25499r326762580 3072480~27123492～462032～45362716 2443～2890全员劳动生产率（/A） 332490340d3312824～358 41768B27～4r7025B～2633018B工人劳动生产率《/间） A.314.345.144.253.3-4.I,uB-I.364 1.509～3,A51.5~1.617l,6181.936~1.1611.单位滴耗，水《t/D） 3,54.68,315.0~2.41,11~2,30.68～1.081.0-1.780,874-0,7?电（Wb/t） 57.930.964~9.28a0.7~7179,<9～a.0o66,2~98,4.02炸药（k/k） 94.589.1│9.7 7is}59.6~79.98,74～79.479,02～60,50│50,66 83.4~0.388,04～5.6雷管《个/k》 39o 148,9x4s.8 230~138,08118.3-160.7.37~I77,s.01~12.68110,64.7~130引线（m/k）



赛 1-1-89古血委矿水很水量数术愿济征象 194e1983年1382年121年1978～19e年1073年～1975年项 1955z821502199207310~2650W7~1240生产水平（/d 1o4861001u3水检撤率<t/h）a 228a190Bzo4～1428157e金员劳动生产率t/） 360~201o215工人劳动生产率（t/） 4.884,4.504.586.5单位消能，水（G/t）6 4L.Z49,633.144.654,29~27.4炸药 4g/kt 2.134,648.312,7-2.119置资红个/x） 器.S50.592.521~,32,引线（m/k 9.11 8.79,2g.58146.制3~3，20o,86电（Wh/st） 表 1-1-40水岩损登晶矿水影水量技术经济牲 2945年194年1983年1982年1981年198年1978年17s年目项字号 41z7.0823.16 26,922.928.073,2538.4233.85水枪效率（/h） 47.3962│44.0567,9966.5136.8533.65砂测运矿效率（/h） 39,86 08.9715.9 189.7162,9171.6242全员劳动生产率（/人·月>3 124,42192,9.557,21372,4419,54489.9370583 44工人劳动生产率t人·月） 12.4513,8812,6910.0213.312.37.557.99,86 11.3单位消耗，水（/）· 4.169.9B.4512.2510.27电（Wh/） 0.9 0.0050,032,0881 0,v006.011 0,0r80,04炸药（k/） ,00040,009s0.0230.0090.021 0.000g0070,435翻管休/） o.0 0.0090.0180t0.0xa0.051。的530.眼结0.8 0.02 0.018引搬（m/》 7,457.43s.322.733.43矿石报失率（??5} 矿互黄化率（??



n

章 1-1-41着赔砂器矿水梁水述搜术经济催标 1985年934年60年181年 1962年 193年1975年1978年1877年176年1976年目序号

2.0g4.5321.sz,472,8117,s18.414,2z2.5 1.8水枪效率G/）1 3.1619.2 20,819.317.3321,8316.224,0520.6图秒浆孟矿效率（/h） 56,3474,45 4L.3983,1646.469.556.5 48.642,531,848,8会员劳动生产率t/人-月） u7.6 120.361os3.1163.386,264.877.工人劳动生产率《人·月 r0.313.52B8.619,718.19.119.919,8单位消耗，水（/b）4 18,9623.4715、移 20.316.0413.6614,0714,8320.2520.1314.55电（kWb/ 6.8520.034 0.9630.040.070.020.5a 0.01o.051炸药 （g/） 0.0890.0E0.030.0480,05.1139,5蓄曾（/ 0.11 0.,230,03930.078o.0616.070.070,1rs9.16s引编（m/b矿石损失率（?? 20.8矿石雷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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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古山露天砂矿水采水运（砂泵提升）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1-39。
（6）水岩坝露天砂锡矿水采水运（砂泵运矿）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1-40。
（7）新路露天砂锡矿水采水运（砂泵运矿）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1-41。
（8）里松露天褐钇铌矿水采水运（砂泵运矿）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1-42。

松褐忆铌矿水果水坏技术起法指标 豪 1-11-42

1975年 1875年1076年 1978年1977年日项序号

12,0 38,9754.9115.8永枪效率（t/h）1
21,520。5512,4 11,9砂泵运矿效率（t/h）2
15915]1329555全员劳动生产率（/人·月）8
252230200138工人劳动生产率（/人·月） 89

单位消耗，水（t/D）4
3,152.96 2.,131,78电<EWh/t） 2.4

0,07 0、钻50.D?0.625炸药（Eg/） a,01
9.0810.0370,0640,025需管<个/
0,0580。0610.1060.G37引线（m/t》 0.014

矿石损失率 〈??
矿石黄化率（??

（9）八一锰矿水果主要指标（砂泵运输）见表1-11-43。

泰 T-11-43八一量矿水果指标

八 一 罪 矿 <1970年》指 标 名 称

水枪效率tt/h）
136采矿全员劳动生产率（t/d）
192采矿工人劳动生产率（t/d）
B~g采矿单位耗水量（t/t）

3。4-4.6采矿单位能电量 《kWh/t》
5以下矿石损失率〈??
z以下矿石贫化事（??

11.7，2 水 抛 工 作 指 标

（1）水枪生产能力，参见表1-11-44。

（2）平桂矿务局各种土岩的水枪效率指标，见表1-11-45。

（3）云锚公司各种喷嘴直径的水枪效率指标，见表1-1-46。

11.7.3 砂氯的工作灌标
（1）老厂锡矿和平坑平挂-200型（8×25.4mm）砂泵测定资料，见表1-11-47。

（2）八一锰矿对平桂6×25，4mm砂泵测定资料见表1-11-48。

（3）云锡公司对平桂-200型（8×25.4mm）砂泵主要部件磨损周期测定资料，见表

1-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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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44水 掩 台 班 生 产 能 力

阶 段砂土 流 量 j (m)
砂 土 性 质

(L/8)分类 6～10 >1511-15<5

细 粒 砂 50410o 450368338
78粉状砂 603
1608轻的土 808200 472I 723
1256松散截土 1108840250 920
1520松散泥炭 1608300
48D中应 砂 336100 312228

504 60846s各种粒子砂 150
中等亚砂土 200 563Ⅱ

1018轻阶质粘土 776720250
1208敢密黄土 300
288大粒砂 24010o 224
4s336重亚砂土 150
568中砂质粘土 480200 448T
72063z592重砂质粘土 250 580
惑8d712瘦 粘 土
20017818砂质土 100
304272264248半肥粘土 160
40036220y
504s4025n 424 eo5552u3ou
12810496砂质砾石土 19t
192168160150 152半肥粘土
24B8224218
412264248250
37633B320280800

表1-11-45平准矿务局水枪效率指标
单位水耗采矿效率阶 段 高哦听直径喷嘴玉头

土岩 种 晏 (m*/m*)(m"/h)(m)(mm)(10'Pa)

17,512,57-10505硬砂典粘土（含石率30～即?? 1.1228～105068砂质软粘土（含有率20～40% 719.6一β3856粘土<含少量砾石） 205-73B秒质粘±（含石率20～30% 11.215020砂质粘土（含砾石碎石25% 9.731.25～650100非粘性砂质粘土 7,224,3638103精土含砂层 9,339.450124粘性砂质衷+层 7,0君..D662.585砂质粘土（含碎石的s-40?? 6.855.167,585砂质粘土（含碎石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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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17-46云锡公每水枪数率指标

采矿 量 每台水枪采矿效率无 泵 数 水抢台数 耗水量工作压力 浓喷嘴索径 度
<t/h) t/h)《y/h) (%)(mm)(o.1MPa) （舟）（台!

3891290 368103 201两台 1
279279z01 99090两台 11
22022780 2080 111两台
2102152078 7431?两会

194975 702 203期台

349349123010s 1 202o两台
2?a2732q1 067aogo两台
2202208 20. 78110

3o 165765 1371 20Ja两台
323 1612075,6 2 114710两台

159312063,5 r3116
278 139的，B5 2098410两台

13328775.52 2094610 2两台
141282营.50 201参010两合

囊 1-11-47和平状平楼-200强时暴病定资料

5 r 1· 12°●3" 9·1· 10*s9砂 泵 编 号

2328采场，大明灌，一级泵大明槽，二级泵 意家花扎口2434m天生
译，墙， 235sm拆高站，237m标高站，235m标高标高安装及使用地点 243zm[
标高标高

长_产 时，闽 72,1 73.172,3.571，玛272.667, 7.27,871.s20.9}70.4
式毁 人 人 式吸工 作 方式 入 5饭大'式

7807805B780 2s8o!78o760砂泵转速GI/min> BOo g0o 780
32322830 33039 30a026,B35.几何场程（m） 85,5 

1900<个I50）允许通过量大块度《znm） .高 度（m） 4
吸

200融 管 径约mo）
臂

钴 料

220i224228107[1n} nr??长 院（o）
250管 径（pm）出

13131318.1│1919坡 度（??砂

管
色 管管锅铸 铁管材 质 经管

240 2101Tu6245210了30210】知010 24210】1的0{41521020340210245245功 率（kW）
帝皮角三与砂泵迷接方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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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

砂 泵 略 号 12"
矿水比（矿水） 1:

Z4.4浓 度（??

洗 速（m/8） 2.742,892,38 3。16!2.15] 3,293.10 8.143.05 sn2.2,30 ----
插 量（m"/h） 416 12 309 619 534 549 4a7 5<0d94 5do

台时效率《t/h） 11s 12 84 132 150 158149 149 Y47 47145 134

7367138 ??42 6205价 铬（元） 6741 6735 e745]

八一锰矿砂泵测定资料 表 1-11-48

数 据项 目

6.13 15.479,80 5,95 5,715.79+25
B.432,99 3.i 1,$66.38 8.1B+15

矿 6.β15,83.14 z.573408.75
12,5010,17 11.38 7.3a17.94 8.40+5
16.4B20,4715.24 11.8e11.02 13.64*2粒 1,6229.80l,652,381,12 3,35+1

2.482.751.44 4,18+0.5
5.527,318.50 2.353,10 8.02十6.，18

4,555.242.75+0,10
成 1,540,89 1.34+0.671 1,22

3,886.10 5.0a5.60 8.55 6.75＋0,03
10,8315.22 [ 13,415.14 16,64+0.01
11,0613.3517,3518.93 19,2018。11-9.01
11,186,62 4.7925.452 5.1899.49平均粒度（mm）
17,9824.35 17.3919,24 1B.3512,19矿源重量浓度（??
zb9.05287.84285,19282,10281.75284,73砂那排浆量（t/h）

表 】-11-49云得公司砂泵调定麦料

注备扬港矿石量（t）使用时间（h）邮件名称 芽 】

1500-350050-200铸钢叶瓦 1540～20D0120～150生铁叶瓦
压人式比吸入式使用时闻长一倍5000～12000440～1000费钢叶轮

4O00～500o300～450生铁泵 000～12005500～100铸钢泵胆 qp00～120600500～1000铸钢整板 多为断襄式弯曲药3000一年45°钢大轴

（4）云锡公司所用矿泵的技术性能对比见表1-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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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编公司砂泵技术性德对比 表 1-11-5

砂 系客许通过电机容量 出 砂自流 量 机械效率转速全物强
触大块匿 总T量径直型 号 经 直

ckw) ()(%)(r/mim》 (mm)(m*/》 <ma)(mm)(m)

80～4a18~24e 100～13 4,025～55 50-800 200 250380～450平桂-00
60～40 z,21230 1003023~308H;-200 250380～ 460

（5）平桂矿务局砂泵的纯运转时间和利用系数见表1-11-51。

泰 1-11-51平偿矿务属动渠统爆美时间和利周系欺康

年1961年1975年1976年13177年497年1979年}B80年19 FJ983年【984年【L985年指 标 名 称

3×25，4mm 砂震
20.614.9(19.8 20,42319.7 ]6.4 }18.417.2 18,819.66纯运转时间（b/d）
20,712,924 20,7kd,3! 19,<7.119.87.818.zl14,7M路
20.520、321.8 21,221.122、922,722,220.218,4 ]9,2水 岩 坝（h/d>

2417.123.9 24墨松 （h/d）
52.06? 32,485,0 71.L68,5 167,079.273.363,569.]利用 系 数（%
51,829.27.5.74. 68.384,780,5 72,072,473,868.5 新路《%
52,341.519.4B9,993.1 Bi.78.374,17660,582.4术 岩 须（?? -5.451.20,6 j638里

（0）砂泵电能消耗（kWh/m2），参见表1-11-52。

表 1-11-52砂 泵 能 辆（Wh/m2）
号_型

矿浆浓度（欧水比> ]8H28H3

0.90.85]4
1.223±6
1.471.391B

11，7.4 砂浆、水泵、水枪的材科消糖

材料消耗参见袅1-1-53。
表 1~11-56台缀材啊满靶来（kg）

型备设

泵阶材料名称 水 舱水 泵
12P-78F3平桂一

0005-6.010,03-8,080,400,15食施 ,04～0.150.450.30机器油 0.01-0,05-汽车润滑胺 0.0t0.08-0,140,400.20浸油的封填料 -0,01~0.020,050.020,02煤油 0,0L01n,150.d8D.08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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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链斗式采掘船使用条件

采掘船有链斗、铲斗、抓斗、索斗，绞吸、耙吸、斗轮吸扬、装矿-吊桶、气压泵和喷射泵
等类型。其中链斗式采掘船在世界上使用最广泛，占总船数的70??上（图1-12-1），其
次为吸扬式采掘船，主要应用于非贵重金属砂矿;其它类型的船应用于开采浅海或深海砂
矿床。采掘船开采须拥有10年以上的地质储量、零星高品位矿体可缩短。

链斗式采掘船由行走、挖掘、排尾，选矿、供水、电力、电讯和仪表、机械、船体、
空调十大系统组成，其中行走、挖掘、排尾、选矿、供水是生产工艺的主要环节。

图 1-12-1 桩柱式链斗采猫船示意图
1-斗辨，2-斗键，3-下滚高，4-工作面，5一提升斗桥滑轮组，6-浮桥，7一水枪，8—上岸

桥，9-前檐杆，10-艏起重机，11-主桁架;12-电梯，I3一桥式起重机。14一主驱动，15一桩往

绞车;16一胶带机绞率;17~后诡杆 18一砾石校带机固定钢绳，19-胶带机传动绕置，20一恶石

胶带机，21-尾砂翻蓿;22一桩柱;23一精选跳沐机，24一般选跳汉机，25-左横移绞车，26一右

横移较率，27-斗桥提升绞车∶28一左横移钢绳128一右横移钢绳;30一岸上滑轮;31-横移钢蚬

固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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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采掘船开采砂矿床具有基建时间短，生产能力大，劳动效率高，节能，投资少等
优点，国内外广泛地应用于内陆和大陆架以及深海砂矿床的开采，而且应用范围有不断扩
大的趋势。根据不同的土岩性质，各类采搁船大致应用范围见表1-12-1。

聚 提 般 的 座 信 范 ■ 染 7-12-1

贯 击 次 数质土
相 应 的 采 漏 船 类 型 {d5)态类别

10次以下质软

10～20中 吸质
砂 土 饱 2-30插员硬

30以上最 硬质

30以下质款
硬质抄土 30以上

软 费
岩 石

12，1，1 土 岩 性 质

链斗式采氯船适合于开采Ⅰ～Ⅴ级上岩，对于Ⅶ级土岩，只能在清底或超挖开拓时临

时采用。
我国岗未规定适合船采的土岩分类，故列出铁道部和苏联的土岩分类于表1-12-2，

1-12-3。

2。1.2 开 聚 救 术 条 弊

12.1.2，1 電于散买的技术条件
（1）经剥离后链斗式采掘船总挖掘深一般不超过60m，

（2）矿体最小厚度一般不小于2～5m（筑坝开拓例外），

（3）矿体宽度不小于30～40m，对窄矿体视矿体品位而定;

（4）底板坡度一般不超过20～25??如采用筑块或转开拓时，需验证，

（5）开采拥有水冻层的砂矿床，永冻层厚不超过8～15m。

12，1，2，2 不懂于船采的技术条件

（1）坑洼或隆起较发育的底板;

（ 2 ）喀斯特溶润很发育的区域;
（3）过去地下形成的采空区面积大于2600m2，并存有障碍物（坑木、铜材、其它

材料以及地下构筑物）。

】2。1.3 矿砂土岩物理机械性质

（1）土岩平均松散系数一般不大于1，35，
（2）巨碱石含量不超过表1-12-2及1-12-3的值，如超过则须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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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握船开采砂矿床的土岩分类表（苏联盒矿总局） 囊 1-12-2一一=
类 性岩 质 讼散系数

无树根泥发，松散植物层，沿泥凝卵石和尾砂端;非粘绪的中粒和粗粒石葵及石英一长石砂，有
时混入少量的卵石和碎石，非粘绪的砂石，很少有大卵石，漫泥质或夹有少量的亚帖土杂质，砂质I,12I
一粘土（亚帖土，有时夹有卵石和碎石）粘结性偶的秒一辟石一卵石上岩，这种土岩易于用挖斗
从基岩中分离出来，易于冲洗，此时满斗系数大于1，每分钟通过的斗数最多

夹有少量卵石和碎石（30??的砂一卵石或卵石充填压实，减胶结的土岩〈用钻土胶储） 1.20
这种土岩要用一定的力才能挖出，因而降低了生产能力和如斗速度，冲洗性能差，滴斗系数下降 

夹有辱石的粘土（粒径<5em占15??上），残积层，有棱角的底岩碎块（御石、条石、片石），│
由粘土粘结;碎续粘土质、砂殿一粘土质，炭质、云母质和石灰质片岩， 1.26I

此种上岩比较致密、挖斗运动速配小于Ⅰ级土岩，冲洗性不好，滴斗系数小。必须停船清扫斗架

轴受矿口

夹有导石的粘土（粒径>50cm占30??，没有破坏粘土胶络的泥质灰岩和砂岩、带裂隙的火成

岩、毕收结的砾岩 1.80了
挖掘此种岩土时，花斗运动速度小于】级上岩，由于冲洗性不好，底板坚固，挖斗滴斗系数小，

处理蔽石时必须停船

将鲷贴的破亡（不易从挖斗卸下），带有砾石<位径>50cm占50??，半激碎的大块矽岩，砂～帖

土质云母片岩，裂隙发育的火成岩，粘】（胶结）质岩石 1.35V
易于挖掘，但冲洗性不好，工作时挖斗常常被夹和脱链，挖斗不易馏空，所以满斗系数下降。为

排除砾石以及筒筛膜动，打扫斗架和矿瘤必须常等船

冻结土岩<永冻层和季节冻），节理发育的未开采的变质结晶页岩，火成岩和坚硬的沉积皆。 1.46[ 此种岩石很竖豪，所以挖斗搞斗系数最小，但挖斗运动速度变大，因为挖斗在土岩上打滑

我 1-12-3苏联中央地质端探研究所细果难易疆度的土岩分类

松散系数性 质 岩类别

无树根泥发腐质土屋，轻质非粘性沙，轻质亚粘土，亚砂土，大粒砂带有小卵石，小河

1.05-1.12│秒但没有转石;郭石和尾砂粘结在一起形成的砂雉，砂质页岩、砂，小卵石和砂，但没有【

粘土贵和神石
无树根泥炭、致密腐擅土屋带潮木根，很少有砾石;松散的非粘性土岩，卵石和碎石;

1,10～1.20I粘泥、中等酸密土岩，卵石夹杂有单个转石和粘土杂质、小碎石，小河砂，常被食福色粘 

土粘结;卵石和尾砂粘结成的砂堆

由粘土胶结的砾石一部石，粒径<50cm占1??粘绪土有陈石、率石（碎片，韩石）、
1,26~1,30│被粘土胶结，淤泥质和泥质砂岩有卵石、碎石和转石，破碎的泥质、砂质、粘土质、发Ⅱ

武、云母质和石灰岩页岩

 重粘土、粘滞密实粘土，有卵石和碎石，转石粒径>5ocen占1～3??没有破碎的呢

1.80│灰石和砂岩，河砂、瞥转石、圆鞍瓣的砾岩，严重风化的基本岩体，页岩、砂岩、火成 

J
│岩、转化成砾石和碎石，软质岩、暂性砂岩、混有不均匀的有棱角的碎块和转石，没有碳

环的粘土质和砂质粘土页岩

 等常暂命的粘土、砾石>5cm占3??上，半破碎的大粒砂，砂质和云母质页岩，严

1.36～1.35重液碎的火成岩，非常败密的粘土质，被含铁和含钙溶液胶结，有六量不同烧格的卵石，│

严重融坏的火成着<闪长岩、正长岩、斑料等）;磁石耀，有沉积岩的卵石、泥质大粒砂

岩、淋溶松散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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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表

性质土 松散系数岩类别

非常验密被胶的者石，混有大粒的有按角的岩块、裂隙充填的变质和结品 页岩沉积
1.40～1,60│岩，产重破飘的坚鹿岩层、粗钕状的破碎火成岩一花满岩、正长岩、伟 品岩、花岗因长 夏

岩、恽长者等。裂隙充填石英脉、拨积碑石

说明。1。若砂矿床中，存在永冻层，应列入第VI级1

2。溶解的土岩，应按其岩石组家划人相应类别中。

（3）砂矿床中不含大量的巨浮石（或叫漂右）;
（4）粘土含量>15??极难选的矿砂通常不适于船采。

12.1.4 供 水

船采须向采池补给新水，其量按斗容的I～2倍计算，即50L船所需新水量为50～190

L/s，见表1-12-4。

表 1-12-4不同斗套管斗式聚复舶补给新水量表

最 大般最 小斗  密 备 注
(L/s)(L/s)(L/s)L)

1005D 进采舱的补充水量没50
2001a701Q0 考感供水沿途损失250150100150
500250150260
6at300150300
7803020038
8o000200
1200g0600数00

补充水量取决于矿砂的含泥量。含泥量<5 ??且水量充足时取一般指标，水量不足

取下限值，含泥量>10??上时取上限值。

12.2 开 采 顺 序

砂矿床的开采顺序，可分为上行、下行和混合式三大类型。
开采顺序的分类及它的特点。优缺点，使用条件见表1-12-5。

例 吉林省珲春砂金矿属于河谷冲积型砂金矿床，共有两个工业矿体，矿体沿走向威诚没有封闭，

且为D级储量;富扩段及B级储量位于矿体沿走向矿量的中心，地面坡度为0°～3°;矿体宽度不等，最

大724m，最小40m，矿体平均宽度为225m，矿体平均厚度为5，3m，水下矿量占可采总矿量的96??上;

管水位高，距地表1.7～2，5m时见水，底板为难挖的花岗岩和鞍山玢岩，底板坡度较缓，纵向1～5??

横向5～20??矿体上部券田面积占矿体总面积的i2??该矿采用两接250L桩柱式链斗采掘舶，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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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珲春河以外，影响开采顺序的河流有三道沟川和柳河子川。

根据上述条件，单舰相背法和单艘相背返航法是可行的。经 表1-12-6的技术比较，推荐单粮相背开
乘法（图1-12-2）。

袭 7-72-5.主要开果顺序分岗及技术比枕表

开采顺序
特 点 优点 点 使 用 条 件缺

分 费

1。矿体下游避部封闭，1。不能先采富矿段，1。浅成矿体满斗系数高，生产
?，矿体品位均匀，无需选2。不易利用地面设施及构酯力大;

挥苜采矿段;筑物2、供水条件好，不易污染水
3，矿体端部不封闭时，可 3，首采矿段应达到B报捷连矿回收率高;

能增加基建投资; 量;s，易清底板。损失贫化率小
。需筑坝开拓时，损失贫 4.船在矿体下游 ，多艘船时。矿体宽度应4。度石所河流为弃，不易围

大于二倍最小采幅化大浅;上行开采法端部逆问淀上行
5。视哥良好，融秩水变化，洪

开采 水期易得安全;
6。调船灵活，易变开拓方法，

保持持续生产，
?。易保水位，确保船的安全，
8.管理简单，经营费低，生产

安全可能

1.同上1，2，3，4，1.同上1，2，31。筑坝开拓时矿体换失贫化
2。严禁水直冲水池，2。与上行开采法优点1-船设于矿体上 小;
s。有洪水威胁的矿体，船7 相反下行开采法游端部，沿河洗 2，无洪水危胁时采用混合开采

应设在待避区，不得伴法管理简单，经营赞低向下开采
止挖掘

。建网粮以上船的矿体;1. 同上1;1．各艘船服务年限大致相间，
2，同上1，z。建船辅助工程随船正比采掘进度计划简单;
s。不影响苦坑位置的选增加，投资大2。矿山末期，产量仍保高产
择，征粗农林，移民务船分别设在矿 3。损失贫化小;向心 和构算物，不存在地方体两骗向储量中 4.各船之间有可比性，企业管混 采法 所属权问题心开采 理极方便，

。比向心返航法经营登山，测
含

少地面设施是修费，二次辅
讼费式

1，同上1，2，31，同上1，2，1.同上1，2，3与上述基本相向心
2。矿体宽度不得小于最小似，但开采中窗 2。比向心法经营费高，返航 单钢或多幅矿及 采幅的二倍3，矿砂损失贫化大号返航时并果采法

果 1。建两艘以上船的矿床，1. 各镀船不易矿量平衡，1。易于利用矿体偏部的远景铺
2，矿体两端没有封闭，矿山末期产量不确;量;

法 3。B级缝量位于矿量中心2。历年采掘计划复杂，管2。与下行开采法和向心开采
多艘船位于矿 附近;理不便法，筹建集中，时间短，投

相背 4。甲方对征租农林、地面置中心处相互背 资与经营费低，
构筑物和对自然条件无开采法 3.易于利用高品位时段做散采离开采
特殊要求J区;

5，勘紧可靠，储量无大变4。损失贫化小
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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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开采顺序
使 用 条 件蒋 点 歇点优点

分 类

1.同出1，2，3，41。损失贫化大;】. 同上1，2，3;
2。矿体宽度不少于最小采未 2。比相背法经管费高2。船的T务年限相同，矿山未

与泊背法相似（相背 畅的二、倍期仍保产;
但开采中W单帽温航开 、船之间有可比性，警理力
或多幅矿验为返采法 便;
航时开采 4。比向心法基蒸时闻矩。投资

低

1、矿体储置大，需建船队，1，投资大;1，基毫短，投产快。
2。廊部有障母物智无法液2。资源利用纸;2。易于短期内透本

除或查漉，3.损失贫化大;
3。受基建投资和服务年限4.轻营费高把矿体分若干
的制约;分股法小井阳升采 。技术经济不佳的局矿股
匿不国采，

5。有永冻层时，先采无永
冻带

豪 1-12-6开 采 顺 序 技 术 比 较 表

单 触 相 背返旗开 采去单 艘 相 背 开 采 法

旺期促购矿体上都农田，减少投资（1》过河次数少，生产安全，经营费保，
（2）矿砂描失贫化小
（3）不需要对地面工业设施进行蛤修和多次搬迁，
（4）金业和车间管强简单

1。过河次敷多，生产不安全，经营督理费高;投产前征用土地和缴拦房量赞高
2。矿砂损失贫化大;
3.附要对地面设施进行维和多次墨迁，

4，企业管理复次

三遵

图 1-12-2 珲睿金矿相骨开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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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开 拓

12，3.1 开 掘 工 作

开拓工作，通常是指懂筑坝或挖掘基坑，采掘船出基坑和抵达矿体的联络通道等。
12.3.1，1鉴坑
基坑位置词设在矿体内，也可设在矿体的附近，前者出基坑不需要挖掘建道。

1。基坑位置选择的原则
（1）一般设置在首采矿段中的B级储量附近，以减少基建探矿工程量，也可以设在

首采矿段中高品位的采区;

（ 2）覆盖层薄，剥离工程量小;
（3）应尽量靠近公路，输电线路、地表可利用的民用建筑物和构筑物以及其他设施;

（4）少占和不占农田;
（5）在洪水淹没范图以外;
（6）供水条件好。
2，基坑形式

一般与船的组装方式、组装船所用的机具，船吨位大小，以及厂家建船工艺的习惯等

诸因素有关。常用的基坑型式主要有平地船坞型、基坑船坞型和副基坑船坞型等三种澄式

（见图1-12-3）。50～250L船一般采用基坑船坞型。

—600-
平TDg

梳拌串机毫

hAJtiAib

T~I.

图 1-12-4 荷兰300L船基坑图 1-12-3 基坑类沥

a—平地铅坞型;5一基坑船鸡型，t～制基坑船坞置J

1-平底船，2-耐基坑，8一主基坑

例 图1-12~4是我国北方某矿组装荷兰300L采制船时采用的基坑型式。图1-12-5是 我国南方某矿

因造船厂的要求而采用两个基坑型式。

3。基坑的结构型式
基坑结构主要取决于采拥船组装过程中起吊设备和材料。

基坑结构分为加固基坑和非加固基坑二种。加固基坑型式和常用材料见图1-12-6和表

1-12-7。
4。基坑设计

（1）基坑必须保证采掘船安全水位。采掘船安全水位按下式确定，

(1-12-1)Ha=φr e1+e。Lat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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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6 锁帮护坡形式图 1-12-5 30QHS采操船基坑
1～糖杆品机座，2一别基坑，A-主基坑 1-桩镐，z-W板。2—炉库桩4-基坑，5-撰箱

表 1-12-7微 帮 常 用 村 钢 舞 格 表

名 技 术 规 格 （mm）称

宣 怪 8~12罚 纪
直 径 "~120;厚8～10例 管
直 径 150～200坑 木
厚 15～40木 板

式中 H-——采池安全水位，m）
φ——采掘船吃水深度，m;
e;—船底与底板之间的安全间隙，m，见表1-12-8
L-—采池水面上船艏到砾石堆峰之间的距离，m;

(i-12-2)L,=C+R。+G

C-——平底船长度，m）
R'，-—废石伪抛散半径，m;

(1-12-3)R，=Tcos甲+er-d-G
T———-砾石胶带两个轮轴之间的距离，m;

甲——砾石胶带机倾角（平胶带<18°，凸胶带<22°），（'），
ex——废石惯性抛掷距离，一般e，=1～2m;

d ———耦到胶带机支座轴之距，m;

G-——熊到桩柱中心之距，m;
e。——底板升高系数，与采揭船沿河谷纵轴线布置时e。=1.0，横向轴线布置时e。=

0.8～0,9;
a。-——河谷倾角，指矿层底板坡度 《"）。

（2）无论采用哪一种开拓方法，主基坑几何尺寸须保证采掘船在采池里自由调动的

要求。主要基坑的净尺寸是∶

长度L（m）;
(1-12-4)Lz≥1,25 √(+Lp+Da

宽度bk（m）
(1-12-5)bk≥28+√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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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康船距采池略板皮金 间 监e， 表 1-12-8

安 全 间 隙平底船吃水深度
备 生斗 容 （L） (mn)(m)-_

苏联船1.00.9550
抑南金矿局，钢结构超1.01.1
苹达汽金矿制木需合结构船1,11.8100

苏联全钢常构1.11.7
中国全钢结构1,11.8150

苏联全钢结构1.22.0160

苏联全钢结构1.32.3
210

挥容金矿全钢络构1,22.0250

长春黄金设计佛1,22,8
苏联全钢结构1.52,7
苏联全钢结构].63.3

水面以下深度hk（m）;
(1-12-6)hx=0.8+hg+e。
(1-12-7)hr=φ+（1～1，7）
<1-12-8)hx= HI。或

式中 Lg——基坑底板长度，m;
L。——尾砂溜槽长度，m;
Dm，——采掘船最大宽度，m;
bx——基坑底板宽度，m;
e——船舷到采池干帮之间距（1～5m），m;

hg——基坑水下深度，m;

h——平底船垫高，1.0～1.6m;

e4——备用高度，0.8～1.5m，当渗透系数大时取上限值，

其它符号同前。
副基坑净尺寸（m），

(1-12-9)Lnk=C+(4～10)
(1-12-10)bkr= Dan+(4～10)
(1-12-11)hgx=φg+0.5

式中 Lkc——副基坑长度，m;
bkx——副基坑宽度，m;

hrx——水深，m;

φ——平底船自身吃水深度，m;

其它符号同前。
基坑规格尺寸以坑底为标准。由于主副基坑底板不在同一标高，造成相互衔接的两基

坑底板边缘在平面上的投影间距为
(1-12-12)l =(Z7-Z,)etg'

式中 4l-——相邻两基坑边缘之距，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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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刚基坑的底板标高，m;
Z，—-主基坑的底板标高，m;
γ———土岩自然安息角（如遇两种土岩时，取较小的一种），（°）。

国内外基坑尺寸见表1-12-9。

囊 -12-9阻内 外 果 晶 船蓄装 尺寸 表

盖 统 尺 寸吃 水 平底船到基坑平底船规格水下最平 容

最小距离 (m)深 度(m)国 家 大挖深
长×宽×高 (m) 宽 水下a(m》EL) (m >

32,5×15.4×2.4 L.79.3150苏联
5B4。指×18，2×1，0 220 1,211210苏联
G0 3.3f,32.042,B×18.2x3.0250 12

3.82,b42,B× 20×2,712中国
531.72.344.4× 20D×3,216300中园

4.15861.62,4300 19 4×19.5×3.2

1.42,545.5×22,2×,21?380
4.5951,32.782× 24 ×3.530380
6.01201452.79.$10 ×32,6×4.5600苏联

· 主跑盖坑型式。

12.3.1.2 出基孩
出基坑的要求∶

（1）出基坑终端的宽度应满足采掘船的最小采幅，

（2）出基坑的终端应达到矿体的底板;
（3）出基坑加深角视土岩性质，以不触尾为原则计算或经验选取，一般加深角为

5°～14°，详见表1-12-10。

泰 1-12-10不同 粪型采 温船的 加课角

彪现果

中 国苏 联苏 联苏 联
300HSDM-4sLOM-31OM-430
s00(L38B(L)3L) 30(L)
30(B)*12820 76基统矩采场距寓 61218基坑底板与采场底板高差 m 9*so5*2$13*308"81#(*>加深角 4.240容6出筑时间

*委号内为实际指标。

采据船正常挖掘所需的加深角为6°～8°，如果加大加深角，须配备处理碱石和尾砂堆

的工程机械。
出墓坑所需的时间一般为1.5～3个月。出基坑方式见图1-12-7，1-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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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二0，0025800—

97320—-
I一I

图 1-12-8 苏联600L采据船出坑图图 1-12-7? 我国某砂金矿300L采抓船出坑图
1-河;2-一矿体界级1-矿你券偏，2~引水渠，3-主基坑μ4-则基抗;5-出现界线

12.5.1.3 通懂
通道可分为直线通道和转弯通道两种型式。前者是按采掘船正常挖掘条件下的最小采

幅设计，后者按保证采掘船调转90°角的最小采幅设计。采掘船通道的几何 尺寸，可按表

1-12-11选取。
泰 1-12-11采 细 船 温道几 何尺寸

斗 客 千 畅 高 通 道 趣 络 （位）
国 注备宽通道形式型 号 高家 底 目表 面(m)《L)

$B4z2.11.050换南59 391
5o63 直∶直线通道2.31,0属河106 100 45程2.8 转 转弯通道o2052,6159黑河 150 61542.8
65672,8转150摔南15oI 2.3

2。8
捧南301

b.1
东力红I 的95.1

2,3授长燕黄金设
495,8计流300 2.3
7 5.1枪250H3TM-250 605.12,0直

12.3.2 开拓方法的分类及使用条件

开拓类型主要有漏坑型、坝型、联合型等三大类，其使用条件见表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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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开拓方法分氮与技术比较袭 表 1-12-12

开拓方法
优 点 缺 使 用 条 件点特

类分

1，保安全水位，易受洪水危勤头上 堇建工程量小，3头 建船于码头中，在既头
2，无供水期着船;四产快式量坑建船后，进行开拓
3，建船所需工具齐金开拓
1.同上1.同上同上 通住矿体的通道需要超挖

式超挖 2，置级土岩超挖深度不应z，设备磨损大、电能大、愿坑并 大于0，4m成本高

1。无水冻带设基抗1。岩体松数，需护需。地医开阔，盖教设于河漫滩上g 2。应采取防洪措施，船速度快 2。易受洪水危胁;河费 3，潜水位埋深一般小于??水方式 3。建超期间需供水
摊式掘 2 m简单;统开拓统 3。基坑易用执械

化施工，工期娘
1，同上;同上 1.同上，与码头式耀挖掘抗开拓及，河提型 座式超 二。委土岩超挖深度不应2。设备磨损大，电耗大，河漫滩式橱坑开拓相胃挖福坛 大千0，4四成本高开拓
1。矿床渗遇系戴小，，损失率大J不需筑坝，成本基坑位于I级阶级以上，

营 2，阶地宽展1供水系统工程量大，曾 低e且一般用水泵供水阶地且
。震设备用电源理复杂式拥坑

3、渗遇系散大际，萧设备开拓
用电源，投资大

矿体厚度小，或底板坡座成本高可充分利用资新用明渠引水，筑墙式坝普通
大，局部达不到安全水位词上同上用拦河筑坝形式，提高水具开起 t，周上位来达到供水目的拦河;
2.。无洪水威勤的小满贝开拓
1。分批建船的矿床出坑江杂基路抄资低船采中用废石堆自然围圆均

。形成基坑开拓干拓
1。河谷狭窄，缺水地区曾理复永整 经宽费用低用横向开采路线，靠废石阶梯 2。无洪水危胁摊自然筑成横向坝，来提高圆埋开

水位窗
距水面0.6~1，0m时降教j。一次性授资高;企业生产能力地表用工程机械剥离，阶新开拓

大; 。到离要求严档，下用船采
。用纯采矿时 3。损失贫化大

3。经营效益好

缺水或渗透系数大的矿床1，损失贫化大，易保采池水位强留矿柱减少采准水的漏损，于矿
2。成本高式筑炭开拓体上筑坝

临时性措施1，调船频紧，昂于触速减少基差投资转运筑坝 与墨堰开拓相似，只是采

2。生产能力低"选摸流段，策调船方式把岗
开拓 拓维加成领项（还需要人工

修补），案达育设许水位高度型
与普通筑换开拓和同浸准1。生产能力低藏少筑坝费用超挖筑坝 与筑坝开拓柜似。只是通

超挖善坑开拓中的第二条相2。设备磨预大，电耗大，│在8体中，局部底板采取超开拓 月成本商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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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1 播坑开拓法

本法中以河漫滩式常规掘坑开拓法最常用。
1。码头式掘坑开拓
利用码头上的起吊设备组装采掘船后，开始进行开拓工作。有时还可以在岸上修筑船

坞，把平底船组装下水后，利用简易码头上的起吊设备组装采掘船（图1-12-9）。
2。码头式超挖掘坑开拓
此方法与码头式掘坑开拓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通往矿体的联络道底板高于基坑底

板，需超挖。一般超挖深度为0.4～1.8m，Ⅵ级土岩不能超过0.4m。当超挖坚硬底板时，
斗涟、斗架及采属船的其它零部件磨损加快。例如210L采掘船的锰钢挖斗一年就被磨坏，
年检修费用增加!.2～1.5倍，电能负荷增加1.2～1.6倍（图1-12-10）。

图 1-12-10 码头式趣挖孤坑开拓困 1-12-9 码头式坑开拓
1一简易码头;2一超挖底援，3一矿体界烧，1一简易码头;2—板界城，3一矿体界线，4一阔

4一河，5一板界峻

3。河漫滩掘坑开拓
基坑位于现代河漫滩上（图1-12-11，图1-12-12），在基坑里组装采掘船，经出坑和

联络通道靠近矿体。基坑向采池供水较为方便，因此在我国应用最广泛。

图 I-12-12 河漫滩超挖掘坑开拓图 1-12-11 河漫滩常规掘坑开拓

1一间，2一底板界线;3一基坑，1一底板界线;2-矿体界线;3-河，
4一超挖界线，6-矿体界级4一引水沟5—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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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漫摊掘坑开拓中，采用拦河或引水沟
供水方式。由于基坑土岩通常是砂砾层，基
坑边帮稳定性差，在工作帮上一般需要加固。

4。阶地式掘坑开拓
基坑设于阶地矿床上或靠近 矿 体的地

方，一般采用水泵供水（图1-J2-13），有时
也采用引水沟供水，但是最后一种方法需开
引水巢，工程量较大，无特殊情况不采用。

如果矿床渗透系数较大时，应留10～20m保
安矿柱（图1-i2-13中ABCD），并设备用

电源。
12，3，2.2 坝式开拓
为了减少通道工程量，采用坝式开拓方图 1-12-13 阶地式揭坑开拓

法时（图1-12-14），采掘船安装场地一般设1一底板界绕，2-矿体界做;3-开采路线;4-引水管
在矿体上，与河谷或现代河床隔开。一般捷级，5一水要站16-N17一保安矿柱;

B一鉴坑，;一引水
高水位2～4m。

图 1-12-14 .与水位关系

1一坝;2一水位绒，3一船安全水位线，4一矿体，5一庄板界概

1。坝式开拓的一般要求

1）筑坝的类型及结构
船采所需坝，一般均属渗水坝。当渗水量较大，无法保证 设 计水 位时，采用半渗水

（或不渗水）项，有时也采用溢流坝。采用半渗水坝时须设溢洪道。坝的坡度一般采用迎

水面1∶2，背水面1·1.5。施工采用推土机、
草发

人工、采掘船等形式。
坝的结构有四种
（1）主或砂砾坝（图1-12-15a）。人

水条和国本工或推土机直接堆成。使用于普通坝和围堰

坝开拓，成本低，是常用的方法。
（2）土（或砂砾）和草袋坝（图1-12-

15b）。人工或推土机直接堆成后，迎水面

和背水面一部分用草袋装土<砂）砌成，主要
图1-12-15 填绪构

用于拦河坝开拓。 a一土《最砂砾）坝。b—土（或秒哥）和草袋匆

z一砾石和木条坝;4一土（或砂哥）显料幕膜填（3）木条和砾石坝（图1-12-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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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渗水——溢流坝型。该结构用现代河漫滩上的次生林木材，纵横堆高0.2~0，3m，再
用砾石砌高0，3～0.5m，可用于河水流量较大的拦河坝开拓。我国珲春金矿用此开拓法，
水位提高 了2，0～2.2m，单 位矿砂成本为0.4元/m2。

（4）土〈或砂砾）塑料薄膜坝，属于半渗水（或不渗水）坝，人工或推土机用砂砾
筑坝后，坝的表面辅一层塑料薄膜。这种结构的坝使用于缺水地区（图1-12-15d）。

2）填高（m）
(1-12-13)hb= HI。-H+L。sina+再。

式中 h——坝高，m;
H——挖深，在底板筑坝H = 0，m;
L--两坝中心线之斜距，m
h，——备用高度，被水淹没面积大于 2公顷，风大时h，=1，2～1，5m，反之h，=

0.8～1,0m。
3）坝间距离（m）

(1-12-14)Lss=(ho+HH。- h,)ctga*
式中 符号同前，在底板筑坝时H=0，m。

2，人工或机械筑坝开拓

为了提高水位，普通坝型和拦河坝型开拓方法常应用于高漫滩或阶地砂矿床上。

1）普遥坝开拓
河的上游用明槃引水，并修筑墙式坝（图1-12-16）。

2）拦河坝开拓
-般河在流量有限，正常情况下无法满足所需水量和水位时应用（图1-12-17）

图 1-12-1? 拦间坝开拓图 1-12-16 普通坝开拓
1-拦河坝，2一矿体界线s3-河; 4-基院，

1一石地;2一坝，3一底板界线，4一矿体
5一引水果t-底板界线

8。采掘船筑坝开拓

1）围堰开拓
这种开拓方式是采掘船开采中，用废石堆自筑埋，为建 另一艘船形成基坑（图1-

12-18)。
2）阶梯图堰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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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开拓方式是用横向开采路线，靠调船方法使废石自筑成横向坝来提高水位（图1-
12-19）。我国桦南金矿属的50L采漏般，用此法成功地开采了无水河谷区的矿体。

参温S

I-I

积 1-12-19 阶梯图堰开拓图1-12-18 圈证开拓
1—底板界线;3一引【水集，3—矿体界绕。1-矿体界线;2-氮抗型基坑，

4一开采路线，E一萘坑$—堰基坑;《一开采路缆

12.3.2.3 联合开拓法
1，阶段开拓
由于机剥比船剥生产成本低，并能提高采掘船的生产能力，因此，在国内外广泛应用

阶段开拓。我国黄金矿山绝大部分采用阶段开拓（图1-12~20）。但在机制中为确保工程

机械的安全，距澹水位0.5～1.0m时须停剥（砂砾层时为0.5m，表土、泥炭层、粘土

为1.0m）。
2。预留矿柱式筑坝开拓

为了减少采池水的漏损，确保采池安全水位，采用沿横向一定距离留矿柱的筑埙开拓

方法（图1-12-2i）。如苏联在20～30??坚硬底板的砂矿上，用210L链斗式采漏船开拓

财，除了筑坝之外沿走向每隔60m留地表宽3～4m的横向矿柱。

图 1-12-21 预留矿柱筑坝开拓
图 1-12-20 阶段开拓

1一坝，?一预留矿柱。3一矿体界线，
1-采细超，2 中体，3一推土机。4一剥离层;5一底板界键

4一河，5～基坑;5一底板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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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超挖筑坝开拓

在开采某一矿段时，利用筑坝提高的水位不能满足安全水位时，使用超挖底板的开拓
方式（图1-12-22）。如苏联某210L船用此法开拓时，其生产能力下降了44??

4。转运筑坝开拓

用采掘船调尾的方式，把废石维积于采空区的溢流区来提高水位，但坝一般需人工修
补，否则难以保证设计水位。这种开拓方法，珲春金矿在加固拦河坝两翼时曾使用过，效
果良好，但调船频繁，易于触尾，一般应用于临时性开 拓，正 规设计中很少应用（圈1-

12-23)。

图 1-12-23 转运筑坝开拓图 1-12-22 超挖筑坝开拓
1一采掘船;2一转运岩体式坝，3一底板界规1一顿，2—水面，3-安金水位，4一地表

5-矿体界线，6一底板界战。7一超挖岩体

12.4 采 矿 方 法

采矿方法包括开采路线、回采方法和采场构成要素等三个方面。

在选择采矿方法时，除了生产能力以外，必须重视排尾方式、废石堆、复田（造田）、

复林（造林），以及污水处理等环保问题。

12，4.】 开 果 膨 她

12。4，1.1 开采路线的分类及使用条件
开采路线分为三大类即纵向开采略线、横向开采路线和混合开采略线，其中均有上行

和下行之分。
开采路线的分类和技术比较见表1-12-13和困1-12-24，图1-12~25。

图 1-12-25 瓶合开采路线
图 1-12-24 开采路线图

a一双幅纵肉和单幅横向开采略线 b一单幅纵向和单幅输向开采路线
a一单幅纵向，δ—双幅纵向，c一三幅纵向，

1一矿体界线;2一河，9一单幅横向，《-双幅
4一单幅模向;s一双幅横向

拟间）6一居民区）6—公路，7一基坑，日一单幅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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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路填分典和披术比就染 ! F-12-13

资点点 使 用 负 降优，开采略线分类

1。矿体界线清，1。矿体界级不清对易去矿，1。停船时间短，生产能力高
2。幅防洪;2。大于中厚矿体损失贫化大，2。地面易于布置，辅粉工程重
1，有尔流带区城;3，废石堆高，复国不利小s
4、地图高差不大;。采矿客易，易改变工作路线单领纵（
5。宣矿体，采糊数量为备败敷;t。比多框思闻耗水量小，粉控千采路规款
6。损失贫化经比较合理制水位，

6，有利于房洪;
商 6。严寒地区果池小，晶输冰

1。矿体界舞清j1。矿体界线不清时，易丢矿;开 1。 大于中厚矿体损失贫化低，
2。机到启，采氧之阔地形不大于船2。比单幅停船时间长，生产】2.贵石赴平报，复国有利

采要求;力概;聚
3。不需筑凝矿嵌;a、耗水量大，难于控制水位;
4.根移较率满足要求t4、地面工程布置复杂，警理复

多钢纵向 5.严寡地区早春、脆软不宜应用杂;
5。受洪永危影矿段不篮用;开采略线 5。易受洪水危胁
?、采幅数一般为6～7个，常用2
～ 个1

3。采幅间醛前距一般为2～4信移
岁彪-_.。____

1。矿体界线不潮;1。窄矿体调船频，生产能力保，1。具有补急作用;
2。小于中厚矿体，经验算不压矿;2、中厚以上矿体，矿砂损失贫2。充分利用费源;
3、矿体宽渡>2～4倍最小工作果化大;3。比多幅积向轴酚作业时间
题;3。地面设施重复量太;短，时阅利用本高s单概被肉

4.。缺永地区或阶地开拓4，不利于防潢，。采池耗水最低，易控制水位1
开采路龄提 5。有水冻服波严寒地区，5，渗悉系放大的袭留矿柱，扎5，严寒区易除冰;

4。无武水危脚失率大;。易改变开采路线，调船方便，
肉 7。遗宜阶地围增开拓，度石堆高，不利复田、厘爆开拓时比筑坝或本低

1. 同上1，3，6，1，比单幅停船时间长，生产能j1，大于中厚矿体，握失贫叫开
2，水源丰富;力低，小
9，轻则高后，各幅之间地形高差不2，地面工餐布置复杂2。疲石堆平缓，复田有利

大于船果要求）3、耗水量大，难于控制水位13。有利于资源利用
1。 严案地区早春、能状（平书）不4.渗进系数大的矿体须留矿略 多银编向 宜采用，柱。圆采率低，
5。采幅撒一般为2～8个，常用2开采路娥 5，不剩于防类鳃
一3个;

6，裁事绞车容姆量病足要求;
7。来幅之阅超前蹈一般为z～4个
移步距

横阀-纵向

高合开采略战

12.4.3，2 开采略蛾造择

1。选择开采路线的依据

（1）矿体边界的准确性和矿体宽度变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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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剥后地形高差变化;

（3）矿砂损失贫化率小;
（4）采掘船的停船时间少;
（5）输电线路、水沟、绳窝。清冰等输工程量和施工难易性;
（6）矿体需机剥时，要考虑排弃场的位置和机剥设备的效率;
（7）砂矿床上原有构筑物和建筑物的利用程度，以及迁移方案的经济性。
2。选择开采路线

选择开采路线时，通常从以下四个方面比较。
1） 采掘船停船时间
（1）移步时间

在设计中一般接按表1-12-14选取指标。生产单位以实测值灵活选用。

一个矿段中，单幅开采时移步时间为

T:=t4 (1-12-15)

多幅开采时移步时间（h）

(1-12-16)T=t阵s-

式中 T-——移步时间，h;
t;———每次移步时间，h;
l。——每年采掘船平均前进距离，m;
4 ——移步距，m;
外/-—采幅数量，幅。
（2）调船时间

艏绳式船比桩柱式船多1～2h。

调船90°所需时间
(1-12-17)T,="zz

式中 T。——调转90°所需停船时间，h;
"z——开采矿段调船90°次数;
t。——每次调船90°时停船时间，h。
（3）电缆换向时间

(1-12-18)T,= za
式中 T。——电缆换向时间，h;

"--—-开采矿段电缆换向次数;

t。——每次电缆换向时间（表1-12-14），h。

（4）幅间移船时间
各幅之间有一定超前距离，通常为2～4倍移步距。最大超前距离按下式确定;

(1-12-19)L,≤√(A+Y*(F+KF-E+e

式中 Lz——-最大超前距，m;

A——斗架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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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y12-14停 船 源 团 及 时 阅 表

每次停起时间 式桩

备 生- (L)容

300(mim) 25050 1501C0

2~4移 步 0～I515～307~155～10
调转0°20~39摇间移起 z0～3010～2518～20

12~2a60-1206~12B调 怒 闪～90G一90
6~12630～60移报B绳 20～5010～310~3o
80～24D50~240电缆地向 60～1860～12050～120
0～30-3交 接 班 0～2D0~200～20

0～40消 30~4020～e10～20
24~280a~48120~24滴 冰 120～a+0120～240
9～203~5巨砾 石 8-52J2~4
6~86～3每年中修天数 2~43~42-4

每月小修天数 1t[

?——下滚简挖掘半径，m;

K--于弦高，m;
F——甲板到上滚简中心距，m;
E——船到上滚筒'心水平距，m;
e——下滚筒斗唇到工作面的安全距离，一般取0.4~0，8m。

多幅纵向开采时幅间移船时间，

(1-12-20)T。=(n,-)
式中 T——开采矿段幅间移船时间，h，

n，——采幅数量;

，——每次幅间移船时间〈表1-12-14），h;

其它符号同前。
多幅横向开采时，在矿体宽度内幅间移船时间∶

(1-12-21)T.= (n,-1)t,

式中 B---矿体宽度，m，
B---采幅宽，m;

其它符号同前。
用停絮时问确定开采路线较为简单，故常被采用。

例 来矽金矿的某一矿段平均宽度为26???撰深浅，相邻采场不压矿，矿体界线清，地表平烟。一

触30L采氮船愈进距为432m/a，回采面积为11.58万m'/A。该矿段有四种开采路线方案，单嘱骄向、多

幅纵向、单畅横向、多幅横向、三计算，谷为室采据船停蚂时闽分别为，125k/a、163h/a、136h/a。从

增加纯作业时间角度分析，单辆比主幅妇，携燕比横向好，故推荐单幅纵向开采路线。

2）采幅与生产能力
生产能为还受采幅向影响，采账夫生产能力低，一般波动范围为10～15??

、）矿砂黏失和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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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厚以下矿体，船采一般不压矿。经计算和实测，如单幅开采路线压矿时，可用多幅

开采路线。
）剥离和其它工程
（1）别离

机剥使入选品位提高，企业经济效果好。常用机剥设备是推土机、拖拉铲运机，其次
为装载机。

（2）环境保护
确定开采路线时必须考虑到有利于生态平衡。尤其是复田可靠性和经济性。
侧1 阔1-12-254魅采用混合开采路线。若采用横向开采时，矿体上部的表土均运到矿体外部，推土

机平均运距达200m，设备效率降低60??上，若采用混合开采路线，平均运距仅有100m，只考 电灌土
机效率时，采用螺旋式开采路线为合理，但是采完此矿段后，采掘船必将通过采空区，技 术经济上不合

理。因此，推荐双幅纵向和单幅开采路线。
例2 图1-12-25b是为了充分利用公路附近的民用设施，加快基建进度，将基坑 设在公路一侧，并

靠近居民区的矿体上。首采地段采用了单幅横向为主，单幅纵向为辅的开采路线。

12.4.2 固来方法分类及使用条件

根据挖斗在工作面上的运动轨迹和移动方式进行分类（表1-12-15）。
半工作面回采法是指一个正常采幅范围内分两个（有时三个）小采区，分别进行回采

的采矿工艺（图1-12-26）。根据矿体赋存条件和采矿工艺的要求，又分为常规换桩法、调

船法和调规法等四种。

!了; !目弓，}冒复

图 1-12-26 半工作面回采法

a一带规法1b一调船法，c一调豪法，d-·桩法

12，4.2.1 常规法
利用常规工作桩，把一个采幅分为两个小采区回采的工艺（图1-12-26a）。其废石堆

形成规律与正工作面回采法相同。主要应用于∶巨砾石分布不均匀，且不易处理的情况，

寒冷地区早春或有季节冻及水久冻层地区局部解冻时。

12.4，2，2 换桩法
对正常果幅内的左右两个小采区，分别用左右桩柱轮换进行回采（图1-12-26d），废

石堆抛散宽度比正常法宽，堆积高度低。主要用于有触艉危险时。

12.4，2.3 调船法
是在一个采幅里采用多幅回采法的工艺（图1-12-25b），与常规法和换桩法比较，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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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船调转角小，废石难抛散宽度更宽，分布均匀。主要应用于矿体干帮高或筛下物多，砾
石易于触胶带或尾砂榴槽的特殊情况。

12.4.2.4 调熊法
该法是采掘船在回采左侧小采场时将痛甩到右侧，回采右侧时用到左侧的一种采矿工

艺（图1-12-26c）。废石堆抛散宽度与换桩法基本相同，主要应用于筛下物多，易触的

矿体。
半工作面回采法的停船时间长，生产 能力低。只有在矿砂粒度变化较大或干帮较

高，有触启可能和局部有地下障碍物时，作为避免事故的一种应 急撒施（一般情况不

用）。
正工作面回采法中又分为整步法和半步法，半步回来法是指船前移二分之一步距之后

回采工艺（图1-12-27）。工作面呈"半月牙形"，生产能力极不均衡，停船时间长，效

率低。
一般在地下障碍物较多，无法预测障碍位置情况下，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

我 1-12-15主要圆采方法分粪与技术比较表

使 用 条 件蔗缺圆果方法分类 点优

1。矿砂松数，无熟结性，1。对矿砂开采技术条件严单层， 1。操作简单，E工* 1
面法淘底法 2。粒度均匀，没有巨群石，格2，生产能力离

3．水下无障碍物载采空区2。改变国采方法和回束赔斜工作双展
商法 线较图难

1。具备超采的秒矿床均可应用1。停彪时间长，1.开采技术 条 件要 求不
2。比掏晓法操作复杂严，

分 层法 2，易处理水下障碍物，易
保船安全;

，改变回采方法比较灵活

1、中厚以上矿体，单幅回 1。中厚以下矿体不压矿，】。污水易排，选制条件好
采时易压矿，损失贫化 2。辅助工程量小，不需要复田或窄2，比斜工作面生产能力

整步法 矿体;大。高;
3。地形或着移纹车容绳量等条件受2。废石堆高，复阳不利;【3。地形。比科工作面操作简单，正工作面

限制时3.不易控制水位调船方便回采法层柱 4，操作不熟炼时试用，半步法
5。水量充足;
5。不触躯

1、经验证不压矿，1。与正工作面回采法的缺1。与
2。缺水地区;点根反
3。边开采边复田，

料工作面图采法 4。地形和图技术条件允许;

5。有般麟的可能;
6，操作工技术水平高

1，横移速度懂定，1。操作复杂;1、搞斗系数均匀，生产能
2。检测仪表齐全;2，企业曾理复杂力高阶梯工作面回采法 3。操作工具有一定水平
4，企业管理水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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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回采方法分类 优点 使 用 条 件.
1。生产能力比十字幅移法 i。江河流速大时，为确保船的安全1。挖掘阻力大，生产能力
高 低， 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平拉横移回采法

2。占地圆职大 ，操 作 复
杂，夏田费高

1，比桩柱法生产能力低，1。疏浚船道工程上广泛利用，。生产能力比平行横移法
，比桩柱法地面占地面新 。江河流量大，水深，保证安全水高，斜向横移回采法箱
大，复田费高12。能准确地控制矿体界线 位;

掏 3，底板硬度小于】～W级土岩3，比桩柱法操作复杂
底 !1。适直采池扩帮工程1，调船频紫;
法 2。生产能力低;十字形横移

绳 回染法 3，占地面积次，复田赞用
分 高
层 1，占地面积大， 1。窄矿体11。操作简便，

z、调船频，生产能力低 2。采池扩帮工程2、比十字横移法生产能力法岛形模移回采法式 高;
s，易控制矿体界线

!1。水量充足，1、工艺复杂，操作不便，
2。不受洪水减胁;2。生产能力低

胶色来法 3，地形平坦，有足够场地;3。占地面积大，复出费高

4。工艺不或数，有持研讨

1。同上1，2，3，41，操作极为复杂。克服协柱式船和制绳式桩柱一般绳联合回采法
2。占地面积大，复阳赞高j船然各白缺点

1。干帮大于船双技术条件要求时水枪一船联合回采法

图 1-12-27 半步回采法

12，4.3 采 埚 狗 败 要 素

采场构成要素包括采场和废石堆两大方面的基本参数。

12.4，3.1 挖绸半径
1。桩址式采掘船挖掘半径（图1-12-28）

在生产中，为了简化计算程序，我国和苏联都经常应用简化公式。由此求得的挖掘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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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称作伪挖掘半径，而且把由伪挖掘半径而得出的所有参数名称前均加一个"伪"字以示
区别。

1）桩柱式采掘船伪挖漏半径（m）;

干-（方+K-r-H下H）R=C+G-E+{1

(1-12-22)
式中C——平底船长，m;

G一--到桩柱中心线距离，m;
E——艏到上液简中心线距离，双;
r-—下滚筒挖损半径，m，
4—斗架长，m;
F-—甲板到上滚筒中心距，m，

K———于舷高，m;
H，—--于帮高，D;
H，———不同水平总挖深，m。

设计和生产中常用以下几种伪挖洞半径;，

（1）砂矿表面伪挖掘半径（m）

(1-12-23)-}√不-（F+K-F应nFR,=C+G-E+{1+--)√T

（2）水面伪挖掘半径（m）

(1-12-24)R=C+G-E+(1+-)A-F+K

（3）船底伪挖掘半径（m）

(1-12-25)/A~（F+K-F+示R4=C+G-E+

（4）安全水位伪挖掘半径（m）

+（1＋2）√T-（F+K-rtN下R。=C+G-E:

(1-12-26)

试中 φ——船吃水深度，m;

H。—船安全水位，nt，

其它符号同前。
（5）平均伪挖掘半径（m）

√A-（+K-+用+0，8B， （1-12-27）R=C+G-E+(

式中符号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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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28 采场和采据船基本参数

2）桩柱式采掘船挖掘半径（m）;

R"=-.R (1-12-28)

R'=√i"(0.5.× (1-12-29)或

+(0.5M)E+（1＋--）√?-（F+R-r-H，+Hy
(1-12-30)

式（1-12-28）中夹角a（°）随伪挖掘半径的变化而变化，即∶

(1-12-31)O= arctg 

0.5Md = arctg-—-————或
-JAF-盲+K"""r·H，+Aa-C+G-E+(1+).

(I-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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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两桩柱中心距。m;

其它符号同前，

生产和设计中常用以下几种挖掘半径，
（1）砂矿表面挖掘半径（m）

(F+K-7-H,F]"+(0.5M)*

(1-12-3)

（2）水面挖掘半径（m）

R-= √-《F＋K-r)i+(0.5M)2

(1-12-34)

（3）船底挖掘半径〈m）

P.=JC+G-E+{1 +(0.5M)*V√A-（F+区-+0.
(1-12-35)

《4）安全水位挖漏半径（m）

(0,5M}*R2=JC+G-E+( 7-(F+K-F+

(1-12-86)

（5）平均挖掘半径（m）

+(0,5M)*/本-（下＋K-r+，+0，5H。）iR'=)C+G-E+
(1-12-37)

式中符号同前。
结合国内采掘船的具体结构参数，对伪挖掘半径和挖雷半径进行计算。结果表明，a

角的变化范围在1，7°～3.1°之间，由此而引起的伪挖崛半径的误差仅为0.04～6，14??因

此设计中，两种公式均可利用。

2。描绳式采掘船挖掘半径

艏绳式采掘船挖掘半径分为内外两种。外挖掘半径是指以麟绳绳窝为中心的挖掘半

径;内挖掘半径是指以上液筒为中心的挖掘半径。由于外挖掘半径计算比较复杂，为了设

计和生产中使用方便，只给出近似公式;
(1-12-38)R,=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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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F+K-F-页，下（1-12-89

式中 R——外挖掘半径，m;
L，——船到熊绳窝中心水平距，m;
N——射到箱绳滑轮中心水平距，血;
R，——内挖掘半径，m;
其它符号同前。

12.4，3.2 移步照
1。桩柱式采掘船移步距
桩柱式采擅船移步距分为整步距和半步距，但半步距很少应用。通常，移步距均指整

步距。移步距的确定应考虑以下因素∶
（1）采掘船极限挖深时着底斗数是确定移步距的主要依据。极限挖深时的移步距为∶

(1-12-40)a=(3～5)y

式中a—移步距，m;
y一—斗节距，m。

（2）移步距之间的间柱<步间矿柱，图1-12-29） 间柱
和两帮的矿量损失。 rr*rr

（3）按斗链着底距和斗节距确定移步距（m）;，
图 1-12-29 移步之闻矿柱

(1-12-41)a=Ls-(1～5)y
式中 L——图解法测得斗链着底距，m;

其它符号同前。
（4）按回采条件确定移步距（m），

(1-12-42)

式中 q ——斗容，m2;
n-——每分钟卸斗数，个，

7——满斗系数;
V，-——横移速度，m/s;
——矿砂松散系数;
b———斗架下放值，m。

当满斗系数 η=1.08时∶
(1-12-43)4=0.018-

（5）根据生产实践经验，移步距一般不小于下滚筒挖掘半径的1，8倍，对浅成砂矿床

不得大于2，8倍。
(1-12-44)a=(1,8～2.8)r

不同类型桩柱式采掘船的移步距见表1-12-16。

2。舱绳式采掘船移步距

A绳式采掘船移步距的确定原则与桩柱式采拥船相同，但移步距通常比桩柱式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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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16链柱式采调船移步距

允许移步题（m） 设计取用值水下最大挖深斗 客国
塑 号

水值 回采中常用值 m)(m)(L>

2.01,5~5,33华南金矿局 3.050 6,6
2,6黑河金矿局 ].3~8.586,5100 7,5
3.0158-I 2.2～4,3150 9.6 7,0
3,02,2~4,B150-T(D) 160 ?.012
3,22.8～4.8长春院 15200 8,5
3,53.0-4.长春院 g.5250B 34～5.3 4.0长参院 a.516300A

,4~5.8300B 9,521
3,02.5～4,2M3TM 9.3150
3,02,3~4,8WsTM 61t,0210苏 3,0～48 3.88,5坯FM 250 12。0

3.8-5,8H3TM 4.57..15.0830联 3,8～5, 4.5OM-S1 ,630,030
5.648-6.810WsTM 506o0

表1-12-17）。我国引进荷兰籍绳式300L船移步距规定为2m。

泰 1-12-17插绳 式录循修事多理

膨 步 距（m）硬度矿 秒 级 别

1,8～2,0极 款
1.5~1,8软
1.0～1.5较 软
0.,5～1,O较 硬
0.3-0,6硬

12.4，3，3 工作平台宽度
燃绳式采漏船的工作平台是两个同心圆形成的固环部分，其宽度恒等于移步距。

桩柱式采漏船的工作平台是两个具有相同半经的非同心圆所形成，其宽度随回转角而

变（图1-12-30）。
1.伪工作平合宽度

(1-12-45)b= R+acos(β±O)-√~R-4sin*(β±a)

b-—伪工作平台宽度，m;式中
β±σ——采摄船调转半角，（°）;工作桩侧-"，非工作桩侧"+";

其它符号同前。

2。工作平台宽度b（m）∶
(1-12-46)V= R'+acos（β，±6）-√/R～本sinV（β主苏）

式中符号同前。
12.4，3.4 斗架下放值

斗架分层下放值h（刨片厚度）可按下式确定（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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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V2a (1-12-47)

当正面满斗系数取1.08时为，

(1-12-48)h =0.018-y
式中符号同前。

苏联曾提出耗电量最小，满斗系数最高，矿砂损失最小的经验公式（m）∶

h=0,,114 (1-12-49)

式中符号同前。
 由于式（1-12-49）比式（1-12-48）简单，且误差很小，所以在设计和生产中被广泛

使用。
采漏船挖掘不同土岩的斗架下放值可参见表1-12-18。

表 1-12-18不 再土 岩斗 部下 放 蕴

斗架下放值（m）易 挖 性土 岩 类 剔

0,3-0,6昆 挖[-I
0.3～0,2-般I-F
0.2～0.1难 挖y~T

2.4.3.5 采塌角属齿高
从图1-12-31可知，采场角隔隅齿高与移步距和采掘船回转角有关。

.(1-12-50)h=asin（β，±d）cos（B士d）

(1-12-51)=sin(β±d)cos(β±d)

(1-12-52)h=点·a

式中 h，——采场角隅齿高，m;
g——采场角隅齿高系数;

其它符号同前。

图 1-12-31 采提船在角隔位置图 1-12-30 桩柱式采播般工作平台宽度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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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6 采端宽度（采帽）

1，桩柱式采掘船采场宽度

1）最小工作宽度（图1-12-31）
（1）舞斜面到采场角隅齿底距（m）

S=四+h (1-12-53)
(1-12-54)S= e+ asin（所±o）cos（β，

式中 c——船底水平上，猫斜面到采场角屑之安全距离，此值与采漏船类型、干帮高
度，土岩物理机械性质有关，一般可按表1-12-19选取，如果计算水面或地
表面水平的最小工作宽度时还应加自然安息角引起的△e，s催。

其它符号同前。
表 1-12-10部;值

I土岩级别

1～0.5 0.52～13-24-3s。(m)

注。干带高时取上限，反之取下限。

（2）最小工作回转半角
图1-12-31中，对于A点，

(1-12-55)m;sin(β+d)=x,cos(β+d)+S

对于B点∶
(1-12-56)m，sin（β+d）=nqcOs（8中O）+S

式（1-12-55）和（1-12-56）的简化式为;

(1-12-57)msin(β1+O)=wcos(β+d)÷S

(1-12-58)式中 m;——Ra-（C+G）

(1-12-59)m;——R4-(C+G-W)
(1-12-60)狗-——0，5（p-μ-2y）
(1-12-61)"n——-0,5<D-#- 2y)

W——般斜面长，j

P-⋯A宽，m;

y——斗外缘到下液筒轴承端篮之距，m;

w——斗外宽，m;

其它符号同前。
把式（1-12-54）代入式（1-12-57），并令》=cos（β+d），则得;

a*x-2am*-（a2一m*-外）炉+2（am+的??X+e-m=0

(1-12-62)
由于微型机已被广泛地应用于设计和生产中，所以，易从式（1-12-62）中解出z值，

从而求得∶ (1-12-83)A±d= arecos
(1-12-64)β = arcco087干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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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千———船在工作桩侧取"小"，反之取"-";
其他符号同前。

对应于m，π的两组数据，分别求得两个β值，其中大者为所求最小回转半角（°）。
为了在不具备计算条件下应用方便，对最小回转半角给出如下近似公式，

±d=arcces√z'土理-3二 (1-12-65)

-arecos< m"+=-s二坦下o即 (1-12-66)m十分
式中s值，在计算齿高系数时按表1-12-20选取。

泰 1-12-20采 译 角 隅 省育系 数 杂

设 计 单 位播 切 角（*） 齿 高 系 数国 家 船 墅（L）

长春黄金设计院0.38124,8430D.A
长春黄金设计院0,43530,283B
长春黄金设计院0.436中 30.33250
彝南黄金局25.20 0,385150置
将南黄金局150I 25.20 9.385
黑河设计洗0.424.415I国 黑河设计院0.43129,79100
黑河设计院0.3B850 28.87
WTM0.4929,20150
MSTM0.47210
H3TM0.铅27,0s24
HTM.42380
HSTM0.392.n7380
M3TM0.8B24,64600

（3）最小工作宽度（m）;
(1-12-87)Bgmin=R'sin（β+d）+R'sin（B1-少）
(1-12-68)Beain= 2Rsinβ1即

式中符号同前。
2）最小调转宽度（m）（见图1-12-32）

(1-12-69)Bzain= R+l+e。-(aa+G)

式中  ——-尾砂溜槽水平投影长，m;
(1-12-70)I = _cos0

4mx——采漏船结构允许的最大移步距，其值按表1-12-16选取，m;

l，——-尾砂溜蓿长度，m;

——尾砂漓槽倾角，（°），一般取3°～7°;

其它符号同前。
以上计算的两种采场宽度，在设计和生产中取大值（一般取最小调转宽度），但在矿

体特别窄时，可采用最小工作宽度，以利于减少矿床开拓工程量，降低矿砂贫化率。

3）量大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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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柱式采掘船最大宽度的确定，应考虑如下两个因素，其一是要保证横移绞车在允许

超载范围之内，其二是与最优采场宽度相比，生产能力不得下降10～15??
（1）旋转半径

伪旋转半径r，（m）（见图1-12-33）

ear,

1-1

图 1-12-S3 采搁船最大转角时位置图 1-12-32 回转90*时采热船位置

,。4((R.-r+(C+G+P)-JR-r>-(C+G-E (1-12-71)

式中 P;——船舶到触滑轮出绳点距离，m;
其值有两种计算方法〈图1-12-34），

图 1-13-34 艏模移绳导向滑轮布置形式
4-采代采据船，b-老式采调股

现代采捆船
(1-12-72)P,=L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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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采掘船

P?=7;-L, (1-12-73)

式中 Lg——角到滑轮中心之距，m，
rs——舶滑轮半径，m;

其它符号同前。
旋转半径/，（m）

r=√7F+(0.5Mi (1-12-74)

(1-12-75)或

式中符号同前。
（2）最大回转角βmn-（m）

(1-12-76)

(1-12-77)即

式中 Z_—采场角隅到岸上滑轮之距，m;
其值一般是根据船结构尺寸和生产能力下降情况，在计算基础上，用图解法确定，一般采
掘船均已龄出（表1-12-21）;

囊 1-12-21z 信 我

《m)敏Z水下挖深斗!
船型号或地点国 第 设计取用值波动范围(m)(L)

5～6,A粹 南 50
意4～87.6100黑 河
13T～14150I 9,8属 河中 148～1512150I羟 献
1B10-20200 16长春腕
188～16250 12军 春

国 16I1～2016300长春院A型
2S13～253o6 21长春院B型
18150T 12静 育

7~16 12H3TM 160 9,3
179-20M3TM 11210苏 2012～2312HTx 250
2012~2312MM3 380联 2615-2830380OM-131

其它符号同前。
（3）最大宽度（m）;

(1-12-78)Bax=R'sin(Jtan+d)+Psin(βraux-O)
(1-12-79)Bax=2Rsinβmm即

其它符号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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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横移绞车用直流电机时的回转半角
当采掘船横移绞车采用直流电机时，由于横移速度随挖掘阻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在

一定回转角范围内，采漏船将不因工作平台宽度变窄而生产能力下降。此时回转半角可用

下式确定;

(1-12-80)
(R"Vau-aln)

式中 β-———保证生产能力不变的最大回转半角，（°）;

0zr——最大横移工作速度，m/s;

Jnfn—-最小横移工作速度，m/s;

其它符号同前。
4）最优宽度
（1）最优回转角

最优回转半角可直接从下列两式解出;

β-tg+1800vo（G点土和E2）。0 (1-12-81)

8-tB+30pyAh-tH2)= 0 (1-12-82)或

在不具备计算条件下，可用如下简化公式;

J/+2G，真+Hp (1-12-83)β1=961,81 f" RpHp
/ 3eyA(h+H) (1-12-84)所= 245.68取 v,RHg

式中 v———平均横移速度，m/s;
v。—斗链线速度，m/s;
H——平均总挖掘深度，m;
f。——采场角隅停船时间，h，一般取0，0003～0，009h;

其它符号同前。
一般情况下，在船上工作半年以上的操纵工，采场角隅处可做到不停船，即使停船也

只有1～2秒钟，所以在设计和生产中按标=0来考虑是合理的，从而式（1-12-8）、（1-12-

82）、（1-12-83）、（1-12-84）可简化为∶

(1-12-85)β-tgβ+1妙2 =

(1-12-86)β-t8，+3Cp'普，点=（

(1-12-87)β=961.8V器
(I-12-8)β= 245，8}立

在最优国转半角计算中，有网点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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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1-12-81、1-12-85）或（1-12-82，1-12-86）解出的β，其单位为弧度;
式（1-12-83、1-12-87）或（1-12-84、1-12-88，仅适用于回转半角在20°~35°情

况下，如果超出此范围，则公式中的系数要作相应调整。
（2）最优宽度（m）∶

B =R'sin(β,+d》+R'slin(β-d) (1-12-89)
(1-12-90)B, = 2Rsinp,即

式中符号同前。
2。削组式采掘船采场宽度
1）最小工作宽度（m）
当所采矿段被水淹没，且水深等于或超过采掘船安全水位时，对艏绳式船不存在最小

工作宽度问题，此时按矿体宽度进行回采。相反则按下式计算确定∶
(1-12-91)Bnin=（Rn-E+C+Tcosp-d+e2）sinα十。

武中 z——艏切角，（°）;其值由下式确定
(1-12-92)a= arctgV/W

V——舶斜面沿船宽方向长，□;

ce——采场角属齿高处到排尾口中心之安全距离，一般取4～10m;

其它符号同前。
最小工作宽度的计算还有如下经验计算公式，但在应用时有必要验证一下废石维是否

触艉。
(1-12-93)Bmin= 2.5D

式中符号同前。
2）最大宽度与最优宽度（m）;

经验公式;

(1-12-94)

设计和生产中常用∶

(1-12-95)

式中符号同前。
上述公式只适合于矿体表面水深达到采掘船安全水位的砂矿床。否则应绰合地貌条件

和矿体赋存条件等方面，在技术经济比较的基础上确定最大或最优采场宽度。典型艏绳式

采掘船回采时主要采场构成要素详见图1-12-35。

3）正常平行和斜向横移法回采时采场宽度（m）
(1-12-96)B= 2R,,sina;+2(R,-E- N)sinf。

式中 α——艏绳与采场中心线夹角，（°），

β——采场角隅处纵轴线与采场中心线夹角，一般A。≤30°～40°，当平行横移法

时β= 0;

其它符号同前。
国内不同类型链斗桩柱式采掘船设计界杨宽度见表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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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3900o
590A
560gR T5000～1100g

6*一10

图 1-12-35 荷兰300L财绳式采热船工作参数

表 1-12-22国内斗律柱式那指船系信表

最优采额最小聚幅最优回转危最小圆转角最大采幅最大回转角费 备 芒
(") (mn)(m)<")(ma)<)(L>

3.取采题船设计挖21,B848,212791.528,142250.22116.52降育5s
聚;34,158.0707极，3075,058282,00123,a12隔河1050

2，移步距取采提是50,6204 89，较i2,1058,7424B1,40118.3734150-I
设计推存管，47.0957 3,4526,9547,74830.4118,3182150-I

53，以水面为基准45,483 4,1487,3061,0284BE.00111,554160-]
44,56.9r搏，s241,B3384.813,3522200-A
39,B40,89865..9305 54,9491.6011.19854辉春250
4L.7399.1547.u45,135X105,20115,3044300-A
48.22影，391152,7343,2413116.8109，4t5每300·E

12，4.4 排 尾

12，4，4.1 排尾类置
采掘船排尾有常规法、反常规法和混合法等三种（图1-12-36）。我国绝大部分船采

用常规法;反常规法只在近几年才出现，且应用不广，混合法已作设计，但还没有应用。

12，4，4，2 桩柱式采掘船常摸法排尾参数

1.废石堆堆积半径
度石墙堆积半径即废石抛那距离（见图1-12-38，1-12-37）。

1）砾石堆积半径（血）
(1-12-97)R,=√/(Tcos+*-G-7*+(0,5MF

式中 甲——皮带机正常工作倾角，（"）;

其它符号同前。
2）尾砂抄堆积半径（m）

(1-12-98)Rv,= √(I,cos9+e,-G+0.2(D-M)T

(1-12-99)Rm，=√/（Trcos0+e，-在+0，25（Dw+M）T

式中、Rp，Rm，-——分别为工作桩侧和非工作桩侧的尾砂堆积半径，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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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IlI/72

《lI

幕，虚

图 1-12-87 常规法度石堆形成规律图1-12-36 排尾类型
4一常规法;b一反常规法）ε一混合法

D，——尾砂澜槽中心绩之距，m;
e——尾砂滴糟末端尾砂抛掷距离，m;一般=0，3～0，5m）

其它符号同前。
2。废石堆积宽度

1）砾石堆积宽度（m）
(1-12-100)Bg =2R-sinβ;c0so

式中符号商前。

2）尾砂堆积宽度（皿）

当w;+（β+d）<00°和w;+（β1-O）<90°时，

(1-12-101)Bw=Rw,sin(β+O+w1)+Rm,sin(β-6+w)
当山1+（B+O）<90°和啤+（B-6）≥90°时，

(1-12-102)Bw= Rw,sin(βi+d+11》+Rwa
当w1＋（β; +o）≥90°时，

(1-12-103)B= Rr,+Rw;
当w1+w<2β时，尾砂堆重叠。重叠处尾砂堆积较高，其重叠长度L（m）由下式

确定∶
(1-12-104)Lc= Rw,sinC(β1-6)-w;]+Rw,sin[(β1+o)-wa〕

当w;+12= 2β1时，尾砂堆连续且不重叠。

当中;+w2>2β，耐，尾砂堆间断，其间隔长度L4（m）为∶

(1-12-105)L=Risln（12-（β+d））-Rr，stn【（β，-d）-w;门

0.5(D -M7) (1-1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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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Dp＋M) (1-12-107)COs6＋+ 6--G
式中 w，——工作桩侧，尾砂溜糟末端同工作桩中心的连线与船的纵向夹角，（"）;

v。——排工作桩侧，尾砂戳槽末端同工作桩中心的连线与船的纵肉夹角，（°）;
Lc-—一尾砂堆重叠长度，m;

L-——尾砂堆中间间隔距离，m;
其它符号同前。

一般采掘船废石集中系数为K = 1，6～2.2。
3，废石堆堆积高度
从回采角度考迷，废石准大体可分为不压矿，单侧压矿和双侧压矿三种情况

（图1-12-38）。在挖 添小于6～8m时，废石堆一般不压矿;挖深6～15m，并采用斜
工作面开采时，单侧压矿;挖深15～2）m时，出现双侧压矿。较准确地判断废石维形成规
律，对减少矿砂损失，降低贫化，以及选择合理的回采方法都有重要意义。因废石堆堆积
高度的近似公式如下述。

1）不压矿时废石堆高度（图1-12-38a）

一trrsssβ-ss*-

-7

图 1-12-39 解绳式采鲷船度石堆积形成图 1-12-38 桩柱式采揭船度石堆积形成

a-不压矿，b-双测压矿，c-单概压矿

（1）当h>0时
(1-12-108)h。=〔-b+√F-4dc /24
(1-12-109)d= ctgY,
(1-12-10)b= Bs+2HqctgY
(1-12-11)a=程，（Bs+H;ctgya）-pHK，（1-H）（Ra+R-acosp，）si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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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2)hzAv= h,+ -1dtg'
(i-12-113)办= hzmntH

h -—-废石堆总高度，m;
h。——水上废石堆高度，m;

R4，R。——分别为砂矿底板和表面伪挖瞩半径，m;
z—---移步距，m，设计中采用最大值1

V;、v，——分别为水上和水下砾石自然安息角，（°），见表1-12-23，
μ——泥砂流失系数，一般W=0.01～0，08，
p--矿段平均松散系教∶

(1-12-114)

P;——不同土岩松散系数（表1-12-23），

囊 1-12-23土尝松 散 系 微 和 究息 角
系 数散松自然 安息 角（'）

土 岩 性 质 水 下k 」水 下水 上
1.66~1。101.2~1.318~2536-42腐 横，土
1.08-1,151,1-1,225~3232～38亚 砂土
4.15～1.261.24～1.3525～530～45粘土（或亚粘土）
1,01~1.03.1。10～1,2020～2828~31细砂

21～2728～33粗 砂
1.02～1.151。10～1,2519~2420～25舍 砾 砂
1.02～1,151.10～1.2531～8633～37砂砾 石
1.20～1,251，25～生，384-4036～42魅 石
1.30～1,651.35～1.60基  石6

r;——不同上岩所占比例;

K———实挖系数∶
(1-12-115)K。=1+〔2HtgP-(B,-Ba)/CB,+B)

V，——采播船开采实际边帮角，（°），一般Y=4°～64?，设计常取55°;

B——底板挖掘宽度，m
其它符号同前。

（2）当h≤0时
(1-12-116)h=〔-b＋√下+qdc J/2a
(1-12-117)d= ctgYz
(1-12-118)b=B
(1-12-119)c=(Ra+R。-ao08β)PHK,sinp,(1-W)

(1-12-120)A= h＋ --atg?;
式中符号同前，h、a、》、c、hnu单位均为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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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侧压矿时废石堆堆积高度（图1-12-38b）
（1）当A，>0时

h=〔-b+√/下F-adc ）/24 (1-12-121)
d= ctg?-ctgY/IctpY,+etg",〕 (1-12-122)

）=（Bs+2Xctg，）-生P（Bs+2H，ctgY，-2Rsnp+atincosβ）2
Sg/;+ctg7s

(1-12-123)

=H（Bs+Hctgv）-（Bs土2Hctg-2KsinB+asinp，cosβ0_
4(ctg?'; +ctg',)

-(Ra+R,-acosβ1)PHK,slnβ;(1-H) (1-12-124)

(1-12-125)

(1-12-126)

y。——采场理论边帮角，（"）
(1-12-127)'3= aretg〔(R。-R4)sinβ/E

其它符号同前。
（2）当≤0时

(1-12-128)h=〔-b+√下+4c ）/24
(1-12-129)d= 1/〔tg7a+tg'〕

b=Bs-〔ctgy,(Bs-2Rsinβ+asincospj/(etgY+etgY〕
(1-12-130)

=(Bs- 2Rsinβ+as1nβcosβ)13）+pHK。（1-μ>sinβ（Ra +
4(cig';+ ctgY)

(1-12-131)+R,-4vosβ1)

(1-12-132)

式中符号同前。
3）单侧压矿时废石堆堆积高度（图1-12-38）
（1）当h，>0时

(1-12-133)h=〔-b+√下F~4dc3/24
(1-12-134)d=ctgY;-2ctg',/〔egY2+etg's〕

b=(Bs+ 2H,ctgY)

-(si2A+sin28,)+a〕2ctgP，【Bs+2H;ctg-R。（sinβ+sinA）+一 (1-12-135)
ctgya + ctgr;

c=H,(Bg+Hct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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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2H，cgV，-R'。（sin?+sinβs）+ 一—一-（sin2A2+sin233）+ e】*
2(ctg?。 + ctgys)

是pK。（1-#）〔2（R2+R'。）（sinA+sinA）-z（sin28+sin28）） (1-12-136)

(1-12-137)Mmnx=h, +Iatgy
式中 β、β-——以船中心线为基准的不同方向阿转角，（°）;

e-——底板水平度石堆边缘到采场边帮的安全距离，一般e=0.2～0.5m;

其它符号同前。
（2）当M≤0附

(1-12-138)h±〔-b+√/下+4d0J/24
(1-12-139)d= 〔ctg?3-ctgY,〕/〔1+ctgp,ctg/〕

2ctg，（Bs-R′（sinβ+sinβ。）+一—（8in28，+sin28g）+6
(1-12-140),b=B;-__—_——

ctg?;十 ctgY3

[B3-R'。(sinA+sinβ)+ --(sin2β＋sin28)+e]*
2(ctgy;+ cigY,)

+旦pK。（1-#）〔2（R'4+R's）（sinβ，+

(1-12-141)+ sinβ)-a(sin2B,+sin26)〕

(1-12-142)h.x= h＋tgr?2

式中符号同前。
4）废石堆堆积高度计算公式使用条件
（1）公式（1-12-108、1-12-121、1-12-133）与（1-12-116、1-12-128、1-12-138）

间关系
当b>4dc时，用公式（1-12-108、1-12-121、1-12-133）;

当6*≤4dc时，用公式（1-12-116、1-12-128、1-12-138）。

（2）不压矿与压矿时公式间关系
将由式（1-12-108）或（1-12-116）算得的结果分别代入（1-12-140）或（1-12-141）

进行验证，当条件满足时，属于不压矿情况，反之属于压矿情况，此时选择相应公式重新

计算。

-sin;c0sβ, + eRasinβ1≥Rsinβ.cos3+h;ctgY1+H，ctgY+一--si
(1-1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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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inβ≥Rsinp1cosd＋hctgY,1 inβ,cosβ+e。(1-12-144)

式中符号同前。

（3）双侧压扩与单侧压矿时公式关系
当压>0时

RL(sin,+sinA,)+Lp=Bs.+hnctgY;+H;

(1-12-145)_A(sin2＋sin28)＋。

当h，≤ 0时

Lp=Bs +hetgV。-科 （sinA+sinB，）+

(1-12-146)+ 一（8in2β+sin28）+

=F—〔sin(βmn±O)-sin(β;mnx
(1-12-147)d）〕干0.5M

R——任一水平的挖掘半径，m;式中
Lp——船中心线与采场中心线的距离（简称斜距），m;

Lpax-——允许的最大斜距，m;
土 ——视采用哪一桩为工作桩而定;

其它符号同前。

当Ls>Lpma时，不许采用斜工作面回采法，此时废石堆堆积高度应接双侧压矿计算。

当β≥βjaa_时，应在进行技术经济比较后，再确定回采方法。

12.4.4，3 销绳式采拥船排尾基本参数

黏首绳式采掘船的废石堆形成规律更复杂，按常见的废石堆情况，其近似公式如下;

1，废石堆宽度
1）矿体表面水深达到采掘船安全水位且采用平行回采法时，废石堆宽度B。（m）

(1-12-148)Bs= B
(1-12-149)B = 2R,sina 或

式中符号同前。
2）矿体表面水深达到采掘船安全水位且采用斜向回采时，废石堆宽度（m）

(1-12-150)Bs= 2Rsinα;+ 2(R-E-N)sin。

式中 β，——船纵轴线与采场中心线夹角，（°），一般取β。=10°;

其它符号同前。
3）矿体表面无水或水深达不到采掘船安全水位时废石准积宽度（m）

(1-12-151)Bs= 2R-ys1na;
式中符号同前。

2。废石堆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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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不同回采方法时，其废石堆积形式亦不同（图1-12-39），主要有以下四种∶
（1）矿体表面水深达到采掘船安全水位，且采用平行回采法时，废石堆高度点，（m）

（图1-12-38d）
hq=〔-b＋√F-4de 〕/24 (1-12-152)

= ctgV2 (1-12-153)
0= 2R,sina;  (1-12-154)

c= 2R,K,Fsina,C1-P(1-#)〕 <1-12-156)

(1-12-156)

序= hsmaz十H (1-12-157)

式中符号同前。
（2）矿体表面水深达到采掘船安全水位，且采用斜向或平行——斜向圆采法时废 石

堆高度（图1-12-89b）（m）;
(1-12-158)h，=〔-b+√/下-4ac /24
(1-12-159)d= ctgV:
(1-12-180)b= 2Rsina;+2(R-E-N)sinβ。-asingcosβ。

c=〔2R,sing;+(R:+R4-2E-2N)sinβ-asinβ,cosβ〕
<1-12-161)〔1-p（1-μ））K，H

(1-12-162)hzmaz= hs+-4-tgy,
(1-12-163)h= hsax+H

式中符号同前。
（3）矿体表面无水或水深达不到采掘船安全水位，且采用平行——扁形（或十字形）

或斜向——扇形（或十字形）回采法时废石堆高度（图1-12-39c）（m），
(i-12-164)h2=〔-b＋√下F-4dc 〕/2d
(1-12-165)4= ctg?;-ctg?γ，/【〔ctg'。+ctg?。〕

b= 2Rsina,+ 2H,ctgVy-cgYL2HitgY2-
tgYz + ctg7,

二2（Rn4-E-N）sinβtasinβcosβ2 (1-12-166)
ctgVz+ ctgY3

c=(2Rsina;+H,ctga)H;-2HR,(1--)sina1-

〔2H,py,-2(Ro-E-N)sing+asinβcosβ
4(ctgY, +ctg)

(1-12-167)

(1-12-168)h，=〔-b+√δ*+4d"/24
(1-12-169)a=ctgr-tg'/[2(ctgY+ctgy>,)〕

b=（N+C+Teos甲-d+e）sinβ+het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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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ctg?2-

ctg（2hcgY+2H，etg，-2（R八E-N）sin8+asinAcosA） (1-12-170)
2(ctg?2 +ctgYs)

。=乱K，P（1-W）（（Rnu+R.。-2E-nN>

(1-12-171)× 8sinp4-asincosβ,〕

(1-12-172)

(1-12-173)h=han* 际+Hf;
式中符号同前。

（4）采用扇形或十字形回采法时废石堆高度（图1-12-39a）（m）∶
(1-12-174>h.=〔- b+√B-sdc ]/2d
(1-12-175)d= ctg?-ctg*?;/〔ctgYa+ctgrY,〕

b= By+ 2H;etgP,-

_cg,[Bs+2HsgY-2Rysina-2(R~E-N)sinβ+asinpeosB2D(1-12-1
ctg?。 + ctg?;

c=(B3+H;etg?2)H;-KpPH(1-A)2R,sinα+

+(Rna+R;-2E-2N)sinβ4-asibβcosβd〕-

〔Bs+2H,ctgY-2R,sinau-2(K4-E-M)sinβ+asinβcosβ]1
4(ctg?;+ctg7;)

(1-12-177)

Bs= 2(R-E+C+Tcos9-d+e)sinβ,-2Rysina-
(1-12-178)一2（R。-E-N）sinp，+asinβ，cosβA

(1-12-179)szmaz= + -gy
(1-12-180)房= hzmx+H;

式中 R，——-砂矿表面内伪挖掘半径，mg

R，-—砂矿底板内伪挖掘半径，m;

其它符号同前。
12。4.4.4 混合式采孤船排尾基本参数
采用混合式采矿法时，废石堆积形式与平行——扇形（或斜向——扇形）四采法相同，

差别在于采池边帮用桩柱式回果（图1-12-39c）。

1。废石堆积宽度（m）
(1-12-181)Bs= 2Rysiou

式中符号同前。
2，废石堆集中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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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p/Bs (1-12-182)
式中符号同前。

8。废石堆积高度（图1-12-39和图1-12-38）
h。=〔-b+√下-4a 〕/2d (1-12-183)

a=ctgY-ctg*Y,/(egY+etg?;〕 (1-12-184)

b= 2Rysina;＋ 2H;ctgY,-

etgy〔2H,ctgY-2Rpsin8+asin8,cosβ,〕 (1-12-185)ctg7, + ctg?;
c=〔2R,sina;+H,ctgY]H1-2HR,(1-W)sina;-

〔2度，esgv，-2Rsinβ+ain，cosB） (1-12-186)4(ctgY2+ ctg?s)
(1-12-187)h，=〔-6+√δ+4Gc ）/2d

d=ctgY-ctg'y/2〔ctgV+ctgy。〕 ,(1-12-188)
b=（RsinA，cosd+h，ctgY+H;ctgY;）一

ctgY[2hctgY+2H,ctgY,-2Rsinpesinβ,90sp
2(ctgF。+ctg?s》

(1-12-189)

(1-12-190)∶z片PK，（1-J）（Ra+R，-cosβ）sinβ

(1-J2-191)

(l-12+192)无=kmsen+hz+H;

式中 β——桩柱式采掘船回采时最小回转半角，（°）;
其它符号同旗。

12.4.4.5 采酱船排尾条件
排尾高度 （m）应满足下式。

(1-12-193)h≤Tsin甲+g +点+H;-jcos-<。
式中 g —-—皮带机尾轮中心到甲板距离，m，

j——皮带机首轮中心到皮带机架下缘距离，m;

e-——皮带机首轮中心处皮带机下缘至废石堆的安全距离，m，e。=1～3m，

其它符号同前。

12，4，5 采 矿 要 素

12.4.5.1 可采镜量计量
为了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确定企业规模，必须在地质储量范围内重新围定可采储量，

一般原则姻下r
（1）经机剥后，干帮高度仍大于4m的矿段一般列为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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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表有不易搬迁的房屋或民用设施的矿段，一般列入表外。
（3）根据船采工艺，各矿段之间的个别D级或表外储量列于表内。
（4）采掘船通道量均列入可采储量。
（ 5）采掘船绿大挖深作为可采储量界线。
（6）超挖底板的土岩量一般列入可采储量。
（?）已标注有地下障碍物之处，视开采路线而适当扣除部分地质储量。
（8）底板坡度大，采取技术措施后仍无法开采的矿段列于表外。

（9）对于剥离量大，供水条件差，储量不大的矿覆，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决定取舍。
（10）矿体宽度小于最小工作宽度的矿段，视品位决定取舍。
（11）有部分胶结性矿砂的矿段，视易挖性和可洗性决定取舍。

（12）受洪水危胁的矿段，根据防洪需要来确定可采界线。

（13）有利于生态平衡。
12，4.5，2 量小聚幅

最小采幅的确定，一般考虑两种因素∶其一是尽量使采掘船最小采幅小于或等于最优
采幅;其二是结合矿床类型及网度确定切实可行的最小采幅;一般按2～3倍的孔距

选取。
12，4.5.3 最大挖深
最大挖掘深度是决定如何选择采掘船结构特点和斗容大小的关键性参数。一般应考虑

如下因素;

（1）以正常潜水位为基准，比较不同挖深时可采储量的大小来确定最优挖深。

（2）备用挖深一般为1～4m。视各时期的水位变化幅度选取。

12.4.5，4 砾石皮带长度和尾砂滥槽长度
根据矿砂粒度分级、土岩容重、安意角，松散系数和含泥量等参数，以不同的回采方

法验证砾石皮带长度和尾砂溜槽的长度。

12.5 基建采准和其他工程

12，5.1 开 拓 工 程

12.5.1.1 基坑工程
基坑工程包括整平场地、公路桥函、基坑、防洪等项。建船所需的地面设施和设备布

置在基坑周围，占地面积较大（图1-12-40、图1-13~41）。

】.整平场地
建船工业场地的整平工程量，视地形条件、船型和建船单位施工工艺不同有所差异，

一般需要500～500Cm2（见表1-!2-24）。

2。基建工地临时公路及桥函

在整平场地前（或网时）要修筑通往建船工地的临时公路和桥函，公路等级为3～4

级。此外，由于采掘船的一些结构件和设备吨位较大，原有国家公路有时要加宽路面，桥

函微要加固。
3。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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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 1-12-40 2501采掘船施工平面图
1一危险品库;2一电石率;3一油漆库，4-设备及半成品*，5-材料库，6-斗桥及吊架组箍处;
7、2、29-配电箱，8-千燥炉，9-开水站 10一锅L，11艹休息室112-宰床，13-焊接，14一附
工;15-电工;1-工具室，17-医务蜜;a-办公索，19-水工;20-动力2l→船体;2?-起运
z4-主运输机组装处;25-吊杆，26-电动安率27一公路，28一通道，30一电动交车）1-吊杆，

32-氧气瓶翻;33一通港

515
12

阻 1-12-41 两A30HS采揭船施工平面图
1一抱斗堆场，2、3一绞车准场，4一千砂惯，5-空压房，6一统边机工翻;，7一行走过群;8-钢板

堆场，9一钢板预处理堆颍，10-斗架及吊挂场，11一君矿堆场，1!-选矿设备增场;13、14一零散

设备维场，15乙染站，16—选扩设备堆场，17-上层建筑堆场，18—冷作工勇∶19一冷作平台，

20，2L-选矿设备雇场;22一酮肇;23一槐杆固起范图;24一上部钢结构堆埚，25起吊范围;28-

卷扬机解，27一般体绪构准场，28一冷作工棚;20一冷作平台，30一般实热树堆场131一冷 作工棚，

32一冷作平台，3一上层蠹筑增场，34-起重工具室，85一油渗房，36一木材准场;37—粉扬机房1

38-木工工翻，39一工阴;40-变压器，41-配电房。42一电器检修工圆 43-工地办公室i《⋯电
气设备堆场，45—占地范围146一斗架堆场，47一尾矿堆场《8一上部钢结构胺场，4一冷作平售;

50-冷作工翻，61一水噪;62一路，53—街道



562 第一篇 靠天开采

不同斗移采氧船箍平烯地工程量表 囊 1-12-24

客 （ 积 （m）页(L>

5000～1000050～100
1800～13000100～150
1300~～ 000150～250
3000D- 50&00250～300

（1）基坑排水工程，
（2）基坑潜水位较低时，应列供水工程;

（3）组装采掘船一般需要8～12个月，这期间应考患基坑维修及其他费用，

（4）基坑挖方量、填方置以及它对整平场地标高的影响;

（5）潜水位对基坑深度和整平场地标高的影响。

4。工业场地防洪
基坑受洪水影响时，须设防洪坝。
12.5.1.2 出基状工轻

采掘船以最小工作采幅出坑。需要缩短时间，增大加深角时，须考虑排除废石的工程

量。如四川白水金矿，为了避开洪水期，缩短出坑时间，加深角取°30′，其推土槐推运废

石量为6.8万m*。
采据船出坑至矿体底板的工程量按下式计算;

Q=方Bma（H-H。-Ha）-etg4+（H。+H。）（H一H;-Ha）Bmonctgaz

(1-12-194)
式中 4-—出坑加深角，<°）

Q—出坑工程量，m2;

其它符号同前。
12.5.1.3 通道
出坑时，视基坑与矿体的相对位置，有时先以通道形式出坑，然后再加深至矿体底

板。如甘肃省白龙江金矿，基坑距矿体200m，采用通道形式出坑120m后，开始加深到矿

体边界处底板。
通道工程量按下式计算∶

(1-12-195)(,=Ban(H2+Ha)Z4

式中 2;——采据船通道工程量，m"，

L，---采铜船通道长度，m;

其它符号同前。

12.5.2 采 准 工 程

12.5，2，1 供水
基坑与外部水位差一般不得超过0.5血，否则应采取安全攒施，并围定安全出坑范围。

此时采损船安全出坑长度为;
(1-12-196)L,= hctg07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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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L。-安全出坑长度，m;
db—.基坑与基坑外水位高差，m，

其它符号同前。
12.5.2.2 供电
建船工地用电包括组装采掘船和基坑供排水用电。
12.5，2.3 绳窝
1。桩柱式采掘船绳窝
绳窝的布置形式《图1-12-42）和绳窝结构（图1-12-43、1-12-44）有许多类型，设

计中应结合土岩性质合理选择。一般绳窝用钢绳规格与横移钢绳相同，岸上滑 轮 数量为
4～6组。

不同施工方法的绳窝规格参见表1-12-25。-
绳窝锚固力为（图1-12-45）。

绳 窝规 格 氯 1-12-25

备 注长 （m） 宽 （m） 深 <m）施工方法

铲 宽推土机 推土机展波角度25°～30°视爬坡能力而定 1.5～3

2-~6人 工 1~1,.5 1.5～s

e
二1000。Q

图 1-12-42 横移绳膏布景形式
a-单式移动损移绳窝;b-双式移动横移绳窝，-固定式损移细窝

1—移动滑轮;2一绳窝，3一固定滑轮，4一横移绝

图 1-12-43 人工绳离培构形式

斜拉力（1n'N）;

(1-12-197)Id+(+d)T。=
水平拉力（1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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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图 1-12-44 推上机绳离结构形式

图 1-12-45 绳窝受力分析图

(1-12-198)Nc =Tgcos8
强度条件（10"N）;

(1-12-199)NG≥点N。

式中 ———横杆长，m;
i-——横杆宽（直径之和），m;
0——土岩自然安息角，（°）当h>1，5～2.5m时。6的折减系数为0.8;

β-斜拉力与土岩自重之夹角，（"）;

h-—横杆垂直埋深，m
γ-容重，10*N/m2;
g—一安全系数，一般λ= 1，4～1.5;
N。---钢绳实际水平拉力，10°N;
Ng——钢嵬设计水平拉力，10^N。

例 首绳拉力24x10"N，假设x3m，dz0，3m，h-0，6R，6=15°，砂恶容重2.410'N/m'，求

To和Na。

T。=1.6×2.43×03+(3+0.3)×1.6x-H=+

= 38.49 ×x1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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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7.18 ×10*{
N'g= 24×10"N

K-T/2=1.55

2。』绳式采掘船绳窝
在无法用上述绳箧方式固定钢绳时，采用 海军锁（图1-12-45）。一艘船设置+个海

军锚。

图 》~18-4 海军错
1-锚杆;2一锚身;3一错爪

12.5.2.4 辅助工程
辅助工程包括∶
（1）通往采区的临时公路，其长度按采掘船一年前进距离的0.5～1.5倍考虑。
（2）采区筑坝和防洪工程量。

（3）每艘采掘船必须配备一只可乘8～12人的钢质交通船（亦称通勤船）。如果江河
较大，有洪水威胁时，应考虑设交通快艇或摩托艇。

（4）适宜设报话机的地区，一艘船配2～4台，或设移动式架线电话。

12.5.3 其 他 工 程

基建时期出现的采掘船过河、停船、过冬保养以及开船、采油除冰、解冻、清除障碍
物、复田复林等临时性工程的基建工程量。

12.5.3，1 果据船过河及调船
当开拓方式需过河或沿河航行（顺流或逆流）一般距离再调船进入矿体时，需注意以

下问题;
（1）禁止在洪水期或7 级以上大风及大雾天气里过河或在河上航行，
（2）在河道上航行或过河时，应事先清除河道 上的障碍物，缩短过河或航行

时间;

（ 3）在结冰期薷开拓时，应及时排除浮水。
在水位太浅的情况下，为了确保采掘船安全水位，有时采用过漏段下游修筑溢瓶换的

方法论高水位。珲春金矿一号船过河时，采用此法将水位抬高3，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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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2 停船及过冬保养

受季节影响，船建后还没形成开拓系统就不得不停船时，应考虑停骑地点辅助工程和
设备保养等项投资。

J2.5，3.3. 防凉与解冻
1，防冻

防止或减轻季节性冻和永冻层的方法有积雪法，盖草法、冰封法、塑料薄膜覆盖法和
塑料泡沫覆盖法等。

目前，行之有效的防冻方法是剥离和冰封混合法。此法 的 技 术 要求 是;剥离 表土
0.2～2，0m;以（2～5）×（2～5）m的两度打入木桩，木桩规格为直径30～60mm，长1～4m
（视冰层厚度而定），使冰封厚度达到0.5～1.0m。此法在水源充足矿体渗透系数小或水渗
漏前可结冰的条件下使用。

季节冻深小于0.7m时不需防冻。
2。解冻
我国永冻层属于退化型，且零星分布。厚度一般0.4～0.6m，温度-5°～0°。目前多

采用剥离和太阳辐射混合融化法解冻。苏联对冻层的解冻方法也提 出过多种，详 见表
1-12-26。

囊 1-12-26苏 联 解凉方法 分 类 表

解 冻 力法 及 所 用 能 源

联合方法方 法工热传进种类 天自 然 方 法
地熟 电 能源于能盐溶液法 各种燃料机 械法 W盖 法

辐射式加在绝热信自然解冻
热融;况下用热和最简单的

可调高压气，据环水热改侵法，
电流针，羞板排愚化的自表面水一分展验化

管放电器，导热 法 然解冻法熟改良法（定期别离
糊熟的块石已融化的床

士s
表面水一

熟改良法

电力一水针法萄膜下人水解法
水力联合渗透法造南法;都透陆 同左同 左

薄膜一水人迭雨法
加热器法联合法

具有相变 黑 汽法
的热交换体

利用低压
连续分布

高频电流;的内部悠源
利用工业
电资

应用剥离和太阳辐射混合融化法应考虑如下因素;

（1）我国永冻层融化时间按1～2年计，当永冻层厚时取上限，反之取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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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剥离前须用单钩犁配推土机按（5×10）×（5～10）m的网度挖井字形排水沟，疏
干采区。一般剥离隔热层以下0，1～0.3m，用180×0.75kW以上的大型推土机。

有关复田或复林问题见本篇第十穴章。

12.5.3.4 倩隙障碍物

砂矿床上船果障碍物分为地面和地下二大类，开采前须探明并清除。

12.5.4 储备矿量及基建进度

】2.5.4，1∶;衡备矿量
采掘船开采的砂矿储量分为两级（或一级），即开拓矿量与备采矿量（或开拓矿量）。
开拓矿量是指采区内已剥离，主要引水沟、筑坝、洪水期待避位 置、清除地 下障碍

物、临时输电线路和解冻工程都已结束所拥有的矿量。保有时间一般为0.5～3年。当解冻
时间在一年以内或无永冻层时取下限，反之取上限。

备采矿量是指支渠引水沟已形成并向采池供水，输电胶皮电缆已上船、绳窝，采掘路
线测量标杆和地下障碍物标定等工程均已结束所拥有的矿量。保有时间3～6个月。

在我国南方宜采用一级制矿量管理，保有时间半年。

12.5.4.2 基意进度
我国的船采砂矿山，基建时间一般为1～1.5年，其中试产到投产时间为1～3个月。

在严寒地区，施工进度安排为;第一年夏季开始基建，第二年建船结束，第二年末或
第三年调试并投产。
在南方，主要考虑洪水的影响。施工进度安排为，第一年8～g月 份开 始基建翌年

5～6月份结束。基建时间比北方缩短一年左右。

船体组装时间;
50～150L船，5 ～6个月;
大于150Z的船，6～12个月。

12.6 矿山生产能力的确定

12.6. 采锶船的选罩
国内外已成功地用斗容50～880L链斗式电动（或柴油）采漏船开采水下 埋深在50m

以内的内陆和海滨秒矿床。
应用吸扬式采掘船开采非贵重矿物也很成功，它在挖深9～27m时，生产能力最高，

但也有的用于开采80m以内的砂矿床，还有潜水型砂泵式采据 船开采1200m或更深的砂

矿床。
2.6，1.1 链斗式采姻船选型的影响因素

1，挖深与斗容关系
挖深与斗容之间的关系通常以图1-12-47和表1-12-2?作参考。

2.矿体宽度与斗容
斗容与采幅成正比，所以对窄矿体，在选择斗容时，首先考虑废石混入率对企业经济

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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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人，$

挖淡（a>

即 1-12-47 挖深与斗容关系

亲 1-12-27挖 课 与A年客关 系 泰

可能的斗客（L）挖 深 （m）挖 聚 分 美
400～a8>35极深挖聚
305～5o16～35深 挖 深
150-3p09～20中等挖深
<150<。浅 挖 深

囊 1-12-28s每 与 限务 年 限 一w_--re.-
服 务 年 限（年）(L) ⋯---—---w-n

5～750～ 100
10～ 1?150～ s00
>15>300

S，服务年限与斗容
鉴于采掘船不易搬迁的特点，按表1-12-28经验数据初定斗容。

苏联适合采据船开采的砂矿宋，斗容和服务年限对储量的要求参见表1-12-29。

4。巨砾石与斗容
不同斗容的巨砾石标准和允许的巨砾石含量参见表1-12-30、1-12-31。

处理巨砾石的方法有三种;（1）起吊法，是采用储起重机吊出挖斗中的巨砾石，每

个砾石的停船时间1～5min，（2）爆破法，是采用糊炮爆碎挖斗中的巨砾石，每个砾石

的停船时间1～2min，（3）深挖法;在矿体廉板挖坑，埋入挖斗无法挖出的特大砾石，

每个砾石的停船时间1～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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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联 采圆能服务 年限表 表 1-12-28

{砂矿水上最大带高 移矿能量水下挖深《m） 服务年限船最小宽度斗 至

《m> （万m*>最 小(m) (a]<L)

浅挖深采周料

0,5 <350～g0│ 1,6~215～4050～100
中等挖深采掘船

300～ 500 g～1V0.5~2,52.550150
1200～1500 10～I2l.5～4.03.111.850210
1200～1500 12～153.516 369～70250

深挖深采掘船

12～151890～23002,5～53,770～?5 15.8380 12-151800～23005～B3090380
超深挖采糊船

15～253006<1050600 110～120

表 1-12-30区砾石棕 准 衰

规石砾粒
斗 客 （L） 体 积〈m"）最大尺寸（mm）

0,01629~0.0437435t～45050
0.02187～0D.103n8450～B40100
0.0305D～0.16454500～ 70d150
0.05184～0.2457680～900259
0,08732～,34992700～ 90n300

表 1-12-31采循船允许的巨章石敷量囊

允许的巨砾石数量《个/百m"）<L)客 

4～日
2~3i00
]~2150
0.6-1
0.～0,6260
0.3～0.5300

5.基岩硬度与行走系统.
砂矿床清底工作直接影响金属的损失率和贫化率，并影响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鉴于

艏绳式采掘船因焦绳弹性伸缩不能彻底清底的事实，除符合下述条件时采用艏绳式采掘船

外，一般应 用桩柱式采掘船。
（1）矿体表面水位达到采掘船安全水位;

（2）基岩硬度小于普氏系数2～4（地质部硬度3级，苏联船果岩性分类4 级）

（3）非资重金属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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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供水与斗容

耗水量与斗容成正比，见表1-12-4。对缺水地区，首先考虑保证澄消采池的最低供水
量，此外还应考虑循环式、封闭式等供水系统。

12.6.J.2 聚掘船选型步骤
（1）根据矿山i服务年限和挖深，首先确定年采剥量;
《2）以年采剥段为基础、结合开采技术条件，初步选择采掘船的斗容和行走系统;
（3） 用暂定船型去验iu.其它影响因素。

12.6.2 工 作 制 度

12，6，2.】 日工作制度
!。日工作制度

船上工人为每日三班制;岸上工人为每天1～2班制;剥离工人为每天1～2班制;管理

和服务人员为每天--班制。班工作时间均为 8 h。
2，时问利用系数
时间利用系数--般取0.625～0.75（目纯挖掘时间为15～18h），在具体选取时，应考

虑以下因素，
（ ）严寒地区或开采条件不好时取下限;
（2）双幅或多躺开采时，此单幅多停船0.5～h/d;
（3 采用大斗容（290 1.以上） 采据船时应降低指标;

（4丶巨砾石大小和处理方法不同，停船时间也有差异（表1-12-32）当巨碾石数量

超过最大允许值时应降低时间利用系数。

我国船采矿山实际时间利用系数见表!-12-.。
采掘船各班的纯挖掘时间有所差异。-般早、晚班较长，白班最短（表1-12-34）。

 1-12-32处理巨确石停船时间表

每个简/停船 备 注负理方左里 是（g?书森右（mm） 时阀（m1B）

起重机为液压0.~1.D六工≤s6≤35o
驱动时取上限1-3配.号·.0>350

12.6.2.2 年工作天数
（1）矿山年工作3L6灭贱33∶灭。

（2）果掘船年工作关数一般为201~390火，设计中常考虑以下停船因素∶

年平均洪水次数和每次持续时间，
6～7级以上大风的年平均次数及每次持续P∶间，

2 级大雾天气考虑停船。雾的标准见表1-12 3

初冬一般连续三天气温在-15°～-20℃以下或无法F采油位水附应停船过冬;

初春时节，挑花水足以满足船采所需水量成酱H平阳流栏σ～5C以上，且有供水

条件时，可以升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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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时间利用系散表 表 1-12-33

时 间 利 用 系数
年代（年）地 区 斗容（L）

平为先进指标一般指标 w____
0.85S0.73～0.88罕 达汽 I81～198350
0.750.5B～0.8b180～198S50

。77～B,B5198350林口
,0-B01383慕 棱 50

0.83罕达汽 0，我～0.861981-19a3
6.30a.1～0.8318B1~1983罕达汽黑龙江 150
0,74041～0,791981-19a3兴 暨 160
0.70198~1983 0.32～0.70韩家困子 150
0.701980～1983 D.将～0.7串 日 150

0,6～0.821981~14083 0.4$-0,48韩家园于 300
0.60l9a3300兴

o，图6~0，701971～ 1983 0.61～善，81256支 林

表 1-12-34采数各迹筑挖善时闯（单位∶h）

备 注第二班（白班） 第三班（晚班>第一斑（早斑）采报船作业项目

投有考虑事故4~7挖漏时阅 2～44~?
停船时间0～0,250~0,25交接瓶时间 0～0,25

0～0.51~20～0.30移步及维修时间 o0.3~2,0精矿上岸及座上
蜗通移动时间

囊 1-12-85雾 的 能 见 度 表

能见距离（m）象现级

<60浓雾
50～200厚雾、雨操
200～50t大常、大雷
500～1ob雾、中雪
1006～2000轻雾、秦雨
2000～4D00软雾、小雪、大雨
4Cb0～ 1009中雨，小雨
30000- 20000小诵、毛毛雨7
26000～ 54000没有降水

>60060空气喃钥

检修停船一般是小修，每月一天，中修每隔2～3月2～3天，大修每年1～2个月，

矿体内永冻层分布面积较大，且缺水地区，要比通常情况下提前停船和晚开船，年工

作天数缩短10～30天;
严寒地区，冬季需停船过冬保养;
大斗容采掘船开停船时间和年工作天数，详见表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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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某镉船实际年工作天象统计表 表-12-36

年工作天数《d）开船时间（月·日）
省 份 斗名（L）地 区 年 份

平均先进股开 停

190～19s早站 汽 160～24D10.29～I.1o1971～1993 4,19-5.15u
100～200要 186～203殿 13,28～1.1050 1971～1980 4.21~5.1D
200～220辞 180～240阑 11.14⋯1.304,2-4.23S0 1873～1983

 口 11,8～4.174,11～4.211978～198350
穆 映 11.3~1t,265G 1978～1s 4,15～4.17

390～198160～205军达置 10.29～51.04.20~5.51971～198S10u
195～200188～215早达汽 4.16-5.5 1.4~11.91978～1983150患龙江 195~20617T～2051978～1933 i.6～1t.104.25～5.5五 道沟 15o
200130～1881982～19B骚达 沟 1a.10～1,14,29150

185～200131-2004,25 11.10～11.131982～198150五 道 沟
180～195170～1925.1～5.6 11.$~11。L兴 目 197B～1383150
185～195170～1994,28~5,2D 10.31～1,161978～1983150韩家园子
200～205180～2074,16～4.28 1.10～11.21978～1983150神 

175~135144～17010.19～1,95.4~5.28韩家园子 1981～1983
280～250190～ 28711,20-12.132.27~3.6250 197 ~ 1983净豫苔  

12.6.3 有关参数的选取

土岩分类和松散系数等常用参数见表1-12-2，表1-12-3，表1-12-23。
12.6.3，1 鲫斗速度
根据土岩硬度和卸矿难易程度，我国取 15～35个/min;苏联取14～32个/min，其它

固家取3～28个/min。土岩硬度大或卸矿难时取下限。

选取卸斗速度时，应注意船的主驱动电机类型。直流电机应根据表 1-12-37选取;交

流电机应根据表1-12-38选取。

表 1-12-B7土岩碳度与鳟斗德度

卸 斗. 速 度〈个/min）土 岩 级 别

30～39
28～32

用22～28
10～22

表 1-12-38实流电机为主驱动的养氯船鄯斗速度

卸斗速度 （个/mio）型<L)

红渡50-1
20红旗50-2

50 兴隆5-1、2
种南50

30红族10000
32红施150、桦南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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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 铲斗装满系数

桩柱式采掘船装满系数与下列因素有关;

（1）回转角增大装满系数下降，详见表1-12-39。

采细差■种角与铲斗满肃系象荧系 贵1-12-39

 半危 (")园铲斗艇 备 注
80B6050 70403020满系散

0.630.70 1.指苏联船采Ⅰ级土岩情况下10,81 0.710,BB·.920.95平为 0.98
2.以采骚正中的装满系败为基准.C,180.940.500.640.87 0.77角刷处

（2）斗容大装满系教大;土岩硬度大装满系数小。正工作回采最有利的平均装满系

数见表1-12-40。

表 7-12-40正工作国某耐最有利的平均美满系航我

(L)容斗
土岩敏别 900～400210～25050 140-1o

0.950.950.950.95
0.B50.950.9S0,85
0.BOo.750.7b0,8D
0.500.4D0.300.10
0.300.20

0.10

（3）严寒地区，初春和晚秋一般装满系数低，6～9月份装满系数高。其全年平均装

满系数的影响程度可参照表1-12-41选取。

囊 1-12-41参节志影响系称

20,0.5～4.B<0.50奉节冻层厚度《m）

0.900.950.81季节法影响系数

（4）横移感度、移步距、斗架下放值与装满系数是互相影响的几个参数，其关系已

在前面论述，此处从略。

（5 ）装满系数"，的计算
(1-12-200)1;= E为1

式中 "。——回果不同土岩时最有利的平均装满系数，见表1-12-40;

g——季节冻影响系数，见表1-12-41;
声——采掘船回转角影响系数，一般取0.95～0.98，主驱动为直流电机或大斗容时

取上限，反之取下限。
12，8.3.3 纂类、贪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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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矿的损失与贫化受采池自然塌落、挖掘深度、幅间矿柱、步间矿柱、漏矿、供水、

地形地貌、地表构筑物和农田等多种因素影响。应根据土岩性质，用图解法计算不同矿段
的损失率，并估计贫化率，参见表1-12-42。

表 1-12-42损 失、贫 化 率 着 标

贫 化 率（??损 失 率〈《??挖 泽(m)

P-w-

8～53~5≤25
8～1212-1423～30
12~1515～2030～10

12，6.4 果掘瓣生产能力
12，6.4.1 确定生产能力的一般原则

（1）船上设有剥离系统时，按剥离设备处理能力验证生产能力;否则按选矿设备的

最大处理能力验证生产能力。
（2）视不同土岩的硬度和厚度，在计算各分层生产能力基础上，确定矿段生产

能力。
（3）全矿区采掘船的生产能力是各矿段生产能力的加权平均值
12，86.4，2 采操船小时生产能力
1，不同土岩的小时生产能力Q;

(1-12-201)Q;= 80m;g;/P;
式中 n;——不同土岩的卸斗速度，个/min;

q —斗容，m*，
其它符号同前。

当计算结果大于船上相应设备能力时应以船上设备能力为准。

2。矿段的小时生产能力
1）矿段平均松散系数

(1-12-202)

式中 h-——不同土岩层厚度，m;

其它符号同前。
基岩超挖深度一般取0.2～0.3m，见表1-12-43。

囊 1-12-43录 细 船 超 挖 跟度 值
容 (L)斗

>480土岩级别 800～400210～250100-16050

>0.894-0.60.$～6.59,2～6.,2~6,3
0.4~0.60.9～0.40.2-0.40,2～0,3
0.8~0,4识2~0.4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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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段平均装满系数η

(1-12·293\

式中符号同前。
3）矿段平均卸头速度（个/min）

(1-12-204)

式中符号同前。
4）矿段小时生产能力（m2/h）

(1-12-205)C; = 60*gq"/p.

(1-12·236)或

式中符号同前。
3。全矿区采掘船小时生产能力（m2/h）

(1-12-207)Q= ZQe
式中 e;——各矿段采剥量占全矿区采剥总量比例;

其它符号同前。
12.6，4，3 日生产能力

1，矿段日生产能力（m2/d）
(1-12-298)Qz;= 24β.0u

式中 β——矿段时间利用系数;

其它符号同前。

2，全矿区日生产能力（m*/d）

(1-12-209)

式中符号同前。

12.6.4，4 年生产能力

1。矿段年生产能力（m/a）
(1-12-210>Q,-=Q,T

式中 T——年工作天数，d;

其它符号同前。
2，全矿区年生产能力（m》/A）

(1-12-211)

式中符号同前。
12.6.4.5 企业规模和服务年限

1。企业服务年限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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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12)t= Z〔P;K/0,d(1+Y>〕

(1-12-213)t= PK/0,(1 -y)或

式中 ——矿段编号;
n ———矿段数量;

P，P——矿段或全矿区可采储量和船剥量，m2;
K;、K——矿段或全矿区回采率（只考虑可采储量部分），??

?p——矿段或全矿区废石混入率，%;
其它符号同前。
2）企业规模（m2/a）

A=Qm+Q, (1-12-214)

式中 C——年机剥量，m2/a;
Q2———采掘船年生产能力，m2*/a。

实例 我国南方某砂金矿床，采用200L桩柱——艏绳链斗式采漏船开采，船上有制离系统，地面用
推土机射南。矿体赋存条件为。平均长4.52km，宽78，6m，埋深12.12m，其中水上2.42m、水下9.70m。
巨砾石效量在允许范围内，损失率、贫化率均为5??年工作天数定为300天，其它参最见表 1-12-44。

表 1-12-44著 本 参 败 值

茎 岩表土层砂 际 层数参

1.51.20].25松散系数
0.2b.30.7装满系数
15329知斗速度

单幅6.708（7h/d），双幅0.8<15.5/d时间利用系教 a--n.._..__.n____

囊 1-T2-45餐矿聚产能力

能 力
矿 段 编 号 m'/dm*/h

396018043-3
3162IB629～3
318235一38
323B19028
31329-27
328119327~23*
3DO917728～19
239719
338319909
3111183

根据上述条件计算结果为;

（1）不同上岩小时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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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砾层 Q;=211.83 m2/h
表土 （;= 288 m2/h
基岩 2;=24 m/h

（2）各矿段生产能力及企业规模见表!-12-45及表1-12-46。

金 业 舰 桃 表 1-12-46

船平均小时生产能力 189m*/h
船年采矿量 79，15万α*

船年别高量 2.5万喷*

魁年采籼总量 81.66万m*
维土机年测离量 4.05万m*

85，7万扣*企业年采到总量

12.7 采掘船开采主要指标

我国及国外不同斗容采掘船投资、成本、材料消耗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参见表1-12-47
至表1-12-63。

豪 1-12-47我唱不商斗容果细船授资

其际投资斗容  厂家地 区省 份 行走方式 送静日期(L) （万元）

牡丹江矿山修进厂63一76棒口-番体，东宁 1976～1978期龙江 躯良50
齐齐哈尔第一机械厂黑龙江 北沟、涵原 150～154桩性100 1991～198s!
延边通用机械厂吉 林 画 边 桩柱 14a100  A81
沈阳冶金矿山机械修遭广t10吉林吉 林 桩柱 1582100
沈阳冶金矿山机械修造厂黑龙江 266～330黑 柯 局 桩性 197a～1982150!
哈尔滨重型机械厂280～286桩柱 t975~J978呼 玛 局黑龙江 15
哈尔滨重型机械厂247～325197s～1982桩柱梓 南 局黑龙江 150
延边通用机械厂，公主岭冶金修造厂235～269桩柱 1581边吉 林， 150
大连红旅遗船广厂53]～631967～1a6s桩性-赭绳250
囔失造船厂1983桩柱-躺绳 g90～B50300

泰 1-12-48我蛋1970～98年采细船主要靠标
电 耗生产能力 全矿工班势动日工作小年工作天斗 容

矿 山省 份 <kWh/m)生产率（m*>时段"<h） 10*m'/a数（d） m'/h<L)
1,8~2.835～so17-20 12～2030-5318t～130罕达汽
1-2.427～5016-2250～8315~t7200~230停喃

黑龙江 28～3a50 66～7318~20林口
25～360~7513~20穆林

1.4-2.050～9820～3275～9317~20罕达代 180～180
100-112林口

黑龙江 105～114190 汤苏
100～104将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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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矿工班劳动 电 ·耗年工作天数 生 产 棍 力客 日工作小
矿 山省 份 生产《

（kWh/m2）10'm3/aiI.. (d) m'/h 〈m4)(h>

70～150 1.6~2.947-55130～160190-20 18～19黑河
80-120 2,0～2,830～4090-11317～18呼妈 180～190

黑龙江，浸 50～80 1.6~2.535～30130～10,15~17韩南 198～280
2.1-26120～185杜家河

80~110 2.0～2,100～128250～25015-17珲春芦林 230- 250

· 包括进船，滑溜、临时停船时间，但珲春金矿和桦南金矿周是集挖掘时间

囊 1-12-48我 国 采 掘 船 劳 动 定 员

30025015010060斗 客 （L）

22操纵工《人/班）
111主驱动工（人/班>〉

良带机工《人/脏） 1
1卷扬机工（人/硫）

4-82~4清海工①（人/班>
1~3瞬法机工（人/症）
1~2摇床工（人/班）
1~2辆选工（人/斑）

水系工（人/脏）
柴油机工（人/班）

司护（包括运料工）②（入/班）

电 工（人/班）

馏 工（人/班》
能长（人/日）
勤杂工（人/日）

统计员（人/日）
岸上工人《人/日）

①根据激槽面积和操作形式确定人员，详见表1-12-50。

②晚秋和初冬临时配备人员。

囊 1-12-50我围采温船调信工起员表
<L)

>280洲喷店阳 ≤25Q

式影作增 换
(e*) -.- 手动自流白卸手动自粒白侧

2.52~42<120 2.512~431121~20 81301~300
651301～4D0 2-.

401～5S0 2
5i-7uo 7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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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取采幅船主要指标表 表 1-12-51

劳动生产率生产能力（矿砂）工作天数 日工作小 电
船工作地区 动力类型斗客（L）

m'/工斑 (kwh/m*)时（b） m'/h 10*m*/a《d)

1.7~1.9200~235 140～18618～18.5南乌拉尔 120～150320~350210-250 电

160～H80 1.E~2,8I7~18,5 110～13070~80235～255电150L170
1.7-2.220～250)8,5-1220～245 8～120 130～160中乌拉尔 电210～250
1.5~1,7420～470 230～29018.5～!9.5 210~27024D～33电380

o.0～D.修65～8i230～25D 17.5~18,5 30～SB寓汽 25～33140
0.025～0,017-19 70~100 30～8035～40189～250蒸汽200

叶尼塞柯 1,B-1.8130～160 70-8635～86215~235 18～19.5电150
20～2。490~11522～255 110～15518～19220-250电250
2,4~4.0100-130 ab~1017.5~18300-s2b 55～78160 电西伯利亚 1,～2.1210~z4617～18 1B-～125 80～110300-330250 电
2.1~2.4140～220190～240 80～12018.5~20215～260210～2650 电贝加尔湖
2.9~3.760～80110~17o 45～7217.5~1190-23210～250 电

勒拿河 2,6~29120～A60B40～390 20-27017.6～19,6)215~283电380
1.8~2.1110～130140～190 5-95200～250 18～20150 电
1.9~2412～1858～5200~250200～250 18～20电250为尔旦
2,0~2,1180～15032D-34 130～146240~250 17-18电38a
1.8~2.0J140～18565～a0i83～20b173～205 19～20150 电 1.8~2.8160～240116～145210~23018.5~20200～235电210～260阿穆尔 1.2~1,8180-20095～110269~30018.B～19.5185～200380
17~1,2110~1357D~8518o-1808.5～!9,5230~2s150 电 2.1~2511o-15b8-110180～22018-19,5210～250210-250 电海 2,2~2.32S5-240135-145870～3918,5～19195~205电380
9.1~3.480～B525～35s6～1119~20,5160～170150 电

雅库吉亚 2.7-3.514～15050～70135～19019~2116～200210～2B0 电
2,d~3.7180>065-32190-24020,5~22,.514～170电210~250考累玛
2~3.6100～14D31～47130～18516.5~20.5115~ 135电260邱考特卡

表 1-12-52苏联采温船定员表

拥 船 动 力 炎 型
染 油气蒸动电

工 种 (L>容斗
小 题<200200<150150～380
11111翻长（人/疵> -1大鄙（人/班） 111二蓟（人/瘢）

14n上甲板司机人/旺）
运输机司机（人/来）
值驻电钳工（人/班） 11水手（人/班） 1~1.61~.52
词控（人/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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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表

己 据 氧 动 力 突型
赢 气动电

路 (L)容

<200200 型<150160一380
1t)演灰工（人/班）

选矿工看的脆汰机（人/班） 11
选矿工看台以上属没机（人/迹） 22
取样工（人/日）
清溜工\4）

1.31.82-31.53-4岸上工人<包括电工）人/日）

连，<1）斗客75～的L船配备;（2）深挖采霸略大于200mm的额石含量在20??上时配备;（3）上有两食氰炉时配
备，《）清溜工与表1-12-50定员相同

泰 1-12-58苏联联赢船零部件寿命奏

工作期限（月）
材 解零 件 名 称

定 服实 际
改变仗、略等元素合量的拥体T13I32～40整斗 24～60
改变饮、能等元素含血的钢讨T13J刀a～10斗裙 4~12
改变钛、传等元素含段的铜材FT13J9半轴瓦 2-7
（高服朝闭）
棉络钢124~12斗镧

T13】，轴-镍铬锈3012～38整钟下滨施和轴
高步钥，轴-搞第镧3616～36整铸上液筒和轴
T1i3I2~B挖斗底板
同上或高炭铜184～16有孔和无孔简板
T13N10～》筛简浓■
含幅高炎领18E～16斗架托辊

囊 1-12-54算联来捷船主要材斜痛养凝

一 液 船 的 年 消 耗 量 （t）

240 (L)材料名称 380（L）正常
3号2号1号生产条件下

2.185.362,6461.多低鳌钢 7,5,886,856,7镍络阴
棉 铜 1,5

53.想48,8753,9747,B碳素钢 0.402,183.5铁排汗 0.400.840,230.$铜铸件 B.d860.286.38111,7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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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210L菜指船实脲材料消辊明尾表 表 1-12-55

总重量单位重量 使用期限（李） 孕度消能
数 量备 件 名 称

<t)(kg> 实 际 企业定断 量（t）

2.5174o 209120挖 斗 70,03
120215 I26,8 26.5斗 钼

0.5半 轴 瓦
0.50.5 &4,032120斗 铜 18s
1.5 19.70.828 29.7斗架托辊 1144

16.3上 漳 筒
3.30.S0.217a 140伪轮衬板
0,70.5液筒象面和斗耳刮假 0.35la
4.914,5下 液筒

0.5 1,A轮缘边板 B8 0.712
7100筒筛，筒筛滚醒

9.5350静 梗 1B.954
1.0主动托耦 2000

800辋 座
主传动柱形齿轮，

6400
小 700

2,3尾矿上托辊
1.e题矿下托概
,2筹板螺检 ]0.6六3 】2000
2.斗循哪钉

临 条
水泵叶轮

日.D无孔障板
12.8其 它

总 计
年消耗量（D）深挖型采抛粘备件年消耗量

26,107253500尾矿地 23,4140斗 架
7,0表后6局矿架
6.0黄筛青架 302,2总 计

泰 1-12-56苏联张基船树料流养定额明还表

容 积 （挖
一M超的10万m*挖提聚的清 标 准 挖 深深挖型

150耗量和船的年清耗量（t） 250380380
5080100150140平均生产徽力（I*m*/n）
3.23,02.62,53.6高锰钢钟件（T13J）∶10万m'  19.024.028,050,5 28,0一艘船
2.11.91.71.542,1高级碳素情（钟件），10万m' 12.618.7 15.)30.029.5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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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斗客 积（一瘦船的I万m2挖掘量的消
标 准 挖 深泽挖座

能量和船的年消耗量（∶） 150
媒幕丽、菊落物，30万mT 0.7

4.0一艘船
1.7515.7钢材∶ 1.板钢 110万m*
10,622.0一展船

│o.5 0.610,6.型钢 10万
3.6息.4一能船
0,310万m'铁丝，

4.8一梭船 5.0
尾矿皮带宽00～1200mm亚A传动
帘，橡皮衬层〈上厚tcm）

107衬垫（m*>，10万m*

9.3三角皮带，（m*），10万企"

3G艘船
3s.410万m*水龙带（m）
20q一般船
0.610万m'润滑材料（t，
8，4广一般船
10KPT压-10电缆，（m），10万m2

 66  56140一触船
1015（m*），10万n*帆布

一羡好

0.30.230.3铜材，3，带钢（1）10万m*
1.84,2一艘船

 0.110.1 0.11.44，底板（t）10万m'
0,600,91,一般船

F1JI钢或85T3（材铜） 1.2 1,00.91,0筒板 10万m*
0.170,,179,16气管 15万a' 1.02。42,7

下列材料无施钢警占60??轧材占4% o,589.520.8s0.580,7钢丝蝎、10万改 3.25,88.70,8一般船 e,179.16 0.130,110,1s铆钉、螺栓;10万m* 1.01.21.62.0一般船
0.45,40,380,45高级焊条∶ 10万m* 。8.66.45.6b,5一艘船

表 1-12-57苏联不同斗鲁暴细船单位成本比较（??

106150210380斗容（L） -190～300140～250100 动│电 动
300～700220～400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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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58苏联采循幅矿动单位R本构成表

学理费及附加费 修理材料费 首其它费用材料费项 B 工资及附加工贵

10 16039.019.D 10.00,821.2占总成本（??

表1-12-59各国采国船工作都标衰

联 类 图苏
加拿大标指 阿拉斯加东西伯利亚 马加斯克乌拉尔

1814融2～145212～287 149～194320年工作天数（d）
21.721,617,1~29.1日工作小时数（h） 20,621
48.545.5～118B3.2-99.5 44,4-a,0一艘船年挖方量（10'm'） 120
24092500～A700270～44002500～35&D3500日生产能力（m*/d）
2.05l,872.0～8.92,8～3.71.07～4.3电耗（kwh/h）

2.5～3.52.5～42.5～42～3季节性冻土厚度（m） 1~2
50～10050-10050～1005~10永冻带所占比重（??

泰 1-12-60黄国阿拉斯知著干艘电动照集船工作指振和贫术性能我

度 年平均生产韩水泵洗量新槽画积斗镜斗数平底船尺寸挖深（m） (×10+m*/)'斗容（L） (t)（m2/min）'个》" <m*)【长×宽×高Xm）

1853622.4420B338×18×3.614,638o 67 T8522,A420112×I8×3.521.D380
62247,517656.0 25×1×1,8150 11632154167532×18×2.711,4210 65307.5100843×1×2,012.0150
11828.511,21356629×16×3,28.5210 14733,522.44451005×22×3.61B.0380

泰 1-12-81美自加利福尼显来扫角

平均实收晶位《g/m'）产 量（kg）挖方量（10*m*）采超船数（触》
0,14B6273.24240.17
0.133胁26.34529.5728 0.1287352,25738,5736 0,1268593.78032.4I40 b.13810O44.17252.9d6 0.13111671,78956.62 0,12411515.29306.6147 0,12912905,4100.2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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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愈大电动系编船工作指标表 囊 1-12-62

(L)容斗
标指 100450 210210210 150450450 210

年工作天数（d） 16'213162 208 195249 287225
日工作小时教（h） :,2 ?n22.221.8 21,222.8 21.519.3 21.2

36t, ib85年开采小时数（h） 41434506 47536B4 50824874962
393u月135 序131平均生产能力（m2/h） 26632432055

3830 4,26b.9158 133,8 54年挖方量（×10m'/） 15820.5
29 1364A2 351年停超时间（b） 47?649795297

5.552.15 21.61.61 1.581.981.51.43电耗（kwh/h》 39.1

囊1-）2-63断雷兰卡尼莱聚值解1978～19的年厚均工作指标及性能表

标指指 标 项项 目

540570 设计生产能打（m2/n`斗容（L） 463.92实际生产能力（m*h12,8斗置<t）
0.7169时间利用系数81×2×3.7平底船尺寸;长×宽×离（m）
0,7224装诱系败dB斗架长（回）
2.035电耗（kWh/m2〕102斗键斗数（个）
0Q604实收晶位（g/m'>1460网时工作容量（kW）

3780船安装重量（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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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任纳写单位 苏州非金属矿山设计院

编 写 人 车胜志 

13.1 概 述

1.，1 石材及其开采稳点
大理石、花岗石（统称石材）分布范围广，花色品种多。
通常称谓的大理石、花岗石系天然石材的商品（或工艺）统称，不受岩石学概念的限

制。要求具有一定的抗压、抗折强度，易于加工，抛光后光泽度高，颜色鲜艳，花纹美

观等。
大理石，一般是指沉积或变质作用生成的碳酸盐类和少部分硅酸盐类岩石。如现已利

用的大理石主要有，"杭灰"是石炭纪沉积的灰岩，"红皖螺"是震旦纪沉积的 幕碾 灰

岩，"汉自玉"是白云岩，"雪花白"是下元古界粉子山群中区城变质的白云质大理岩，

"丹东绿"是元古界辽河群中混合岩化作用形成的蛇纹石化镁橄榄石矽卡岩。

花岗石，一般是以石英、云母、长石为主要矿物成分的火成岩（或称岩浆岩）。如花

岗岩、花岗斑岩、二长花岗岩、闪长岩、辉长岩、正长岩、闪长玢岩、辉绿岩、安山岩、
 玄武岩。现已利用的主要有，"黑石料"是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田中石"是花岗岩，
"秦安绿"是花岗闪长岩，"济南青"是辉长岩，"天黑白点"是角闪花岗岩等。

大理石、花岗石的用途相当广泛，主要用于建筑业，如激高级建筑物室内外墙面、柱

面，地面的饰面板材;其次做工艺美术品、石碑、建筑条石、砌块等。此外，有的大理石

可做电闸板，人造大理石、水磨石的填充料。有的花岗石可用于化工、机械、避 纸、环

保、测绘、印染、食品等多种工业部门。如贮酸（碱）槽、电镀（解）槽、印染 池、轮

辗、纸辊、除尘器、精密机床平台、钳工划线平台、量具、贮酒罐等。
石材矿山的开采特点，在于从矿体中最大限度地采出具有一定规格要求的无裂隙的完

整块石——荒料。因此，在布置开采工作面时，应充分利用矿体的节理裂隙;开采时要采

用能采出大块荒料的钢索锯石机、链式锯石机、火焰切割机等特制的开采机械切割，爆破

采用黑火药、金属燃烧剂等进行控制爆破，禁用硝镀、铵油等威力大的炸药爆破，以兔产

生新的裂隙。
石材开采的特点，决定了在石材矿床地质勘探工作中，要着重对矿石的装饰性能、节

理裂隙、溶洞、包裹体、析离体的分布规律，矿体上部的第四纪覆盖层及风化岩的厚度、

界限，荒料率等问题进行详细研究。
选择矿床开拓方式、开采方式时，要考虑荒料的规格、起重机能力、运输设备在技术

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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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开采与一般矿山开采的区别在于主要回采工艺的不同。石材矿山主要回采工艺特
点见表1-13-1。

囊 1-13-1石材矿山主要固果工艺糙点

工 艺 指 标 的 确 定界工艺及其指标 义

加工饰面板材的荒料，最大规格取决干锯切满足加工饰面板材或工艺美术造型要求的长方
毛坯板的智机允许的尺寸，最小频格要满足帽荒 料 体、正方体疏其他形状的块石
切确定的要求

·η-卫;x100（??在一定的开采范图内，采取的荒料体积与淑范荒 料 率
圈内的原矿体积之比，以百分数表示 式中 V;一眼矿体叙，m，V，一党邦体积，m'（η）

在具有代表性的节理裂障索描图（水平或雪直 n，-等×10（??理论党料率
的》上计算能或荒料的面积与原矿面积之比（??，

式中 S，-计算范围内原矿面积，m'，(n,) 系确定装料率的依据
S—计算范围内能成党料面积，mt

在一定的开采范围内，保证取得一定利润时，
最低总料率 "DT-P）云×10（

对采出荒料量的最低要求，系划分石材矿床有无
式中 C~采剥成本，元/m'，D一荒料售价，(Tatn) 开采价值的指标 元/m'r-税率，??K-盈利指标，元/m*.

外形轮廓尺寸基本符合荒料规格要求，但有的
常料毛场

面凹凸不平、相差较大、尚特修整的块石

从矿体上采出体积大于荒料体积数倍的长条形
条状块石

矿块

按克邦规格，将条按块石分切为憩料或完料毛
分 制

坯的工作

将党料毛坯加工成藏料的工作整 y
长度按回采矿量保有期考虑，宽度一般为为安装钢索能石机工作立柱而开掘的堑沟

1，5-2，5m，深度应大于开采阶段高度0，5～采准量沟'
,8m

=Y-Y×1免料体积同党料验收后的体积之差与残料体积
党科不规则系数

之比（??，K;值与开采技术水平有关，计算党
式中 V;-党料体积，m'V，一党料验收启(K,) 料运输量时要考虑该系放 体积，m'

每m*竞料加工出成品板材的m'数 7=7-板 材 率
式中 S;-成品板材面8，m2，V，一党料体

（η）

从矿体.上将条状块石开采下来的工作分 ■

13，1，2 工业要求及性能指标

石材用途相当广泛，各种工业用途对石材的要求也不同。

13，1.2.1 建筑饰面板材

（1）在同块板材中，基底颜色、花纹应协调一致。



表 4-13-2

置内部分大置石的监构特征、矿物感分、物理力举

磨耗量 吸水率

抗折强度肖氏硬度
抗压漏度
体 重

结构特征 

大理石

主要矿物成分

cm*《%)

x1oPaHs)

色 警石名

×18'Pa
st/m"

外责代号
品种名称

，16就

03
14,34

128

1306

脸品质绩构

2.73

方 解 石
灰 岩

灰色、白花纹
O56

抗 灰

江苏宜兴

169

59,

679

教粒隐温结构
2,6

方 舞 石
大理岩

浅粉红色
059
红奶油

北京房山

191.2

22.50

1584

花阈结构

方解科、白云石
白云粉

乳白色
101
汉白玉

丹东市东沟县
0.14

。924
0?.4

92

纤维状网糖变晶结构
缩监石、方解石、

浅聚色
管按石华

丹东绿

山东按县

24,88
45
173

817

中、细控变晶结构
2,77

方解石、自云石
白云岩

乳白色

云刚大理

24.B6

122,8

50,8

13561

花岗结构

自云 石
白云着

乳白色

誉白玉

细七黄石
0.t1

188

 1048

中、细较储构
2,74│

方解 石
大理岩

需、白色
028
A 白

0,0r

197
38,5

928

颗粒变是焦跃结构
2.72

方解 石
大理岩

白色，灰白色
o22
旨 表

弱南双峰

1204.3
2，8器

舞费方解石改为
泥墨灰省

照 色

双峰黑

四川宜兴
0.23

方 解 石
大理岩

重兴白

安散灵索

力 解 石
石灰岩

红乾爆、灰院缘 1.肖氏硬度、身耗量指标取自北京-五二厂《建筑石 2。其余各项资料取自有关地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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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良好的加工性能，要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在锯切、研磨、抛光、运输时不
易破碎。机械强度一般要求如下;

抗压强度，（700～1100）×10*Pa

抗折强度∶（60～160）×10*Pa

国内部分大理石的结构特征、矿物成分、物理力学性能见表1-13-2。

（3）光泽度高。
（4）具有良好的耐风化性能。
13.1.2.2 电气绕缘板

电气绝缘板要满足表1-13-3规定的要求。此外妻具有良好的可钻性能，不允许有如黄

铁矿、磁铁矿等导电杂质。

国内部分大理石电气绝缘板性能见表1-13-4。

囊 1-备-3对电气绝缘报性像的要求

标指大 瑞 石性 能

>80静力枕折强度（×16*Pa）
<0,25吸 水 率（??

电源频率50Hz于姗状宠下电击穿强度（kV/mm） >?
直流电压50V>101 吸温后的体积电阻系数（Q/cm）

我 1-18-4图内部分大看右电气绝缘被性能

冒花白《318） 白（028）理 石 性前

12619B静力烷折强度（×10'Pa）
9,11吸 水 率〈??

2,79～2,8t7,4干燥状态下电穿击强度（V/mm）
△0,13a8×10',<1.31～3.39>×10"·吸温后的体积电阻系数（O/cm）
电糊刀蔗板电隔刀底板用 途

注△，干燥状态下测得，该指标与表1-1-3有出人，但早已被用户利用。

囊 1-】-5花岗 石主要化 学威分

CaOFe,0 MgONa,OK,OA1,0,SiO。主要化学或分

<0,4<0.8<0.5<3>13-15 >8>70~75含量（??

13，1.2.3.工艺捣术品
一般要求结构致密、无裂隙、无包裹体、雕刻性能良好并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和耐风

化的均质石材。同时要求荒料的规格、颜色、花纹及半透明性等应满足工艺美术品造型的

需要。
13.1.2.4 则酸腐蚀材料（花岗石）
（1）石英分布及矿物颗粒大小均匀，结构致密、坚硬，云母含量少。耐酸度97.5～

98。5??熔点1610℃，膨胀系数小 于8×10-*。



表 1-13-6

固内部分花岗石结构特征、朝题力学性能及主要化零成分
主要化学成分（??

物 理 力学性 能

地

花岗石

结构特征

o,  caoMg(

岩石名称

典，按压程宽技拓葬感内压感嘧 患据
外要代号

品种名称

北京晶平
0,52
1,14
0.d3
13,99

2,82.
6,5「

92,B
1873

2,58
花岗结构
熟云母花岗

粉红色

白虎》

山东日数
0.88

1,53

1,14

14.34

90.0
157.1

2021

3.67}

同 上

花 岗 岩

浅灰、条带状
3a
花岗石

山东畴山
1.57
0,87

0,B
13.48

n.38
2.36
99.7

212s
26
同 上

花 岗定

红灰色

浅岗石
306

山东牵平
0.19
0.16

r7,24
2.73

6542ra
34.6
4,0

2,7

同 上

同

灰白色
359

沱岗石

广东油头
o,30

0.50
12,92
15.52
6.,38

89,0
89.5

192

闷 上

粉红色
431
花岗石

摇麓感安
0.62

0.95

13,69
73,12
12,A8
97,3
216,0

1804
2,73

日

浅灰色
eon
笔山在

14.85
72,62
4.80
97.8

171.5
719
2.62

灰白色

因中右

15.,01
70.25
7.83
1903,4

233.8
14536
z62

同

云母花岗岩
灰 色
603

峰白石

74,80
0.31

171,2
91,2

1698
2,6]

同 

花岗岩
灰白色

麦门白石

褐建两安

12.43

2,93
94。1
215,4
2142
2.51
向 上

属云母花岗岩
浅红色

福建感安

3,23
78,6

192.日

1870
2.68
网 上

同

暗 红色

.0,95
15.98
07,35
7,3

1038
2.82│
际 上
网长花岗彩
灰白色

大黑白点

78,85

86

13.40

154.0

2.sr
中理
界左母者
灰白带黑星

白石料

16.2018.D
64.7
gca

2046

浅 灰色

麻 石

2.13描典寿宁

0.392.313.88
194.?
100.9

2539,5

花 岗 岩

中相构

肉 红色

花岗石
注，白云科的指标源于地质报告，其余来自龙京一五二;《远。法材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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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分见表1-13-5。
国内部分花岗石结构特征、物理力学性能及主要化学成分见表1-13-6。
13.1.2.5 缘合食利用
由于矿体节理裂隙发育及装饰性能不良的影响，在开采中将产生30～70??碎石，可

予充分利用。如经挑选颜色一致的碎石，可加工成各种粒级的"石来"及石粉。为确定其
能否做水泥、石灰原料及冶金熔剂，需提供矿石主要化学成分的含量，如表1-13-7所示。

羲 1-13-7国内部分大理石的主要化学取分

分（??学 彦主要化 s
大理石品种名称 Na;OFe,O, K,O MnOCaO Al,O,Si0。MgO

0.01杭灰 0.6754.33 0.481.100,7
红 奶 油 .1Do.08 0.020,340,13754,92 0.903

0.01汉白玉 o.190,130.1721,7330.部0

0.0g丹 东 绿 2.200,344?,54 31.720,84
0.010.01雪 花白 0.030.0918,63 3.3533,85
0.020,15 0.04若 白玉 0,420.,1334.15 0.19
0。01b,040.10 0.030,07晶白 0,7353.55 2,73
0.010.030.03 0,030.45雪浸 0.6054.52 1.75

0.702,8B双峰 黑 52.10 1.25

0.28 D.0440,019宝 兴 白 0,095 0.3455.20
皖螺 0.8254.02 1.180.44

注，1.重液、晶白、杭灰、雪花白的前五项档标源于有关地质报告，后几项指标秦于北 京一五二厂《羹凯石材

鉴定报告》;
2，苍白玉的报标源于《建墓筑石材鉴定报告》;
3。汉白玉前五项指标来自《大理石工作要点》
4、红奶油、丹东绿的着标飘于地质报告。

13，1，3 石材的工业指标与勘探要求

13.1.2、 工啦箍标
（1）石材的装饰性能、荒料的最大最小规格及各种规格的比例。
（2）最低荒料率。
（3）最低可采厚度，薄层矿体与厚层（或巨厚层）矿体要区别对待，前者需考 患单

层矿体的最小厚度。
13，1，3.2 石材矿床地质勘探程度的一做要求
石材矿床一般裸露地表，在地质勘探（或详查评价）阶段，对矿床的地表 部 分 或 浅

都，应用工程进行系统控制，详细研究矿石品种质量及地质构造特征。在石材矿床地质勘

探规范尚未编制前，原则上要遵循《非金属矿床地质勘探规范总则》的要求。此外，根据

石材矿床的开采特点，对下列问题要详细进行研究。

（1）评价石材的装饰性能。装饰性能如何是决定矿床或矿段有无开采价值的重 要因

素之一。一般在同一矿区同一矿体中的不同矿段，由于含杂质成分不同，数量不等，其颜

色花纹不尽一致，但只要有一-定的数量且比较稳定，即可能具有开采价值。在地质勘探

中，应控制和墨定矿体（层）的形态、产状、规模和空间位置，查明矿石品种质量，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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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规律性及影响装饰性能的因素.

评价石材装饰性能的优劣，主要借助人们的肉眼进行类比鉴定。"标准样板"荒料的
颜色深浅，花纹、晶体颗粒大小分布要求协调一致，不得有裂隙、明显的色斑、铁锈及其

他坚硬杂质。"标准样板"由产品用户，地质、设计、生产筹建及主管部门等有关单位共

同协商确定，即在同一个矿区选择已出售或将要出售的各品级的板材做"标准样板"。鉴
定时，将各品种有代表性的矿样磨光与"标准样板"对比，一致的即为有用矿种，研究其

分布规律，以此作为圈定矿体和划分石材品种的主要依据，并按品种计算工业储量及其所

占比例。
（2）查明破坏矿体（层）的较大断层、破碎带、帮皱的规模、性质、产状及分 布 规

律，断层的断距，对矿体（层）的破坏程度及破碎带对矿石质量的影响情况。同时还需查

明矿区内岩溶的分布、规模、有无充填物及含水性等，指出分布规律及对石材开采的影响。

（3）详细研究并查明矿体（层）的节理裂隙。节理裂隙的分布规律对选择矿床 的 开

采工艺、工作面布置及推进方向、确定荒料规格及荒料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必须

查明节理裂隙的成因、性质、产状、规模、密度、充填物的分布规律和发育程度，并选择
有代表性的地段（天然露头或人工露头），每种矿石类型最好选三个以上地段绘制节理裂
隙素描图，统计并计算裂隙率。裂隙率一般分线裂隙率和面裂隙率，其表达式为∶

_统计范围内节理裂隙条 数
线裂隙率= 然计素统计范围内的面积（m）

座统让范围内节理囊隙的面积（m2）
统计范围内的面积（m*）

应指出主节理裂隙的方向、裂隙间距、倾角，编制有关节理裂隙图表。确定理论荒料

率，最大、最小的荒料规格及各种规格荒料所占的比例，推荐开采荒料率指标。阐明节理

裂隙对石材开采、荒料规格及荒料率的影响。在有条件的矿区，应选择有代表性的矿段进

行试采，对荒料率等指标予以验证，同时对采用的荒料进行加工，测定板材率、电气绝缘

性能、抗冻性能等各项指标。
国内部分石材的荒料率、板材率见表1-13-8。

囊 1-13-8国内部分石材的观料率及银材率

板 材 率实际党料率设计菀料率理论荒料率
矿 山 名 称 m'/m")(%)(%)(%)

1720～252066.7黄石大理石8 177～20.520谨关大理石矿
17-222030宜兴大理石矿
142030杭州人理石矿

15～16,519.,④~31.466,3东六理石矿
20;3b〈薄版>30～3582,5壤县大理石矿

3550～55福清花岗石矿
3545.2～45,6寿宁花皮右F

汪∶1。板材率除注明醇板（即?～10mm）外，均为标准板（厚2bmn），
2，柬料率指标《苏联）;成块性很差的矿床，荒料率为10~20??成步 .s矿*，施料事2·1江、成

块性好的矿床，克料率40 ～60%1
4。宜兴的实际荒料率系上部110m水平以上，1984年第一-季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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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和圈定矿体〈层）上部风化带和覆盖层的厚度、分布 规律，并确定 其界
限，为矿山开采确定剥离工程量提供依据。

（5）查明各品种矿石的矿物成分、化学成分及结构构造。除测定矿石、围岩的一般
物理力学性能指标、矿石的化学成分外，还要测定矿石的磨耗量、抗冻性、吸水率、电气
绝缘、光泽度、放射性能指标。花岗石还需测定耐酸、耐碱度、熔点及膨胀系数。

（6）查明矿体内部的夹石、包裹体、色浅、色斑、析离体（俗称石蛋，其矿物 成分
含量与矿体的同类成分含量不同，颜色也不同），燧石结核（俗称钉，其硬度比矿体的硬

度大得多，不利于石材加工）的大小、分布规律及其对石材制品质量的影响。
（7）对开采荒料时产生的度石，应进行综合利用评价，提供综合利用的必要 资 料，

指明综合利用的方向。
'（8）研究和查明矿床水文地质特征，提供有关矿床水文地质资料，并对矿床水 文 地

质条件进行评述，提供水源地的水量及水质分析报告单。
13.1.3，8 勤舞工程密度

目前，进行过正规地质勤探的石材矿床较少，采用的勘探工程密度不尽一致，现在尚
无矿山开采资料进行验证。现将已勘探的各类型矿床所采用的工程密度及相应的储量级别

列表如下，供参考。见表1-13-9及表1-13-10。

表 1-1-9我冒部分花W石矿的谢卸工程妈距

距、 程倒 (Mm)矿 体 规 换
矿床名称 D 级级c到 级厚度（m） 工程性质长度（m）

2Q0钻孔勘探间距
恶8O广东镜平花岗石矿 表D0 200×50风化属钻孔明度

100～200地 表220~《4O福整督清花岗石矿 1200

13.2 矿山规模划分与生产能力确定

13，2.1 矿山规摸及服务年限

根据国家计委计字【1978】234号文附件三《关于基本建设项目大、中、小型划分标准》

规定∶总投资800万元以下、采剥总量50万吨以下者，属小型矿山。石材矿山属此类。

根据每年生产荒料的数量将石材矿山划分为三级，见表1-13-11。我国部分石材矿山

的设计规模及服务年限见表1-13-12。

13，2.2 矿山工 作制度
机械化水平较高的行材矿山，多采用连续工作制。采用间断工作制的矿山，其主要生

产工艺如储石、钻孔作业，每日宜采用2～3班，每班8小时。有特殊情况的矿山，每日一

班。我国部分石材矿山的工作制度见表1-13-13。



表 1-13-10

我国部分大理石矿的酚深工程间题、采样周距及采
脑<m）

平祥脱格

矿薛 期 模

采样间题

成因类型

矿床名称

(mm)

C 般

D 级

《m)

B 敏

工 经 性 质
厚度（m）

长度（m）_—3-5（钻孔）
200

粉探线闻距

1o0

250（平均）

海相沉积变质障
主矿体460

宜兴大现石6

不小于

10~20（地表）

150

200

酸盐矿床

钻孔阈距

量层状

80×60

沿走向、倾斜外推

110-180

槽〈主矿体）
主矿体 35
1800

沉积捉岩矿床
杭州大理石矿

.

240～430

槽（次矿体）

呈层状

由C1外推G
150

推 深

大样。4o×00

z00

瘤

182

2650

区域变质大理石
撤县大理石矿

5（地表）

由C下推20

值 泵

显层状

中拌。120×60小样;即×6
5（始孔）

40-50

φ130

沿走向孔距
最小2～5
40~250

混合岩能放石化
东沟大理石矿

91

35～50

沿频向孔距

糙石砂卡岩

最大15～6
扁豆状，意

475

35～50

犬透镜体

深

<18D

糟（地表）
最大109

区苯变质大理岩
关大理石矿

<150

水平帖（深部）

呈层状

<150

雇 ，深

100×99

的绿网度

黄石大理石换

100×12》

酚泵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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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矿山规模等载及服务年限 康 1-13-11

年产施料量（m2） 服 务 年 限（a）矿 山 规 概 等 级

25以上5000以上

1 20～ 252000～ 5000
15～20500 ～2000

表 1-13-12部分石材矿山设计规模及服务年限

服务年限<a）矿山规模（m2/a）矿 山 名 称

327000宜兴大理石矿
21潼关大理石矿

29d0黄石大理石矿
27000掖县大理石矿
256000福满花岗石矿

囊 1-13-13都分石材矿山的工作制度

日 工作班次年工作日
备 注工! 作 制 度矿 山 名 称 （硫）(d)

3320连续工作制宜兴大理石矿
冰冻驱较长250间断工作制意关大理石矿

294间断工作制黄石大理石扩
冰冻期较长2270间断工作割腋县大理石矿

260间断工作制福滑花岗石矿

】3，2.3 矿山生产能力计算

13.2，3.1．矿山果别生产能力计算
（+n）或4.Q1（1+b（1+份）A-.1+点_C (1-14-1)

式中 A—一矿山年生产能力，m*/a
0-—国家或用户需生产的荒料量，m*/a;

Q，——国家或用户需生产的板材量，m2/a
h——吊装运输损失系数，1～2%;
n-—-平均生产剥采比，m*/m2;

η-——荒料率，%;
n---板材率，m2/m"。

13.2.3.2 荒料生产能力计算
荒料的生产能力主要依据国家或用户的需要而定，然后按矿产资源及开采技术条件验

证其可能性。若主管部门只提出板材的需要量，其荒料的生产能力用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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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式中 4-——-荒料的生产能力，m2。

13.3 矿 床 开 拓 运 输

我国石材矿产资源丰富，多位于侵蚀基准面以J。有的矿体虽位于侵蚀基准面以下，
但覆盖层不厚。因此，我国现有的石材矿山均采用露天开采。

石材矿床开拓，应考虑矿床的赋存条件、地形、荒料规格、吊装运输设备在技术上的
可能性等各种因素。

13.3.1 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此开拓方式适用于覆盖层不厚的缓倾斜矿体，开采深度不大、荒料规格较大的矿山，
公路选线原则及计算方法见开拓运输章。

为确保运输安全及荒料不受损坏，运输荒料的汽车应选用藏重静车。
国内部分石材矿山汽车运输开拓的主要技术特征见表1-13-14。

囊 1-13-74遍内部分石材矿山汽革述输开拓的主弧流术特征

福滑花例石矿黄石大潮石的 粮基大理石旷童关大理石扩项 目 宣兴大理石矿

8D007002940党料产量（m'/; 11767006
23877?Rg4207407780采剥总盘（m'/a） 27480
山坡表山坡、凹隆重让坡型山坡型露天矿类型 山坡型
B32331?71020123山顶标高（m）

6、5418!909728Db出人沟标高（m）
54、15311497285采石场底标高（m）

由北向感向下盘榷进向下盘推进向下盘推进向下盘惟选工作面维选方向
同 左网 左同 左同左直进式公陷布量方向

ZY152塑1Bt汽SH16i型 151装SH18型15t编SH16 型15t 蒙良载重率2台汽车型号及数量
库2台置车2 台重率1台）重车1台。
三FQ-140.型自日本尼桑8t率QD851 塑7t自CA-40型3，5∶自QD351型71自卸
卸汽车2台卸车3台卸车3台率2台

宜兴大理石矿为山坡型露天矿，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其开拓系统见围1-13-1。

13.3.2 汽车运输与桅杆式起重机联合开拓

此开拓方式适用于覆盖层不厚、开采深度较大的急倾斜矿体。

13.3，2.1 山坡型露天矿
上部水平采用汽车运输开拓，汽车可直接进入剥离和采矿工作面。阶段高度可按桅杆

式起重机的允许高度确定。见表1-13-15。
掖县大理石矿属山坡型露天矿。如图1-13-2所示，该矿两个采区均采用这种开拓方

式，分别在第一采区的 181m水平和第二采 区的193m水平的矿体上盘境界外平整一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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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1 宜兴大理石矿开拓系统

表 -13-15★杆式起重机允许阶段高度工作深度
站立水平以上 站立水平以下起重青诉最大起重量施杆式起重机

生 产 厂工作深度允许阶段高度
(m)强 、号 <r) <Em>(m)

意大利贝尔格里DD20T（电动） 16 s 6520 尼公司DS26T（柴油） 40 35 _.A-
意大利贝尔格里DD30T（电动） 1416 625 尼公司DS30T（柴油） 3540

注∶允许阶段高度的确定，以起重费与地面的夹角为75°时，吊起般大党料不像起重青为依据。

地，安装施杆起重机。汽车直接进入181m、193m水平的采矿、剥离工作面，该两个水平
以上的荒料由糙杆式起重机吊起装入载重汽车;废石由前装机直接装入自卸汽车。开采

181m、193m以下的矿体，用无沟开拓。荒料由起重机提升到181m或193m水平。装入载

重汽车运到荒料堆场;废石由前装机装入侧卸式料斗<见图1-13-3），再用槐杆式起重机

吊起提升至181m或193m水平卸入自卸汽车，运到综合利用车间或排奔场。

福清花岗石矿属山坡露天矿，也采用这种开拓方式，其开拓系统见图1-13-4。

13，3.2.2 回陷型露天矿
浅部的剥离阶段采用汽车运输开拓，汽车直接进入工作面。剥离阶段以下各采矿水平

采用无沟开拓，汽车不进入工作面，荒料和废石均由枪杆式起重机提角到上部的剥离水

平，装入载重汽车或自卸汽车。广东某大理石矿即属凹陷型露天矿，地表至42m水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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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量枫
157四水平

毫算界

愈觉机 157m水

图 1-13-2 教县大理石矿开拓系统

n学
来石新

图 1-13~3 侧卸式料斗 图 1-13-4 福南花岗石矿开拓系统

四系概盖层及风化带）为剥离阶段，采用汽车运输开拓，平均阶段高度为14m，汽车直接
进入工作面。42m水平至采石场焦部0m水平为采矿阶段，采用无沟开拓，檐杆超置机安
装在42m水平，荒料由施杆式起重机提升到42m水平，装入载重汽车，废石用前装机装入
侧卸式料斗（见图1-13-3），再用槐杆式起重机提升到到42m水平，卸入自卸汽车，运到综
合利用车间或排弃场。

这种开拓方式的优点是矿床开拓与工作面的准备工作可同时进行，开拓工程量、扩帮

工程量小，采矿工作面投产快，运输成本低。其缺点是多个水平同时工作，工 作 组织较

复杂。
广东某凹陷大理石矿开拓系统见图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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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Y-13-5 某大理石矿开拓系统

13，3.3 算坡卷插合车版输开拓

适用于矿体露头与地平面比高较大、矿山规模较小的急倾斜矿体，以及地质 条 件复
杂、采用汽车运输开拓困难的矿山。

斜坡卷扬机道的布置原则及计算方法与斜坡串车相闻，但因荒料规格及重量较大，为

确保提升运输平稳，卷扬机道倾角不得大于40°。其轨距一般为1435～2000mm。为保证台

车运输的安全，卷扬机道上必须安装阻车器。
这种开拓方式具有掘沟工程量小、开拓时间短的优点。其缺点是荒料、废石由水平运

输设备上转到斜坡卷扬上时需倒装，起重设备增加，生产管理较为复杂。

13.3.4 架空索罐式起重机遗输开拓

当矿区地形复杂、山高坡陡、地形高差较大、矿山规模较小、采用汽车运输和解被卷

扬运输开拓工程量太大的矿山，宜采用该开拓方式。

宝兴县大理石矿即采用固定式架空索道起重机运输开拓。主要技术性能见表1-13-16。

囊 1-13-18重兴索道式超重机技术链律

注备目 标项 指

40线路平取（m） 213线路高差（m>
469线路解长（m）

25"49'52"线路倾角（m）
约4，5t1,6向下运输荒料最大块度（m'）

68承载索最大使用控力（t）
党料高求载索闭魁50爆大是升高度《m）

95率引电机功率（W）
4起重电机功率'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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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采 剥 工 作

13，4.1 测 离 工 作 方式
为采出大块荒料，使矿体不产生新的裂隙，剥离爆破时应采用威力小的炸药，如黑火

药金属燃烧剂等进行控制爆破。
在具有锯石机的石材矿山，燥破前，预先在剥离层底部的适当位置，用锯石机切翻一

条水平锯口，以隔断上部燥破时产生的震动波向下传导，确保锯口下部矿体不产生新的

裂隙。
水平锯切割后，用凿岩机在锯口上部的剥离层内打炮眼，炮眼底至锯口的距离控制在

21cm左右（不具备锯石机的矿山，炮眼底至较好矿体的距离控制在0.3～0.5m左右），然

后在炮眼内装适量的黑火药或金属燃烧剂，将剥离层的废石破碎，以便装车。
根据剥离量的大小，剥离工作面距撑弃场的远近，装、运剥离物的工作，采用人工装

运或机械装运。

3，4.1，1 人工義遣

生产规模较小、剥离量不大、剥离工作面距排弃场不远的矿山，剥离工作可采用人工

装手推车或窄轨矿车。人力运输车的载重量一般不超过一吨。人工装运的每人班的平均生
产定额见表1-13-17。

人工教量的平均生产定额 泰 1-13-17

工班定额一斑内纯工作时阀装、运各工序消耗工时（nim）运 距 --_
<e)(min) 讨等往返一次时间 车卸二人囊年（形）

16,439a12.721.512.2230～50 B
13.83914.171.518。6750～100 3
13.839016.451.65,95 1810~160
10,439p1B,81,58,B88160~00
9.839019.874,3720～250 名

20.67 a90 9.41.5110.f7250-300
8.539022,831,6300-350 8

24,87 3,03901,513,83 135-～40o B
39626.23 7,41.516。73 1400～450
390 6.028,101.517.80450-600

注，采用表中定氟条件，
1。废石块度<《D0mm）
2。骏车距离不超过z～3m。若装车距离为4m，定制降低10??装车距寓在5～8m时，定额降悌3??

13.4..，2 机械凝运
生产规模较大、剥离量较大、剥离工作面与排弃场距离较远的矿山，可采 用 机械装

载、汽车运输。目前多采用轮胎式装载机和3.5或7自卸汽车。



600 第一篇 露天开采

3.4.2 工作姆方向的确宝与工作翻布置

13.4，2，1 工作线方向的确意

为提高荒料率，在确定工作线方向及布置工作面时，应研究地质报告提供的节理裂隙
的成因、产状及其分布规律资料，找出主节理裂隙方向，并加以充分利用。当节理裂隙分
布较理想时，按下述原则确定;

（1）当矿区具有一组节理裂隙时，其工作线应垂直该组节理裂隙的走向;
（2）当矿区具有两组节理裂赋，且其方向近于呈直角时，工作线应垂直于倾角比较

小的那组节理裂隙方向;
（3）当矿区具有三组或三组以上节理裂隙时，应利用节理裂隙方向近于垂直的那两

组节理裂隙。其工作线亦应垂直于倾角比较小的都组节理裂隙。
13.4.2.2 工信面布置

通常，工作线方向确定后，开采工作面沿工作线方向依次布置。当工作面被揭露后，
发现节理裂隙的实际分布情况与地质报告提供的资料有出入，可将原工作线方向按节理袭
隙的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当汽车不进入工作面时，可采用与矿体自然倾角（<20°）一致
的倾斜工作平台，而不掘成水平工作平台，这是提高荒料率的有效途径之一。意大利某些

采石场即如此。

13，4.3 新水平准备与采准暂沟开握

13，4，，1 新水学准备
（1）不具备槐杆式起重机的石材矿山，运输设备应进入每个运输水平。此时，新水

平准备工作首先是开掘入车沟，入车沟应铜在矿体质量差的部位。其次是在矿体上开掘来
准堑沟，原则上每隔10～20m切割一条采准鳖沟，用于安装锯石机的辅助设备，建立初始

工作面。
（2）具备糖杆式起重机的石材矿山，运输设备可不进入分阶段的采矿和 剥离 工作

面，这时，分阶段的新水平准备工作不是掘入车沟，而是开掘采准蠡沟。
山坡露天矿，新水平准备工作可以从端部开始，即沿山坡开漏一条单璧堑沟，将山坡

的风化层的土岩清除后，即可安装钢索幅石机的工作立柱，然后 每 隔10～勾m切割来准

堑构。
凹陷型露天矿，新水平准备工作两在矿体质量差的部位开掘一个边长10～20m的正方

形采坑，其深度为分阶段的高度，然后，按需要扩大某几个面，形成正常的开采工作面。

掖县大理石矿从意大利引进了比较先进的开采设备，具有两台檐杆式起重机，其新水

平的准备工作，是在途纤起重机工作范围内选择矿体比较破碎或脉岩集中的位置，垂直向

下开播10m×10m、深为6m的采坑，即为新水平的初始开采工作面。

13，4.3，2 采准鳌沟开细

为安装菁通钢索锯石机的工作立柱，应垂直工作线，每隔10～20m开漏一条采准堑

沟，其长度按回采矿量保有期确定，宽度一般为1，5～2m，深度应大于分阶段高度的

0.3～0，5m。采准堑沟开掘方法如下;
（1）利用大的自然节理裂隙（将其充填物清除），若裂隙宽度不符合要求，则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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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爆破加以扩大。
（2〉利用MPH220/32）型多用帖机与普通钢索锯石机联合切割，见图1~13-6。多用

钻机技术性能见本卷附录i。

d

图 1-13-8 MPH220/320型多用钻机与普通钢索螺右机联合切制采准鳖淘

图1-13-6中之A系在预切的采准堑沟终端钻两个孔;b表示成直角地切割两个垂直情
口，钢丝绳从锯石机引到钻机A绳轮，绕到B的旋转圆盘，再绕到外都的工作立柱，引间

到锯石机，构成闭合回路，按设计要求，两面同时向下切剂到底;C表示移开钻机B，将

外部工作立柱摆平，砂水由①处供给，将钢丝绳慢慢地从A绳轮姚到外部水平工作立柱的

绳轮，然后从B处开始作圆弧形以至成扇形切割，当水平工作立柱绳轮从①移到②位量
时，水平切割结束，d表示钻机A和外部工作立柱之间进行垂直切割，到底时结束。

（3）利用025聚多用钻机和015型导向切割立柱与普通钢索锯石机联合切割"v"形
采准至沟，即先切割一个长10m、宽2m、高3～5m的"v》形聚潍蠡沟。其方法是，先
用025型多用钻机在"v"形尖端钻直径为205～240mm的钻孔，然后在钻孔内放入装有导
向压绳轮的015型导向切割立柱，外部则用普通钢索幌石机用的工作立柱。最后引入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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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φ205~240mm

图 1-13-7 025型多用帖机、015巫导离切割立柱与普通情常崛石机联合切割"v"形

采准量沟

制丝绳，即可进行切割作业，见图1-13~7。

HDM-025型多用钻机技术性能及HCM型导向切割立柱的技术性能见本卷附录1。

此外，意大利贝尔格里尼机械公司生产一种UTA-300型自动降刀工作立柱，其作用与

HCM~015 型液压切割立柱基本相同。UTA-300型导向切割立柱技术性能见本卷附录 1。

13.4.4 开 果 要 素

13.4.41 阶减和分阶散高度
1，阶段高度

阶段高度主要与起重设备技术性能及运输设备类型有关，见表1-13-18。

囊 1-13-18酚阶 段 高 度

注备阶胱高度《m）起重 设 备 炎 型

最大起重量15 t≤b0型度常式纪重机p_0011602
≤5起重8～10t

轮胎式起重机 ≤4起重 5t
系意大利风尔格壁尼公司35站立水平以上
产品 DD、DS童稳杆式起置机 4～65岐立水平以下

2。分阶段高度
分阶殷高度一般以矿体的节理裂隙、开采设备技术性能、荒料最大规格等因素综合考

虑。若矿体水平节理裂隙比较发育，也可作为划分分阶段的依据。为提高荒料率，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加大分阶段高度，分阶段高度见表1-13-19。

13，4.4.2 阶最发画角
阶段坡面角一般为90°，在设有分阶段时，每个分阶段坡面角亦均为90°。

13.4，4.3 工作】与工作线长度

工作面与工作线长度因选用的回采工艺及设备不同面有所不同，可根据表 1-13-20选

定，工作载长度实例见表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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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阶 段 ，高 良 囊 1-13-19

分 阶 段 高 度《m）设 备 名 称

金刚石率珠钢素铜石机
2～6普源钢索领右机
0.4~1.0■盘式相石机
1～9锥臂式据石机

表 1-13-20工作重与工作线长度 （）

工 作 线工 作 面项 目

15～605～15人工开保
20-8010~20铜索崛石机开采
190～200100 ～200链臂（成圆盘）式帮石机开采

45 ～10015-20醋者爆被与打稠或火焰切削机联合开采

囊 1-13-21部分右材矿山开系要靠

本土工作 工作线采准更度阶i 采据推作 业条1 平甙度及坡面 备 注规 铬长度高度系数矿山名称 宽度 进方向,2运 抽获 0 (mn)(m)<f) (m) （四〕

】分阶段高度长20 向下盘8t载重汽车党料，履带式起重机宜兴县 1.2、1宽204D9t20T～B
推进?t骗重汽车 ~61.7m不等废石∶1.7rm'菌教机 深2，6～【大惠石矿

长2o 分阶段高度向下盘15t 微重汽车j挖料，展带式起重机黄 石 宽1，54O90206-8 2m 摊进 深2。63.5 t 良卸汽率废石，2m'前教机大理石矿

长监） 分阶段高宽阀下盘15t载重汽车荒料，患带式起重机 宽∶，童 关 40902012～23 2mn箍进 深2.53.5t自卸汽车石矿 废石，2m'帧蒙机

向下幽15 t兼重汽车基 常料，掩杆式起重机 8090208～10
推进7丶自卸汽车大理石矿 废石，前装机

分阶段高度由北癌起重机16 t载置汽车（日野幅 清 党料，施杆式起重机 1001812 3m南推进东风51自卸汽车花肉石矿 涉石，前装机

注，确宣兴是大理石矿系实际资料外，余者构为设计资料。

18，4，4.4 最小工作平台宽度、分阶段量小工作平台宽度

（1）最小工作平台宽度系根据起重、运输设备的作业条件确定，一般为20～25m。

（2）分阶段最小工作平台宽度一般为分阶段高度加2m整形作业平台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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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回 采 工 艺 

矿石（荒料）的回采工艺包括∶
（1）从矿体上分离出条状块石;
（2）将块石分割成荒料毛坯或荒料，
（3）将荒料毛坯修整为荒料;
（4）荒料的吊运;

（5）碎石（综合利用部分）装运（包括废石海邦）。

13.5.1 打 楔 分 离

13，5.1.1 模子分离

若石材矿体的节理裂隙比较发育，又有规律，可将铁楔直接打入裂隙或楔跟里，使条
状块石从矿体上分离开。

13，5，1，2 钻孔打橡分高

当矿体坚硬，节理裂隙比较发育，又无一定规律，以及设备、电源困难的小型矿山，
可采用人工打眼，设备、电源条件好的矿山，可采用谢岩机钻眼。钻眼 间距10～20cm，
眼深为条状块石高度的0.8倍。钻眼打好后，将铁楔放入钻眼内并懦击，僧助铁楔的挤胀
力将钻眼之间的间壁断开，使条状块石与矿体分离。使用的楔子规格见表1-13-22。所用

楔子有扁平楔、角锥形楔（图1-13-8）及复合楔（图1-13-9）之分。

泰 T-16-22楔 于 银 格 表

厚宽长 备 注楔子名称 （m红）(mTn)(mgn)

看于开采节理面明显和规则的矿体，20～p
为防卡住软子，在宣的方向侧面像得稍40～130扁平形樱子 180～470

上厚下薄 凸些

着于开采节惠不明显，不熄则的矿体25-50角谁形楼子 150～580
由损子和商个半细形铁制扩张悬组成。25-30上端 30～40 扩张器上薄下厚，上罐意26mm，下墙180-100辊合楔于- 上厚下薄下端 20~30 宽15向m左右

13.5.1.3 钻眼与费裂器联合分高

恋压劈裂器亦称机械楔，是比较新型的打楔机具。回采时，先用凿岩机钻排跟，眼距

为10～20cm，眼深为条状块石高度的0;8倍。钻暇打好后，将液压劈襄器插入钻膜内，使

条状块石从矿体上分离。液压劈裂器技术性能见本卷附录1。

钻限打楔开采法的优点，熊最大限度地利用节理裂隙，降低能耗，对矿体赋存条件适

应性强，工作简单，成本低。其缺点是在均质坚硬矿体中使用困难，分解出的荒料毛坯各

面极不平整，整形工作量大，因此开采效率低，此外劳动强度大，矿山规模较大时只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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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5 复合楔图 1-18-3 扁平与角气模

a一加平模;b一角锥形损

些辅助开采工作。

13.5.2 打靠续派跟分离
不宜使用或不具备火焰切割机的花岗石矿山，用谢岩机打连续排碳，眼距为零。打眼

方法是用凿岩机隔一眼打一眼，钻眼打好后放入铁钎，然后再在两铁钎之间钻眠，即如图

1-13-10所示，先钻1、3、5，后钻2、4。限深与条状块石高度相同。

13，5.5 雷者位制悉要分高

量岩控制爆裂，亦有人称之为"准静态爆破"和"静态爆破"。根据所用爆裂药剂的

不同，目前在石材矿山所使用的有导撮余控制爆裂、金属料燃烧剂爆裂或称之为近人爆破、

膨胀剂燥裂或称之为静态爆破等。各种方法的参数根据矿石的硬度、矿体节理裂隙发育程

度以及所用药剂的特征予以确定。

13.5.3，1 导爆索控制爆膜
此类婚裂方法实际上是加大炮眼直径与药包直径的比值，借以缓需燥轰波而利于燥炸

产物的压力脲瘿岩石。导灿索控制爆裂就是用一段或戴段叠合的普通等燥索装入炮眼，作

为药包，予以起爆面分离块石。
用垂直炮限分离时，炮眼深度为分阶段高度的0，6～0，B倍，炮眼间距为0.4～0.6m;

水平炮眼一般浩平行矿体层理方向布置，其深度为条状块石宽度的0，5～0，6倍，炮眼间距

为0.6～0.8m。
一般条状块石长度为10～20m，同时起婚的根数较多，适于用普通导爆索联接各孔药

包，以导火级及8号火雷管起爆。
鉴于普通导燥索药量小《约12g/m），价格高，为增加每孔的装药量，就要增加导燥

案根散，势必增大烯破成本。故有时在导燥索边上加装适量的黑火药，炮孔用"塑料水

袋"填塞（称水封导爆索药包）。导爆索用"搭接"、"套结"或"水手结"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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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③ ⑤

-守子⑧3
@ ④

图 1-13-11 舜破参败图 1-13-10 连妹排醌示意图

13.5.3，2 近人爆破
该法不使用工业炸药、雷管和导火索，而是采用一种不属于危禁品的低燃速的金属燃烧

剂，用电阻丝或点火头引爆，炮孔布置如图1-13-11所示。

1。爆破参数的确定
1）最小抵抗线（W）

(1-13-3)W= B
式中 B——条状块石的宽度，m。

2）炮眠间距（a）
(1-13-4)4 ≤0.8W

3）炮限深度（V'）
(1-13-5)I'=(0.6?～0.75)H

式中 H——条状块石的高度，m。
4）炮眼充填长度（1）

(1-13-6)Z=0.67I'
5）燃烧剂用量（Q）

(1-13-7)

Q—燃烧剂用量，g）式中
C——装药系数，g/m2<宜兴为140g/m*）;

工-1——炮跟数，若—非整数，可将余量分配给一墙或两端的边距，边眼药

量可按-方大小适当增演。

L——-一次燥破工作面长度，m。

2，爆破网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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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爆破采用电力起爆，电源可按矿山具体情况而定，交流电（20V或380V）、直
流电均可。为方便、安全可靠，可选用70式点火机。

网路计算方法与常规燥破相同，准燥电流强度按默薅定律公式计算，算出的电流强度
要保证大于点火头的准爆电流强度。目前使用的点火头准爆电流强度为2A。

联线方式有三种，串联、并联、串并联。

3。装药与炮孔充填
药包加工程序与常规燥破药包加工相似，若进矿的点火头不带脚线，则按需要长度在

点火头的两端接长脚线，然后将点火头置于药包中间，以脚线或麻竣摘牢，备好待装。

炮孔充填与常规爆破略有不同;
（1）炮棍要特制，见图1-13-12之a。炮棍的长

度和直径依炮孔的深度、直径而定。炮棍由钢棒、铜

头组成。铜头直径要大于钢棒直 径 6mm，铜头长约

15cm，作成倒角。钢棒与铜头以爆扣违接或焊 接 均
明棒可。

（2）充填物要选用含水量小于15??黄土。装

药前，先向炮孔填3～5cm厚 的黄土垫底， 再将药包

装入，然后填入5～10cm黄土。 .碱头
炮眼充填完毕，将各孔点火头接入母线，再用QJ-

@
41型电雷管调试仪进行导通检验，若电路导通无误，

即可按点火机操作程序点火起燥。炮孔装药结构见图
图 1-13-12 牧药绪构及金属炮棍1-138-12之b。

a-金属炮混 b一装药结构
13.5.3.3 静态爆破 1-金属炮低，2-雷管胸线，3一黄土填塞，

此法主要是以和水拌匀的膨胀剂（类似于影胀水 水 4-需慨;5一炸药（推烧剂）; 一黄土整

层，7一锯畿泥）注入炮眼后所产生的膨胀压力胀裂岩石。膨胀剂

在炮眼中膨胀过程是缓慢的，一般要 8小时以上方可

胀裂岩石，没有任何冲击波，没有飞石及煽炸噪声，更不产生地震效应、岩石所受的力基

本上是静荷载。
此法所用的穿爆参数尚无统一计算公式。一般情况下，孔径可接常用的凿 岩工具确

定，大致为35～45mmn。孔间距可按试验确定，亦可按如下经验值选定;大瑾石为100～

500mm，花岗石为300~400mm。孔深可取0.9～1倍的段高。最小抵抗线可取1.2～1.5m。

据产量要求及穿爆参数即可估算凿岩总量（炮晦总长度 L）。

目前国内常用的膨胀剂有"JC-1系列静态嫌破 剂"和"力士牌SCA系列无声破碎

剂"，选用时均需注意水灰比及使用环境温度等问题。

上述两种膨胀剂常用的水灰比大约为0，25～0.35。水灰比小时，膨胀压力增长速度比

水灰比大时快得多，因而在相同时间内的压力也大得多。故抗拉强度小的岩石选用大值，

反之则用较小值。
使用环境温度不同。选用不同型号的膨胀剂。SCA 系列各型号的使用赢度如表1-13-

23所示。
在环境温度较高时，亦可适当加大水灰比，以减缓其膨胀 速度，防止膨胀剂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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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T-33-23SCA系列的适用环犹温度

SCA-IsCA-]ISCA-[sSCA- [.教号

 5~g6~1510~2520~～35通用温度（℃）

孔口。
最好用手持式电动搅拌器在桶中混水拌匀，迅速灌入孔中。全孔装满，不于填塞。按

炮孔总长度及注入量可估算膨胀剂用量。

14.5，3，4 雷患机合数的确定
前述钻鼠打楔、钻眼、砖裂、连续排眼分离及各类燥裂法均需钻雷一定 数量的炮跟

（或楔窗），钻眼所需菌岩机数量可按下式计算∶

N，=L年（1+N） (1-13-8)

式中 N。———凿岩机台数，台;
L，-—-—-每块条状块石需钻眼长度，m;

g -——黄岩机台班效率，m;
n ——每班分离（或分割）条状块石数;

N;——--岩机备用系数，通常为I00??

石材开采中，用营岩机打排眼的工作量较多，为减轻劳动强度，保证钻眼的垂直度和

水平度，应采用滑架式凿岩机。意大利、日本均有这类设备，见本卷附录1。

13.5.4 制素望石机分高

铜索锯石机适于切割中等硬度以下的质地均匀、内无坚硬包裹体、节理裂隙不太发育

的大理石矿体;此外，矿区所在地气候温和、冰床期短，而且水、电、砂供应充分也是重

要的使用条件。
铜索据石机分为普通钢索和金附石申殊钢索两种。

13.5，4，1 警题稀索据石机分真
普通铜素噪石机的切割工具是由三根钢丝坡成的无极州 丝 绳（φ3.9或φ4，5mm）。用

电动机驱动，当铜丝绳运行到待切工作面时，钢索带动磨料〈石英砂或普通河砂）与大理

石发生摩擦形成幅口，脚达到切割的目的。
普通钢索锯石机按其钢索的支撑方式和奉引较车的形式，又可分为多支撑立柱固定绞

车式和滑轮组移动较车式两类。前者支撑立柱要按铜索的长度向工作面以外拉开，穿越山

头树丛，占地面积较大，支撑滑轮更换困难，发生卡绳事故时不易发现，容易拉断铜索、

破坏立柱，因其缺点较多，目前圈外已很少生产，而由滑轮组移动教车式所代替。后者卷

免了上述缺点，是目前的主要选型设备。

1。钢索据石机台数的确定
锯石机垂直切割与水平切割的效率差距较大，因此，确定崛石机合数时，应按垂直、

水平切割的工程量（面积）分别计算。

1）垂直切葡懈石机合数（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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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B77"^。
式中 Q、K、r——意义同13.2.3.1;

B～—条状块石的宽度，m;
N-—垂直切割锯石机台数;
q。——锯石机垂直切割效率，1～8m2/h，
T-——工作时数，h/a;

竹——锯石机时间利用系数，一般为0，85～0.9。
2）水平切割懈石机合数（N，）

N,=X42 (1-13-10)

式中 H—-条状块石的高度，m;
z;——帽石机水平切割效率，0.5～1.5m2/h;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3）切割准备堑沟需石机台数（N）

N,-(1+K)S (1-18-11)

式中 A，——为切制条状块石服务的每条准备堑沟的体积，m?
S;-——每个准备堑沟需切割的面积，m2，

4s-——锯石机垂直与水平效率之平均效率，m2/h;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4）锯石机的总合数（N）

(1-13-12)N=(N。+ N,+Np)(1+K2)

式中 K-一备用系数，一般为0.5。
2，钢丝绳长度的确定

一般采用一根钢丝绳将一个切割面切割完毕，中间不需更换新钢丝绳。此外，应综合

考虑矿体的节理裂隙、锯石机工作立柱的构造、荒料规格及起重设备等，大体可接下式

计算，
(1-13-13)L,=HLP"

式中 H——条状块石的高度（韂石机切割深度），皿;
L-—切割面的长度，m;
P——每m*锯切面积钢丝绳耗量，约5m/m2

";——同时切割工作面，1～3个，最好1个。

(1-18-14)Lm4=BLP",
式中 B——条状块石的宽度，m;

其他符号同前。
3。钢索据石机主要材料消耗

普通铜索锅石机的主要材料消耗见表1-13-24，各种型号普通钢索懈石机技术性能见

本卷附录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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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器 材 料 渭 乾 囊 l-13-24

指标 备材 料 名 称 注

s-§<m/m*) 制丝绝
查兴矿为54kg/m*50～60 （kg/m2）砂
系宜兴矿资料0，11（个/m">导肉轮

200 （L/m2）水

注;1。国产钢丝绳规格．软，9mm，0.063kg/m;44.5mm，0.088k/m，抗拉强度（150~Y70）×10*Pa。
2，磨料石类砂或督通间砂，φ0，2～1.0mm，
3，水砂比.为31。

i3.5.4.2 金刚石春珠式钢索锯石机分离
金刚石串珠钢素锯右机的切割工具是由多根软钢丝绞成的无极钢丝绳（φ4.5～5mm），

铜丝绳上串装有懒金刚石的空心圆柱状套筒，套筒长约5～7mm，直径为10mm。两个串殊

间再串弹簧，每隔 5个串珠加固定套固紧，无极钢丝绳在电动机带动下，在切割工作面处
加足够的水即可正常作业，靠镍有金刚石的串珠切割岩石，无需再加磨料。

此类锯机具有切割技术简单，操作方便，切割效率高，可进行垂直、水平、倾斜方向

切割等优点。选用这种锯，无需开掘开采准堑沟，只要一定宽度的工作平台即可，但要愉

设据机轨道，亦为其不足。此机的操作是，

（1）先用025型液压钻机在待切的条状钻礼
块石上钻垂直钻孔与水平钻孔（两个钻孔要

钻在同一平面内），见图1-13-i3;
（2）将金附石钢索锯石机安装在 待切

条状块石的前方适当位置，
天下天卡方灰粉示称w本或 （3）将金刚石钢丝绳穿进垂直 钻孔、

水平钻孔，然后绕过锯石机的大绳轮，举两
图 1-13-13 金酬石钢索据石机工作示意图

端接牢;

（4）供足够的水，进行正常切割作业。

金刚石串珠式钢索锯石机技术性能见本卷附录 1。

苏联的金南石串珠式钢索锯石机规格为;套筒长16～24mm，直径为10mm。

苏联采用金刚石钢索幅石机与液压劈裂机联合回采，即用前者切割条状块石的季直切

割面，水平切割面先用凿岩机打排限，然后用劈裂机进行劈裂。金刚石钢索锅石机与普通

钢索锯石机生产效率对比见表1-13-25。

13.5.5 德臂式辅石机分离

链臂式锯石机的切割刀具是在单臂儒盘四周安装一条封闭式链条，链条上装刀齿，刀

齿顶都镶硬质合金或徽金削石。装刀齿的链条在电动机的驱动下，加足够量的水，即可在

符切的工作面正常作业。这种锯机只适于国采中硬以下的大理石。用这种锯机时，需从开

采境界开始，沿主节理裂隙方向，开掘纵向堑沟和横向堑沟〈垂直主节理裂隙方向），其

深度和宽度要与懈石机的外形尺寸相适应。而后进行垂直和水平切割，将矿体切成条状块



第十三章 石材开采 6I1

金落石铜震幅石机与普通啊蒙据石机生产效率 表 1-13-25

普道钥素絮石机生产率（m*）金潮石钢索钢石机生产率（m*）

小 时 年年B石 材 种 类 --_.
类石果岩石采 旨石采 岩石采究料量荒料量 荒料量竞料量地 量 _. pa

50802540018.4霍尔境新伯大亚石 3.7Z 7.2 1,4 1990995020150 40302.90，一150×Y8"Pa

530059019,2加造干斯基大理石 106257.7 2126I.5"280:i400155ga120×10"Pa

注∶表中横缓上面的费像是浸渍天齿全期石工具的指标，横规下面的散值是浸润公成金附石工具的指标。

石;再根据节理裂隙分布情况，将条状块石分解为符合要求的大理石荒料。

该机具有切割效率高的优点，其效率为普通钢索幅石机效率的5倍左右。其缺点是该
机在轨道上行走作业，不灵活，刀齿厚，切出的锯口宽约40mm，石材损失大;切割 深度

受懈盘长度的限制（锯盘长3 m左右），故不能开采大规格条状块石。

链臂式恨石机技术性能见本卷附录 1。

13.5.8 圆盒式锯石机分真

锯机的切割刀具是"环行铣刀"，可进行垂直、水平两个方向的切割作业。既可用于

剥离，也可用于切割厚度不大的水平或缓倾斜大理石矿体。此种懈机在苏联使用的最多，

而且多用于回采砌筑墙体材料。
CM-428型锯石机适于切割抗压强度为（600--1500）×10°Pa的大理石矿体;CM-177A

型适于切割抗压强度为（600～100）×10"Pa的大理石矿体。当切割抗压骚度较小的矿体

时，可通过调节变速箱，提高切割速度和推进速度。

回采工艺同链臂式锯石机开采法。

CM-428、CM-177A型钻石机技术性能见本卷附录1。
当切割抗压强度为（800～100）×10Pa的大理石时，廉硬质合金的铣刀，每切割12～

16m"需修麝一次。
CM-428型懈石机与大理石的抗压强度的关系见表1-13-26。

囊 1-13-28CM-<28益崛石帆与大氯石抗压强度的关素

(m'/h》力产 韶(×10"Pa)抗 压 强 度 （

1.45600-800
1.12恶00～1000 0,68100g-1200 0,62120～100 0.40140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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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7 火焰切鞘机分离

火焰切割机由主燃烧器、供油系统、供
氧系统、空压机等组成。

火焰切割机适用于石英含量较高、岩石
致密坚硬、裂隙较少的矿山，如花岗岩、安
山岩、闪长岩、正长岩等。

火焙切割机操作见图1-13-14。 火焰切
剖机的技术性能见本卷附录1。

火焰切割机的合数，可按下式确定，

(1-18-15)

式中 N——火焰切钢机台数，
S——-每班需切餐的面积，m2;

p—不均衡系散，一般为1.05;
g——切割效率，一般为1.0～1.6

图 1-18-14 火焰切割机工作示意图 m2/h;
T，——每班连续作业时间，一般为2～4h。

南安料石厂使用HQ-55型火焰切割机的技术经济指标见表1-13-27，该厂火焰切割机

与烧石法（已淘汰）的比较见表1-14-28。

净 1-18-27HQ-55置火焰切创机技术经济着标

备标措目项
即沟模宽度12切割宽度（cm）

平均切制速度（m*/h）
2,15最高切制速度（m2/b）

耸 油46.小时耗油量（kg）
28。18每m2耗油量（kg）

表 1-13-28火焰切制机得制法与境石途比象

比 较 情 况姚 石 法火焰切解机目项

前者比后者渠高22，8管2.1产独率1工时/mt）
前者比肿者少损失8%0.30;横名损失<m'>

大小方-;A度
不光滑，需整平光滑，不需整平切测面光满度

火焰切割机具有重量轻、移动方便、操作简单、效率高、成本低、矿石损失小、不产

生暗伤、劳动强度小、切割沟槽表面光滑、不受季节性影响等优点。缺点是噪音大（约120

分贝）、粉尘多（约0，2m3/h），因此在回采中不能用于所有工序，仅用于切制采准堑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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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8 分 畜 工艺 地 择

荒料画采工艺或分离工艺方法已如前述，各种方法都有一定的使用条件，一般情况下
主要根据如下条件进行选择;

（1）矿体的节理裂隙发育程度，矿体的坚硬程度及有无包凝体等是选择回采工 艺的
主要依据。

若节理裂隙比较发育，又不规则，则适于用钻眼打楔开采工艺。

（2）若矿区附近断缺砂，又缺水、电，则不宜采用锯石机回采;若矿区气候 严寒，
冰冻期很长，则锯石机的每年工作日少，将影响经济效益;若花岗石矿区附近人口稀少，

燃油供应充足，可采用火焰切割机与排眼打楔法联合回采，但火焰切割机连续作业时间以

不超过4小时为宜。
（3）矿山规模较大，矿体属均质厚层。要求荒料规格较大，砂、水、电供应充足的

矿山，宜采用锯石机回采;当矿山规模小，矿体薄、呈急倾斜产出时，可采用钻眼打楔法

回采。
（4）对于品种名贵稀少的石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机械化回采，以降

低石材损失。

但上述各种分离工艺中，除钻眼打楔（是人工打楔法中的打楔窝改用钻眼）法之外，

极少是单一使用的，尤其是各类锯石机，都需要其他方法辅助，方可比较理想地完成分离
工作任务。这就要根据回采矿石的各种特性、产品要求、自然经济条件以及工序的设备工
艺选型予以综合考虑，进行方案比较确定。表1-13-30所示的几种组合方案中的后6种均
是以钻眼打楔仕作为辅助。实际上还可以用前述的各种方法进行更多的组合，如控爆、劈

裂与各种方法的组合等。这也是石材回采中的一个工艺特点。

苏联几种回采方法的技术经济指标及其比较见表1-13-29。

回采工艺实例见表1-13-80。

囊 1-13-29各带细采法技术经济指标

单拉基本消耗 每个工人的避生产率开采1m"意料的成本
国 采 方 法 （卢布/m'） (m*)（卢布）

5,61 0.8252站服打执法
1.66,,9525,23应用CM-177A型■盘据石机

7.67 1,a95.52管通钢索幅石机与钻眼打模法联合开采

金牌石钢焦幅石机与款压雾教机联合开采
4.34,3321.35切制部分用天然金期石 3.74.0521.68切偶都分用人造金胞石

1.5.8 分 制 工 艺

分高工作在条状块石上进行。
若条状块石与矿体分商后的裂缝较小，应利用分离千斤顶将条状块石推倒在预先垫好

碎石（防止撑破）的工作平台上（图1-13-15）。然后根据节理裂隙分布情况，用钻眼打



赢 1-18-30

自果工艺实例

克料毛坯的整形方法
分制条状换石方法

分滤条状块石的工艺过程
长囊拔按石摆墙，

适 用 条 件

采工艺名称

提模较小的石材帘

用手餐打钎将党料
披钻职打横法，将 
（4人工琴机教始源，（2）
不 舰则

矿体节理裂隙比较
钻很打楔回采

柒状块石接要求分曾

将铁模放人钻跟，（a用大

发育，不燥则。矿山

1

为荒料毛坯

锤打凯，使条状块石从矿体

规模较小

上分寓开

微县、织金、贵阳，
用手锤打杆将竞料
按钻限打模法，将

（1人工成机城钻跟，（2）
不 规 则

矿体灼质坚 硬 知
钻服（控畅》爆破 

灵壁等大理石矿

毛坯瀚平

条状块石按要求分幅 

用黑火药或做绕剂进行控制

屈采

为党料毛坯

模较小、冰冻期长

宣兴等大理石矿
（1）锯石机切前面
用钻图打换法或用

（1块石的垂直，水平即制

 无坚硬包新体，厚
钢索铋石机与钻取

L=10~～20

不需整形，（2）用钻
监形机切剖

面均用普通钢素幅石机，成

层中硬以下的大理石
打楼画采

眼打模法分开的面尺

分别用金席石钢索和普悉例
H=2,0-10,0

矿，冰冻期短，砂水│

索据石机联含切翻，（2）铅

充足

B=1,0~2.0
切后用液压分离千斤顶将块 石顶概，

意大利带袄里入理
（1）银石机切创西
用钻眼打模法、

/条状块石验直，水平切制
L=100~200
质地均匀无坚硬包

链式锪石机与结果

石矿及联邦的国入原
不需鉴彩，（2）用性

形机成触式繁石机切
面均用链式幅石机切削

H=1.0~3,0
责体，虽缓模斜的厚
打换回采

眼打濒法分开的面用}石矿

B1,0~3,0

离子，水源充足，矿

手顿打横法整形

山塑模较大

「（1）畅石机切常蛋

条状块石潘直、水平切制
国盘式懈石机或铅「

苏联高叶金斯克人

L=100～200

质地均匀无坚硬包
即盘式银石机与结

不能叠形，（2）蹈结

面均用因意石幅石机切畅

活 理石矿

视打横法

囊体，虽缓倾斜的厚
跟打表回采

翻打模法分开的重

B=9.5～1,0
要矿，水源充足，矿山

整形

规模较大

 用手锤打钎将竞料
站酸打裁法成露模月
（1）塑直工作线每隔1～
L=10～20

不宜采用或不具备
打密集排限与站飘

20m用佛岩机打邻参密案排a
H-2,0-3,0

火煊切制机的花岗石

要切解准备重淘，《2舞直、
B=1.0～2.0

水平切鹤面均用贴眼打旗法

南安料石厂及福病

服打教法或醋块
用手通厅舒将烷料

（3）需具工作线每条10~
L=10~20

离居民区恐、石英
火焰切能机与打模

花岗石矿

毛坯■平

眼打模法

H=3.0-6.0
合量高的花阈石矿山
园采

段覆法或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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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或据切分割法，按荒料规格将条状块石分割成荒料毛坯。分离千斤顶的规格性能见本卷
附录1。

图 1-13-15 分离千斤顶工作示意图

13，5.10 整 影 工 艺
用钻眼打楔法分割下的荒料毛坯，表面及棱线均不符合荒料规格要求，必须用手懦打

钎法或整形机进行整形，使其符合荒料的要求。用锯切法分割的面，因切割面平滑则不需

整形。意大利用单锯条荒料整形机整形;也用金刚石串殊式荒料整形机，此机结构简单;

操作容易，生产成本低，每m2石材较单锯条整形机整形成本低1/3。这两种整形 机的技术

性能见本卷附录 1。
在整形之前需用慢动绞车将毛坯拖到整形场地，慢动较车的规格性能见本卷附录1。

13，5，11 起 重 装 愈

石材开采常用的起重机有自行式和固定式两种。在苏联某些以开采墙体石材为主的矿

山，也有使用大型龙门起重机的，但这一般只在矿山规模较大、矿体为水平或缓倾斜、矿

山两帮墩界不变面∶在走向方向延长的情况下选用。
自行式起重机有履带行走和汽车轮胎行走两种，前者即W-50】、W-502及W-1001、

W-1002型，具有起重工作稳定性良好，爬坡能力强，对工作场地要求不太严格等 优点;

缺点是行走速度较慢（1.5～3.6km/h）。后者即QZ-12及Q16l型，具有行走速度快《分别

为60km/h和18km/h），移动迅速等优点，适于站场、码头、场区作业;缺点是对作业场地

要求极严，在采石杨使用要特别注意安全。
固定起重机一种是斜辨固定桅杆式起重机，其技术参数如图1-13-16及表1-13-31、图

1-13-17及表1-13-32所示，另一种为缆索固定桅杆式起重机，技术参数参见图1-13-18及

表1-13-33。
在汽车可以进入工作面的矿山，可以选用自行式起重机，将采下荒料直接装于汽车上;

在汽车不能进入工作面的矿山，则需选用固定式起重机，但需配以慢动绞车，将不在起重

机工作范围内的荒料拖至起重机下，然后起重装车。至于碎石和废石戴可用装载机装入汽

车，或人工装入钢丝网袋或侧卸料斗，用起重机吊起装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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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S道起重机缘食技术参欺 泰 1-1-31

起重臂水平投影长 起 置项 缘 合 尺 寸 （m）目 (m)__
起重青长 c型 5 D E FB3 s,理 5, P。S; P; P,

7,6 2D.0.9nl12 3,15.4 1611.912 7,8 10.5 20
2014,s7.8 16. 20 1616 4,17,616 1ID.5 5.4DD20 20 19.85.2 18.110.2 162020 10.4 7,2 14.514.1
206,5 24.8 3622.725 12,99 2026 13 1817,8
20 162027.27,8 20,72216,2 2230 15.730DS2 z020 1634,73,T28.3 18.8 9,126.613.81335 35

39.8 16202036.326,3 18,813,3 10.426。5194o 40

10,9 11,97.6 8,1 252510.5 10,85.47,8
15,8 2034,5 25254,114.510,27,214.110.416 16DD30 2019,85,2 2518,1 2517,8 12.80 38132020

22.724.58.s 2562516.72222 11s,225
20T,5 20.7 227,2t8. 2628.613.330 26.31930DS3 202531.7z6,618,8 2620.3} 13.3 9.1 34.71935

36,339.6 210.415.326.613,326,3194040

同神角2

困 1-13-17 重大利贝亲蒂公司的斜排固定图1-13-16 DD、DS型起重机综合技术参数
槐杆式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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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杆式船重机悠合技术参章 表 1-16-32

重 力起 15~30r

D m) E
16° (m》60°(m)(m)(m)

3.1 810,412 11
3.5 1016 12.t14
4.1 121,9
5,217.3 14142020
6.7 162261623
7，想 1828.0182530

2010.434,s29 2040

注，读设备系意大利贝套誉公司翻造，参考价格55000美元（1938年4月报价）

囊 1-13-83D置掩杆式超重机综合贫术参数

起重臂水平投影长（m）尺合腺
S,B S,LA
10,B3.114,6 31
14.54,14219,5
18,15,26224D2V成D明V 22.Tb.567
27,27,E62
80.310.4107

图 1-13-18 D型流索固定槐杆式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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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矿 山 实 例

13.6.1 宜 荚 大 疆 石矿

13.8.1.1 地膜概况
该矿系海相沉积变质膜酸盐矿床，全矿区共有12个矿体，其中以M;矿体规模最大，层位穗定。矿体

走向长480m，倾向方向最宽为390m，平均约250m，厚182m;矿体倾角20°～45°。矿石质量一般较好，

以乳白色大理石即白奶油（058）为主，夹有部分红奶油。
13，6，1.2 矿床开插

根据矿床赋存条件、地形地貌及开采特点。采用汽车运输开拓。荒料用15t履带式起重机吊装到8载

重汽车运至专用码头。废石用轮胎式装载机装7t黄河牌自卸汽车，运到排弃场排弃。

】3，8.1.3 国果工艺
1.分离

矿体属厚层状，质地均匀，虽有节理裂隙恒较有规律，故采用国产钢索锯石机与钻跟打楔法或近人

爆破联合分离条状块石。即水平切割用钢索解石机，岳算仞割用近人爆破或钻排眼打慎切割。

2。分割
根据已分离开的条状块石的节理裂隙分布情况，用钻眼打楔法将条状块石分解成荒料毛坯。

3。整形
采用手锤打钙法特荒料毛坯帷形为荒料。

1.8.1.4 主要弱果设备
该矿所用设备均为国产设备，包括;

普通钢索锯石机，工作 5 合，备用2 台;
雷岩机，工作11合，备用11台;
LG20~10/7型水冷式幅杆压缩机，工作3台，备用1台，移动式压缩机1台，

8慢动较率4 台;

轮胎式装款机1合;

履带式起重机1台。

13.6.2 黄 石大通石矿

13.6.2，1 地膜概况
矿体位于湖北大冶铁矿的铁山矿区的杂岩体的外接触带，为获盖变质矿床。矿体星层状产出，各品

种分布有规律，矿体东西长、嘴北宽均为350m左右，单矿层厚度沿走向和倾向变化较大，从3m到60m不

等，平均为26m。全区大逐石品种，根据颜色、花纹及结构构造等特征谢名，有晶白（028）、雷浪

（022）、秋景（023）、虎皮（042）等四个主要品种。

13.6.2，2 矿康开拓

该矿采用汽车运输开拓。荒料由槐杆式起重机吊装到15t载重汽车，运至加工厂。度石用轮胎式装载

机直接装入7t自卸汽车，运至排弃场或综合利用车间。

13.6.2.3 回采工艺

I。分离
果准幄沟切割完后，条状块石的垂直、水平面均用锯石机切割。

2。分割
首先，特条状块石用分离千斤顶推倒，然后，根据节理裂隙的分布情况，用钻打祸医端象拉货



第十三章 石材开采 619

分割为荒料毛坯，

3，整形
采用单幅条整形或手懦打忏法将兼料毛坯不平整面整平，以达到对豆料的要求。
13.6.2.4 主募题骤工艺
谈矿主要开采设备系从意大利Pelegrini机械公司引进的，计有，

PELECOMP普遵钢索慢石机3台，
MPH220/320型多用帖机2合;
UTA-300型导向初翻立柱8台;
DS-30t/40m桃杆式起震机1台;
AT-6GQ0慢动绥东1台;
TYTANO/E分离千斤额1套;
MS-3600型单帽系莱形机1台;
国产轮胎式装载视1合;
图产压缘机3合。

T.6.3 擅 县 大 理 石矿

31.6.3.1 地质概况
该矿床属层状区域变质大理岩矿床。矿层产状、矿物成分、矿石结构及构造均较稳定。矿层底板为

石英岩，矿层顶板为鹏云母斜长片麻岩，倾角近直立。
矿层上路为灰色条带白云大理岩，中上幕是浅灰色内云大理岩，为次赛矿展;中下部是白色白云大

理岩，为主要矿层。
13，6.E，2 矿康开需

据矿床戴存特征，地形条件和大理石开采特点，地面以上山坡部分采用单壁堑沟汽车运输开新，地

面以下凹陷部分的荒料和废石均由槐杆式起重机提升，装入运输平台上的汽车，分别运往加工厂或排弃

杨。采场内的各种设备，在各工作平台闻的移动，亦由槐杆或起重机承担。

13.8.3.3 ■采工艺

1。分离
采用金刚石串球式钢索蜗石机与普通钢索铜石机联合切割，使条状块石从矿体上分离。

2。分割
首先，用分离千斤顶将条状块石顶倒，然后，按节理裂隙的分布，用篮形机或用钻最打模法将领状

块石分制为荒料毛坯。

3.蓝形
用钻服打篌法分割的面，要用手锤打忏法进行整形。用督石机切割的面不需整形。

14.6.8，4 主要磁浆设备
该矿主要开采设备亦从意大利Pellegrini机械公司引进，计有，

DB25型金刚石串森式钢索锯石机 2 台，备用1台;

TELECOMP普通钢索保石机3台，备用1台;
PERFOMATIC轻型滑架式常者机 2 套（每套配FY85型雷岩机1台），

TY85型衡岩机〈单机）6 台，
MPH220/320型多用钻机2 台，备用1台;

UTA-300型导向切割立柱4台，其中备用1台;

MS-8600型单幅条整形机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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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ANO/E型分离千斤顶2 套;

DS30t/40m镜杆趣置机2台;
AT-600型慢动绞车2台;
轮胎式装袋机2台（其中圆产ZL-46型1台。日产TCM75显A型1台）;

国产推土机2合。

】3.8.4 瘟清县花岗石可

13.8.4.1 她质概况
矿区主矿体岩性熊中细粒黑云母二长花岗岩。矿山主要开采矿段长480m，宽470m，出霉标高为25～

88m，高差为63m。产品称灰白色石料。

13.8，4.2 矿床开艇
诚矿区花岗岩体大都分裸露且分布在地面以上，属山坡曼露天矿。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 输。单壁躯

沟宽度为8m。

13.8，4.3 ■来工艺
1。分离

采用火焰切割机与贵岩师破打赏联合法，使条状块石从矿体上分离。即在1Q0m长的工作辑内，岳直

工作线方向，每隔20m，用火焰切割机切割一条宽10～12cm、深$m、长18～20m的沟槽，以形成自由面。

然后用滑架式蓄岩机钻垂直、水平眼，装黑火药进行控 制爆破，使条状块石（长20m、宽1.5m，膏

3.0m）从矿体上分离。
2。切割

先用分离千斤顶将条状块石顶倒，再根据节理裂障分布情况。按荒料规格要求，将条状缺石用钻眼

打懊法分割为荒料毛坯。在条状块石长度方向的预裂鳞上增一排模眼，赛眼间距（眼中心距>约为10cm，

模眼长约5em，教隙上宽3～4m，楔限得Scm，跟底扁。模眼雷好后，将模子放入楔限，用大懂做次慢

击，将条状块石分割为荒料毛坯。

3。整形
用手锤打钙法将竞料毛还整形为荒料。

13.6.4，4 主要圈系设备

主要恒采设备从意大利引进，计有，

FA-300型火焰切割机2台，其中1 在案用;

TBT-25型者埚式菌岩机5套（每套配遗岩机2台）;

TY-75型雷岩机（单机）10台;
TTANO/E型分离千斤预2套;
AT-600墨慢动绞车2台）
DD30t/40m掩杆式起重机Z台;
围产BH-12/7墨滑片电动置定压缩榄3台，

国产BH-12/7委滑片柴油移动压靠机Ⅰ台;

国产ZL-40型轮胎式裳载机1台，

国产T，-120型擦土机1台;

国产Y24型手持式衡岩机4台。

13，8.5 双 峰大 理 石矿

13.6.5，1 地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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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出烯地层是一套碳酸盐系。系灰黑色、黑色厚层及薄层状的泥晶灰岩或含生物碎 屑 泥a天石，
毫有少量泥灰岩及钙质页岩。矿体定向长800m，延深约500m、倾角一般5°～15°，矿体单层库泛40～
50cm，少数为30cm以下。自下雨上分五个矿展，分别编号为1、3、5、7和9，其阔的夹层分别编号为2、
4、6、8。垂直层面的矿体抗压强度为1160×10*Pa，属中等硬度岩石。

13.6.5.2 矿障开拓
主采区最高开聚标高15m，最低开采标高为100m，118m水平以上为山坡型露天矿，采用汽车运输，

11gm至100m水平为回陷溢编关矿，采用循料式起重机将119m水平以下的荒料吊到119m水平，然后装汽

车运出采石橘。

13.6.5.5 国派工艺
（1）先将矿体表面倩理干冲，然后按裂隙的分布情况，确定条状块石的宽度，用凿岩 机 打排眼。

钻限直径34～36mm，眼距10～15n，账深为矿体单层厚度的0，8倍，排眼钻完后，放入复合楔，用人工

打旗，使条状块石与矿体分离。
（2）在人工打奥分离开的喂镱的适当部位，用富岩锐开截两个坑穴，坑穴规格以能放入 分离千乒

顶为展。
（3）将分离千斤顶放入坑穴，将已分离的条状块石（裂隙很小）顶出，间距达 0.1～0.3m 即可。

 （4）棍褥节理裂隙分布情况，用船骶打澳法将条状块石分割为荒料毛纸，然后以直径 为2cm的钢

丝绳格荒料毛坯套住，再用慢动绞车将它拖到整形务地。

（5）整形，一般是人工整形。有特殊要求时，用盒刚石串球式督石机整形。

13.6.5.4 主搞翻柔微备
空压机3台（1台备用）;
筒暑机 5台，
金刚石串殊式懈石机1台，
625型多用站机1台;
轮胎式装截机1台，
慢动较车2台，
槐杆式起重桃2台;
分离千斤顶3台，
滑架式髓岩概1台，

水平支架1台。
矿山设计生产能力为年冲克料000m?，目斯实际生产能力100m'左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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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溶 浸 采 矿 法

将漫采矿法是按特定的工艺原理和方法，用钻孔将工作剂从地表注入地下矿层，通过
热力，物质交换、化学浸出、水力等作用，将矿层中有用矿物原地转化为可流动的状态
——液态、气态、熔融状或悬浮微粒状，再通过钻孔将其采出的一种方法。如硫的地下热
熔，煤的地下气化和钻孔水力采矿，以及岩盐和钾盐的溶漫，铜的化学 开采 和铀的地浸
等，统称为落浸果矿法。

14.1.1．钻孔热熔法开采自然硫矿

钻孔热熔法包括开采盐丘型自然硫矿床的弗拉施（Horman Srasch）法和开采燕发岩

型的自然硫矿床的流体动力法。

钻孔热熔法的出现，使许多用常规的露采和坑采都无法或难以开采的硫矿得到利用，

从而增加了糖的工业储量，此法不需升卷搔进、提升运输和破碎加工等繁重工序。全静在

地面操作，改变了作业条件;还可减轻环境污染;缩短建设周期（年产60万t硫矿，只需

1～1.5年）;基建投资大量节省（比露采减少2/3）;成本比硫铁矿生产成本降低34～72%;

工人劳动生产率为露采的1.3倍。但硫的采收率低（约50～60??热教率低（最大为5??，

是该法的突出缺点。
14.1.1.1自然硫矿床类型

自然硫矿床按其成因条件划分为火山型和沉积型，而沉积型矿床，按其产状特征又分

为盐丘型和蒸发岩型两类。沉积型自然硫矿床都产在蒸发盆地地区，是自然碱矿最主要的

类型。我国已发现各种类型的自然硫矿床或矿点 200余处，具有一定工业价值的矿床有数

十处。
14.1，.2 对盘然硫矿床的基本要求

矿床是否适于热熔法开采，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矿床储量丰富

由于熔融硫有"浸湿"石灰岩的趋势，有2??5??硫残留在 浸取过 的 岩石中，因

此，为了计算可能回收的矿石量，必须将原矿储量乘以回收率（按5??留硫量计算）。

100～300万t的矿量被认为是矿床开采的下限量，除非其它因素非常有利，否则不值得

开采。
2。矿床品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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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品位直接影响采矿效率和回收率，例如，按理论计算，平均含硫10??矿床，每
生产一吨硫所需热量将为平均含硫20??床的2.5倍，多数有开采价值的矿山，均具有约
20??硫平均品位，有的区域品位高达50??多数有开采价值的矿井，平均含硫品位应不
低于18～20??如系多孔矿层，含硫品位可为15～16??

3。矿床具有均匀渗透性和合理孔隙度
硫矿床的水文地质条件决定着采用钻孔热熔法的可能性。为使热水均匀注入矿层，注

入的热水从生产井到排水井可以自由流动逐渐排出，在生产井控制范圈内又能保持一定的
熔硫温度，要求矿层有一定的渗透性，围岩又要有一定的隔水性。

接自然硫矿床的水文地质特征，可分为 三种类型，（1）封闭 型;（2）减压图难
型;（3）散开型。目前对钻孔热熔法开采自然硫矿床的水文地质条件要求见表1-14-1。

表 1-14-1周热溶法开采自然硫矿床的水文地质条弊

文 地 质 条 件 评 价
指 标 需做员体试验的尚 可 的食

开的矿床减压困难和真矿体恨远封闭的矿床矿体赋存的水文地质条件

大于9成0.1-0.5在10×0.1MPa压力下-米厚矿 0.5-1 小于0.11~3体的钻井吸水量（m'/b）

遇 水弱 澄 水不 透 水覆盖卷展
我腺多孔的岩展比矿体岩石通水性低于矿体遇不遇水和渗透性不大的底板卷层

通水性大水性岩石

只有当熔硫在矿床内保持着合适的温度，并以大体相同的 速度进行加热、熔硫和提

硫，生产才可保持正常。一个含硫虽高的矿床，如对水的接受能力很低或吸水量过大，都

将难以均衡生产。矿床顶底板均为不透水岩层，避免热量流失以进行有效的开采，也是非

常重要的条件。对矿层的一般要求是;

均匀孔隙度;10～15%
渗透系数∶0，-5m/ d

矿层吸水能力∶>10m3/h

矿体渗透性在横向和纵向的非均匀性，必须作深入了解。

4。矿床应有适当的埋深和矿层厚度

适当的矿床埋深是出于对过热水饱和蒸汽压力和建井费用来考虑的。太浅会导致过热

水涌出地表，矿化水沸腾，溶解物沉淀。太深会导致建井费过大。适当的埋深也与上覆岩

的导热性有关。埋深要求，

一般埋深∶大于60m
埋深在600～800m时，钻孔和设备费用增高，降低经济 效 益。合 理的开采深 度为

120～500m。（波兰开采深度上限为75m，下限为400m），只有开采条件很好的富矿床才

有可能达到800～1000m。
液泰硫借重力流动聚积井底，故矿床需要一定的层厚，为给适当 的 流 速 以必要的坡

度，生产钻孔孔距大小，钻孔周围熔区大小、钻孔产量多少等与矿层厚薄有直接关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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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覆和下伏岩层损失的热量与矿层厚度成反比，且随注热时间而递增，矿层薄，则热损失
大，热效率低。因此从工艺技术、开采经济上，要求矿层必须有适当厚度，一般要求矿层
厚度不小于5m，开采最佳厚度为15～30m。为了获得满意的泄流速度，矿层还应有适当
的倾向，由倾斜矿床提供的自流方式，可以有效地开采薄矿体。一般对平缓矿床，层厚应
为10m或更厚。垂直钻孔采硫时，矿层最小厚 度为 6～10m;倾斜———水平钻孔采硫时，
可经济地开采厚度为3～5m的薄矿层。

5。矿区应有便利的水源
钻孔热熔法每产一吨硫需6～8到20～40m2或更多的水。一般情 况下，水硫比为 10～

20-1，一个年产量35万t的硫磺矿，日耗水量 2000m'，一个碗井预热期消耗水量大多数

在10000m*左右。
在升温时，为了防止和控制水垢的产生和腐蚀，原水需经化学处理。对于供求因素概

括见下表1-14-2。

表 1-14-2供 水 园 煮

可 靠 性量容 量 质源·水

很好，小赢淀输外充 豁 -般良好，但靠河口处可能激动
有 问 题般良好有 变 化
非 常 好稳 定充 拓湖 泊
好稳定，但溶解物含量可能较高育 变 化水 并

非常 好为控制水矩和腐蚀需要特殊处理充 浴

为了改善供水的可靠性和缓和水质的波动，通常设计大容积蓄水池。

6。矿区应有廉价的燃料来源
钻孔热熔是个吸热过程，用于熔碱的有效热能极低。热能损失有地面损失和在硫层中

进行热交换的损失，熔硫的有效热能一般仅为1～3??最好的只不过5??最差的低至

0.5??因此，选择有廉价燃料来源的矿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日用水约2300m2的矿山，

日耗天然气约34000m2。
14，.1.3 波兰评价自然罐矿床的五项工业指标

（1）单位面积含硫量（又叫矿层储量）
(1-14-1)Z= ?Y

式中 Z——单位面积含硫量，t/m';

s ??—矿石含硫品位;
M-——矿层厚度，m;
γ-—矿石密度，（t/m2）;

?一般为1.9～2，4，最小可采储量见表1-14-3。

（2）矿层最低可采含硫品位

根据品位与提取率的函数关系;

17=f(s%)
由如图1-14-1的试验曲线可知品位8??下π为零。有的碱矿层其品位达12??不熔

出，但有时4??矿层还能熔出，因此取其平均值8??矿层最低可采含硫品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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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 的最 小可张储量 渡 1-14-3

琥的最 小可 采储量 Zai《t/m*）埋 深 红 （nD）

25-185 1.4
135～ 175
17S～280 2.4

3.1280～400

（3）最低可采厚度

有经济效益的矿层最小可采厚度 Mmn为5m，主 7o
要考虑熔融角的影响和筛管的设计。

（4）最小平均含硫量
硫矿层最小平均含硫量S.，>12%

（5）最小上覆岩层厚度

最小上覆岩层厚度M，波兰为75m，美国为60m。 %8 15
4.1.1.4 粘孔热焙法中舞拉施法与滤体动力法

图 1-14-1';品位与提取率关系陶龋的对比
为使钻孔热熔法中诸方法能得到合理采用，从适用条件、不同矿床对熔融过程的反应

以及注水和提取技术三方面将弗拉施法和流体动力法对比见下表1-14-4。

14.7.1.5 矿区开拓
钻孔热熔法采用钻孔开拓。

根据企业生产规模，必须拥有确保企业规定生产能力的井数。设计生产能力4（f/d），
用生产并的平均生产率A（/d），对有效井数r的积来表示，具体地质条件的糖量系数K，

取决于不同试验方法中提不出滴的"死"井数。
(1-14-2)A=KA，作

一般取K =0.7～0.9。
钻孔（井）开拓方式有;垂直孔;倾斜——水平孔，垂直和倾斜混合孔。开拓方法的

选择，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矿床面积，矿体厚度、倾角、埋深、矿石和围岩

的物理机械性质、地表地形等。

14.1.1.6 钴孔工强

1。地质孔
波兰规定孔径为216mm钻头开孔，168mm井管水泥固井，用141mm钻头对上覆岩层

钻进，钴至顶板后转为93mm钻头钻穿矿层。全矿层取蕊。如地质孔不能作为采硫孔利用，

则终孔后，全孔段封孔，以防矿化水喷出污染环境。

2。水文地质孔
在孔中进行抽压水试验，取得水文地质参数，孔身结构与地质孔相似，但开孔孔径较

大，钻头一般用438mm，基岩层钻进钻头308mm，矿层中钻进，对矿层进行水文地质测量

工"、试验分段进行，从测定的参数进行渗透系数K值的计算。水文地质并井可利用作将来

的观察井，否则应予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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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检施法与流体动力法对比表 表 1-14-4

施弗 . 拉 法 漉 体 动 力'

（1>平组且毒的矿层，很少超过20m厚，矿床编调性基。（1）矿床集中，矿原原（20～100m），盐丘内大部分
顶底板渗遇性强，矿床与其它地层为非空间隔绝为不渗透的粘土和石膏听理盖。
《2）矿层与夹层相间，致密、倾解（2）在垂直剖面上矿床呈遇镜状向上凸起，边缘比中 │

部深100～300m

（3）矿床掺透性不均匀，有的几乎不渗透，有的高渗透（3）矿床掺通性为中等到良好，且十分均匀，掺透系
或有灾难性空洞，K值局部自o到150～20bm/d变化数K=15m/d，很少道空洞或善洞等不正常条件导政注

水浪费
（4）矿床在垂直部面上大部分融化，且矿床无等别透过（4）矿床为一大而隔绝的矿体，覆釜岩层大都无确化

性并极少多孔

（6》矿床埋深平均为100~260m（5）矿床崖深平均为300～400m
（6）最小开采深度为60m<6）最小开采深度为10pm
（7）保激不良，由于矿床水的连续流动而产生熟交换（7）保温良好，矿床内仅有小的水运动影响热传递

《3）熔融过程是使过热水在舍适的压力和温度下熔跳（8）熔雕过程是向预热过的矿层注入热量，并用排水
并排水减压

（9）压力保持振近于零，仅当加压过热水达到建体动力（9）矿体量天然压热董，压力保持良好
平衡时，才可保持采区内的压力

（10）需要控制加压水的流动，引导注入水按需要方 商<10）正常情况下无需控制加压水的流动
流动

<11）为了从给定矿床中达到硫的最佳回收率，熔硫基 <i）只可在狭窄矿带中加压连热水提碱，相反，如在广

阔范围内熔愚大量的硫而又不能及时提取，则将在矿体边度质保持合适
缘及孔隙中产生不可逆差注

（12）大量热水可能进入老采区而谦成决费（12）水在适向流动的熟损失不大
<13）注水井排列成行，形成狭窄开采罐，其长宽比为（19）矿席分区设置注水井组，排水井位于矿床嘉图，

1041或1511，排水井必须平行且塞近二作面概则排列井位无需控麟
（14》用系从拂水井排水。排出水温不得低于7～部℃<14）排出水温度不超过属围温度4~8℃
《15）需要采用合适的辅助工艺（16）用以开采盐丘型矿床，无需特殊工艺

3，生产孔

依所处生产推进线的位置及作用分为生产孔、预
备孔、补充孔和排水孔。生产孔的钻进和安装是按一

定程序进行的，如图1-14-2。
当生产孔发生故障使采硫中断时，为了充分采出

硫磺，在事故孔附近重新打孔补采，或采硫孔国采效

果差，回收率低，在已采区段内重新布置采础孔。由

于矿层内含有高压热水，钻井过程中有热水和液态硫

穿孔喷井的可能，威胁人身安全，补采 井属小型 钻

图. 1-14-2 钻孔类型及生产线 孔结构，只准用于埋深不超过160m的矿层。
1-采亮井，2一生产共，s照备井 4-补 预备孔和补采孔的孔径与采硫孔相同，对浅型井

采井，5-生产般
表土层采用308mm钻头钻透，用244mnm钢管固井。基

岩层用直径为216mam钻头钻进，固并管直径为168mm。为防地下热水井喷危险，补采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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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井深度往往只固到高矿层顶板以上4～8m处。矿层段用93～131mm 钻头钻进，全矿层取
扎，然后用151mm钻头扩孔。再下入警径为139，7mm的热水管和管径为88.9mm的米硫管。

4。排水孔
为了注热水熔硫、矿层卸压，引导热水朝一定方向流动，以降低地层压力，同时又预

热矿层，需在生产线推进前方钻一系列排水孔。
排水孔可分为自流孔，篆吸排水孔和空压机排水孔三种，主要根据矿层进水柱能和距

生产孔的远近来确定，排水孔与生产孔的距离主要依据矿层的渗透性而定，一般距生产井

5 排井距，如图1-14-3和图-14-4。

φ

9

K60

●
525

图 1-14-4 盐丘型硫矿床硫井与排水井布量示意图图 1-14-3 生产井与排水井的关系
1-确并;2一排水并;s一未固结层;行无矿层幅J 6一含碾层

1一生产井;2一排水井
6一无矿硬石青，7一盐

14.1.1.7 采建设计
1。设计基础资料
（1）矿区地质及水文地质勘探报告∶

（2）扩区地面资料，即矿区自然地理条件1

（3）矿区技术条件，包括燃料，能源供应;

（4）矿区经济条件，包括国内外产品价格，总产量及需要量。

2。开采系统选择
钻孔热熔法采硫的开采系统有井群式开采，如图1-14-5u，b，分区或开采如圈1-14-6

和单线推进式开采如图1-14-7。

2官

图 1-14-B8 分区式开采系统
匿 1-14-5 并群式开采系统

1-生产井，2—摊水井

1）选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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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开采系统选择的参数有矿体厚度（M，），含硫品位（S??以及表 征两参 数统一
关系的单位面积含硫量即储量变化系数Z值和渗透系数K值（m/a），在K值业已确定情
况下，也可利用Z 值变化系数来确定开果系统。

假设某矿区在通过地质勘探后，已取得矿床的渗透系数K，含硫品位 S?储量变化
系数A，等参数，用各钻孔所测得的K值，绘制矿床的K值等值图，如图1-14-8，然后利用
矿床的M，和Sм计算每口井的单位面积含硫量Z及其标准离差值V。

C--3

基完区 生产区 薄永区

橡进方向

图 1-14-8 某矿区K傲等值图图 1-14-7 单螺式开采系统
1一采完井;2一生产井;8~工共，4-采亮井作观

察井，5一排水井

v∶=--【2z-离 (1-14-8)

式中 主=1，2，3⋯⋯，钻孔数
z——采区单位面积含硫量平均值，（t/m2）;

Z1——单个并的单位面积含硫量，t/m3;

外---钻井个数;
√V=V:

用4z表示整个矿区的储量变化系数，则

Az = 2
当计算出Z、V。=√Vz和A，值之后，即可作开采系统的选择。

2）开采系统确定的原则
应考虑在整个服务年限内的年产量是均衡的这一基本原则，用经济效益价值与生产服

务年限的线性关系反映其生产效益的均衡性，如图1-14-94曲线，反映生产初期开采条件

好的矿层，经济救益高，到开采后期，品位降低，效益价值曲线随开采服务年限而降低，

当开采到z年后，生产将出现无经济效益的情况，矿山蒿要重新投资以燃续帖井开采。因

此在开采系统设计时，应保持如图1-15-9中δ直笺情况，以使生产持续稳定。

3。开采推进方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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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归法;剂二.

1）图解法

选择储缺变化系数差值Vz 最小，全区储景变化
系敬? 值较稳定这一-原则来确定尹果行进方向。

2?公式法
·在;开采区域内，根据储量变小茶数乙的变 化籽

点，可分为区域性变化和方向性变化购融类利，按类 彦务年服（平）
型下同的矿床确定不同的开采排进方向。对全区储量
变化系数具有最小的标准离差特性的"床，适宜选择 图 1-14-9 经济效益与服务年限关采

并群（组》式开采系统，当矿咔的储量变化系数离差
较大时则可选用单线准进式丹采系统。

式中 Vs-——全矿总区域单位面积含硫的标准离差值;
Az-—全矿区总的储量变化系数;
艺。-——全矿这总平均单位面积含硫量，它的变化幅度在±80??范围内;

n ——全矿区井数;
通过对全矿区单位面积含硫量Z值的计算，可以求得全矿区储量变化系数的方差值V。

或标准差√V及它的变化系数A，值，但须先确定矿区储量变化系数的方向变化率，然后

在此基础上选择何种开采推进方向。
方向变化率的计算有平行截面法和中心截面法两种方法。

用平行截面法，利用Z值的标准差最小来选择开采方向时，还应与矿床的地下水流动

方向和矿体倾向一并进行检验确定。
如V*值几何图形为一圆形，表明Z值的标准差V'在各方向均相同而不具方向性，可认

为它是区域性变化，可以任意选择开采推进方向。

用中心截面法计算V值来选择开采推进方向，是选择V值最小的截面轴。

对储量变化系数呈圆形图象的矿床，可借助矿床的品位等值线图来分析确定，当矿体

范围很大，计算全矿区V2值的工作非常繁杂，则可将矿区分成若干块段，分别计算V值，

波兰常采用24井组模式（长进6井，短边4并）计算V，√西和Z值。

4。生产井的布井
井网的布置应保证在回收率最大时采一吨硫的费用最少。并网的布置主要包括两个方

面，一是井间距离;另一是并网的布置形式。

在波兰，基本并型通常采用等腰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

1）井网布置形式

井网的布置形式，式要依抿硫矿床的渗透性和地下水流动方向来选择。首先用各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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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K值作出矿区的K值等值线图，依此图确定地下水流方向，如图1-14-．治该方向作
流压剖面曲线，经分析研究即可确定井网布置形式。

等腰三角形井型∶等腰三角形长边与水流方向一致，如图1-14-11。

距离

2
水流方向
/K

●注水井 o排水共

图 1-14-11 等腰三角形井型图 1-14-10 井网的布置与水流方向的关系

确定等腰三角形两个井间距的关系，一般利用两井间渗透系数的K值比公式来确定，
即

(1-14-4)

式中比例系数β，可用理论计算，也可用实验方法或模拟试验或比拟试 验决定。由于

地下水流运动条件极为复杂，很难确定一个完整的数学计算式来表达地下水流动状态。

等腰三角形的井距多采用45× 60m或30× 60m两种。

等边三角形井型
矿层的最大采收率Ta是硫的熔融流动角a（°）、矿层厚度M（m）、硫的熔融系数8、井

距a（m）和不熔矿层厚度m（m）的函数，即ta=f（、M、β、d、m），其经验公式为;

(1-14-5)nma- 1-VA}

表1-14-5是等边三角形在不同井距和矿层厚度条件下的最大采收率。假如硫的熔融流

动角α=10°，硫的熔融系数β=0，8，不焙硫矿层厚度m=1.5m。

我 1-14-5最大采收章与矿黑厚度、并愿关系

60453020

6.120,20.36
0.30.40.530,5810 0,520.570.820.6515 0.590.630.67D,6 D.880.690.710.7326

等边三角形布井，既有利于矿层卸压和预热待采地层，又有利于提高采收率。波兰因

前广泛采用45m井距。
直角三角形布置的并网，随开采方向而变化，有时可变为任意三角形，布置钻井应顺

水流方向，井臼中心孔的位置，应向水流方向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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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井型如正方形、矩形，前后排生产井将产生注水干扰，影响采硫经济效果，加之
此两种井型不适于按"彼得里也夫"法计算单井采硫范围，又 利于 控制地面下沉，因
此，波兰不予采用。

井网的布置形式，主要取决于矿床的渗透性和地下水流动方向，此外，还应考虑布井

对矿区开发的经济和技术效果。钻井法采硫的最合理井网布置形式是等边三角形或等腰三

角形所组成的采硫井网。
2）采硫的井距确定
井距指生产井之间的距离和生产井与排水井、观察井之间的距离。

（1）生产井井距
合理的井距，应该是能最大限度的回收资源和减少钻沣费用，当矿体埋藏深、钻井费

用高，井距宜大，当矿体埋藏浅，矿层厚，供热能力小，采硫 速度 要求 高时，井距可小

些。选井距的方法有，最大采收率7n。法，最大利润率$ma，法;混合指标法;多元素坐

标法。
（2）生产井与排水并之间的距离

排水井的作用是排出矿化水，使矿层卸写和引导热水朝一定方向流动。有近距离排水

井和远距离排水井之分，主要依据矿层的渗透性来确定，一般情况下，排水井与生产井之

间的距离，不小于生产井之间距离的两倍。
（3）观察井

观察井的作用是观测熔融范围以外温度场的变化，摸清热水流动方向及热量在井下的

交换速度，废水的矿化度与距离的关系，以及与生产并之间的距离等。

5。产量预测与回收率的计算
对井群（组） 开采硫产量的预测，一般采用等边

三角形并网，它是由三角形组成一个正六边形并组，

中间有一中心孔，这种七井布置形式为一 个 单 元小
块，每个单元小块的中心孔，与周围六井互相配合进

行采硫，在大范围内，各井既是单元小块 中 的中 心

井，又是单元小块的边缘井。对各井需确定一个开采

范围，以预测各井的产量。计算方法很多，常用较准

确的彼得里也夫（Boldyriew）法。 图 1-14~12 波得里也夫面积作图示意

1）Boldyriew面积计算法
首先对组成六边形井网的单元小块中的六个正三角形，如图1-14-12，各作出其重心

点，再联络各重心点，构成一个小蜂窝状正六边形，其中ABCDEF的面积，就是中心

孔O的开采面积，其他各井的开采控制面积，可仿此计算。

元小块井组的井距为d，则中心孔O至小正六边形的距离为一2-，小试

边长为近，则

平行四边形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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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6)

小正六边形面积为

d2 = #*sin60° (1-14-7)

式中 d—-网的并距值;
Fg—-中心孔开采面积，称"彼得里也夫面积"。每口井只能采出这个单元小块的

一部分硫，这样可以接"彼得里也夫面积"法来计算各单井的果硫量。
2）彼氏六方柱体的总磷量计算

(1-14-8)Q;n=V，S?FAMS?
或 0sg=FgZ
式中 Qsg——柱体总流量，t，

Vg——柱体体积，m2;
S ?—平均品位，%;
-——硫矿石体重，t/m2;
Fg——柱体面积，m*，
M——矿层厚度，m;

Z——单位面积含硫量，t/m2;

3）彼氏六方柱体可采硫量计算

如图1-14-13a，本=-tg，h称"不能采收高度"，在库以上正六方柱体内V的硫

均可被熔化，调之全熔融区。
（1）全熔融区V;的体积

V， 二F（M---m）
(1-14-9)

式中 Fg、M、4、α意义同前;
m——-矿层底部融硫的非流动层的高度，m;

加值大小由硫管尾管端口，下深到硫筛孔中，距硫筛孔最上一排孔的距离大小所决定，如

图1-14-13 b。
m=f,-0.5,

式中 f-——硫筛管最上一排筛孔距矿层底板的距离。

m值一般为0.3～0.7m，硫管下深值是依据矿层的地质条件来确定的。

（2）非全熔区V，的体积
如图1-14-13c，非全熔融区系一倒六方锥体，其体积V2为，

(1-14-10)V,=3- FT agr
彼氏六方锥体的最大理论采硫量0，（t）为;

C.s,= (V;+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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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孔

图 1-14-18 可来硫量计算
4-不能采收高度示意图，b-非涤动熔硫层位置;c一不熔施三角区

1-顶板）2-席板;3一院筛孔，4-—览管

(1-14-11)

4）彼氏六方柱体内硫的采收率计算
柱体内硫的最大理论采收率（Tan）

2su×100%

m±0,38)β×100%

从上式得知影响最大理论采收率Tmax的因素是d、M、州、a、β。其中井距4值和熔融
硫的不流动高度m值，属于工艺技术因素，矿层厚度（M），矿的熔融流动角（2）和硫的

熔融系数（β），属于地质因素。
5）苏联预测回收率经验公式
经过实验取得回收率与原矿品位的关系式

(1-14-12)] =b+aS;

式中 Zp一一赢的回救率J
S—-矿品位;

a，b—— 与矿石结构性质有关的系数。

14.1.1.8 采硫工艺
1。工艺流程

利用硫的低熔点，通过钻孔向矿层中注入加压过热水，使自然硫熔融。比重大和不锥

于水的液态硫往下流动，汇集硫井并底，再将液态痛从井底用气或泵抽等方法 提升到地

面。其生产井工艺见图1-14-14。

2。熔硫机理
磁的地下熔融机理的掌握，直接关系到工艺方法的选择。由于熔融过程非常复杂，又

不能直接观察，对于熔融机理造今无统一认识，多数认为。载热体注入井下后与矿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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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交换，在矿层中形成高于或低于熔硫温度的两种不向温度区，这两种不同温度区由不断在
时间和空间上位移的界面所分开。注入的继续，使高于熔硫温度的熔盈区不断扩展，同时

熔硫在重力作用下向矿层底板流动。由于熔硫的迳流速度很高，当熔硫提汲后，矿层上部
变得更可渗透，加热更快，从而使熔融区首先从矿层上部向外扩展，熔敝区逐渐形成漏斗

状。液硫沿漏斗璧流向井底，如图1-14-15。

中x-据-zr

图 1-14-15 焙顺区形状概念国图 1-14-14 生产井工艺示意图
1--融漏斗，2一蹦饱和次水平需1-矿层顶板。2一含煮石灰岩;3一熔融硫，《一底

.岩 5一空气;6一障;7一过热水

3。采硫四个阶段
采硫工作划分为加热，熔硫、稳产和采硫终止四个阶段。
为了清除管道和井下沉积物，注热前将井中管道接顺序用热水清洗，直至排出清水为

止。管道清洗后，即可向两套管路注入过热水预热矿层，温度160～165℃，压力依矿层吸

水性而定，预热期一般只需数天或半月，当渗透通道里的温度达到119℃时，通常周 圈的

硫开始熔融，加热时间延续，熔硫矿段互相连通扩展，形成熔化带，于是液碱借重力流动

汇集并底，利用钻孔工作面形成负压的方法，将液硫抽至地面。第一次抽硫曲，热载体消

耗量一般为过热水10000m2。抽硫开始后，熔碱带在矿层上部首先连通，熔融带 逐渐形成

漏斗状，随熔硫边界的延伸，钻孔间矿柱高温的降低，液硫过滤的距离也将增大，由于液

硫运动轨迹与水平面之间夹角的减小，制约硫向工作面过滤的重力分异作用也随之减少，

导致硫的采出量逐渐减少，载热体单耗增加，如是标志采硫进入终止阶段。在熔硫与采硫

终止两个阶段之间，划为稳产阶段。此阶段要建立注热和定期抽硫的作业制度。穆产阶段

延续时间一般为5～15个月。在熔融区形成的过程中，是用注入的热水量来控制熔融速度，

用调节注入空气速度来控制生产速度，用排水并来控制地下熔硫过程，要使生产稳定持续

进行，必须使熔融速度和抽汲速度之间建立平衡。钻孔产量不高的原因，除地质条件与热

熔法要求不相适应外，主要就是开采工艺受到破坏。苏联雅佐夫矿由于以上原因一年内投

产的硫井曾有40 ~50??废。

4，井身结构与硫井装备
合理的硫井结构，应是保证在整个生产期间，硫的画收最高而又安全生产无事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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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工作面上硫的凝固，腐蚀和压碎等引起井管破坏等），合理选择生产管的直径，能保证
载热体、压气和硫在给定耗量时的压力损失最小。

井身结构是硫井全部基本数据的总称，如图1-14-16，包括以下数据，从开 钻到完钻
所用的钻头、钻杆的尺寸和钻杆长度、套管层次，直径、各层套管的下入深度，钢级和壁
厚，各层套管注水泥的数据。井身结构是全部钻井过程的计划和施工的重要依据。

蜀中，4，4，d、出、d、d分别为各层套管和钻扦直径;D】，D2，D，为钻头直径;

为各层套管下入深度;一6- = 套管钢级/套

井身结构是由钻井方法、钻并目的，地质条件与 d dd
钻井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因此，在制定井身结构时，
应考虑以下三个因素。

（1）与采硫工艺和硫井产量有关系的末层套管
直径。

（2）地质剖面中的复杂地层。依次决定下入表
层套管和中间套管的必要性，以及必须下入的深度。

（3）当地钻井技术水平和当时的钻井技术条

件。·依此确定钻井时可能达到的裸眼长度。
周密而全面地研究以上因素，制定合理的井身转

构，是保证高速钻进与矿井投产后正常出硫的关键，

表1-14-6为国内外硫井井管参数实例。

14，1.7.9 矿山地面设施
地面设施包括∶ M,—
（1）供水系统，泵站、管路和蓄水池。 图 1-14-16 井身结构示意图
（2）供热系统。加热和处理工艺水的热力供应

站。其设施包括软水器、锅炉、水泵加压管线和仪表。水处理过程一般包括沉淀、过滤、

脱氧、软化和加减垢剂。

（3）供气系统，压风机、管线。
（4）监测系统∶控制站，仪表。

（5）供电系统。
（6）净化系统。
（7）蕴产品收集、装载和贮存系统。

（8）精制加工系统∶硫过滤。

（9）固体或液体碱的运输系统。

（10）机电维修车间。

（11）科研试验。

（12）行政及生活福利设施。

地面设施因矿各异，难以作规范性设计，实例如下∶

如图1-14-17是山东泰安试采场地面设施布置。
如图1-14-18是美国墨西哥海区，距海岸10km的Camanodc（卡舞拉达）减矿区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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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闪外硬并井警参氯 毅 '-14-6

技术套着表 层 管 热 水 管 压 气 管球 管
矿硫

men) (mm)(mm)(mm》 (m/n)

31.0FTesPort（羹） 254 7d152.4
25.4联合公司（美） 78203-25430d,B 127
25,4203杜威公司（美） 78254 152,～177,8

新海舞公苟（挑） 76 25。442.8
25。4巴什尼亚<渡） 8,9219 127355
25,4深 井 型（被） 88.9219 138,7348
25,4小0.9浅 井 塑（波） z44.5 J27346～25、自

25,4以8.8雅 佐 夫（苏） 215.9
25。488.3联邦德围克产新（吴） 1982I9
53.9弗罗里达<羹） 76152,,《203
25.476弗罗里达（美> 168.318l～254

25,4～3B78～88,9米什拉竞《伊拉克） 152~139.723215
25.4?1山东森安（中） 2?看 J217.8

悬吊在硅管硫管几乎到达穿过矿层底板轴到矿层预插入屋盖层
内。引进压端井底，用以把液或以下教米，用部，可把水导入下邮，使碱矿
空气以提升液硫抽（举）出地于注水及吸抽矿矿层搜高部位，称与水。砂及技术要求与作用 离面层底部一定范理防止坍塌冲积展薄绝

内的热水。

H,SH9*区【

-圆-区习-留水遇【

区五机-E电-区

图 1-14-17 山东泰安试来矿埚地面设施布置示意图

过滤水（加石灰）1×0.MP。

e6x

关粘气

图 1-14-18 美国卡期拉达矿地面布置困

设施布置。
波兰比什尼亚试验矿的地面总平面布置如图1-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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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J4-19 波兰巴打尼亚谷总平面布置示意图
1-水源，2一水池;3-生活水软化站，4~-媒堆，5一皮带机，6一泵，7-铜炉房，。一整耐塞，身一
加热器，10-反应影，1-空加机房，12一控制站，13一并区。14—储亲缘 15一堆集场;1—循

环水房;1?-食堂，J8一离子交换器，19一公路;20—办公室

14.1.1.10 对渗遗性警的硫矿床改遗
针对不利条件，采取相应的改造方法∶
（1）对散开型矿床，在矿床中和渗漏的覆盖岩层或下伏岩层中设置人工隔水屏障，

使开采区形成一周围封闭或部分封闭的"容器"。
（2）对高渗透矿床∶采用钻孔爆破技术，设置地下堵水屏障;加大注水量，缩小孔

距;多孔岗时工作，充填空洞等综合工艺方法。
（3）对低渗透致密矿床，采用爆破法，酸化法，水力压裂法或联合工艺以提高渗

透性。
（4）改善采硫工艺，加添亲水剂使硫与石灰岩分离;扩大开采水比重，加快底熔。

】4，1.1. 1】 环境保护与工业故障

1。环境保护
压入载热体的同时须将层间水汲出，层间水含有大量的矿化物。污染环演，需进行净

化、软化处理后排放。玛霍夫矿将含有盐和有害气体的矿化水喷淋，从塔底鼓入空气由下

上升，水与空气相向而行，可将污水中的有害气体消除。流到塔下的废水，中和沉降后排

放。波巴什尼亚的闭路循环是引人注目的方法，将矿化水抽到总集水池，用三聚磷酸钠处

理后，从燕汽直接喷射加热，然后作载热体再注入硫井;美国Free Port公司主要采用的

方法有喷射氧化———蓄水池法和烟道气处理。

2.安全防护
钻孔法采硫矿山易发生烫伤及中毒事故。危害的热源有160~180℃的高温热水，120℃

以上的液蕴和高温蒸汽。废热水中有害气体有 CO、CO2、H.S和SO2，对人体危害很大。

其中H，S气体有剧毒，主要来自含硫矿层，随废热水由排水并逸出地表，SO。主要由硫燃

烧产生，危害安全，污染环境，生产中对此两种有害气体允许的工作液度为0.01mg/m2，

工业"废水"最高允许排放标准为 1mg/m2。

3.地表塌陷
注热熔硫过程中，上覆的石灰岩性能将发生变化。波兰Egroko矿通过试验发 现，在熔

硫后，其骨架强度减小90??上，岩石移动，地表塌陷，硫并变形。管路扭曲 断裂或堵

塞，致使磷封报废，筛重彩补评。霜玛宦天矿 地面沉降最入冲还;n，

4。地下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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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井附近的硫熔出后，将留下大小不等的空洞，串通的空洞将使注入的过热水不向外
围渗透而通过空洞散失，给生产带来危害。常用注浆堵漏办法处理。

5。膺蚀与堵塞
熔硫虽无腐蚀性，但夹带的水和空气使井内管壁很快腐蚀，如泰安硫矿试采中，空气

管五个月腐蚀殆尽。有的国家管道采用水泥内衬或合金管。井底的堵塞有硫堵，泥砂培，

常使注水提硫严重受阻。

14。1.1.12 开采费用和钻井服务年限

1。开采费用
生产—吨硫磺的成本，由消耗的燃料和水的数据来确定。美 园Frce Port（弗里堡）

公司一个年产100万t的硫磺矿，全矿只有200人（其中主要的是行政管理人员）。成本组
成中最主要的是燃料费用，按27.2m3/t硫水计算，一吨硫的燃料费就是20美元，其次是管

道费，第三是化学溶剂费用，第四才是人工费用。以Carllom Island矿为例进行经济评

价。该矿位于近海，覆盖水深3.05m，矿床埋深360～457m<水面以下），矿床储量小。

地质储量330万t，可采储量为地质储量的75??含硫品位 20??上，为了减少投资，使

用的采硫船是用过20年的旧船，若用新设备，是不合算的，若矿床在 陆地，采 用 全新设

备，仍不合算。其经济评价结果。

可采储量250万t

年产量 30万t
服务年限8年

总投资 2500万美元

单位投资 84美元/ t

现行售价 117美元/ t

每吨硫费用∶
燃料（气）费 30美元

材料、化学剂 25美元

折旧 10美元
人工费（直接生产人员80人） 7 美元

运输、运转 5美元

设备维修（基建投资的5?? 4美元

行政管理费 5美元

总成本 80美元

生产利润 31美元
开发费（土地粗借占生产利润的50?? 15美元

税金（剩余利润的50??8美元

纯利润 8 元

每吨硫资金流动效益;

利润 8美元

折旧 10美元

计 1A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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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投资收益率 21，7%
2。钻井服务年限

钻井的服务年限和产量，因井而异，主要取决于硫并在矿区的所在位置和生产人员的
操作技术水平。如海湾地区有一生产矿区，面积4km2，已钻生产片1700～1800个，排水
井50～80个，工作了40年，有的井年产量5000～10000t，有的井可达20～40万t，最多
的一口井产硫100万t。但有的井生产时间极短，单井累计产量只有数十吨，甚至还有的
井无产量，在个别情况下，生产井可以反复开采三、四次，开采的 时间越长，热效率越
高，甚至原来开采效率不高的矿床，经过一段时间，盐丘热效率却改善了。

对每口硫井服务年限的预测，须待采硫生产1～2个月左右才能掌握其周期规律。波兰
在碱井生产2～100h后便可知。对情况复杂的硫井，预测是极为困难的，.但可凭某种现象
来预测采硫周期的结束，如注入热水压力和热水量不变，而产硫量急剧减少，这预示着井
底液硫面 已降低，汇集井底的硫量减少。

14.1.2 铜、铀矿床的溶浸开采

漫出是一种从矿岩中回收有价金属的湿法冶金过程，金属矿的溶浸作用分为化学的和
细菌的两种，溶浸方式有原地浸出，堆浸，渗滤浸出和搅拌漫出等几种。浸出方式的选择
取决于待处理矿石的化学物理性质。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矿石品位，矿物的溶解度，耗酸
的脉石矿物量，生产规模及金属矿物产状等，溶浸法通常用于矿山的废石堆、旧采场、崩
落区，废露天矿边沿区以及贫矿床，用于浸出的化学溶剂有;无机酸溶液、苏打溶液、细菌浸

出时的硫酸铁溶液、溶解盐层的水溶液和氰化钠溶液等，根据被浸矿物的化学性质来选择。

从浸出富液中提取金属的方法主要有，置换沉淀法，离子交换-电积法，溶剂萃取-电

积法及活性碳吸附-电积法。
14.1.2.1 铜的海浸开采
1。铜浸出的基本原理

从低品位硫化铜矿石中用弱酸性硫酸铁溶液浸出回收铜，亩于浸 堆 中的矿物类型繁

多，受季节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以及浸堆渗透率因时因地而变等原因，将涉及一系列复

杂的机理。一般说，铜的浸入既要求供给铁离子使硫化物氧化，又需要用酸溶解铜的氧化

物，并使已溶解的物质保留在溶液中。以适当的速度连续浸出铜时，必须使氧容易进入，

还要有某些细菌将亚铁离子氧化为铁离子，以免不断补充新的硫酸铁。在顺利条件下，硫

化矿物经反应生成可溶性硫酸铜，硫酸亚铁及不可溶硫，如因浸出液环流不良，或条件对

亚铁离子的氧化不利，以致使铁离子来源中断，则浸出过程中止。

2。铜的化学溶液
 化学和细菌浸出法已广泛应用于铜矿工业，近60年间，美国西南各州大型班岩铜矿采

用废石堆浸，日处理能力达数十万吨，肯尼科特（Kennecot）公司露天矿用堆浸法处理

 的废石达40亿吨，年产铜量8.8万t;溶浸法已成为露采矿山的重要补充，原地溶浸采矿

的出现和工艺技术的日趋成熟，是溶浸采矿发展过程的历史性转折。

1）废石堆溶浸
度石堆溶浸法是以最便宜的方式把废石卸在有斜坡的场地上，从废石堆顶部加入浸出

溶液，以浸出其中的铜，并把从废石堆流出的溶液，泵送到沉淀装置内以回收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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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石堆溶浸多用于处理露米剥离的低品位矿石和
浸出路减

魔石，含铜品位低于常规 边界品位（一般为0.??
的铜矿石的原料，无论是铜的氧化和硫化矿物，均世便出家石剪
用此法溶浸，浸出作业的最终产品是含铜溶液，浸出

【底朝图 周期以年计，其原则流程和图∶-?d-23。
为了控制废石堆流出液的含铜肚（通常为1～2g/

*维制预面葡呈M L），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以下 各因素，作业循环
（湿润和干燥的交替周期）施加的溶 液 量，pH值，新施 废液储池
Fe''和Fe''含量或氧化还原电位。含氧量、细菌及其

补加的F操池 所需的养料、湿度等。
酸或水

浸出废石堆多量截头锥体，美国西部主要浸出废
运出 石堆的溶量约550万t～40亿t。国外有26套在发石堆溶-

浸铜的设备，几乎所有矿山企业都是利用置换或萃取

图 1-14-20 度石堆浸出和铁置换的设备的废 液 作 为 溶剂，当废液酸变低时，再补充融
原则滤程 重新酸化，保持 pH值在1.5～3，最 佳 喷淋标准是每

m2'排弃场面积10L/h，溶剂在排弃场渗滤时间长短取决于废石堆的高度;高度30m 渗滤时
间2～3d;高度7m渗滤时间3～4d，高度120m～150m渗滤时间12d。溶剂是影响废石堆
中铜溶解速度的重要因素，其温度变化范围在冬天可低至7～8℃，到夏天可达30～35℃。

喷淋与矿石和硫化物氧化的通风于操交替进行，当产品溶液中含铜浓度降到0.5g/L时，

喷淋停止，符干燥后再重复下一喷淋周期。整个浸出周期的最佳时间为3～4年，排弃场浸

出后，产品溶液中铜平均含量是0.7～3.6g/L，铜的回收率为25～60??

排弃场的回收率随堆深而变。越往下回收率越低，墨西哥加纳尼阿公司取样分析表明，

当铜的平均回收率为40??∶
回收率80%堆 深20m以上
回收率50%堆深20～35m

回收率<10%堆深35～55m

因此，排弃场的最佳浸出高度为30～35m。
溶浸液的布液方法∶ 有喷洒法、液池法、钻孔注入法等。

2）矿堆溶浸
矿堆溶浸法与废石堆浸法的主要差别在于浸出矿石。
在矿堆溶浸的矿石，多为氧化矿物的标准朝矿和含铜品位为0.4～1.1??辉铜矿，不

适于溶浸铜的硫化物、或处理大量碳酸盐和其它酸溶性脉石矿物的矿石。
矿堆要难放在准备好的地基上，地基类似排弃场，矿堆容量为10～50万t，矿石最 大

块度一般不超过S00mm，堆高为4.5～7m，理想的堆浸场是一个能容纳矿石的狭谷或沟壑，

谷底则已儒出基岩。此外，小山间的山沟也可用作堆矿场，造堆的地面要保持一定坡度以

使浸出液流入蓄水池或集液坝。
矿堆溶浸的地表准备工作和溶浸液的分布，其要求条件与废石堆浸出相同，矿堆浸出

周期以月计。
实例，美国兰脚新（Ranchers）勘探开发公司所属兰鸟矿（Bluc bird），用含钢0.5??上氧化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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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堆浸，挑授矿石昂火块度约30cm，大部分物料，j..情，灯螺按厚6m分层堆筑，每堆矿石量1200t，
表面面积5574m'，φ柱堆在山沟里，地面压实，土壤胶结，上面覆盖一层稀沥青以养护和防水，浸出溶
液加硫触量为50g/L，每分层没出120天，供液量为28m2面积4，6L/min，浸出液含铜3～7g/L，经120天
的浸出后，估计锅回收率达40??浸出期结束时，将分布浸出液的塑料，管网移走，并将表 面一层矿石
用松土机松动，再铺上第二个6m分层的12000t矿石，有的矿石堆分9个分层浸取。

国外堆浸方法对照见表1-14-7。

国 外 堆 浸 方 法 表 1-14-7

矿焓 浸H废 石 堆 浸 出堆  方 法

标准氧化矿知次生硫化物矿石辞石或事外P谷应时表【R

10～50100～200uD裂出8 石或笼右设（万）

>0,40编∶贝（"丶 0.I4~0. 1y

<63i- 48漫ju;;i∶·，

必国，澳大利亚，费比业，留善，智炎国，熟产沪. 西班牙，市纬民，保加利亚，用本偿的1国*
阈斯拉 失，绝声就洛惯范 种

美国一些锅矿的堆浸回收率为2°。60吓。建设年产50～1500t铜，处理含铜矿 石品

位为0.5～2??堆浸少设各段资为-汀党元，罚换设备的投资为0.24～39.6万美元，
生产一吨铜的成本为8.0～51.8江儿.付贫铜矿石和平衡表外铜矿石堆授所得含铜70～80%
的置换铜成本，比传统工艺（深市和汽吃处理辖矿）生产铜的成本低30～50??

3）槽浸法
主要用来提取酸溶性铜含量高于，5"的疏化铜和氧化铜的混合富矿，如果矿 石孔隙

度小需要破碎才能浸取时，则槽浸法优于堆浸法，此外槽浸的优点还有周期较短，浸出周
期以天计，回收率高，药液损失甚微，药液含解康将，可用铁置换以外的其他方法回收
铜，如欲快速提取铜则采用槽浸法。实例∶美国心刊桑那州的莫斯皮瑞兴 铜矿是氧化-硫
化混合矿，为了分别从氧化矿和硫化矿中回收制，采用的铺浸是矿石先经破碎筛分，再
经对辊机破弊分级，最终所得矿砂最大粒径为Jem。得自分级机和旋流器的矿泥，含有85%
200目以下粒级，单独处理，共有13个浸出槽。每槽宽约20m，长53m，深5.6m，每槽装
矿石约9600t，用电解车间的返液对氧化矿分批浸出，浸出液加热至3℃并以9m2/min的流
量送入矿石浸出槽，浸出溶液和富液的化学分析见表1-14-8。

浸出溶液和富液的化学分析（g/L） 泰 -14-8

Fe FeH;SO,格 液 ('u

湿出溶液 8.524.1 4.118、0
0,86,52R、? 9.0名 液

黄铜矿不易溶于浸出溶液，可以从槽浸尾渣中回收，渣内黄铜矿同其他硫化物一起用
浮选法回收，槽浸公液的镉用电解沉积法回收。矿泥则先浮选硫化矿，后浸出氧化矿以回

收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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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地溶没法
原地溶浸法是对矿体内的破碎矿石进行浸出的方法。浸出网期以年计。此法适用于浸

出铜和其他金属的氧化矿和硫化矿，根据不同矿床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 方案 进行溶
浸∶对于致密矿石需要预先破碎，并贮存于矿房中，或是造成崩落区，对于层状沉积疏松
充水矿床，采用由抽液孔和注液孔组成的注抽系统，对于埋藏浅的矿床，可采用集液沟集
液平巷代替抽液孔。还可以采用由井巷、注液孔和集液设施组成的综合方案，有时对已采

矿段的崩落区顶板、破碎矿柱及含矿充填料（充填法）和残矿进行原地浸出，还有用提取

矿井水的方法以回收金属的。
图1-14-21是坚硬矿石地浸工艺流程的装置系统，地漫作业的工序∶

（1）崩矿和准备溶浸矿石;
（2）装备矿房;
（3）用化学溶剂溶浸矿石;

（4）向母液增添溶剂，使能重复用于溶浸矿石。

层状沉积矿床的地下浸出，是通过钻孔实现的，化学溶剂从注液井注入地下矿体，憋

剂在矿层内沿水流方向渗透，从相距一定距离的抽液井内将产品溶抽至地表，进行地表加

工提取，层状矿体地浸工艺如图1-14-22。

令i6dE.

图 1-14-22 地浸矿层示意图困 1-14-21 地浸坚便（块状>矿石装置系

绕示意图

地浸法不适于处理下列矿石∶十分致密而孔隙度又小的矿石;由难溶于化学溶剂的原

生矿物组成的坚硬矿石;泥质矿石。对不含水的沉疏松矿层，地浸法也难于应用。

实例，大迈克<Big Mike》铜矿原地溜漫。该矿为一扁豆状矿体，倾角 50°，长180m，犀90m，从

地表往下延深90m，储量为10万t含铜30??块状硫化铜矿及70万含铜2??混合硫化一氧化矿。已用露

天采出10万t富矿及350万t废石和30万t贫混合矿，还有4.75万t混合矿留在底部及边帮下面未采，此残留

矿石如继续露果，剩采比高达6.511，显然是不合算的，因此决定原地堆径，首先用钻孔法将残矿爆破至

830mm以下，孔径为146mm，228.6mm和250.8mm不等，单位炸药消耗量为0.68kg/。矿石平均块度

230mm。爆破后将矿稚平整成四个阶段并开出栀沟。用单级离心泵将尾液验送到各个阶段，并通过φ50mm

塑料胶管上的喷嘴酒布溶浸液。布液流量为9sL/min，pH=1.5～2.9。集液井在沟底中央，深54m，

井下有一台30kW10级立泵抽取盆液，由于地下水面距露采果场底板近，在外围打了几个观察孔，观察

溶液没有流失，经多次循环后的窝液含钢达2g/L，第一年生产速度为909L/min，日产钢2180kg，年产

铜能力785t。据计算，金属回收率为70??共可回收锅A00t，价值∶00万美元，而直接的基建费用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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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美元。

3。铜的核燥破化学采矿
用核装置在矿化带内爆破，再对破碎矿石进行化学浸出的联合法，已证明其应用在技

术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但尚无实际的应用报导。
渗透性差的超深矿体，溶浸只能在矿坑内已破碎的矿料中进行，国外已提出过核燥破

采矿法，图1-14-23为核燥破后进行压力溶浸的工艺流程。
矿洞中矿石的溶浸工艺是∶钻孔2通至洞顶和钻孔5通至矿洞底部，氧气通过安装在

钻孔5内的输气管6送至矿涡底部，输气管与地面压气机8相联，用泵1将产品溶液从矿
洞抽至地表处理间 9，处理后的废液经管6和钻孔 2间的环隙返回矿洞复用。

在溶浸黄铜矿CuFeS，时，氧作为氧化气体使用，因矿洞处于高压条件下，输入的氧能
大量溶于水，氧化黄铁矿（FeS。）生成硫酸（H，SO）和硫酸亚铁（FeSO），硫酸亚铁与
硫酸反应生成能溶解黄铜矿和其他铜矿的硫酸铁Fe，（SO2）溶液，铜被溶解从矿石中析出，
生成硫酸铜溶液，然后从溶液中用置换沉淀法或电解法提取钢金属。

所有地下核燥破的建议，都是通过初始形成的硐室崩落，造成一个破碎矿石的竖简，

核爆破是通过裂变和聚变实现的，这种竖筒的形成程序如图1-14-24。

3!

0.00Sz

图 1-14-24 空硐，整筒的形成图 1-14-23 核爆破压力溶浸工 艺流程示意图
1一高温高压蒸气，2一扩张空硐边界」3一扩张强冲击被;1-泵，2-钻孔，3一矿洞;4一矿床，8一钻孔，
4—裂隙;5一熔融岩石;8一熔岩培池;7一延忡的朋海区;6-输气管，7一地下水位，B-压气机，9-处理间
8一崩落岩石与将岩混合;9一空间7 10-破碎岩石。11一

裂缘 12一玻璃状溶岩瞻

。铜的细菌溶浸
浸出铜的微生物为天然存在的自养的需养菌姻，氧化硫硫杆菌和氧化铁硫杆菌，其浸

出功能是将硫化物氧化成硫酸盐以及将二价铁氧化成三价铁，氧化的金属和生物活化引起

酸度增高，两者结合起来导致矿物的加速浸出，细菌浸出通用流释如图1-14-25。

细菌使氧化反应速度比在无菌条件下的速度快上千倍，硫酸及硫酸铁的速度生成促使

不溶性金属硫化物很快转化为水溶性金属硫酸盐，硫杆蓄和铁杆菌在pH值为3.5或更 低的

溶液中作用最佳，温度不应超过35℃，氧的含量须在9??上，排硫杆菌及蚀阴 沟 硫杆菌

在pH值为7.0～11.0的碱性环境中，使金属硫化物氧化，在酸性介质中氧化硫硫杆菌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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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兰，辉铜矿，斑铜矿及黄钢矿等铜矿物氧化，在碱海生摇液重键b3 
性介质中这些矿物又可为排硫杆菌或蚀阴沟硫籽菌所上（硫酸跌内

淡出弥段
氧化。

{固液分离
对于细菌在硫酸盐还原成硫化物或单体硫的过程

偈体 （减酸量铁 中所起的作用报导还很少。能使硫酸盐还原的细菌普
遍存在，它们加快铁铝合金的腐蚀，促使石油脱硫及〕收金离后续处理
硫化物矿床的形成，还原细菌要有一定的生态条件，亚铁略
需要有一种含氮的或有机物的厌氧介质，还原时的自
由能变化为＋14大卡。通常要求细菌能耐酸、碱、高黄皓矿 细菌再生

（u有可无 硫和金属毒性，大多数溶浸场是利用污 水 制 备 溶浸
充气 液，所生成的硫化物存在形式与H，S，HS*和S-'的平

衡状况有关，还与硫化物的含量、pH值、温 度 和压图 1-【4-25 细菌浸出通用流程

力等条件有关。
尚有一种未被认识的高温细菌，已按布赖面利方法进行了实验室研究，条件是在45°～

75℃和pli= 2的酸性介质中氧化还原无机硫和铁，高温细菌与硫化铜矿物反应的试验中，

细菌浸出黄铜矿是在具有0.02??母和60℃的酸性介质（pH=2.5）中进行的，30天内铜

以每天剂0～16mg/L的速度从黄铜矿中<27，6??，74～105μm粒度）溶解。
】4.1.2.2 铀的溶浸采矿

1.地面堆浸

是溶浸矿石的最老的方法之一，适宜于处理品位为0，01～0.08??矿石，铀的提取率
---般为80??

实例。美圜联合碳化物公司对怀俄明州加斯希尔斯（gas Hls）周国堆积的品位为α，04SO。的

160万t贫铀矿石，采用地面琛授法处理，首先进行矿样台架试验以摸索没出参数，并建了一个20，7m×

37.8m的半工业规模的试验堆（实际分为三个维），还在实验室内安装一个大柱进行验证试验，将重10的

矿样（粒度25cm占90??袖含量0.04??湿度8??装入高6m，直径1.2m塔内，塔底装有木 条假雇，
木条规格5D×100cm，排列间隔为50cm，溶液由假底排入专门容器中，矿石在塔内酸浸8天后，用水洗

涤30天，结果为;
0.188g/L溶液平均含铀量

0.002L/em*·h溶液通过矿石层的速庚
2.41.0 浸出液与矿石的体积比
0.005%尾矿中含钠量
88.3%溶液中他回收率（参见图1-14-26）

试验取得满意效果后，-1973年～1974年建成一个20万t规模的漫出填，用单淮分段逆流进行覆H，
运转后的头三年中，回收了3400kgU，O，残查品位为0.08???O。

2。地下堆浸
地下维浸中，铀的浸出是基于毛细的和化学的共同作用。轴的静态浸出中地下漫出方

法之一，是用深孔挤压燥破的强制阶段崩落法或其他方法将地下矿体崩落，放矿三分之一，
其余留在采场就地溶浸，浸出液输往附近工厂或就地处理。

实例∶加拿大阿将纽潮矿的分段深孔留矿地下堆浸采销，是世界上地下堆浸规模最大的一家，矿石
品位0.045??阶段高120m，分段高30m，在分段上用潜孔钻向下钻直径15mm的孔，后退爆破，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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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26 堆浸时间与回收率关系

块度为150mm。目前我国也在某地进行她下堆浸工艺性试验。实例∶她下堆浸场是在中生代火山岩中低
醒热液型似层状缓倾斜矿体的矿山进行的，矿体厚30m，倾角30°，断裂构造和次级平行羽状衰隙较发青，
矿石主要为流纹岩，流纹斑岩，致密坚硬性脆，普氏系数F= 10～12，为浸染状、细脉状和角砾状构造，
具富硅偏碱、铝过饱和特征，其化学成分如下表1-14-9，铀矿物主要为沥青铀矿，呈超显微细分散状分
布，也有与黄铁矿、萤石组成细脉裂隙充填的，储的漫出性能好，地下水为SO，-HCO型，pH=6.5～

7，渗透系数1～5m/d。试验场处于授蚀基准面之上，面积50m2，采高15m，维矿3219t，其中表外矿
量占17.3??平均品位0.0513??试验漫出条件见表1-14-10。

墉授工艺流程见图1-14-27，喷淋系统见图1-14-28，工业性下堆幔试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产品质
量列于下表1-14~11及1-14-12。

矿 石 化 学 成分 装 1-14-9

A1MgU SiO; C化学成分 MoZFe Fe S0,PO."

76,80 2.03含量% 2.05 4.70,01 0,i 0.0275.8 j

浸 出 条 件 影?4-10

项 日 条 注备

增矿高度（m） 6-11
原矿品位（?? 0,QB13
矿石粒度（mm> -15t
浸出时温度 ℃ 15～25
淋浸温度 L/min·h 30～79
淋被酸浓度<?? 第一段最初使用酸皮39.1%
淋浸制度 d/周 5

实际只有一段时间是每天两难斑/天 2
另一段是每天一班b/班 $-4

3。顺地钻孔溶浸
从地表钻进一系列注液井和抽液井，直达矿层，由注液井加压注入溶剂，以氧化并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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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μ】

淤浸表 中邪

喷淋管-系 离子交换
【（求取）

匹淀

魅证口压滤
海3

条液油随面瓶

脚流 英出平高液速去登理向中预准
图 1-14-28 采场淋浸系统示意图图 1-14-27 地下堆漫生产流程图

囊 114-11工业该验主要技术级济着镓

能主 消要浸 出 回 收爆破破部矿石
木炸 酸耗94y名

液
H,So,

消
艇，耗用耗

弥 n*/0<kg/t)(kg/tokkg/tm

0.917.813.7lo.00638.090,122090│560 15584,1,5,2042,6指标

注，1.因设备及操作数障，滤液跑栅等损失的金属量5.B??列人，

表 -14-12产品质量鉴定（百分含量??

Po,"so," F/MoALFeSiO,U水 分取样编号
1，2样为2厂提供，0.718,53微量<6,51.50,655.9274.95

其余各样为3厂提供--55,9674,38 021,、0.010,10.3170.320.051.41 ,5 o0.010.10,.371.560.086l.08
0.0L26.80.0080.,10,2010.3349.340 D.00522.96.0080.050.4790.8616·

．解矿层中的铀，含铀漫出液从抽液井抽出地表，输往加工厂回收。原地溶浸法与需天法相

比的绪论是，从利润和投资回收而言，原地溶溉法极为优越，在蚀价40美元/殇情 况下，

剥采比30;i，矿床品位与可采厚度的乘积（简称GT）为0.5或更小（即矿床深度与GT之比

大于200）时，露采是无经济效益的，两采用原地浸出法，即使u;O价格为20～25美元/磅，

矿石品位降至0，05??仍有利可图，近两年美国用此法每年获得110tU，O∶。

实例一;美国得克萨斯州克莱·韦筋特（clay west）轴矿是美国建成投产的原地钻孔溶漫采铀 中规

棋最大的一个，该矿床埋深189m，矿层厚3.3~20m，含U，O，0.05～0.5??投产时有注液井66个，排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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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m，幽液井怡6个，按年产黄饼25万膀计算，储量可维持生产20年，抽液井位于按正方形布 井的四个注
液井中心，用碱浸液生产，富液用泵抽出地表后送入富液池，再泵往回收车间，全流程有 工人45名，其
工艺流程示意图如图1-14-29。

图 1-14-29 铀矿原地钻孔溶漫工艺流程示意图
1一溶剂和氧化剂∶2一溶浸液四节;3一铀回收车间，4一黄饼，5一注液井，6一泵

车间内装有6套回收系统，每一系统由一个碳塔与一个离子交换树脂塔串联组成，含1???O，的浸出
液以2000L/min的流速先经碳塔过滤，除去杂质，然后经过离子交换树脂塔，再进入沉淀槽，使铀 量黄

饼（即铀的氧化物）形式沉淀下*。
实例二∶在怀俄明州的谢尔里钠矿采用的原地钻孔溶浸法，矿体埋深约100m，注液井与抽液井的并

距为εm，注液井用不锈钢管固井，管径75mm，抽液光也用不锈钢固井，管径200mm，用 潜水藻抽取
产品溶液，注入矿层的硫酸溶液浓度由1～1，5g/L逐渐提高到5g/L、以完全溶解反应生成石膏，兼 液中
加入少量NaC1O，作氧化剂，有时在工作液中加入5～10mg/L的絮凝剂-聚丙烯酸脂以改善矿层渗透性，

注液两昼夜后.抽液井中就有含轴溶液出现，用硫酸作溶剂时，产品溶液中的铀平均浓度为200～30mg/L，
最大浓度不超过350mg/L，当利用三个注液井和一个抽液量为283L/mi的抽液井时，溶漫一个2，5tU，O。
的矿块的时间为一个多月，通常同时溶浸3～6个这样的矿块，矿块溶漫绪束后，从抽液孔中取出泵，过

滤器和套管可再次利用，套管是用专门拔管设备拔出的。产品蒂液用离子吸附交换法处理。
根据伸矿物的化学性质和在没出时的反应，矿石可分为五种主要类型∶即（）含四价懒矿石——

内生矿物，（2）含六价蚀矿石——外生矿物，（3）含难溶铀矿物矿石;<4）轴和碳质物共生矿石
（5）含铀磷酸盐矿石和其他矿石（1）（2）两种类型的铀矿石用原地浸出最有利，既可用酸法浸出，
也可用碱法浸出，铀矿的浸出反应式如下∶

UO,+H,SO,—→>Uo,So.+H,0酸慢;
U,0+-0,+3H,SO-→3UO,SO,+3H,O

2U02+ O,->2UO,碳浸;
UO,+3Na,CO,+H,O—→Na,U0,(CO3),+2NaOH

从浸出液中提取油的方法有用石灰或菱镁矿进行沉淀法，溶剂萃取法和离子交换法等。

4。钻孔水力采铀
钻孔水力开采法属于浆液采矿，此法能用于松散矿床，储量不大的、产状复杂的矿

床，以及贫矿和表外矿石的开采，钻孔水利开采工艺的关键因素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

顶板，以保持抽取矿浆时需用的矿洞。
开采作业包括;根据钻探和分析进行钻进工地的选择，修建水、电、路通道，平整土石

方和砌筑矿浆沉淀池、进行钻场准备，然后开始储井，钻进到矿床底部用套管固井，下放

采矿工具后进行水力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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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工艺是;用高压水枪切割矿石，采下来的矿石与射流水混合的矿浆用喷射泵提到
地表，排入矿浆沉淀池，也可直接用喷射泵将矿浆通过管道输往选矿厂，开采后产生的矿
洞在作业终了时，用废物料和砂石充填。

此法能降低成本，改善作业条件，能使开采造成的危害（如地表破坏，废石堆积，地
下水质量和水文方面受损以及地表水受污染等）降到最低限度，钻孔水利 法 具 有 的选择

性，可使小矿体或不连续矿床的开采经济效益更高。
实例，美国比尔克里矿的九重潮成功试验了铀矿的钻孔水方开采，将高压水（200×10"Pa）射 流通

过钻孔导入矿体，切割破碎的砂浆液轴出地表进行加工处理，三口试验井直径400mn，深30m，以平均

7，st/h的速度，从23～30m的深度范围内采出816.5t矿石。
5。矿化水提轴

在自然条件下，由于有用矿物受地球化学的天然地下溶浸，在许多情况下，被矿化的
自然水具有工业利用价值，自然条件下的溶浸作用有碳酸氢钠和铁 盐的 溶 解，细菌的活

动，从而使有用组分转变成溶解状态。
实例，从掩格加尔斯克黄铜矿床的矿井水中带出的铜、锌、铁和铀，在不同中段和相应潘 水量情况

下，带出的锚为123～200～506kg/d，由于矿化性质不同，矿井水的触含量为0，5～16mg/L，矿化了的
地下水含有大量量溶解状态的贵重化学成分，它接近矿并水，有些国家以工业规模从天然水中 提取晶、
埋、钾、钨、赣、镁。美网、日本正从温泉中提取硼、砷、碘、锂、端、溪。矿水提伸对资源充分回收
和减轻环境污染方面作用不可忽视，同时经济上也是有利的。

从矿化水溶液中提取钠的方法，通常采用离于交换树脂吸附和液体萃取法。
6。铀的细菌溶浸
铀的浸出除通常采用的酸法和碱法外，铀的细菌浸出法正在迅速发展。

已发现只要有硫碘或硫化物的地方都存在使硫氧化的细菌，细菌使黄铁矿化的矿石很
快氧化，生成硫酸及硫酸亚铁，硫酸亚铁很快被氧化铁硫杆菌氧化成硫酸铁。生成的硫酸
铁及硫酸，由于酸的作用而浸出矿石中的铀和有用矿物，并使之成为可熔性金属离子，然
后用水、贫液或酸性废液，高压冲水或灌水冲洗，获得的酸授矿（坑）水收集起来输送至
地面，澄清后送往离子交换车间处理回收触。

实例。加拿大的斯丹洛克（Stanrock）油矿，由于昂贵的采矿成本，促使该矿改用提出法。对坑采

时留下的矿柱和低品位地区内含有的有用矿物采用原地细菌漫出法，该矿触矿石为石英砾岩，还音 有5～
10??黄铁矿及少量磁黄铁矿、黄铜矿等，每月从1200个工作面中回收6800～7300kg U，O，每个工作
面席板平均面积为640m2，工作面用高压〔（5.8～7.2）×10'Pa）水冲洗，洗海水是通过日英寸直径的虹吸

管由奎尔克（Quirke）湖提供，再输到竖井里的3英寸和6英寸直径管灌，并通过中段的缓冲池控制压
力，从矿井水中回收的铀达总量的7??细菌浸出法生产每公厅U，O，为坑采成本的3.8??

细菌浸出效果与细菌数目成正比，对要出量的影响因素有;（1）培养基种类（2）pH 值;（3）
温度;（4）紫外线，（5）氮离子浓度，（6）培养方法;〈7）加入元素碱的必要性（8）对金属离
子的适应性。

铀的细菌表出，应满足以下条件∶
（1）为保证细菌与硫化物有大的毅触面积，矿石应破碎;
（2）保持溶液的pH值在2～4的范圈内，
（3）娶不断格空气送入溶液中;
（4）试验的最佳温度为20～30℃;

45）细菌应是高农能的，且能适应高液度的重金属和氯离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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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浸出低品位矿石，存在比无细菌时浸出速度可快-千倍，是适于处理低品位矿石的方 法，整续
发展完善，有取代常规酸浸法趋势。

14，1.3 钾盐的钻孔溶解开采

14，1.3，7 溶解的途径
1。选别溶解钾盐的恒温法

在恒温下用饱和的氯化钠作溶剂，当溶剂注入溶腔时，将选别溶解氯化钾而产生一种
他和氯化钠和氯化钾的溶液，将溶液从溶腔中抽出、加工、生产出氯化钾产品。氯化钾的
溶解作用是通过部分地置换溶液中的氯化钠而进行的。氯化钠溶液覆盖在 溶解 的 钾盐表
面，从而阻止钾盐的进一步溶解。由于溶解缓慢，周期很长，故此工艺不能 用于 工业生
产，.只能用于蒸腔冲刷后期。

2。选别溶解懈盐的多种温度法
矿石中的氯化钾和氯化钠两种组分的C（溶解度）、7'（温度）曲线不同，即氯化钾

的溶解度随温度的增加而增加，而氯化钠仅蒂有改变。将加热的溶液作溶剂通过钻孔注入
溶腔，与盐类混合物接触时，将选别溶解氯化钾，产生的溶液抽出地表，冷却处理后回收
氯化钾，废液则作溶剂再循环，但在溶剂再次注入前要加热，随着落腔的扩大，循环液中
需补充淡水，选别溶解的成功，应是溶剂只溶解钾盐，矿体的岩盐则成框架式或碎块，形
状留下，从而使矿床形成"蜂窝状"，如岩盐呈肋条状，将减慢甚至阻碍溶剂的循环。如
果岩盐青架破碎，由于破碎物料的松散，密度低，氯化钾被溶解后所形成的空洞有可能不
足以容纳岩盐碎块。就有可能钾盐被掩埋而与溶剂隔离。

3，全溶解法
即同时溶解矿床中的氯化钾和氯化钠。淡水或非饱和溶液均可用作溶剂。当采用非饱

和溶液时，须按矿石中各组分的相同比例调节其成分以溶解氯化钾和氯化钠。从溶腔中提
取饱和或近似饱和溶液，通过结晶处理回收氯化懈和氯化钠。废液在提纯过程中再循环以
回收全部钾盐和盐。废液还可数为溶剂注入溶腔进行再循环。全溶解法给溶剂在溶腔中的
循环不受阻碍和使自由对流起作用提供条件。两种固相组分都可接受善剂作用。故溶解作
用能正常进行。如溶腔扩大到足以让未溶解的岩盐积聚的空间时，就可以使用选别溶解。
如全溶解法最可行，则选择淡水作溶剂最合适。矿石中的可溶组分按矿石中存在的比例溶
解，无需加速或减慢--种组分相对于另一种组分的溶解速度。溶解速度的大小受浓度梯度
的影响，注入淡水将增加溶解速度。

14.1.3.2 钻孔溶解开采方法

钾盐矿床中钾矿层多与岩盐层量混合盐互层，钾盐层厚度不一，兼解开采含矿带中的
互层钾盐与单-一盐层不同，在溶解时须在垂直方向上加以控制，一般用油垫层控制溶腔溶
楝的高度，使溶腔沿钾盐层水平方向扩展，以保证矿产的最大回收率。

（1）单井溶解是以水作溶剂。在油垫层下单井对流溶解钾矿层，在每一单个井建立
个单独的溶腔。受溶剂作用的盐体表面积与矿床厚度和溶腔直径有关，单井牌腔的横向
尺寸根据生产期的溶腔直径来确定，而溶腔高度则据矿层厚度确定，幕 腔间往的合理尺

小。据开2深度．盐层顶板物理力学特征和淬腔周围形成的松散岩区的宽度等确定，还好

亏虑闳农寸溶腔侧壁的反压力和水溶井的垂直度以决定连通的方法和手段。溶腔法可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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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各种类型盐矿床（层状、岩株状、盐丘状和透镜状），产状平缓或倾斜的盐类矿藏。
多层矿藏可在矿层的上部分层位置，在套管内射孔或爆破开采，卤水从下部盐层形成的溶
腔内采出，西在上部盐层溶解和冲刷新的溶腔。

（2）双井通腔寤解是把两个溶槽连通
后，形成一个大溶槽，从一个井注水，另一
井出卤，生产交替开采。如图1-14-30。

在未连通前，其水溶冲刷是用单井水力
建槽或水溶梯段法进行的。此法可以增大溶
腔容积，由于溶腔中盐溶解表面的增加和盐
损失的减少，可提高井下盐的回采率，达到10amw方防方方方方方

30～35??简化并在生产 期的井身结构;

两井通腔溶解，结合水力压裂，可缩短连通
图 1-14-30 双摘法剖面

单腔间的建槽期。双腔通腔溶解法主要适用1~管串水泥环，z-环形管隙中石油;3-不溶残施;

于开采分布面积大和岩层厚的层状矿床。对4一注水，5一卤水运动;8一注构;7一卤水，8一盐

层，9一顶板，30-底板， H-冲副阶段水溶梯段高 于含不溶性杂质少的和开采深度中等的盐层
度，M一建槽冲跳阶段水格梯段高定

中，采用双井通腔溶解法比较合理，但埋深

不大时，可能造成地面沉降。
14.1.3，3 适于站孔溶解法开采挪盐的主要条件

开采条件包括地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钾盐矿床的空间特征、物质组分以及经济因

素和环境因素，其中主要有;
（1）钾盐矿层厚约30～50m，均一，在纵横方向稳定（即无大量氯化钠和其他夹层

的钾石盐）
（2）矿层中氯化钾含量较高（30～35??

（3）埋深较大，而且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不适于其它方法开采的钾盐矿床，

（4）有使溶腔形成稳固的接近于圆柱形或椭圆形的矿床埋藏地质条件和封闭条件。

14，1.3，4 钻孔法开采聚钾盐与岩盐在工艺原理上的差别

钻孔溶解法开采钾盐的工艺原理与水溶开采岩盐相同，但有以下差别，

（1）岩盐矿床的可溶性矿物较纯，钾盐几乎没有纯净产品，且含多种其他可溶性矿

物，特别是岩盐。
（2）用等量水循环，矿体中溶解的钾盐量比岩盐少得多。故单位钾产品需蒸发水量

大，盐水分离处理复杂。
（3）岩盐矿床特别是盐丘，厚度较大，因此产率高，生产效果好。钾盐的溶解开采

必须在溶解的垂直方向上加以控制。

盐的溶解开采的溶腔则限制在上下均为可溶性岩盐的钾盐矿层内。

14，1.3.5 采停前的工业性试验

（1）确定采钾生产率和提取的卤水成分）

（2）探明钾盐井中溶剂的饱和速度（根据钾盐的物质组分）;

（3）研究溶腔形状的形成，根据地质构造确定其适用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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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拟定加工卤水提取钾产品的合理流程;
（5）选择冲刷溶腔的适用方法;

（δ）选择固井最有效的方法。

生产实例，美国钾化学公司于1964年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里贾纳兴建一座用溶解法开 采钾盐的
企业。年产能力为54万t，1970年扩建为72万t/a，总投资为4000万美元，其中包括溶解开采、精炼、转运
站和装运设备等，基建时间一年半，企业职工200人。

钾盐沉积于中泥盆纪草原蒸发盐上部46～61m，钾盐呈层状与含少量钾盐或不含钾盐的岩盐 互层，
并夹有粘土和粘土进懂体及少量硬石膏，矿层倾向西南，埋深1525m，矿岩温度达54℃，钾盐层分布洼
续，均匀、品位高。有三展主要含师盐带，各含钾盐带厚达23m。含怖展的主要矿物是岩盐（NaCl）、
钾盐（KCl），和光卤石（KCl、MgCl，·6H，O）三种，岩盐和钾盐呈一种机械混合物形成帮石盐，约含
K。O35??钾盐和光卤石分别出现并紧密共生。在矿层上部白垩纪的白康尔岩盐带是一由砂、泥和淤砂积

成约70m的流砂层，并含有35，2×1°Pa的压力盐水，储量为454亿t，是世界上最大的钾盐矿床之一。

该矿采用单并对流、定向溶解的热法工艺。全矿布量三组溶解开采井，钻井钻透钾盐层真至 最下部
底板，井深2140m，固井套管7英寸，下到评层上部中心管为3，5英寸，并继续下入钾层底板以下。各井

先用单并对流生产，直到相互联通，最后连通钻并编成注水井和抽卤判，单井的溶腔直径为110m，为了

获 得足够大的幕 腔，溶解速度控制在0.091～0.119g/cm*×10'。溶剂〈水或淡卤）预热到5代后注

入钻井，抽出售焊和其他矿物的混合盐，送往精炼厂进行蒸发，结晶和干燥等处理，以回收钾 盐和其饱

盐类。

14，1，4 岩盐的港解开采

14，1，4. 溶解机理
岩盐矿物具有易溶于水的特性，岩盐矿物是均质体，属等轴晶系，有带离子键的结晶

格，为使岩盐矿物以Na'离子和Cl-离子转入溶液，需破坏其晶格，拉断 化学 键，这就要

消耗相当于晶格能的能量，岩盐的溶解，主要在矿物表面进行，速度很快，随着矿物表面

溶液的Na'和Cl-的增多，离子的扩散运动逐步减弱，其溶解速度逐渐变慢，在靠近和远

离矿物表面的溶液中，由于Na*和Cl-存在密度差异，又产生离子扩散运动，促使矿物继

续溶解，直到整个溶液达到饱和状态，离子扩散运动开始停止，岩盐矿物的溶解 也就

停止。
在溶液中由于浓度差异发生扩散运动的同时，还发生溶液重力分离作用，卤水浓度在

垂直方向上出现离子密度分带现象即下部浓度高，上部浓度低，盐层上下部的溶解速度不

同，上部最快，侧溶次之，底溶速度最慢。

14.1.4.2 海解度和溶解速度

温度和压力的变化对岩盐的溶解度影响较小（表1-14-13，1-14-14，1-14-15），影响

岩盐溶解速度的因素较多，如矿石品位，注水流速，温度和压力，溶解面的空间位置与溶

解速度的关系 见图1-14-~31。
溶解速度与时间关系和溶解速度与卤水浓度关系见图1-14-32和图1-14-33，

14，1.4.3 岩盐溶解开采方法

1。单井对流法
是一些矿区的主要采卤方法，当压裂不成功时也采用此法开采岩盐，单井对流法，在

钻井完成后，下油管，装备井口，连通注水和出卤管线即可投产。单井对流有四种基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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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1-74-13不向课度下的岩盐薄解度

,℃)度<〈℃） 溶解度（g/106m3，k 将解度《g∶ L*uN∶

60 37.E3b 站，6
70 37.5533.72
80 38,8820 36,8

38,529030 38,07
39。1810040 36.87

36.7260

泰 1-14-14不同压力下的岩盐液解虚m_-__.- _---
k 力（×10"Fa） 压力（×10*Pa>游解度（g/100m） 溶解度（g/10cml》

36.90300o35.91
37,1a250 12503,22

600 37,391500S6,50
750 36.,70

不同温度下的尝盐港解建康 表 1-74-15

溶解速度（kg/m'h）温度（℃>度（C） 溶解速度《kg/m'h）

40 16,211,1
17.B4512.5

50J3.8

0"20*40*60"题0~I"8~10 ~1204018D°IB0'  I氢"对~市50 6 70部 9 00 TDTS高倾斜用度

图 1-14-31 溶解面倾斜角与溶解速 图 1-14-32 浓度增长和溶解速度与时间关系曲线
履关系 1一浓度增长与时间关系曲线，2一溶解速度与时间关系曲线

】--根据炙鸡，1污卷!，2--据试验的公式计算

t∶ 如图i-14-34。
1〉顶部注入

钻头后导管或地表套管用水泥固结在基岩中，待水泥凝固，继续钻进至最上层盐层顶
部，水泥固井，继续钻进至岩盐层底部，在孔内安装一根自由悬挂的暂柱，先以正循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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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6T23T言7官h方了  请 药
成水浓灰（B。】——

图 i-L4-3 溶解速度与卤水浓度关系曲线

?iwF?r

【G四1 OT2 LzS E己4威】5

Es6 7 E到a

图 1-14-35 对流法溶腔形状和井的装置图 1-14-34 溶解开采岩盐的单井对流法
1-毫腔发展的基本阶段，2一套管的水泥环;3一海剂1-主套智柱，2-内管，3-岩石;4一盐层，5一套警
流动方向14一卤水运动方向 6一不密物沉淀，6一-座r6课跟;7-油（气）益，8～主套警;9-外衡，

展，7一蔗板;-覆鉴熙;9--水;10-阈水10-尾管

水，即从内管注水，在井底建造水膏以收集不溶残硫。

顶部环形注入的主要优点，盐井简单、缺点，（1）不溶物积聚井底周围，（2）大面积
无支护的顶板过早暴露会产生垮塌，破坏管路;（3）盐层上部的溶解会给盐层下部蒙上一
层不溶物，（4）回采率低;（5）产量较低（每口井低于0.04m2/min）。

2）底部注入
井身结构与顶部注入法相同，将水连续注入内管，如图1-14-35。此法生产的饱和盐

水，流量较低（0，07～0.23m2/mnin），此法优点，

（1）空洞形状均匀一致;

（ 2）不溶物和碎渣的积聚水滴较大，维修工作量小，

（3 ）管道很少被不溶物堵塞;
（4）盐的回采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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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油（气）垫法
采用油（气）作为垫层，用以保护盐层

顶板，防止顶板过早暴露和垮塌，延长矿井

寿命的采卤工艺。油（气）垫法水溶采卤的
原理，是利用油（柴油、石油等>，或气不
溶于矿盐的特性，在建槽时向井内注入，使
其在溶腔顶部形成薄薄的不溶盐隔离垫层，

以控制溶腔高度，引导溶腔沿水平方向侧面

扩展，造成一个高度小，直径大的圆供状盐
糟，使盐腔形成最有利的溶解面，然后自下a.oa
而上按盐层厚度溶采。油（气）垫法采出的

盐量近似以盐糟为直径的圆柱体含盐量。油

垫法垫层稳定，带砂能力弱，适用于品位高

的盐矿区，采用油垫法工作压力较低，安装
图 1-14-36 单并油整法 费用虽高，但维修费用较低，气垫法垫层稳定

性较差，带砂能力强，适n于品位较低的盐1-套管头）2-地面;3-串432mm孔;4一外径 340mm;
层开采，空气垫容易造成腐蚀，在使用上还6～φ318mm孔，8一外径219mm;7一外径15tmm18—

油 垫 层;》一盐水，10一盐 碴维;11一封限器） 有一定的复杂性，其他如二氧化碳，氮气也
t2一扶正卷<按需要使用）;13-盐水; 14一淡水，

有被应用的但费用较高。能够回 收 的 油 垫15一垫层用碳氢化合物

层，常选作盐水处理车间的 消 耗原 料。油

（气）垫法目前多用于最深盐层的下段连通两个或更多的盐并，单井油垫法见图1-14-36。

多井油垫法连通，可以最大的资源利用率开发岩盐井田;可以控制溶腔的发展，得到

更为对称的溶腔，这种溶腔可以用来储藏碳氢化合物或工厂废物。但是，油垫形式的溶腔，削
弱了盐井结构，套管最终会脱离，不饱和的卤水进入生产井的套管中，惨 理复 杂 和费用

大，瓣腔之间越靠近，会合的溶腔越大，使出卤通道保持在底部的维护费用增大。

4）底部环形注入

此法盐水生产能力较低，虽有使注入溶剂形成水平分流的各种变型方案，但有管路易

受顶板垮塌、岩层移动和堵塞的危险，故很少采用。
单井对流的布并及装备，当矿区不存在沉降问题时，井距可按最大溶蚀半径的两倍布

置。如须考虑因采矿面引起地面沉降，则采区需划分为矿段，矿段之间留下安全矿柱，考

虑多个单井的连通生产以提高采收率。相邻两井的距离，应比溶蚀半径的两倍略小。在厚

盐层中，早期连通可一井注水，一井出卤水，上海开来。盐井的中心管下井深度误差应小

于0.5‰m，开采薄层盐层，深度误差应小于0.3‰m，中心管以下入盐层中部为宜。当层

厚8～10m时，管糖距底部0，2～0.3m，如井底沉砂回填，中心管串探到井底碎屑物堆后，

再提高0.3～0.5m即可投产。中心管直径应与套管合理配合，管径大小，按中心管内容积

和中心管与套管之间的环隙容积之比值确定，通常比值在1.12～3.79之间，井口装置主

要由管挂、阀门、法兰、三通、四通、短节和压力表等组成。

盐井主要参数的计算
（1）盐井井底压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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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竹+Pa+P。 (1-14-I3)

底部注入时。

Pt=?a+P (1-14-14)

顶部注入时。

P=型+Pa+P (1-14-15)

式中 P;——井底压力，10Pa;
H——井深，m;
Y——液体密度，g/cm2;
P-——压力损失，10"Pa;
P-——出窗井管回压力，10°Pa;
P——主、套管环隙压力损失，10Pa;
P。——主管内压力损失，10°Pa。

P=82.6M7D-a）-可y-L (1-14-16)

式中 D———套管内径，cm;
d-——主管外径，cm，
Q——-液体排景，kg/s;
?----环隙液体密度，g/cm*;
--阻力系数，取0.025;
L—-环隙空间管长度，m;

P。= 82.62L (1-14-17)

式中 A——阻力系数，当比重等于1.5～1，25g/cm'时，A=0.018～0.020，对于水，A=
0.017～0.020; 一般取A =0.02

Q-—液体排量，kg/s;
d—管线内径，cm;
-——液体密度，g/cm3;
L——管线长度，m;

（2）液体流速计算

(1-14-18)v⋯节

在主管中的流速∶

(1-14-19)

在环形空间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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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7=s;-E (1-14~20)

式中 v——液体流速，m/s;
9，——液体在主管内流速，m/5;
v2——液体在主、套管环隙间流速，m/s;

Q--—-流量，m2/s;

Q——主管内流量，m*/s;

（。-—主套管环隙间流量，m"/s;
F——管内截面积，m2;

F—--主管截面积，m2;
F，-——主、套管环隙截面积，m2;

42—--一套管内径，I;

d，——主管外径，m。
（3）卤水比

卤水比 =米类母最（m/74） (1-14-21)×100%
（4）溶解速度与产量关系

在温度一定的条件下，假设平均溶解速度基本一致，则产量大小，取决于有效溶蚀
面积。

(1-14-22)2=4T.67

式中 Q——产*量，t/d，
F—--有效溶蚀面积，m2;
W———溶解速度，kg/m2。h;

盐井生产阶段∶
（1）建槽期∶建槽是为了上海生产卤水和堆存不溶物。建槽期的盐层溶解，是先来

用底部注入将溶腔冲刷到预定直径（100m），建槽高度由1.5～2.0m到4～20m，腔顶表

面积约800～10000m2，槽底倾角1"30′～11°19′，冲刷的连续时间约为400～500天，建槽

时间长短取决于注水量，水溶梯段高度和段数，盐的物质成分和其他生产因素。建槽是通

过一个或几个梯段达到预定高度和直径的。见图1-14-37。

（2）生产期∶建槽后，分几个梯段开采矿层全厚，多采用顶部注水，主管出水，以

增加可溶蚀面积，加快侧溶速度，使溶腔扩火，最有利的溶腔形状是沿开采盐层厚度形成

圆柱，可以提高采收率，生产足够量的饱和卤水，溶解梯段是按顺序上提注水管实现的，

生产阶段的连续时间，取决于所采层厚的时间，上糖生产的溶蚀过程中，可将溶洞空间划

分为四个部分，见图1-14-39。H;活动区是注水口与排卤口两个水平面间的距离;H。保存区

是活动区以下部分空间。它充满饱和卤水和不榕物;H，溶解梯段区是正进行溶蚀冲刷和溶

解梯段;H，卤水形成区是活动区的不稳定部分，溶剂主要在此区闻起溶解作用。

（3）衰老期，溶腔扩大，顶板暴露，卤水浓度变小，产量大减，不能正常生产，顶部

形成盘状溶腔，溶蚀角减至一定限度，充填过饱和卤水，逐渐溶蚀作用停止，生产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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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逐据源出 据据

2I-0S-二节.13

系*?/z方方万

．甲 粤 图 甲 顷 要 学 图要皆

图 1-14-38，上溶生产阶段地下溶解示意图 、图 1-14-37 溶腔形成和并身结构
1一水彪环，2一石油;3一沉积物，4一溶剂，5-卤水;
8一石油注风方向，7一不溶剂层;8一覆盖岩层;9一库

层;10一盐层，11一卤水，12一水;13石渣

这段衰老期，约占卤井服务年限的15～20??

2。水力压裂法

它是利用水的不可压缩性、高流动性以及对岩盐良好的溶解性，以压力水冲刷的形式，

将高压谈水通过钻孔注入岩盐层。由于岩盐致密，具有良好的不透水性，呈颗粒状结晶，

解理发育，易形成压裂通道;同时具有良好的被溶解性，（在18℃时，每10og水中能糖解

35，9gNaCl），故能用高压水破裂盐层使之造成裂缝，与另一钻孔形成压裂通道，使卤水返

出地面以达到开采的目的。
其适用条件是;（1）薄层、多层岩盐矿床;（2）特厚层状岩盐矿床，层厚超过50

m，质纯，不溶性杂质少于5??（3）埋藏很深，构造裂隙不发育。

对于单一的厚层矿，埋深1000m，顶板不够稳定的矿床，压裂井组的成功率也很成

功。但对于埋深较浅，构造裂隙又发育的岩盐矿床、或靠近已被锦有天然溶洞的岩盐矿体

和处于断层及破裂带地段的岩盐矿体不适用水力压裂法。

水力压裂法开采深度可达2000m，投产快，同类型岩盐矿床，水力压裂法建矿时间是

坑采的十分之一，并具有投资少，卤水成本低，劳动强度小，事故少，易管理等优点。

水力压裂法采收率低，对埋藏浅的采区易造成地面沉降。

水力压裂开采系统见图1-14-39。

采用水力压裂建造井间通道，从压裂开始直到投产，根据注水、出卤的压力和水量变

化划分为压裂、扩展和生产三个阶段，压裂过程的压力变化曲线见图1-14-40。

1）压裂阶段
依据水压力和压裂裂隙的形成和发展，可进一步划分为破裂压裂和稳压两阶段，破裂

压力大小与矿层埋戴深度和矿层结构，构造及矿石质量有关，破裂压力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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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M系A R系 时间-

图 1-14-40 一次典型压裂过程的压力记 录图 1-14-39 水力压裂开采系统
1-压裂开始，2一压翼扩晨;3-压裂连通;《一箱解1-地表，2-基岩。8-岩石，4一盐层顶鄙;5-第一

段水泥，6一实管;7-第二段水泥，8一盐，g一裸乱
1-出卤井;1A-压到祥入和生产井，12一射孔，13一

导管，14-裂缝

P= P1+绍+P。 (1-14-23)

式中 P-—盐层矿石破裂压力，10°Pa，

P-——泵压，10Pa;
H———盐层压裂部位埋深，m;
y-——压裂液密度，g/cm';

P，——-水在套管中流动阻力，10*Pa，（瞬间最高压力时，水的阻力等于零）。
破囊压力常用破裂压力梯度（d）表示，即深度每下降一米的平均破裂压力，以下式

表示∶

(1-14-24)

根据破裂压力值合理选择压裂设备，管材及井口装置以适应破裂压力的需要。盐层破

裂压力梯度值一般为0，23～0.41。

2）稳压阶段

从压裂缝的形成到两并连通，压力会从高峰趋于稳定，稳压梯度值可以判断压裂缝的

推进是否正常，稳定阶段的注水压力可用下列经验公式计算∶

(1-14-25)P。= 0.437P+61.55
式中 P。—稳定注水压力，10*Pa;

P-—破裂压力，10*Pa;
上式计算的正常误差仅为±3，5× 10*Pa。
稳定压力梯度为∶

(1-14-26)

式中 d——稳定压力梯度，10°Pa/m;

H-- -压力部位井深，m。
3）扩展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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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裂连通后，通道扩大，压力下降到（20～30）×10"Pa左右，以过渡到生产阶段。扩
展阶段的时间，决定于裂缝的连通性和采取的措施，有的长达2600多小时，有的仅40余小
时。压裂缝的形态，据美国艾德加·麦克收集的资料，压裂缝的厚度为 25.4mm的几分之
一，甚至 是2.5～5mm，为使压裂缝通道迅速扩大，须连续注水，与压裂和加强盐井管
理。某矿区压裂连通后，注水30多小时，压力仍接近稳定，后来反!压裂，3小时后压力
从70×10°Pa降到20×10*Pa，过渡到生产阶段，如图1-14~41。

晚注水（30臣裂隐级 反向注水
生产

11时 13 15 ;7 1 3时17时20时3时 7时
F75年12月17;→十-18日 19日-76年元月—

图 1-14-41 某并组压裂曲线及反向注水压力曲线

4）生产阶段
压裂井投产的主要标志是压力降低和大量吸水，注水压力计算公式如下∶

(1-I4-27)-（与0）+P;+Pa

式中 Pr——注水压力，10'Pa;
Y，——卤水密度，g/cm2;
Y，———注液密度，g/cm2;

H——井深，m）
Pr——通腔阻力，（5～10）×10*Pa;
P∶——管道阻力，10*Pa，

果注比是单位时间内采出卤水量与注水量之比，如下式，

(1-14-28)C=岩

式中 C-—采注比;

Q1——-采出卤量，m2/h;
（2---?水量，m3/h;

采注比大体为0.8～0，9，生产前期稍大，后期偏小。
实例，洲南省湘澧盐矿属内陆相沉积岩盐矿床，矿层主要戴存在第三采地层，虽层状产出，含矿系

由岩盐、钙芒硝岩、硬石青钙芒硝，硬石膏和泥岩组成，盐类矿物以岩盐，钙芒硝为主，硬石膏次之。

含NaCl平均品位80??岩盐θ层，厚度稳定，层潮，一般2m左右，累计厚度10～11m，埋深203～540

m，各盐层间距2～3m至58～68m，矿床 构造简单，产状平缓，倾向北西，倾角 4°～70°，单斜构

造，无大断层，裂隙不甚发育。水文地质的单，地下水主要以孔隙水形式赋存于第四系砂砾展中，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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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钙质泥岩具有良好的隔水性，丘陵地形，地表水系不发育。
1970年起采用以水力压裂法为主，对流法为辅的综合开采法，1973年投产，年产规模为褚盐30万t，

芒硝1.6万i。
将多盐层划分为三个工业层组，第一组为第4、5，6层岩盐组成，第二组为第2层岩法，第三组

为第1层岩盐，对三个层组在垂直方向上，自下而上分层开※，在平面上对同一盐层，由浅而深，分块
及棉采。

生产并呈三角形并网布置，由于滑走向较易连通，并距滑走向为120～130m，沿倾向约100m，生产井

22口，年增更新井5 3。
井径，150mm—130mm—→91mm，管径，146～148mn—108mm—→>?3mm（对流井）。

水力压裂时，在第5～25min内，初压从零逐渐上升至 110×10Pa，此后骤降至（50～60）×10Pa，
破裂压力梯度值0，24～0.28至0.31～0.39，稳压阶段的注水量为1i～16m2/h。扩展阶段，注水压力基本

稳定，一般为（50～60）×10Pa，出卤虽波浪式增大，由每小时数m2增至数十m2，淡卤往出卤井推进，
迅速冲刷和溶蚀扩展逐道，注水压力骤降，出卤最剧增，显示进入生产阶段，生产阶段的注 水压力为
20×10*Pa，出卤量为20～40m2/b，菌水液度24*Be，采注比 0.87～0.91。

3。硐室水澈法
硐室水溶法是在房柱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法对含氯化钠品位特低、含泥砂砾石很

多的岩盐开采较为合适，此法可将60??溶渣留在原地，减少对地面的环境污染，作业条

件较好，采空区有溶渣充填，能推迟或阻止地面降沉、液体输送、工艺过程简化，提高工

效，可以多层合采，贫富兼采，充分利用资源，但井卷开拓工程量不可少，开采深度受到
一定限制，适用范围有局限，采用的不多，常常作为由早采到钻井水溶的过渡方法，我国

云南的平浪、乔后、磨黑 和风岗四个盐矿还在过渡性的采用，在国外仅有 奥地利盐矿

采用。
硐室水溶法是在运输平卷以下，开掘若干原始溶解硐室，注入加温淡水浸泡，经过一

定时间达到工业浓度要求，用泵抽送至地面加工为成品，残渣则留存在井下。

工艺流程一般表示为;
向硐室注满谈水—→静溶矿石一→饱和卤水—→抽至地面。

硐室布置∶硐室垂直矿体走向布置，硐室之间的距离，根据硐室水溶高度、侧流角、

硐笔溶解范围、最终顶板暴露面积及相邻硐室的安全矿柱等因素而定。岩盐硐室的溶解一

般处于静溶状态，卤水密度随浓度而变，在硐室中，形成上部卤水浓度低，下部卤水浓度

高的自然分带现象。

工艺参数，
（1）硐室上溶速度;矿石品位低时为0.8～1.0m/月，矿石品位高时约为1.5m/月。

（2）硐室侧溶速度∶一般比上溶速度慢，如某矿侧溶速度比上溶速度低20??

（3）硐室侧溶角，一般侧辩角均为 41°左右，泥砂堆积角约为28°～38°，如图1-

]4-42。
（4）硐室卤水液度，各矿不同，一般为波美22°～24°。

（5）矿石碎润物质膨胀率∶岩盐矿层中常含有大量泥沙和不溶物质，经吸收水分，

体积膨胀，使硐室溶解面积减小，某盐矿碎属物质膨胀率达1～1，3左右。

（分）硐室暴露面积;根据观测可以了解硐室顶板暴露面积。根据顶板面积可以推算

硐室的卤水含量，根据硐室的底宽和侧溶角，可以估算硐室溶解到某个高度 时的顶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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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而控制顶板暴露面积，同时还可估算溶室空间。硐室最终溶蚀高度一般为10～12m，
保留的顶板厚度不少于 5 m。

AY0'-42'
图 1-14-42 水溶码案剂面示意图
1-预板，2一溶解空间）3一泥沙堆积

14.2 海 洋 采 矿

14，2.1 概 途

海洋采矿是采掘海底的沉积矿物和岩矿中的金属、非金属矿物的一种特殊 的 采 矿 技

术。海洋采矿与陆地采矿迥然不同，有它独特的工艺和设备。海洋采矿不包括从海水提炼

有用矿物和海洋开采石油、天然气的技术。
浅海的砂儒、砂金、铁砂、钛抄、钒砂、煤和硫磺等矿物的开采已有多年历史。近二

十多年来，不少国家已将海洋采矿的重点转向开采深海的锰结核（或称多金属结核）和热

液多金属矿床。本节着重介绍深海采集锰结核的有关技术问题。但由于这门科学技术尚在

发展中，因此只能作一般性的介绍。
1872～1876年，英国"挑战者"号海洋考察船发现大样底沉积物中有大量的锰结核矿

物，其中含锰、铁、镍、铜、钴、铅、钼、镧、栅等三十多种金属。

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美国、联邦德国、法国、英国、苏联、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开始

研究深海采矿技术，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0～1970年），为调查阶段。主要是对锰结核的分布进行 普查和详查，

测定锰结核的化学成分和物性指标，估计开采的经济性，为采矿试验提供基础资料。1961

年，美国开始进行海底勘探，在夏威夷和墨西哥之间水深3560m的海底钻进171血，取得了

岩蕊资料。1965年，出现了深海钻探船，并在深海底以下钻探数百米乃重千余米，以采取沉

积物和确定海底地层的层位。1965年，美国的海洋资源调查船首先在红海底发现含重金属

的矿泥，接着在东太平洋的海岭中有更多的发现，属于海底热液矿床。

在这一时期，关于深海底矿物的开发只是处于勘察、研究阶段。而深海采矿方法的研

究，在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已开始进行，并设计设备，准备提取深海

底的锰结核。
第二阶段（1970～1990年），为开发与评价阶段。

七十年代初翔以来，美国、苏联、法国和日本等国，对深海地质进行了大量调查和勘

探，并做了一些实地开采的准备工作。至1975年，对深海已钻539个钻孔，最大孔深达

1314m。在这个阶段，需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一是锰结核在海底赋存状态的调查;二是

完成采掘设备的设计与制造;，三是开始海底热液多金属矿床的调查与勘振，四是完成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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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冶炼技术的研究。

近来，各国都在前一个时期的理论和试验研究的基础上，设计采掘装置，并建造较大
能力的采矿船和运输船，吨位一般为7～10万t，海洋矿业公司（OMCO）还研制了30万t
的自动定位采矿船。1972～1975年，世界上几个对深海采矿研究较早的国家，如美国、联
邦德国、法属、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一些企业公司相继组成了几个国际财团;CLB
财团，Kennicott 财团（KCON）、深海冒险公司（Deepsea Ventures Inc。），海洋矿业公
司（OMCO）、海洋矿业协会（OMA）、海洋管理公司（OMIT）。此外，法国组织了AFERNOD

公司，日本组织了深海矿物资源开发协会（DOMA）。这些组织都准备在1990 前后进行实

地大规模试采工作。1982年，美国利用国内法，擅自批准了KCON、OMA、OMl、OMCO

四个财团的十年计划。这四个财团将分别划定15～27万km2的海域进行详细的工业化开采
的准备工作。

第三阶段 （1990年以后），为工业化开采阶段。

预计1990～1993年以后将存小数国家或财团开始工业化开采。锰结核的开采要求勘探

（特别是详探）、采矿和冶炼三项技术都必须完善，不但技术上要可能，经济效益也要高，

才能得到大规模开采。因此，需要对采矿方式、采矿装置、海上运输、提炼技术、多金属

回收、浸出残渣处理问题，以及生产管理和对深海环境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综合评价。

至于海底热液多金属矿床的开采，情况就更复杂一些，对采掘技术要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估计将采用潜水式联合采掘设备进行开采，矿泥将采用浆体输送的方式提升。

T4.2.2 课海底的锰结核矿物

14，2.2.1 篮结款矿物储量
Archer认为，全世界适于经济开采的锰结核储量可能少于1000亿吨，也许在150～250

亿吨（湿重）之间，换算为干熏约105～175亿吨，其相应的主要金属含量及与陆地储量的

比较列于表1-15-16。从表1-15-16可以看出，即使按有经济价值的下限储量计算，各种主
要金属含量也是可观的。可见，大洋底的锰结核确实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矿产资源。

囊 1-14-16继继核中各种主要金属的下限键量

Co MnCwNL金 具
27.50.231,011.24各大洋平晶位（%
300625105130最小（A）锰站缺中的金属含量 590040175216最大《x10*)t
2001.546054（B）陆地储量（×14*）t

15,016.70.232,A最小（A）/B）坯结核金属含量 26.026.70..83.98最大与陆地储量比例（倍》

资料来源，Arebet（1981年）。

14.2.2.2 锰结核的有用矿物组成
根据X光衍射法测定结果，锰结核系由无定形物质组成。一般锰结核中常见的锰矿物及

其性质列于表1-14-17。从表1-4-17可以看出，结核中的矿物成分比较复杂，很难按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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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进行分类。分布于洋底的锰结核的化学成分，各海域也不尽相同，采集的样品也是有
限的。因此，表1-14-18和表1-14-19中所列数字只能作为分析糕结核化学成分的参考。

锰结核中常见的征矿物及其性质 豪 1-14-17

⋯色结晶 备習比 重矿物名称 光泽觉度 劈理化学成分 条痕│

产状，纤维状一块状-■都黑 一 褐黑褐-《Mnt-R) 单参 完全土状，
（100）状，R为Ce，Ba，Mg，Na，·Mn,*"O, 色，不透明略褐锣镁置矿 成伪解11,5~2.53,,1-3,7é 属，

·（2±×）HgO仿 -递明 (010)胸

(R') Mn,O, 产状，粒状就粉末状，R为黑 色
不明 1.6 2.D钠水锰矿 半透明 Na,Ca,Ba,Mg,K-2-6H;O

产状;块状，着萄状，断面黑 色未 定 照色-
事果 丰*金属6-6 ～4.5硬据扩 不平，介壳状H,MnO。(1) 不透明 黑调

产状，块状，粉末状，葡需属域正方 灰黑一黑?
金属 完3 状，偶有结晶MnO: （斜方） 黑色，不遇黑1~2.5 6软锰矿

明

产状。块状，着莓状。亦有铁属色(Zn,Mn**)
金属 粉来状，平坦状断口不进明 茱色不明-MnO.; 3.7纤维性扩 4.5

·4H,O
产状，块状板状，反射光灰一褐
呈灰色，不遇黑-褐s属MnO, 斛方斜方锰矿 2-44.4~4.黑1

明

介亮伏断D，放墅空气中操孜现色
完金）l玻病明一- 读红MnCO。 3.6～4.53.3~3.64整锰矿 六方

明

泰 1-14-18锰罐燕的主票化零成 分

(%)所 占干 重
化 学 成 分 均平受小最 大

31,743.2 1t.4MnO 24,36,5Fe,0. 42,0
19,2.0SiO2 29,1
8.0,6A11O。 14.2
4.12.27.0aco,
0.&0,3Cso, 1.a
0.3戴量1,4Ca,(PO. 2,70.16.1MgCO, 18.08,F24，月H;O 28,816.788.B盐酸不溶物

注，1.CACO。中包括CaO含量。
2.MgCO，中包括MgO含量。
3，资料来飘，Mero（196年》。

除表1-14-18和表1-14-19所列几种主要成分外，锰结核中尚含有许多微量成分，不仅

有重有色金属，还有一些稀有金属、稀土元素、放射性元素等，见表1-14-20和1-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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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矿产资源。

鳌 第 款 的 27 种 元 素 含 量 表 1-14-20

 干 (%)所 占
大西泽（4个样品统计）太平津（54 个样品统计）

最 大 值 平最 小 值 最 小 值

o.060.D29 5.0090.007 0.080,06B
2,61.B 3.5 1.4 2,S4.7

1.72.4Mg
3.12,B 8,B0.8 1.46.9A]
11.01.3 9,4 19.6 2,820.1

0.3K 0.70,8 0.8 0.63.1
2,71.9 1.50.B 3.4Ca 4,4

0,002电，62Sc 0.862
o,30.6 0.30.11 1.3Ti 1。
0.079.020.021 0,054 o.11.1
0.0020.001 0.001 0.000.007Cr
19,31,o21.5息，2 24.2Mn 41.1
17.59.12.4 14.0 25.926,6Fe
o.310.0s0.880.014 0.35Co 2,$
0,420.31B,540.16 0,992.0Ni
0.20,050.a10.028 0,531.8Cu

0.0476.40.08ZA
.002 0,0t0.9DSG

0.090.040.0a1 4,160.024..15Sr
0.010.0080.0240.4339。D160,D45
0,0540.0460.0840.0630,008.12Zr
0.830.0130.456.052D,01..15Mo -0,003C.000sAg B.170.100.3d0.180.089.64Ba

0,D180,090,024La 0.000.02a,0or0.Do31.0030.D0Yb 0.10o.00o.10.090.4z0.36Pb
28,1.530,b25,16.5L,0.1 39.D

注，1.资料来源∶ J，L，Mero，1965。
盒.测试方法为x射榈瘙谱法。
3.L，0.L，表示在温度1100*F下，一小时的烧失量。
4，表中未列氟、歌两种元素。一般情况下，氧占鳌结核总重的60??右，

14，2，2.3 锰结核的内部构造及其物理力学特性

1。锰结核的内部构造
锰结核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1）核心
锰结核的核心一般由碳酸钙、磷酸盐、粘土、动物贝壳和鱼类骨喉等组成。风化的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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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 随 狭 的 荷 有 元 素言 量 裹 1-14-21

所占干靠（p，p.m） 海水中元
资料来源浓 度 比样 品数 素的浓度

最大 2 约小最 (p.p.b)

(a>S0"0.93
(o)
(a)150 $DNb
(6)ca

267240320Sn
<a)134300 0.4 3x1o*
(a)280

Nd
(6)

W

《b)I0°
(a>TL

0.01
(a)10t
(b)

10-0.055024
《c)1034.23.6

注;1，Mtro原为"Ni"，可能为 "N3"之误

2.浓度比系轴核中元素浓度与海水中元素浓度之比。

3,p.P.m=10-',p.p.b=10~*
4.(a)-J.L.Mero,19851tb)-Rifyaa SiMsomi1958);(P)-Tatwmoto and GolaDesg(159)

岩和火山碎屑是最常见的核心。核心没有经济价值，但具有成因上的理论意义，可以知道

锰结核的生长变化，提供锰结核生长年龄和生长速率的资料。

2）杂质
杂质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有机物一般为生物的骨髓和残骸，以及细菌等，无机物则

为碎屑矿物和粘土矿物。
3）有用矿物

锰结核中锰和铁含量最高，但采 集锰结 核的主要目的是提炼锦、钴、例、钛等金属

元素。
一般认为;结核内部构造与其产状及形成机理有一定联系;

（1）平行层理构造。在平坦的海底岩石或海山顶上，锰铁氧化物、氢氧化物与薄层

粘土成互层，可认为是由海水中直接沉淀而成。

（2）树枝状构造。由于内核裂除上锰铁交代矿化作用的结果，呈羊齿状，并蓬渐发

育为云状构造，其外形多呈葡萄状。

（3）小球粒集合体构造。它是由直径5p～0。5mm的小结核集聚而成。

（4）同心层状构造。其特征是与薄层粘土形成的同心圆互层，估计是在海底滚动逐

蔽形成。
以上各类型，除（1）外，其他各类型均有次生作用，说明铺核的生成机理是比较复

杂的。
2。锰结核的物理力学特性

大洋底的锰结核，虽随海城不同，性质各异，但仍然有它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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锰结核一般呈黑色或黑褐色、若含铁量窝，多呈红褐色;若含锰量高，则呈蓝黑色。
其条痕为黑色或黑褐色，显金属和半金属光泽译。

锰结核的形态 多种多样，有 似球状，椭球状、草莓状、瘤状。结壳状，块状，炉渣
状、扁平状、葡萄状、马铃赛状及其她不规则形状。既有单个结核，也有多核心的集合体。

结核的硬度在 摩氏硬度1～4之间;体 重为2.0～3，1，多数为2.3～2.51直径多数为
0.5～25cm，平均2～4cm，少数可达60~100cm，从海底拍摄的照片看，最大直 径甚至可能
达到150～200cm。

结核的表面构造有光滑与粗糖之;，法，位沟造主要表现在似球形、椭球形的结核表面

及扁平结核、瘤状结核的上表面。而粗糙构造主要表现在草莓状结核。扁平结核和瘤状结

核的底表面。
根据结核在沉积物中的赋存状态，结核的产状可分为露出型、埋没型和半埋没型。露

出形结核以表面光滑、形状为似球形、椭球形为主;埋没型结核是由无数小结核聚集形成

的基本对称的似球形和椭球形的集合体，半埋 没 型结 核 的特点是上表面光滑，下表面粗

糙，结核往往呈不对称状。

14.2.2.4 量缩核的分布
从调查资料看，锰结核在各大洋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以太平洋最为富集，锰结核所含

的几种主要金属的品位也相对较高（表1-14-19），其次是大西洋和印度洋，再次为南极海。

以太平泽为例。太平洋锰结核的丰度和储量分布列于表1-14-22。从表1-14-22可以看

出，太平洋中部丰度最高，平均丰度达1.45g/cm2;其次是西部，它略高于东部。

服 1-14-22太平 注锰信款的 率度和缩量

西 部 本平洋总计取 

29611照 相 取 样 数 --w-
2,52,5 1.51.2
9,3G0.460,900.38最 小丰度（g/cm2） 6,9 0.870,86
10抓 斗 取.样 数
1,003.000.23  大 0.050,170.05丰度（g/cm2> 0.355,14
专324站 探 取 样 数

3,8i.22.3最 大 0.100.490.500.10最 小丰度tg/cm'） 1,820.821.7!平 均
10115.45取 律 总 数 1,529.861.450.78平均丰度《g/cm2） 156,2程.262.144.9区城面积（×10"m'） 166640600350结按储量（x10t）

往。资料来源，J，L，Mera（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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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海洋深度上的分布而论，锰结核遍布各大洋100~90n的洋底，但 丰 度较高的锰
绪核大多赋存于水深4000～600m的洋底。一般规律是，镍、铜含量随水深增加而增高，
钴、铅、钒，傩的含量则与之呈相反趋势;稀土元素含量随海洋深度增大而增高;浅海的
锰结核富含轻稀土元素，而深海的锰绪核则富含重稀土元素。

由于锰结核是一种自生矿物，它的分布也就与其成因密切相关。但是，关于锰结核的
成因，至今众说不一，都是围绕三个问题进行论证∶物质来源、搬运方式和生长机理，主
要有生物成因观点，火山过程说、自生沉科理论、陆源说等。尽管锰结核的成因尚待进一
步搞清，但它毕竟属于海洋地理学和海洋地质学的范骗，并不影响当前对深海采矿技术的
研究和对锰结核的实际开;采。

14.2.3 腺海聚矿系统设计要点

深海采矿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
（1）集矿系统;在海麻采集锰结核。
（2）提升系统，将采集的锰结核提升至海面上来。
（3）海上系统;主要包括集矿和提升的操纵系统，海上运输系统和港口系统。

以上三大系统中，集矿系统和提升系统是本章涉及的范畴，而海上运输系统和港口系

统，则属于其他工程学科。
深海采矿系统的设计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1）能在水深4000～6000m的海底果掘和集矿;

（2）集矿和提升必须连续作业;
（3）提升设备必须稳装在一只采矿船上，其运转必须适用船上的要求;
（4）锰结核是散存于海底表面或表面的沉积物中，无论哪种型式的采矿设备都必须

是移动式集矿，而不是定点集矿。因此，采矿船与集矿装置之间的相对位移和受力情况，

必须经过详细计算;
（5）在海底的集矿机上和船上必须装设多种监测仪表和通讯联络装置;

（6）必须在类似的浅海海域进行工业性试验，取得各项试验数据之后，方能进行集

矿和提升系统设计;
（7）采矿船的设计必须与集矿、提升系统的设计紧密配合。

深海采矿的集矿设施和提升装置，各国曾提出过多种型式。经 过二十多年的试验研

究，各国倾向子两类提升方式。流体提升方式和连续斗方式。

14.2.3.1 流体遇丹

1。流体提升分类
目前，各国在开采洋底锰结核的试验研究中所采用的流体提升法可分为三类，

1）水力提升
它是直接用泵抽吸的方法、在捷小品结核的过程中，锰结核与海水组成固液两相流体

沿管道流动，它属于一般的垂直管道中由固液两相流问题。其主要优点是消耗动力费用相

对较低，而突出的缺点是泵和动力设备须置于水下，维修保养困难，且活动部件与两相流

 体直接接触，容易磨损。因此，只在六十年代初期一些国家做过试验研究，近年来，除个

别单位（如OM等）之外，很少有人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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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力-风力提升

这种提升方式，国外一般称"气升泵"（ai~} pump）。但从后面介绍可以看到，
就它的掩升原理讲，是水力与气力（一般习惯称风力）联合提升。这种方法源于十八世纪
末（1797年）德国学者L6scher的室内试验。本世纪以来，这种装 置被广泛用于钻井和矿
井排水，水工建筑物和桥梁基础工程施工，潘湾、河道及水库清淤，煤浆和其他浆体的垂
直输送等。与这些工程所不同者，主要是深海采矿的深度和提升面体物料的粒度都远远超
过一般工程范围，因此技术上难度大一些。这是目前在深海采矿的试验研究中使用最广泛
的一种提升方法。它的主要优点是，构造简单，使用方便，提升管内无叶片、阀等部件，
特别适于粗大固体颗粒的输送;故障少，维修简便。主要缺点是效率比较低，一般只有30
～40??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进气口极限深度问题。试验表明，进气口深度为总
水深的0.5～0.68倍时，提升效率最高。就是说，若总水深4000～6000m，进气口深度至少

应为2000～3000m，相当于进气口处的压力为（200～300）×10°Pe。在这样高的压力下，
压缩空气将有一部分糖解于海水中;气泡体积大大压缩，密度增大，这些都将影响提开效
率。因此有人提出，气升泵的进气口深度一般不得超过1000m，超过这个界限之后，采矿
成本随深度指数倍数增加。这就说明，从技 木 和经济上综合考虑，进气口深度有一个极
限，也就是说，气升氯也有一个适用的极限水深。这是气升泵的局限性。

3）轻介质提升
其提升原理与气升泵相同，只是用不可压缩的轻介质代警压缩空气，克服了气升系的

根本性缺点。轻介质有两种形式，一是液体形式，如煤油，汽油或其他比海水轻的液体;
另一种是轻体重的固体颗粒或空心小球与海水组成轻介质。轻介质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体重轻于海水，与锰结核都易于分离，以便回收，循环使用;易于通过循环系统，对系统
无损害，其本身也不易破碎或降级;价格适中。一般认为采用煤油、汽油等作为轻介质成
本较高，但如果采用塑料工业或其他工业的轻质废料制成固体颗粒或空心小球与海水组成
轻介质，估计大有希望降低成本。

2。水力"风力翼升

1）原理
如图1-14-43所示，在海面下一定深度处向 提升管内注入压缩空气，使管内混合物的

密度小于管外海水的密度，由于管内外流体的密度 差面产生压差，致使管内流体向上运

动，锰结核也就随海水一起被抽吸上来。在进气口以下管段，为锰结核与海水组成的固液
两相流;以上则属固一气一液三相流。

2）基本特性
（1）流态分类

由于三相流流态观测比较困难，故一般是利用气液两相流试验进行流态观测，如图1-

14~44所示。随着供气量的增加，有如下五种流态，

气泡流（bubble flow），当供气量很小时，空气形成许多小气泡分散在液体中流动。
此时，管内水位虽然略有上升，但几乎没有提升作用。

气团流-（Slug flow）;随着供气量增大，逐渐形成一些几乎占满营道断面很周围仍
有水膜包围的气团，其状如炮弹，它们与小气泡群混杂在一起流动。

泡沫流（froth flow）;供气量再增加，气团越来越大，而水团越来越小。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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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号号

气园

-压气

图 1-14-4s 流态围图 1-14-43 压气提升泵法
1—气泡流;2—气团流;s一泡沫泥，4-环状喷得流;5-喷雾流

环状喷雾流（annuia-mist flow），供气量进一步增加，在管璧形成环状水膜，而管

中心部分则为含有水滴的气流。
喷雾流（mist flow）;供气量相当大时，管内全部形成含有水滴的雾状气流。

试验表明，在固-气-液三相流情况下，圆体颗粒几乎都悬浮于水团内，只有少部分颗

粒夹杂于气团与管壁之间的水膜中。
（2）输送特性曲线

输送特性曲线系指输送量与供气量关系曲线。典型的气液两相流输送特性曲线如图1-

15-45所示。当供气量小于a点时，不产生扬水现象;大于a点以后，扬水量急剧增大，
到ε点达到最大值。这是由于随供气量增加，管内混合物密度越来越小，与管外海水的密

度差越来越大，即压差越来越大，并足以克服两相流在管内的摩阻损失，故输送量增大。

但当供气量大于c点之后，尽管压差继续增大，但管内两相流的摩阻损失也增大，且其增

机率较 之压差的增加率为大，故输送量反而递减。
三相流的情况与两相流基本相似，如图1-14-46所示。当然在三相流 情况下，输送特

性曲线还因圈体颗粒的物性而变化，情况就更为复杂。

14.2，3，2 绳斗式提升
绳斗式提升是在循环的缆绳上等距离装有把斗，由采矿船上的驱动装置带动缆绳循环

上下运行，利用粑斗连续不断地在海底采集锰结核。这种型式比气升式简单一些，比较容

易实现。
1.绳斗式提升设施的形式
以采矿船牵引方式分有两种，单船牵引和双船牵引。

1）单船牵引式
如图1-14-47所示。由于循环缆绳在数千米深的海水中运行时，下 降的缆绳与上升的

缴绳很容易绞结在一起，影响正常的采掘和运转。因此，应当使缆绳与船相交的两点距离

尽可能大一些。即使如此，两股缆绳仍难免绞结，尤其当停止运转、两股绳的张力相同



第十四章 特殊开采法 671

文

S=2.7.
=11.72(m

[D=46.7(mm供气章 0.70
为 600

获气量（L/min）

图 1-14-46 固体颗粒输送量曲线图 1-14-45 输送特性曲线

时，更易绞绳。所以单船操作采集锰结核，在实际运行中将会有许多困难。譬如，如何确

定船速和缆绳速度，就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2）双船牵引式

其形式如图1-14-48。双船牵引方式是，一船下放空斗，另一船提升重斗，两船间距

约1km左右，因水深不同，可以调节两船间距。循环的缆绳在船间相连，这样，两股囊绳

不易绞结。两船必须保持同速、等间距前进。同时，下放缆绳的船应稍在前方，提升巍绳

的船稍后（如图所示）。这样，使上升缆绳坡度较陡，减少重斗中锰结核的徽漏，提高采

掘效率。

L-----=--

图1-14-48 双船牵引法图 1-14-47 单船牵引法
1-下放空斗船，2一提升重斗船，3-警停膜绳r4-1一下降上升缆绳船2-下降缆绳，3一上升羹绳;

下放植绛，S一上升氯绳，3一挖泥缆调4一悖泥揽线

2。耗斗和缆绳在海底的运动状态
绳斗的循环运动，在某种条件下，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只有掌握了这些规律，才能

正常集矿。同时，必须要有规律地残留矿，等待二次回采。

下面分区分析靶斗和缆绳在海底的运动状态;

1）暂停区
若船的对地速度为v;，缆绳速度为va，缆绳上耙斗的间距为I，某一个把斗在暂停

区间内的时间为t，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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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T。-Ti (1-14-29)
当v≤vz时，t也就是每个靶斗依次到 达海底至开始采集的暂停时间。此时，靶斗

在海底顺序排列的间距为Iw，且
(1-14-30)I=Ia(us/og)

靶斗顺序引出海面时，靶斗的间距L，应与I?相等，即
L;=I(s/vg) (1-14"31)

每个舵斗的提出时间间隔为
(1-14-32)4=Ip/0

若vs>ug，在暂停区间内稻斗就开始移动，随之依次提升到海面。在管停区间内，

耙斗的移动速度为os一vR，而I，=I，则耙斗引出海面的间距为

(1-14-33)L1=Ia+(vs-92)(Is/vR)
(1-14-34)L,=In(vs/"2)或

若在暂停区间内的耙斗数为Nw，则
(1-14-35)m =t(Ⅳm-1)

因此
(1-14-36)N=1+({/12)
(1-14-37)Nw= 1+ (Gfmro/Ip)或

暂停区间的长度?和此区间内缆绳的长度Lw可分别表示为
(1-14-3f)Jn=L;(Nw-1)=ustw
(1-14-89)Lp=I。(Nw-1)=vatw

2）集矿区

每个船斗在集矿区的工作时间为
(1-14-40)to=T3-T。

在集矿区内正在采集结核的靶斗数目为N，
<1-14-41)z=42N,鹦
(1-14-42)Np=瓦/t=vfbo/I

在集矿区内的主要采集阶段，靶斗的移动速度 约为（vz+9n），每个靶斗采集结核的

距离4n和第矿区缆绳的总长LD分别以下式表示∶
(1-14-43)p=(Vs+va)t
(1-14-4d)Lp= IgNp= "pto

3）下降区和上升区
若下降侧和上升侧所需的时间分别为ts、tas，下降侧缆绳长为Ls、靶斗数为Nps，

上升侧缆绳长为Las、靶斗数为N4s，它们分别以下列各式表示;
(1-14-45)6s =T,-7;
(1-T4-48)s=T;-T3
(1-14-47)Lbs = Vgtos
(1-14-48)Nps=Lb;/Ig=vetos/I
(1-14-49)L4s二vefas
(1-14-50)Nas=Las/Ia=vpfs/I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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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矿用自制炸药的种类及其适用条件

矿用自制炸药的种类及其优缺点如表1-15-1。

矿 用自 ■ 炸 贫 泰 1-15-1

优 缺 点主要成份炸药名称序号

加工工艺简单，原料来源广泛，加工成本纸。使用、运输、贮存安金;棱油炸药 硝酸卷、池类和术
爆炸威力不高，抗水性能差粉等

防结块性、防潮性优于被油炸药，对加工条件及成份变化的适应棱松雕炸药 硝酸被、松香、石2
性强;威力接近2*岩石炸药蟾和木粉

炸药性蕾瞳定，能较长时间贮存而不变质;抗水性比性施炸药好铵沥着炸药 硝酸铵，沥青、石3
畿和木粉，食盐等

加工工艺简单，成本低。流散性好，便于实现运药，装药机械化;多孔粒状鞍油 硝酸铵、荣油4
不统水炸药

抗水性好，炸药密度比被油炸药大，对冲击，摩擦。火花均不敏浆快作药 硝酸按，硝酸钠、5
感，可实现浆运，婚戴感度低，加工中环境污染较严重，工艺操作T。N·T十二烷盆苯硼
较复杂酸钠、柴油和H，O等

具有良好的抗水性能，爆炸性能和爆轰感度，户生有事气体少，硝酸嵌、硝酸钠、我化炸药
安全性能好，原料来源广泛，贮存性能较差，加工成本高于铵油炸H，O、柴油、亚确截

钠、S-80萼 药，加工工艺救复杂

抗水性能校好，猛度高，熹胺后的矿岩块度铁均匀，贮存观受加硝酸性，硝融钠，水胶炸药
工时的气温影响较大甲胺硝酸盐、水、胶

凝交联剂等

15.2 厂（库）址选择及总平面布置

5，2，1 广（库）址 造 择

厂（库）址选择一般应遵循下列原则∶
（1）尽量把工厂及库房布置在有天然屏障或环山地带。若在平原建厂，必须保证有

足够的安全距离和可靠的隐蔽安全措旋;
（2）厂（库）址必须远离铁路、公路、通航汽轮的航道、飞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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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10千伏以上的高压输电线踏;
（3）必 须充分 注意今后工厂及贮存库排出的污水、废气对周围地表河流、地下水

流、居民点的污染问题;
（4）各级贮药量的工库房，其对内对外安全距离，必须符合有关最小安 全距 离 的

要求。

15.2.2 总 平 面 布 置

5，2.2.1 工房及率房危险等级的划分
按《民用爆破器材工厂设计安全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设计安 全规 范》）规

定，生产工房或生产工序危险等级划分如表1-15-2。

库房危险等级的划分见表1-15-3。

15.2，2，2 对内安金距离

1，厂区对内安全距离

A级建筑物距其他建筑物的安全距离按表1-15-4确定。

A、B、D级建筑物距各类项目的安全距离见表1-15-5。

危险品生产区内，允许设置原料库，其中的D级建筑物，如硝酸钾、硝酸钠、氯酸钾

等库房距其它建筑物的距离为25m，硝酸铵库距任何建筑物的距高不应小于50m。

. 2。危险品总库区对内安全距离

各种炸药仓库对内安全距离，依炸药量的多少，按表1-15-3，表1-15-7和 表1-15-8

选取。
15.2.2.3 对外安金距离

厂区对外安全距离及总库区的对外安全距离参照《设计安全规范》（试行）的有关规

定选取。

15.2，2，4 工、库房存药量计算

1，工房内的药量计算
工房内危险品存药量是计算工房对外、对内安全距离的依据。工房内的存药量包括以

下成品及半成品∶
（1）工房内的生产设备、运输工具或运输设备等各种容器中已形成爆炸危险品的物

料，工房内暂存的有爆炸危险的半成品和成品。
碗饿炸药混药工房一般应计算工房内包括硝酸铵在内（水溶液除外）的全部药量。但

当碛酸铍的破碎、干燥，筛选和暂存是在隔离的工作间进行时，这部分硝酸铁可不计

在内。
（2）位于土围内的运输工具中的药量应计入工房的存药量。

2。库房内存药量计算
（1）梯恩梯、硝铵炸药库房的存药量，均按其实存的净药量的百分之百计算。

当同库中存有两种以上不同品种炸药时，应按各品种分别计算存药量，然后计算其殉

燥距高。
（2）雷管、导火索、导爆索仓库中存药量应按其产品中装填的各种炸药的总数量计

算。一只電管及一米导火索或导燥索的装药量分别见表1-15-9和表1-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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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身或生产工序愈险等级 翕 1-15-2

危险 备 注工 房 或 工 序 名称生 产 分 炎序号 每级

62 3

梯思梯粉碎，轮碾机热羡硝铵炸药 A:
轮顺机冷混，球磨机混药，机械混4。

药，气不在药，筛药，凉药，装药，包装

硝益铵粉碎、下燥D

（1）铁油，铵松腊，铵沥 混药，新药，凉药，装药，包装2 4,
量炸药 硝酸铵粉碎，干燥D

牌 （2）多孔粒状铵油炸药 该炸药不能用单发8号倡管混病，包装《大包）B
直接起撮，工房内药量不应超
过5吨。

用硝酸甲胺为敏化剂硝酸甲酸的制造和浓缩，混药，凉水胶炸药 A;3
药，装药。包装

硝酸铵，硝酸钠的粉碑和痴选D
溶药，混实，凉药，包装A。（1）含梯恩梯（或黑索

金》的浆状炸药浆 梯思梯粉碎A:
状 次炸药不能用单发》号雷管溶药;混药，凉药，包装8（2）不含梯思梯（或黑
炸 直豪越烯工序联施威单着时，金）的浆状炸药

工房内最大存药量不超过5t。药

D 硝破被粉碎

魅药，装药。凉药属梯药性 A;
乳化，凉药，掺合（混拌），箍药，Z;（1）食单质炸药组份的

包装
乳化炸酶B

硝酸铵．消酸钠粉辞及氧化剂滇液D
的制备化

工序联瑰或单贴时工房内总乳化，凉药，掺合（混拌）B
（2）不含单质炸药组份 存药量不大于21。炸
的乳化炸商 装药，包装A;药

硝酸被，硝融钠粉碑及氧化剂海液D
的制备

雷管、非电导都系统试验站B试 脸 站
导大索试验室，炸药试验场的雇备间

黑火药、炸药、起墙药理化实验室D理化实验室

注，表内B最工房内同时存放的炸药量应不大于200k，但备注内存药量有规定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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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身危 险 等级表 囊 γ-15-3

生产区c厂他
危险B险品总序号
椅手库库

赢崇金，胶质*药，颗排药柱，按梯黑炸药，真克托金，干或握的二硝蓄重狐酸

梯恩梯，苦味殿，雷管，导索，非电导顺系烧2
A。硝密炸药，铁油，铵讼骗、族沥端炸药，水放炸药<以磷酸甲胺为敏化剂），含梯 息 梯

《疏黑索金）的浆状炸药，含单质炸药组份的乳化炸药，不含单质炸药组份的乳化炸药，属火莠

* 两B 4.多孔粒状铵油炸药〈单发s号雷管不能直接起霜），不含梯恩梯（或服索金）的浆状 炸 两
（6发8号雷管不能直按起爆）

延蹈高6

导火索
D硝最铁、确酸钾、硝酸钠、氯酸钾

我 t-15-4人极建筑物愿其色建筑物的最小允许真高等系敷

二个途筑物均有土图二个建筑物中一方有北国二个建筑物均无土图意筑物危险等服

9，72 监。1.20 Ra2.4 R.
0. jRa2，0年 Ra

0,54 Ra.90. Ra1,80 RA4

R4为与贮药量有关的安全高，可查表
囊t-15-5A、B、D级建筑物距各赏项且的距高

出 筑 物 意 险 等 最
项局序 DBA

6善1
不应小于50m不应小于$0m按表1-16-4计算后再增加50为，钢 宁房1

且不应小于100m

.不宣小于58应不应小于60m按表l-16-计算后再增加一格，3千伏总降压变电所、2
且不宜小于200m配电所

不应小于25m不应小于36m按表1-16-4计算，且不宜 小 于单建变电所《可带高压配3
B0m电室）

不宜小于60m不宜小于80按表1-16-4计算后再增加5??水塔《钢筋混凝 土 结
且不宜小于1D0m构）

不宜小于58m不宜小于50m不宜小于50m高位水池《地下或半地下）

不宜小于om不意小于60m按我1-16-4计算后再增加5??厂部办公置、食堂、消6
且不直小于200m物车库等

不良小于50m不应小于60m按表1-16-4计算，且不宜小于100m汽车库，车闻焊接。工7
房，茶护房及火护采眼的）

毫流物



第门五章 炸药加工厂及库房

续表

整 筑 物 危 险 等 级
项 目序号

B c
2 3 5

接囊1-16-4计算后再增加50%;车间办公室 不应小于50m$ 不应小于50m
且不应小于650m

按表1-16-4计算后再增加50??输助生产区的戴筑物
不应小于100g

座，1。序号所列能筑检矢痣胸背转手率不应小于50m。
2。序号明所列尊筑物系表1-16-2中序号2、4、5的B级工房及其产品转手库的安全距离迎再适当加大。
2。仅为莱个A懂工房服务的无图定值瑕员的单鑫的变电所，可布置在该工房附近。其距离不宜小于36m。
4。D散短化实验盒题表中序号1～2，4～φ项的距高不宜小于80m。
5。黑火药生产都分严禁有烟火。3

A，很息仓律之闯的最小允许题离（m） 赛 1-15-B

内 存 药 量（
炸 药 名 弥序号 >6>10>80 >20 >2 台2丝10

5 83 741
60 6070易素金、核卷黑炸药，易梯药柱 80 《2 351

度质炸苏 370 5080

A级单仓库之同的最小允许距高（m） 表 1-15-7

仓库 内 存 两 量（1）
炸 斯 名 称 >50>100 >30Z150

3546 30S0排愚氰、苦味酸
36冒管、导婚索、非电零是不能

表 1-15-8A级总仓库之阀的量小允许距离 （m）
仓 库 内 存 药 景 （1）

名 你 >60 >30210p Z16 ∈10台50.≤100k2w

2025304045B6各疯炒药

注。各类炸药包括∶确蒙炸药。雏油炸丙，多孔粒状族勘炸药，蒙松黜炸两，安质泪炸药，水胶炸药，浆状炸药，

我化师黄，黑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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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只置管 的 蒙贫量 囊 1-15-9

置 臂 段 别 黑 索 金 （g） 二硝基置愿酚<g）序号
iu-_-e--

s"火k富管 0,30±0,02o，42主0.02王
8*火霸管 0.30～o，3士0.020.78-0.72土0.02

0.30～0.34±0.06°瞬发电雷管 0.42±0.02
6*瞬发电雷管 0,35～0,42±0.020.70~0,72±9,02

0.,42±0.026*秒压电冒管 0.30～9,34±0.0z3
0.35～0.42±0.00.70～0.72±0.b28°秒延电蓄管

0,42±0.02 0.30～0，4主0.06"毫抄电雷管
0.85～0.A2±0,020.70-0.72±0.62g"毒协电置管

囊 1-15-10一采导火米或寻氰察的黏药量

药 芯 药 量 【B》药 芯 名 称材 料 名 称序号

黑 火 药 7～8工业导火素
黑 火 药 9～10低秒延期导火囊
黑 火 药 a-0高秒延期导火索
愚 火药 >12导爆索

15，2，2.5 单个库房最大允许贮药量

1。生产区内单个危险品转手库最大允许贮药量

生产区范围内一般应尽量减少危险品的贮存量和停留的时间。由于生产上的需要，要

求在生产区内设置危险品临时转手库时，其单个库房最大允许贮存量应不大 于 表1-15-1I

中之规定。

囊 1-15-11单个意险温转导库最大允许贮存量

最 大允许 贮 存量 （t）危 险 品 名 称序号

1
j黑索金1

梯恩梯2
0.2（按产品中总装药量计算〉雷膏，非电导爆系统3
1（按产品中总装药量计算）导悬索4

20硝接炸药、铵油炸药、铁松腊炸药，铁沥腊炸药、6
水胶炸药、乳化炸药、浆状炸药

2<接产品中总狭药量计算）黑火药、导火载6

为了生产上的方便，允许把D级原料库房建在生产区范围内，但其单个库容量不应超

过400陶。
2。总库区各类危险品单个仓库最大允许贮存量
危险品总库区，各种危险品的单个库房最大贮存量不能超过表1-15-12中之规定。



第十五章 炸药加工厂及库房 679

意脸晶单个库房量大允许贮*量 廉 1-15-12

危 腔 品 名 称 单个库房中最大允许贮存量（）序号

1

黑索金 501
梯息梯 1502

6《按产品中总旋药量计算）雷管、非电导爆系统3
15《凋 上>歌爆索

硝按炸药、安油炸药、依松婚炸药、按沥腊炸药、5
水波炸两、乳化炸药、浆状炸阳

40（按产品中总装药量计算）导火索

15，2.2.6 厂（摩）区规划
炸药加工厂及其贮存库的规划，应根据生产的品种、生产的特性、危险程度等因素进行

分区布置。一般应分为危险品生产区、危险品总库区，废药废料销毁场及住宅区（包括行

政办公和生活福利），
一般应当把危险品总库区、销毁场布置在工厂的偏僻地带。危险品总库区一般不宜距

生产区太远，但必须保证其外部安全距离。
当工厂位于山区时，应合理利用地形，把危险品生产区，危险品总库区和销毁场布置

在有自然屏障地段，使整个布局既安全又合理。但危险品生产区不应布置在山坡陡的狭

窄沟谷中。
不应使工厂的主要人流、货濒通过危险品生产区、危险品总郎区，也不应使运输危险

品的主要道路通过生产区和住宅区。

15，2，2.7 生产区内部的平面布置

生产区内部的布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1）各类加工房之间应按有关规定保持一个最小的安全距离，
（2）各工房工序的排列，应满足工艺流程的要求，尽量避免各工房之间的往返

运输t
（3）厂内道路的布置，应避开危险品运输的交叉和重叠;

（4）有有毒气体排放的工房，宜布置在整个生产区的下风侧;

（5）同一品种的生产工房，应集中布置，存药量大或危险性较大的工房，宜布置在

危险生产区的边缘或隐蔽的地段;
（6）危险品建筑物的总平面布置宜交错布置，避免长边相对。对于有防护土围的建

筑物的土围口也应避免相对;
（?）当危险工房靠山布置时，距山坡脚不宜太近;

、当危险品工房布置在山坳中时，应考虑人员的安全疏散和有害气体的扩散问题;

（8）按有关规定，凡A级建筑物均应该设置防妒土围，但当 A级建筑物存药量小于

50kg时，可不设置防护土图。
（9）有爆炸危险的建筑物周围，25m范围内不得有针叶林或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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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2.8 危险品总库区的布置

危险品总库区各库房的平面布置，应根据库房的危险程度和存药量的大小，结合地形
进行布置。不宜把危险性比较大或存药量大的库房布置在犀区出入口附近，而应尽量 隐
藏。库房的长边不宜相对，防护土围的出入口也应错开布置。库房与库房之间应保持一个
最小的安全距离。

_A级仓库应设置防护土围。
15，2，2，9 厂区的道路及运输
厂区内运输危险品的主要干道中心线，距各建筑物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1）A级建筑物不宜小于20m。
（2）B级、D级建筑物不宜小于15m。
（3）有明火或散发火星地点不宜小于30m。

15.3 工厂的工艺配置

15，5，1 工厂规模的确定及工作制度

1。工厂规模的确定

炸药厂的设计规模P;

P=300-义h;i

P——-炸药厂设计规模，t/a;
300——炸药厂的年生产天数;

Q——矿山某种炸药的年消耗量，t/a;

N—--矿山年工作天数;
kr——与工作制度有关的系数。一般为1，02～1，22。当矿山为间断工作制时取下

限; 当矿山为连续工作制时取上限;

k——生产富余系数。一般取1，1。

当一个矿山同时使用几种炸药品种时，其生产规模应分别计算。

如果一个加工厂同时供给几家用户，应视其用户与加工厂的距离远近及交通条件，适

当加大生产富余系数k∶。
2。工厂的工作制度

由于炸药加工厂生产的特殊性，其工作制度一般为间断工作制，即年工作天数为300

天，每天两个班，每班 8小时。

15，3，2 炸药的原料、监比及工艺流程

15，3.2.1 续油炸药

1。原料及配比
1）硝酸铵
硝酸铵（NH，NO）在炸药中主要作氧化剂，其主要参数如下;

氧平衡值∶+0.20g/g（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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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度;1，44～1.79g/cm'
堆积密度;0.88～0.97g/cm3
热 容 量∶369J/克分子

破碎后松散密度，0.62～0.68g/cm*

比 热;1，66kJ/kg·K
熔 点，145～186℃

碍酸签的质量标准见附表 2。
2》木粉

木粉在炸药中作可燃剂，并起松散和防止炸药结块的作用。
木粉材质以红松、白松和松柏为最好。
3）柴油
炸药加工中，一般使用轻柴油。

轻柴油在炸药中也是一种燃剂，主要用来平衡氧化剂产生的氧。由于它有较高的粘性
和较低的挥发性，能保证炸药在瓢轰过程的稳定性。轻柴油的密度为0，8～0.87g/cm2。氧
平衡值为-3，27g/g。

柴油对于温度的适应性较差，选择时应根据各地的气候条件来考虑。气温较高的地方
应选择较高标高的柴油，气温较低的地方则相反。

铁抽炸药的合理配比，国内已基本定型，但各用户还可以根据各自的具体 条 件来
确定。

我国矿山大多采用热加工法加工铵油炸药，炸药配比一般为 硝酸 铵 柴油+木粉=

92:4i4
2。工艺流程
机械热加工的工艺流程可分为一段混合法和低温混合法。
1）一段混合法

磷酸铵经粗碎（粒度≤50mm），投入轮碾机卷续碾压和干燥，待硝酸铵起尘后，加
入千燥粉碎好的木粉，在出药前10～15分钟加入柴油。出药后经筛分、凉药，药滥降至40℃

以下（最好在32℃左右）进行包装，每加工一碾大的需要40～60分钟，一部出药180～200kg。

其工艺流程如下;

2）低温轻砣混合法
此法又称二段混合法。即先把经粗碎的硝酸铵投入轮碾机进行碾压干燥，碾 温80～

90℃，碾压时间为30～35min。然后，进行筛分，使通过60网目筛孔的粒度达到90??上，

水分在0.2??下。混合成药在另一台轮碾机（碾轮重130kg）进行，混药时间为30～40min。

低温混药时，柴油挥发量少，吸油率高，产品质量较好。但加工时间较长，产量低，

设备多，占地大。

3。加工工艺
1）硝酸铵破碎

一般采用剔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或锤式破碎机进行破碎，入碾前的粒度 须 控制在

50mm以下。日产量在500kg以下时，可考虑用人工进行粗碎。人工粗碎的工具用木锤，塑

料锤或橡胶锤均可，严禁用铁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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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_粉 荣__硝隐续拆包
水分<4% 粒度全都通过0网目

破碎机粗碎
，粒度<50 mm

抢碾机噪压，王煌

轮碾机碾很

轮额机碳怒

出药

小药卷加工太药包包费 、

_熟_第

-一全整

图 1-15-1 一段混合法饺油炸药加工工艺流程

当采用抗水硝酸铵作原料时，无论规模大小均可用人工进行粗碎。

2）碾压与碳混
硝酸铵入碾后，即可放入蒸汽进行碾压和干燥。在适当时候加入木粉及轻柴油，混匀，

待药温降至40℃以下即可出药。
3）缔药与凉药
筛药主要是筛弃炸药中的机械杂质及结块。此工序一般由筛药机完成。凉药分为自然

凉药和机械凉药两种。产量在1t/d以下、气候比较干燥的加工厂，可考虑用自然凉药。

4）包装
用于露天矿的炸药采用大包包装，每袋药一般为5~10kg。使用散药装填时，炸药可

装入每袋约20kg的塑料袋。
用于地下矿的炸药应包装成小药卷。小药卷规格为φ32×200（或φ35×200），重150g左

右。小药卷包装后经防水处理，装箱入库，每箱炸药净重约24kg。

15，3，2.2 被松腾炸菌

1.原料
1）硝酸铵

采用普通工业硝酸铵。

2）松香、石腊
松香和石腈在炸药中代替铵油炸药中的柴油，起燃剂的作用。松香、石腊属易燃品。

 3）木粉
质量要求同铵油炸药。
2.配比
创松腊炸药部颁标准见表i-15-13。

3。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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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松酚炸高每须操准〈W∶810-77）配比% 囊 1-15~3

本 粉 3 睛硝 监 被 松 香柴 港炸 势 名 称

6.6±0,26，5土1 1.7±0,391t1.51敏松腈炸药

0,8±0.25.7±0,85.5±0.51.5±0.591±,52*被松廓炸药

工艺流程的特点是要求重砣、高温、细碾，使炸药达到"干、细，匀"。
果木锡矿铵松腊炸药工艺流程参看图1-15-2。

硝酸铵拆包
本粉干燥及人工敬解石臂+松置

抢碳机碾压燕汽燃化
60两目30分钟

轮曝机裂鹿
30分钟

制 混-—30分钟

凉药及质量检查

鼓药筑港

验收入座

图 1-15-2 果木儡矿铵松腊炸药加工工艺流程

4，加工工艺

1）硝酸铵及松香碾压

硝酸铵的破碎和入碾要求与铁油炸药同。松香是易碎的固体，只须入工稍加破碎即可

入碾。
2）加入木粉第一次强混

硝酸铵与松香碾压30～50分钟后，加入木粉进行碾混。

3）加入石腊第二次操混
硝续和木粉一起碾混30～40分钟后，即可把预熔化 的石腊 加入进行第二次碾混。如

果炸药成分包含柴油，即先把柴油加入进行碾混，过10分钟再加入石腊。在加入柴油前，

最好把药混障低至70℃左右为好，以减少柴油的挥发。

4）降温出碳
一般采用机械凉药的方法。

5）包装入库
饺松腊炸药的包装规格及要求与铵油炸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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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2.3 被沥腊炸菌
1。原料

鞍松脂炸药的原料是稍酸铵、木粉、沥青和石腈。当制造用于有瓦斯燥炸危险的矿山
的炸药时，须加入消焰剂---食盐。

2，配比
国内常用的几种配比见表1-15-14。

泰 1-15-4被 西 ■ 炸筒  斜 Z 比
(%)鼠 料

炸 药 名 称序号
硝 锻 候

9岩石被沥警炸药

10011燥矿铁沥】炸药

L66.976,B2*愚矿铁沥喘炸药

3。工艺流程
工艺流程参看图1-15-3。

警，石硝酸被拆鸟木粉烘于
水分<4%

玻碎饱分
40网目

疆压于州
播-30分帧

腾
5～10分钟

I～20分钟
药

凉得劳

包胰

图 1-15-3 某木督矿铵沥属炸葫加工工艺流粮

4，加工工艺
铵沥腊炸药的加工工艺与铵松蹒炸药相类似，也是采用高温细碾的方法。但前者的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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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和石腊（11）是经过预熔化的。使用时再经蒸汽熔化锅熔化后入碾。

混制煤矿铵沥满炸药时，食盐在出药前10分钟加入。
15，3.2.4 多孔粒状缺油炸满
1。原料
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的原料由多孔粒状硝酸铵和柴油组成。

多孔粒状硝酸铵必须符合下列规格要求∶

粒度;0.5～2，5mm
水分∶<0，3%

吸油率，≥8%
堆密度，0.86t/m*
烷胺含量∶0.06??含十八烷铵醋酸盐）
粒级组成，如表1-15-15。

多孔教状硝融缺镗级组 威 套 1-15-15
Bteuww⋯-

1.5～2.D 2.0～2,51.0~1.60,5-~1,0粒 最（mm）

25～2030～35 5-20$5～40分最（??

2。配比
一般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的实际配比为∶
多孔粒状硝酸铵1柴油=94∶6
3。加工工艺
按照炸药的混拌方法可分为人工港拌法、机械混 n-

拌法和连续混拌法。
1）人工混拌法
2）机械混拌法

采用一定的机械设备进行混拌，常用的有混凝土

搅拌机和轮碾机。例如，当采用18r/min、容积为0，4m2

的混凝土搅拌机时，每次投入400kg多孔粒状硝酸铵
困 1-15-4 连续捉粹工艺配置图

和25kg柴油，混拌 3～5分 钟后，炸药从搅拌机放出1-—电机;2—定量螺旋）3-料仓，4-螺 旋
物送机，5-电机u?6一-油混合确，r--计并装袋，每袋40kg。其生产效率为5t/h。
量系，8—转子流量计，9一混合 器，10一模

3）连续混拌法 镜∶11—成品仓;、12一支策。13-支架
工艺配量见图1-15-4。

多孔粒状硝酸铵从料仓（3）中加入，经定量给料螺旋（2）再经螺旋输送机（4），

把料定量给到混合器（9）中，柴油经计量泵利用转子流量计（8）定量给到混合器中混

合。混合器带有一个双桨式搅拌器。混合料在混合器中的停留时间为10～15s即可装袋，每

袋40kg炸药的下料情况，可通过有机玻璃制成的视镜观察。视镜下面为成品料仓（11）。

这种混拌法的优点是，生产效率高，劳动条件好，炸药质量比较稳定。当矿山炸药消耗量

在2500t/a以上时，采用这种工艺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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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 聚状炸贫
】。原料

1）氧化剂

常用的有硝酸铵（NH，NO，）和硝酸钠（NaNO。）等。
浆状炸药的加工对硝酸铵的质量要求，与铵油炸药同。
硝酸钠也是浆状炸药常用的一种氧化剂。但一般不望独使后，而是和硝 酸铵混合使

用。其作用一是降低氧化物水溶液晶板点，二是可适当提高炸药的密度。
2）敏化剂

敏化剂的作用是提高浆状炸药的敏感度和威力，目前常采明的有T.N.T（GH，N，Og）
和甲铵硝酸盐（CH，NHz·HNO，）等。

3）可燃剂
在浆状炸药中，可燃剂一般均采用轻柴油，可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特点选择不同的牌

号。江南地区多采用 0号或一10号。
4）胶凝剂

浆状炸药使用的胶凝剂有二大类，一是天然胶，如田菁、白芨槐豆胶、玉竹等。以及
国外采用的古尔胶;二是合成胶，如常用的聚丙烯酰铵等。

5）交联剂
把水解后的胶凝剂进行交联，形成两个体型结构的大分子，从而提高浆状炸药的抗水

和贮存性能。
常用的交联剂有∶硼砂、重铬酸钾、醋酸铬，焦锑酸钾以及铋的化合物。也有采用二

种或二种以上的交联剂，即混合交联剂，如硼砂-重铬酸钾等。

6）发泡剂

发泡剂的作用是使浆状炸药内部保留不连续的吸留气体，在中继起爆药包引爆下，产
生绝热压缩，形成热点，提高浆状炸药的敏感度。

发泡剂有两类;一-是化学发泡，即加入一种化学试剂，使其发生化学 变化，放出气
体，使这些气体保留在炸药内部，常用的有亚硝酸钠（NaNO2）。

二是机械发泡，即在浆状炸药中，人为加入一些机械物质，使炸药内部保留一部分吸
留气体，这类物质有珠珍岩粉、塑料微球和玻璃微球等，但使用珍珠岩粉的最多。

7）其他添加剂
在浆状炸药中，除了以上主要成份外，为了提高炸药的可塑性，还需加入表面活性

剂，常用的有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十二烷基磺酸钠和十二烷基硫酸钠等。

2。配比
浆状炸药的组份比较复杂，种类很多，可根据使用条件选择，但一般要综合考虑以下

几个原则∶
（1）目前多采用混合氧化剂，各种氧化剂占多少，主要应考虑晶析点，一般要求晶

析点越低越好。晶析点与炸药中的水含量有关，一般水含量控制在10～16??合适。

（2）选择浆状炸药配比时，尽可能是零氧平衡或接近零氧平衡，使炸药爆表反应

完全。
（3）在保证炸药性能的前提下，其他都爆炸成份的加入量越少越好，特别是爆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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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吸热的成份如H，D等，以提高炸药的焊热及威力。

（4）当采用机械发泡时，机械物质加入量应控制在0.5～2??因为这些机械杂质在
爆炸反应时是吸热的，不参加反应。

（5）为降低炸药成本，敏化剂与发泡剂应配合使用。
3.加工工艺
浆状炸药加工工艺，主要有三种，热加工、冷加工和半热半冷加工。
1）热加工工艺

从硝酸铁和硝酸钠的熔化到凝胶剂、敏化剂、发泡剂以及交联剂的加入，均在高于室
温下进行，故称为热加工。其优点是;炸药质量比较稳定，适应性较强，南北方均可采
用。缺点是散发出的有毒气体和排出污水较多，生产环境较差。

某懈矿用热加工法生产浆状炸药的工艺流程如图1-15-5。

病性 H-Q
下，下下 亚引殷快，实良剂。硫路机 82℃

表面适性剂Z载触 等化糖
柴准+田瓷

冷每搅拌抽

图 1-1-5 某钢矿浆状炸药工艺流程

2）冷加工工艺
该工艺的主要特点是∶（1）整个生产过程不需任何热源;（2）T，N.T和硝酸铵的粒

度要求较严，一般硝酸铵过120目的要占60～70??其余全部要过20目。T.N，T粒庚在-10
～+50目的要占80??上，T.N.T采用专用的球磨机进行破碎，（S）劳动条件较好;（4）
炸药贮存的稳定性较差，易结块变硬，空气湿度较大的地区，不宜采用这种工艺。

3）半冷半热加工工艺
硝酸铵，硝酸钠等氧化剂的溶解，采用热加工工艺，后都交联成药采用冷加工工艺。

但在矿山炸药厂设计中，采用这种工艺很少，多数用于莱状炸药装药车上加工，制备可泵

送的浆状炸药。这种工艺的特点∶（1）硝酸铵的1/3或1/2作为冷料加工，制备炸药的半

成品，在常温下它能保持良好的流散性。（2）胶凝剂和胶联剂在常温下加入，不但 便于

输送，而且可边输送边交联成药，可实现装药机械化。（3）敏化剂多采用甲 胺磷酸盐水

溶液，胶凝剂多采用聚丙烯酰胺水溶液或混合交联剂。

15.3，2.6 孤化炸药
1。原料

制备乳化炸药的主要原料有氧化剂、碳质燃料、吸留气体成分和乳化剂，前三项与浆

状炸药的要求相同，常用的乳化剂为斯盘-80。

2。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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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化炸药的加工工艺大体可分为，间歇式和连续式两种。连续式生产效率高，每小时
的生产能力可达0.5～8t，当生产规模大于2000t/a时，采用连续工艺较合适。

连续式加工工艺典型的流程如图1-15-6所示。

MN4N
H20 份胎型J化服

图 1-15-6 乳化炸药连续加工工艺流程

水相的制备，水相是由硝酸铵、硝酸钠、甲胺硝酸盐和水组成。制备顺序是先加入定

量水和甲胺硝酸盐加热搅拌，然后加入硝酸铵和硝酸钠，当水相温度升到80～85℃时停止

加热，并排放到水相贮罐中待用。
油相的制备∶将油和石腊投入油相熔化罐中并加热，当温度升至80～85℃时，加入乳

化剂后待用。
发泡剂的制备;将固体亚硝酸钠、分散剂和水按比例投入赔化罐中，边加热边搅拌，

待温度上升到65～76℃亚硝酸钠液解后停止加热。

15，3.2，7 水胶炸蒸

1，原料
水胶炸药的成分基本与浆状炸药相同，但对某些原料有特殊要求，

（1）硝酸铵;通过轮碾机热碾后，粒度小于30网目，

（2）氯酸钾∶经碾碎，粒度通过40网目;

（3）甲胺硝酸盐，pH=5～6.5，含量86～90??上;

（4）柴油，冬季用θ号，夏季用+10号，
（5）聚丙烯酰胺，一级品分子量在300万以上，二级品200万以上。

2.配比
水胶炸药的成分配比，尚未定型，各种型号差异较大。

3。工艺流程
以MSJ-K型水胶炸药为例，介绍如下;

碲酸盐+水言红→加水混合的表面活性剂（1/2）2券种-

携井-荣油。游券→氧酸钾携井→胶联剂教养→出药-混合的表面活性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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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药机

4.加工工艺

水胶炸药的稳定性与加工工艺有很大关系。如201型水胶炸药，当采用热加工 时，在
搅拌过程中要加强冷却，使硝酸铵（硝酸钾胺）水溶液冷却，否则会影响乳化效果，导致
炸药性能降低。

在加工过程中，当分别加入表面活性剂、柴油和氯酸钾时，必须充分搅拌，使之发泡，
提高乳化效果。

为了充分发挥聚丙烯酰胺的凝聚作用，使炸药各组分稳定均匀分布，必须预先把硝酸

铵、粉状聚丙烯酰胺、水、甲胺硝酸盐按比例进行混合，不断搅拌，使硝酸铵、聚丙烯醚
胺完全溶解后再静放 2天，方可使用。

15.3.2.8 多孔粒状橡油炸药，痰状炸药、具化炸药源貌率

各类混装车参见附录1。

5.5.3 木 粉 加工

木粉加工的工艺流程，视木粉的来源面定。有条件购买到细木粉的地区，应尽量外

购，以简化加工工序。细木粉经烘干，即可包装入库备用。当购进的木粉为粗木粉时，则

木粉加工的工艺流程为粗筛—→干燥—→粉碎—→细碎—→包装。

15.3.3.1 木粉覆解
购进的粗木粉必须经过振动筛筛分，除去大块的本周、树皮、铁质杂物等。当加工量

少时，也可用人力簿来完成。
15.3.3，2 木粉巢于

木粉烘干方法有自然干燥法、烘于盘千燥法、轮碾机烘干法、热风管道干燥法、远红

外干燥法和微波干燥法等，应根据当地的技术条件、气候条件和生产规模来选择。

15.3.3.5 木粉阶碎
干燥后的木粉必须经过粉碎，使之粒度符合技术要求。当采用热管道干燥木粉时，木

粉粉碎可与干燥工序连续进行。

当木粉干燥采用其它方法时，则单独在粉碎机中进行粉碎。

15.3.5.4 包装、库存及防湖
木粉一般用塑料袋或布袋包装。每袋重25～30kg。

干燥的木粉容易回潮吸湿，其序房要求干燥，必要时设置防潮设施，如在库内安装暖

气，以保持库内空气干燥。
库房的地坪可采用沥青砂浆抹面或铺设木质地板。

15.3.4 设 备 造 铎

15.3.4，1 遇网设备
且前矿山炸药加工厂的设备尚未定型化、标准化和系列化。一般都用非标设备，但通

用性较强。通用设备的技术性能参见附录1。

1。破碎设备

1）硝酸铵破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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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铵的粗破碎，一般采用锤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齿辊式破碎机及预式破碎机。
加工乳化炸药、浆状炸药时，硝酸铵要求粒度小，可采用锤式破碎机与二级凸轮粉碎

机二段破碎。北方干燥地区可选用辊式破碎机和齿辊式破碎机。
2）木粉被碎设备

目前多使用上海建筑机器厂生产的粮仓磨粉机，其型号分A型和B型。A型和B型的

区别是，A型为空气分离型，采用鼓风机的气流来控制粒度的大小，其产品粒度较小;B
型为流水型，采用不同孔径的筛板来控制粒度。B型产量高，体积小。

2。轮碾机
轮碾机目前主要有两今型号，即φ2100和φ1600。φ210b型轮碾机碾砣重、碾盘大、对

于加工矿用自制炸药较合适。多数矿山采用这种型号。只有产量小，即年加工量为500t以

下，且对炸药的敏感度要求不高时，可考虑采用φ6120型的轮碾机。

轮碾机的生产能力随用户的加工条件和使用条件而异，主要取决于每碾的碾混时间。

炸药品种不同，要求碾混时间也不同。轮碾机的生产能力，根据所加工的炸药品种的工艺

流程和每碾加工的炸药量来估算。φ2100轮强机，每碾可混合炸药180～200kg。

3。筛药机及凉药机
筛、凉药机用于粉状炸药的生产，如铵油炸药、铵松腊炸药和铵沥腈炸药的筛分和凉

药。当加工量比较小时，可用自然凉药。

4，鼓药机
装药机主要分为粉状炸药装药机和抗水炸药灌药机两大类，前者用来装粉状炸药小药

卷，粉状炸药的大包和中包包装，一般用手工包装。

5。小药筒卷简机
当小药简的制作工作量比较大时，可以选用小药筒卷筒机。

6。螺旋输送机
螺旋输送机主要用来输送原料，如硝酸铵、木粉等。当输送距离比较长（超过70米）

或使用条件的要求不宜采用螺旋输送机时，也可以选用胶带输送棋。

螺旋输送机的选择必须根据用户的使用条件、输送量、输送距离等因素进行选型计算。

7。切纸机
制作小药卷包装纸筒的纸，一般宜采用切纸机。当切纸量较小时，也可用人工切纸。

8、化腊槽与卷筒合
化臂槽主要用于熔化石腊。小药卷装药后的封口浸腊，一般在化腊捕中进行。化腊着

还可以用于对已熔化的沥青保温。
卷筒合是人工制作纸简的操作台。每一操作台可供四个工人同时操作。工激为每个工

班3000～3500个。

9。木属筛分机
湿木粉在烘干之前，一般宜过筛一次，把大块的木屑、铁块等筛出。木粉加工量少

时，可用人工筛分。

10.木粉烘于盘
当每关木粉的烘干量不超过150kg时，选用木粉烘于盘烘干木粉。

烘干盘的规格为2400×1400mm。每台班热消耗62892～83736J。设备重量502kg，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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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参考价1325元/台。烘干能力50～0kg/ 台班，
15.3，4.2 专用设备
1，浆状炸药生产的主要设备
浆状炸药加工专用设备主要有反应罐和搅拌冷却机。
其它辅助设备有水计量桶、柴油计量耦、硼-铵溶液蒸汽锅、冷却槽、塑料热合机，其

余均为非标准设备。硼一铵溶液蒸汽锅可用50 L 反应罐代替。

冷却槽用铜板制成，其规格一般为300×200×300mm或据用户要求自定。一条生产
线配一个冷却精。冷却槽由现场自制。

2。乳化炸药生产主要设备
乳化炸药加工专用设备，主要有两种，一是乳化罐，二是混拌罐。其他设备和氧化剂

溶解罐和油相熔化罐都可选用K式搪瓷反应罐，或研究单位的专用设 备。RJ系 列乳化炸
药加工设备见表1-15-16。

1）乳化罐
乳化罐的容积，可根据设计规模确定。
2）混料罐

RJ系列各工房加工设骞配害衰 表 1-15-16

设备量量价 格
 法图设 备名称、膜格及性 能 号数量序号

（元）(kg)

售541 32
熔化、乳化工房

RJai-0100水相意化帽（带囊拌器及BID2-1，5-35握规针 带电机型号JO。7611素1
 N=1,5kW轮硫速器）

RJ81-07oE60水计量愚，容积6k 1个2
沈阳市衡器厂硝酸铵计量称LK-50-1 50kg 4101台3
随设备带来宫动漏温获置，包括 s01套4

1）WZB-BA，450×600铂热电阻湿度计
2）XQI-10x，0~120℃温度显示仪
8）声光讯号

RJ81-940050油相筹化罐 1台6
RJB1-0200700乳化器。包括 1套6

1）JZT-52-4型电避调速电机，N-10kW

2）提挣器
3）JZT塑控制器
4）倒糟电动机JO，-12-4，?=0，8kW

长沙矿山设计7Y075231个柴油计量精7
研究院图纸1.81个檠油计最桶架

RJ81-0801 水管1套专用管道。包括不懈钢情道保温管8 池管RJ81-N602

搅梓工房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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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设备重量价
数量设备 名 称、规 格 及性能序号

(*g) 《元）

4
RJ81~050932混拌器色括 1蜜

1）脱高式揽拌器及7，sW电动机
2）升降狭量电动机N-1.1kW
8）罐体200L，一个
4）平板率 1辆

同熔化，乳化工房中序号41套自动测温我置2

RJg-08042 钢 60备用平板车3

RJ81-0051551个备用罐体4

RJa1-05005001套发泡剂及添加剂溶化罐，客积10，包括6
1）电动搅拌器
2）瓶输温度计，0～100℃ 2 支

Rj1-07个计量勘，容积5kg营

包羹工房三
RDB-001200合RDB-L大药卷道药机带电动机，N=0。张W单

合生产能力900kg/h（每我5k，26秒钟装一袋）

RXB-061000台RXB-1小药卷包爇机警电动机，N=2.2kW单

台生产能力60kg/ h

注。表中设备图号除注明外，均为长沙矿山研究院原纸，

灌拌罐的作用是将乳胶体、能量与密度调节剂及其他添加剂概拌，并将炸药冷却。

3）其他辅助设备
每条RJ系列配备以下辅助设备;

（1）水计量器，每台水相熔化雌配置一个;

（2）油相熔化雌，每1～2台乳化罐配一个;

（3）柴油计量器，每1～2台乳化罐配一个;

（4）发泡剂及添加剂熔化罐，每1～2合混拌罐配--套;

（5）发泡剂及添加剂计量器，一套发泡剂及添加剂熔化罐配一个。

设备生产能力，一条生产线的生产能力为1000～1500t/A。

15，3.5 工费及 其配 置

15.3.5.1 工房组成

1。铵油炸药、铵松腊炸药、铵沥腊炸药

（1 ）硝酸铵破碎工房;
（2）轮碾机工房1
（3）筛、凉药工房;
（4）腊纸筒及塑料袋制作工房;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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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炸药包装工房;

（6）木粉加工工房（量少时可与贮存库联建）;
（7）沥青熔化确。
2。浆状炸药

（1）硝酸铵破碎工房;

（2）熔化、混合工房（包括凉药包装）;
（ 3）塑料袋加工工房。

3。多孔粒状铵油炸药
多孔粒状铵油炸药加工中所需的多孔粒状硝酸铵，一般为外购原料，矿山炸药厂不宜

自建造粒车间，所以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的加工，只需建混药工房。当有条件时，可在现场
涌制，无需建加工房。

4。乳化炸药
（1）硝酸铵破碎工房;
（2）熔化乳化工房;

（3）混拌工房;
（4）炸药包装工房;
（5）塑料袋加工工房。

炸药厂产量不大时，硝酸铵破碎工房可与熔化乳化工房联建。但在条件许可时，以分
开布置为好。

5.辅助生产工房

（1）锅炉房;
（2）维修间;

（3）化验室。

15.3.5，2 工鼻配置

1，工房配置原列

工房配置应考虑下述因素;

（1）危险品生产工房应尽量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工房中的操作

人员及劳动强度;
（2）生产工房的布置应便于人员疏散，不应把工房布置成封闭式或不剩于人员疏散

的形式。工房一般以单层建筑为宜，并呈矩形或正方形;

（3）有固定操作人员的非危险性工房不应与危险性工房联建;

（4）对于铵油炸药、铁松腊炸药、铵沥腊炸药，不应将混药工房与筛茜、凉药、装药、
包装工房联建在一起;

（5）铵油炸药、铵松腊炸药和铵沥腊炸药制造中工艺联系密切且操作人数很少的机

制腈纸筒制作工房，可与采用装药机的炸药包装工房联建，联建时 两工序之间宜设量

隔墙;
（6）危险建筑物之间若必须没置运输危险品的通廊时，宜采用散开式或半散开式的

运输通廊。两工房之间用管道或运输装置输送危险品时，应有防止传播的可靠措施，

（7）危险品生产工房的疏散口应畅通无阻，生产设备、管道和运输装置的设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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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任何地点的操作员不跨越任何障碍物就能安全疏散，也不应使操作人员在地坑内操作;
（8）A、B级工房底层，应根据需要设置安全窗，以便于人员疏散∶
（9）对危险品进行加热的设备，应设固定的测温装置。加热设备和管道外表官有隔

热措施
（10）各工房的建筑面积，除了考虑各岗位的操作人员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外，还应考

虐小型运输设备（如手推小车等）在工房内能够运转自如;工房内还应给成品或半成品的

暂存留相应的面积和空间。成品或半成品的暂存处应安排在建筑物的端部。
2。工房配置

（1）硝酸铵破碎工房
硝酸铵破碎工房中硝酸铵的临时堆放量不应超过一个班的用量。破碎工房的加料水平

应与硝酸铵库所在的标高统一考虑。本工房危险等级为D级。硝酸铵破碎工房设备配置设

计实例见图1-15-7、图1-15-8。

1

52_a9

【年2.0 IS0L0

图 1-15-7 硝酸被两道破碎设备配置
）一椭式酸碎机，2—二段凸轮破碎机。3一贮料漏斗;4一胶带运送机。

2）轮碾机工房
轮碾机工房属A级危险工房。一个工房中的轮碾机不能超过两台。轮碾机的电动机及

演速器宜安装在单独的电机间。

工房台阶式布置形式如图1-15-9。

3）筛药、凉药工房
筛药、凉药工序一般单独设置工房。当生产量不大或总图布置有困难时，也可与包装

工序合建一个工房。本工房危险等级为A，级。

工房设备配量设计实例见图1-15-10。

4）炸药包装工房
腊纸纸筒制作与炸药包装两工序可合并在同一工房里，但工序之间宜设置隔墙。本工

房危险等级为4，级。
工房配置如图1-15-11。

5）腊纸简及塑料袋制作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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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轴通略

图·1-15-8 硝酸铵一道破碎设备配置
1一加料需斗;2一盖板，3一飘式破莽机，4-出料植，5一电动机

 t0.2 自L2l

图 1-15-9 某炸药加工厂轮碾机工房设备配量
1一轮机，2一荣油计量展

腊纸筒制作可分为手工制作和机械制作。当产量不大（只一台φ2100轮碾机生产）时，

可考虑用手工制作。手工制作紧纸筒在卷简台上进行。一台卷筒台可供四人同时作业，各

用户可依工作量大小来决定卷筒台的数量。卷筒台与塑料热合机布置在同一工房内。

本工房危险等级为D级。工房设备配置设计实例如图1-15-12。

6）沥青熔化棚
熔化沥青一般用明火。即在熔化棚里设置沥青熔化懈，沥青熔化后运回炸药包装室，

置于沥青保温槽中保温待用。
7）木粉烘干工房

木粉烘干间一般可与干、湿木粉库联建。单建时，烘干盘设备配置见图1-15-13。



696 第一篇 露天开来

±C.0

±1.00

 图 1-15-10 某铁矿炸药加工厂筛凉药工房设备配置
3-下料需斗，2~筛药机，3-凉药机，4一排气阅，5~电动机。6-减遗机，7一电动机，g-津

退简轮中心线

Y关
1500;-240b-

-223- ±0.00

图 1-15-12 ×××炸药加工厂龄
纸筒及塑料袋制作工房设备配置图 1-16-1I 小药卷装药工房设备配置

1—纸筒制作机z一扁风机，3一塑料始合机1-立式双暂典药机，2-化脸箱，8一木殿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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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理红品

图 1-15-13 木粉烘、粉碎工房设备配置
1一木粉烘于盘，2一粉降机，3-电动机。4-一粉碎机架

8）浆状炸药熔化混合工房
浆状炸药的设备配置，大部分都采用高差自流式，如图1-15-14所示。但在地形条件

受到限制时，也可采用图1-15-15的配置。
本工房的危险等级，当炸药含梯恩梯（或黑索金）时，为A，级，否则为B级。

性10. 

A口-台-台

图 1-15~15 浆状炸药加工厂设备配置图之二图 1-15-14 浆状炸药加工.厂设备配爱图之一
1—般碎机iz一螺旋输送机。3一反应嵋，4-水计量1一破碎机，?一水计量循，3一反应颦，4-甲膏台，
桶，5一冷却揽持机;5—日菁粉、柴油温合箱;7-N却荣油混合桶，5一降却搅抹泡;6一冷却律

铝橡

9）乳化炸药熔化乳化工房
乳化炸药工房的设备配置，按工序的流水顺序合阶式设置。每层的高度决定于设备的

安装要求及人员的操作要求。
每个系列熔化、乳化罐的配套，可根据需要配置。

本工房的危险等级;当炸药的组分含单质炸药时，为4，级;否则为B级。
图1-15-16为某炸药加工厂熔化乳化工房设备配置图设计实例。图1-15-17为某硫铁矿

乳化炸药厂破碎及熔化乳化!房设计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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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图 1-15-16 某炸药加工厂"'熔化乳化工房设备配量
1-致带输送机，z-下网据斗，3-乳化罐，4一水计量器，E—柴油计量桶，6-水相熔化感，7-油

相熔化罐，8—中间漏斗，9一犁式卸料器;10一硝恢定量称，11一柴油着送管。

占--30-

I2.4

8Tan

-3000-十-—

图 1-15-17 某霍铁矿乳化炸药厂破碎及熔化乳化工房设备配置

1-投料漏斗，2~锤式破碎机，3-电动机;4-二级凸轮粉辩机，5一电池机。6一人字形漏斗;7一

螺旋输迭机，。一电动机（带减速机），9-预常调进料醋斗 10-水相预熔缝，-电动机〈骨减

速机），12一水计量解，13—螺定机下料漏斗，14一定量秤;15一定量秤F科漏斗16-水相熔化罐;

17一电动机（老减速机），18-水相计量罐，19—韵相熔化趣，，z0一水相着送管，21-油相输送管

22-乳化地;23一电动机;z4--电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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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乳化炸药搅拌工房
搅拌工房中的主要设备为混合罐和发泡剂嬉化罐。两种设备可布置在同一水平，也可

，置成阶梯自流式。
工房危险等级为4，级。
工房设备配置设计实例如图1-15-18，图1-15-19。

混合阈"

图 1-15-109 某硫铁矿炸药厂搅拌工房设备配置图 1-15-18 某炸药厂搅持工房设备配置
1一电动机;2一混合罐，s～减速机; 4一木质工 作 台;1—混合罐;2—-混合罐我持器，3—发泡剂熔化地，
5-一平台车，～电动机，7一减速机'8一发泡剂薄化增4一发沟剂计量器，5一发泡判输料警

》一发泡剂计量幅。 10一台称

（1）乳化炸药包装工房
乳化炸药包装，分为小药卷包装和大药包包装。
包装是炸药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工房的面积除考虑一般的因素外，应给成品的暂存

图 一定的存放面积。
包装工房的设备配置设计实例见图1-15-20、图1-15-21。

40.0

图 1-15-20 某炸药加工厂乳化炸药大包包装工房设备起量

1-大药包包装机，2-塑料热含机，9一包装合;4一凉筋增;B-般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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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21 某炸药加工厂包装工房设备配置
1-小药卷获药机，2-凉药情，3-包装台，4-化腊捕，5-大药包包装机，6-题料粘合机，7-包

藏色

15.4 定 员

炸药加工厂的操作工人在设计中除了个别工序（如卷腊纸筒及装药）外，其他生产人
员主要按岗位配给。国内矿山炸药厂人员配给实例见表1-15-17。

几个矿山炸药人 员 表 表 1-15-17

职 工人 数（人）
工作制度名 炉 药品聊序号

非生产 金J生 产

 651
306天/年暴矿公司献家湾炸药厂 9 190153钕油炸药1
2毫/天浆状炸药
3小时/衰

售兴钢矿炸药厂 3906天/年s1浆状炸药 63 94
2班/天
6小时/班

2/天50大宝山铁矿炸药厂 s4接松脸炸药 6
B小时/班乳化炸药
30t天/年293瑶岗仙愉矿炸药厂 26法轻膜炸药
3班/天
急小时/斑

230天/年16 4B32较袖炸药西华山钨矿炸药厂5
2班/天
急小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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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工人数（人）
名 炸药品种 工作制度序号

非生产生 产 全 厂

r5 841
22天/年1818 34冷加工浆状炸药大石河炸药厂6
2班/天
a小时/毫

250天/年69铵松匿炸药大当山棉矿冲态厂
2毫/天
0小时/寒

300天/年168 82领录山炸药厂 皱油炸药岛
浆状炸药

3班/天水胶炸药
8小时/蜜乳化炸药

28天/年热加工浆状炸断大洽铁矿炸商厂B
2班/天
8小时/毫

国内矿山炸药厂人员定员设计实例见表1-15-i8。各种设备的操作人员的配给，可参

见表1-15-19。

泰 1-15-1几个矿山炸断厂的设计定员

职工 定员（人）
工作制度炸 药 品 种名广 非生产序号 真按生产 金厂人员人

300天/年63 20165乳化炸两挚矿公司挑家德炸所厂1 2章/天被油炸药
B小时/脏

800天/年843153核松磨炸药、浆伏炸大宝山铁矿炸离厂2
2班/天药
B小时/迹

300天/年863359乳化炸药云浮模铁矿炸药厂5 2避/天多孔粒状
8小时/班铱油炸药

同意5峡油炸药乌龙泉石灰石矿炸商厂4

囊 1-15-18备种设备编作人员配备参考豪

每台设备操作人员 注备设备名称及工种序号 《人/班》

3a
3（其中加料工1入）多2100轮限机
3（同上）1800轮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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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每台设备操作人员
备注设备名 称 及工种序号

人/斑）

2 3.1
产量小取 F限。4～8硝障按破碎机2
产量大取上限2~4（包挥拆包）其中。加 料 工

操 作 工
赞 料 工 -__—_,

2~3册、凉药机3
双臂，每官1人粉药装药机4
运料加料工 1人

乳化炸药灌药机
3<加料以人，操作2入） 台时滤力为8tkga，小药卷包装机
3（加料I人，操作z人） 台时能力900kgb，大药海包装机

2 台时能力7201个股纸筒制作机
300个/人班初工作量而定手工制作腊纸商工7
每工250kg视工作量而定手工義小药卷工

切纸 机9
每工50m*视工作量而定手工切纸工10
浆状炸药加工z《包括加料）反应罐ⅡI
同 上冷却携挥池12
同 上2～4凉药及胰病13

乳化药加工2（包括加料）熔 化 罐14
运料工另配乳 化幅15
肉 上1混合16

1发油剂悉加剂熔化姻17
一台 φ80混合器1人，糟送工8人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灌药工18
一台φ20轮碾器2人，输送工2入

】（另配塑料痰桥作工2人）多孔粒状法涵炸药包孩工18
注，1，以上表中人员定额系指工艺设计部分的人员配套。

2.各工房之阔的运料工另配，
3.上表未考虑在量系数∶
4.警卫人员另配。

15.5 技 术 经 济 指 标

15.5.1 炸 药 威 本
炸药成本一般按下列各项目进行计算，原料费、工资及辅助工资费、动力费、燃料及

辅助原料费、车间经营费。
（1）铜录山矿炸药厂成本计算如表1-15-20。

（2）大吉山鹤矿炸药厂成本计算如表1-15-21。

（3）年产2100r多孔粒状铵油炸药成本计算（设计实例如表）1-15-22

几个矿山炸药厂的原料购入价格参见表1-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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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炸薪每均成本计算（元） 表 1-15-20

项 日 菜 状 炸 药 乳 化 炸 药序号 楼 油 炸药

7t7,5098.5a原 料 贵 419.2B
108,0 18s。0工资及辅助工资 108.02

26,28 46.5817,0动力费3
燃料及辅助顺料 165.8762.B9 61,183

196.50160.35 186.35车间轻费6
1243.99782.?s 1071,09出厂成本

我 1-15-212'皱橙赋炸药每鸣成本计算〈元）

目 银项额 金序号金日序号

燃料及轴助原料费 244,38398,85原 料 费
车间经费 95,32192,58工资及辅加工资2

950,0出厂成本18,28劳 动 费8

表 1-15-22多孔管状被油炸赏成本表

总 成本总 消 辊单位成本单 价 单位消耗项 目序号

原 村料
5292612625.20,06典 油（D 4201

78989519s$780.4400多孔粒状硝蒙缺（）2
a42520401.2小计
70or 3,31000每工年工资及辅助工资（元》二
e4004.0混药 费（元）三

105o0050包 装 费（元》四
96232045.60合 计<无）

注。表中混药费，包括车间经费和水、电、汽消能费用。

15.5.2 基 建 投 资
目前已建成或筹建的炸药加工厂，多数属于阳厂改造或扩建，与完全新建厂的投资额

不同。表1-15-24所列为设计投资帜。



704 第一篇 露天开采

表 1-15-23几个矿山炸韵厂的每唯原料价格（元）

瑶团 如德兴褥矿 姚 家滓
职 料 名 称 歪头山铁矿炸药广大宝山炸断厂

炸 药厂 炸 药厂炸药厂

朗酸 蚀 235.0020,00 284.00ai.00 270,0e
336.0o硝酸 钠 700,D0 700,00 94,D

《多孔粒伏硝缺）

860.00亚硝酸钠
7700。00乳 化 剂

1340.001800。D2石 蜡
2Q.00168.00木 粉

750.0轻 番 4044.00
49,00题 煤 42,00

凡 士林 1481.00
1700,601750.85梯 恩 梯

500.90 4800.00田 青 粉
350.0050o.On80.0柴 油 505,00

800,80碳 酸 的
7150~7500钽 好

285,00沥 青
48,00每令30克牛皮纸
29,30每令40克卷纸

表 1-15-24几个炸满厂的设计报宴

大空山铁矿乌龙泉石灰矿云浮薷铁矿
姚家淘炸药厂投 贵 项 目 炸 药 厂炸 茜 厂炸 药 厂

2，854，4图32,490,005,717,17,725,883总投资（元）
2,255,4762,473,3694,074,502其中，建 筑 费 1,800,700 28,09923,16749,818安 驶 费 174,254160,300438,293713,436设 备费
280,4529,000722,221,396、4其它
135，92卷581,06S不可预见费

注。大宝山炸药厂两种炸药的生产时间是错开的，一种炸药生产时，另一种即停产。

15.6 爆 炸 材 料 库

15.6.1 库房的类别及组威

15.6，1.1 爆炸材料库的分类
1，按库房所在位置分

1）地面爆炸材料库;
爆炸材料总库和原料库多采用这种型式。

2）理入式爆炸材料库∶
平峒式燥炸材料库属这种型式。

当受到场地的限制，不得不把炸药加工厂和爆炸材料库布置在同一区域时。为安全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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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可利用陡坡或岩壁等地形条件，把爆炸材料库建于山坡下，成为埋入式爆炸材料库。
3）地下爆炸材料库∶
地下开采的矿山，往往在地下建地下爆炸材料分库。

2。按库房使用性质分

1）爆炸材料总库;
担负贮存全企业的爆炸材料。
2）爆炸材料分库，

包括地面分库和地下分库。一个企业有总库是否还建分库，视炸药消耗量大小、总库
距爆炸地点的距离等条件而定。如果总库的场地及对外安全距离受到限制时，可以考虑建

分库。

15.6.1.2 库房阻成
矿山自产炸药时，除了炸药材料库外，尚须设原料库;若全部爆炸材料均为外购，则

只建爆炸材料库。
1。原料库房

原料库房可设在爆炸材料库区，也可设在燥炸材料生产区。
原料库的设置，要视所生产的炸药品种而定。对于矿山常用的确铵类炸药，需设置下

列原料库
（1）硝酸饺库;
（ 2 ）硝酸钠库，量少时可 与硝酸铵同库分别存放;
（3）亚硝酸钠库，为毒品岸，且与硝酸铵接触易产生剧烈氧化而自燃，故要求单间

或单库贮存;
（4）综合原料库，乳化炸药、浆状炸药生产中，用量较少的原料可采用同库分间或

分堆贮存，称综合原料库;
（5）柴油库，当用量较大，且距矿山的总油库较远时，可设单独的柴油库。否则只

设桶装贮油稠;
（6）梯恩梯库，为单质炸药库一般设在爆炸材料贮存区，

（7）生产铵油炸药、铵松腊炸药和铵沥腊炸药时设置木粉库，一般与木粉加工工房

联建。
2。燥炸材料库房
1）誉炸材料总库
包括炸药库、雷管库、导火索和导爆索库和防护土围，以及警卫值班室、岗亭、消防

撒施、围墙（刺网） 等附晨建构筑物;

2）地面爆炸材料分库

包括总库的建筑项目和起爆材料加工室;

3）地下爆炸材料分库
包括炸药贮存室、雷管贮存室、导火索和导爆索贮存室，以及雷管检查室、雷管加工

室、放炮工具室、炸药发放室、电气设备室和消防工具室。后面六个辅助峒室一般可利用

通向库房巷道的尽头设置。地下分库必须设置防火打、栏栅门、铁门等辅助设施。地下炸

药库常用的有两种。峒室式（风图1-15-2）和齿槽式（见图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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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23 也槽式炸药岸图 1-15-22 铜室式炸药库

1一齿植库房，2-挡墙，3-铁门《-运输巷激1-库房，2—霄管检查室，3-放炮工具室，4一炸药
发放室，5-电气设备室。6一防火门;7一栏栅门

8一铁门;g—矩输巷道

15.8.2 库房容量及堆放规定

15，6.2.1 库房容量

1。各种危险品同库存放的规定
当危险品的蓄存量少时，可合建库房，几种危险品同库贮存必须严格遵循表1-15-25

之规定。

囊 1-15-25备种危险品筒降存放的提定

火非二硝描衷化浆状水欧硝按类 胶质
导爆索苦味酸黑火药操索金障蒽据危险晶名称 家扫管置视酚炸药炸药 炸药炸药作 药

t黑索金 +*4梯思梯
＋十4硝怯类炸药

胶质炸药
水胶炸药
浆状炸药
乳化炸药
苦味酸
黑火药
二硝基重氰脱

＋导爆索
电留管
火雷管
导火索
非电导爆系统
注，1，*+"号表示危险品名称类内横行的某种危险品与竖列的某种危险品二者间可同库存放，4-》 号则表示

不可同摩存放。
2。当库内存放阴种以上危险品时，其中在何两种危险品均应能满足同库存放的要求。

3，表内硝恢类炸药指确候炸药，皱油炸药，按松膜炸药，紫西骗炸药、多孔粒状被油炸药、法梯黑炉药。

2。原料库房容量
单个的硝酸铵库最大允许贮存量为40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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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原料总贮存量，视货源难易、运输条件和气候条件而定。一般矿 山的贮存量按
2～6个月的原料消耗量考虑。

3，爆炸材料库房容量
1）爆炸材料库单个库房最大允许贮存量参见表1-15-12。
2）燥炸材料总贮存量
（1）总库

外购炸药时，总库内炸药不超过半年用量，起爆材料不超过一年用量;炸药 为自产
时，炸药量主要根据炸药厂的生产能力、矿山每次大爆破成中爆破的炸药消耗量及其燥破
的时间间隔，再结合炸药允许的贮存期确定。对于自产炸药，应尽量少存，以最大限度地
减少库房的建筑面积。

起爆材料不超过一年的用量。
（2）地面分库

分库内炸药总量不超过十昼夜的用量;起爆材料不超过一个季度的用量。

（3）增下分?
分库内炸药总量不超过三昼夜的用量（单个的存药啊室药量不超过2t）;起烯材料不

超过半个月用量。
（4）燥矩材料发放站

存药量不超过一昼夜的用量（药量不得超过40kg 起爆材料不超过七昼夜用量。
15.6.2.2 堆放规定

1，炸药
（1）堆垛应使危险品有良好的通风。必要时堆垛可使用适当的垫板;

（2）应留有理道使每个堆垛便于检查、清点、装运以及窗户的开关。炸药堆操以四
箱（袋）为限，箱堆间距不小于0.3m，箱堆与墙壁间距不小于0.5m（地下炸药岸为0.2

m），人行通道宽度不小于1，3m。

（3）堆放炸药，导火索时，总高不应超过1.8m;浆状炸药袋堆高不超过两层。

2，起爆材料
（1）雷管放在木架上或地面上均可。木架上每格只放一层。最上一格距地面高度不

超过1.5m;若存放在地面时，高度不超过1m，间距与炸药的堆垛要求相同。地面应敷设

软垫或木板。

（2）导爆索和导火索的堆放方式与炸药箱堆放方式相同。

3。原料
硝酸铵、硝酸钠等炸药原料的堆放，提装原料堆间距离与袋装炸药相同，使岸内通风

条件良好。堆放高度不大于2m。桶装原料一般只堆放一层，木粉石蛤准放方式不限。

15，6.3 爆炸材料库库房面积及实例

15.8.3，1 炸药库库房面积的确定

1。炸药包装规格

各类炸药包装规格如表1-15-26所示。

2。炸药库库房面积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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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1~15-26坤 菌 包 鞠 氯格

炸药箱外形尺寸 量（kg
制 造 厂炉 药 名 称

净重（长×宽×高）mm 重 --__—_-.
3

肃宁地区化工厂24.O27.5岩石炸药 480×300×240（输装）
圆 上24,026,050×340×200（箱藏）岩石炸药

赣州有色冶金化工厂26.058×340×Z4（精装）2*岩石炸药
抚顺矿务易十一厂24.0585×围×1a5（箱装）2°岩石炸两
辽宁东风化工厂24.064×340×230（粮赖） 28.02*岩石炸蒿
黄州化工厂-O一分广24.03,0570×400×275（帮装》'2岩石缘梯炸药
雅安化工厂24,040×3×280（箱装）2*岩石炸药
铁西商洛地区化工厂24,0540×350×228（箱装）2*岩石炸药
北京矿务局化工厂E20×30×200（箱费）2*抗水岩石炸药
韶关309厂24,0的D×4×200（箱费）2*岩石炸药
穆出第二化工厂24,559×430×24b箱装）2*岩石炸药
教矿公司炸药厂24.057Dx39×280（着装）按油炸药

网上23.0φ30φ×450《装装）被油炸药
震宁地区化工厂25.0《袋藏）恢油炸药
抚顺478厂45.065。0720×80×372<箱装）模思梯炸药
霍安化工厂24,0540×350×28（箱费）乳化炸药

25.64转×30×300（小滑卷装）乳化炸药
15.0【450×2zt×250（中着包装）乳化炸到
16。450×3a×260（中需包装）乳化炸药

取宁地区化工厂25.0乳化炸药
导矿公司炸药厂20.07×d50×3D（袭装）假状炸药
北京矿务愚化工厂60×208×1阳（箱義）钼-100墨灌状炸药 │
江南化工厂20.060×360×200（箱装》胶质炸荷
庆阳化工厂32.。4810×370×267（箱装）4o??质炸药

库房面积根据炸药箱（袋）的包装尺寸和堆放规定来确定。

表1-15-27为设计和生产的库房面积实例，供参考。

15，6，3.2 起漏材科库库房面积的确定

1。起燥材料包装规格
表1-15-28所列为各不同生产厂的起烯材料包获规格。

2。起燥材料库面积的确定
确定库房面积时，可参考表1-15-28中的包装尺寸，并遵照有关的堆放规定 和存放量

来确定。表1-15-29为设计实例，可供参考。

15.6.5，3 取料摩房监积的确定

炸药的原料品种较多，一般为非燥炸危险品。但在存放时应注意几个事项。

（1）有毒的原料应单独存放，
（2）对于在互相接触中可能加速氧化分解发热的原料，最好分库存放。同库存放

时，中间应以隔墙分开。
硝酸铵是炸药加工的主要原料，且是弱性炸药，在存放中必须遵循《设计规范》中的

有关规定，再根据硝酸铵的包装尺寸（长×宽×高为800×400×180mm）和存放量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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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生产的炸药库房面积实例 囊 1-15-27

每mi贮存量 图 号面积（长× 宽）{m）炸 药 名 称 数量（t） (t/ins)

25通土1<鞍）被油炸药 多×810
16×g 25遇±43（胺）0.1920

避19±-19<长）16×8 0.2180
28×9 通16土-20（长）0.1948
36×争 0.10 通16±-21（长）go

60× 12 遭167±-7（长）120 0.17硝蚀炸药

宝来182土〈长）0.1714.4×615被松腊炸药

宝采164±（长》0.1218×920浆状炸药

1×0 9,2820 2 乳化炸药 0.3116×630

铜录山铜旷炸药厂0.1816m*30硝按炸药

票木福矿炸药厂202m' 0,2040铵松腊炸黄

西华山锦矿炸两厂0.23347,4Zmt硝被炸药厂 合0

注，1.库房面积均不包括套间。
2。〈长）、〈●）分别为长沙和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通用图。

囊 1-15-28屋师材料包软规格

重量 （kg>包装箱的外形尺寸
制 适 厂数量起爆材料名称

净重毛重长×宽×高Xmm）

3 421
抚颁江峰化工厂100发20.080×370×285s电霍膏（纸亮、即发）
韶关309-100发β电雷管（服料光、即发） 635×365×275
陕阻庆华电器制造厂1000发25,0g电蓄臂（纸光、即发） 510×410x280
绵阳地区化工厂1000发20,0g电管管（纸壳、即发） 520×340×240
抚顺矿务局十一厂1000发18,0B电管管（纸壳、即发） 599×270×20
赣州有色冶金化工厂500发17.0s40×44D×1708°需管（低壳）
雷蓄九六五四厂5040发20.0628×420x178B雷警{纸壳》
编阳地区化工厂500发16.5540×420×21b8置管（纸壳）
咸字地区化工厂B040发20.05BB×488×170s火渭管
抚顺红峰化工厂6000发16.023.0560×440×150火需管（纸亮）
赣州有色冶金化工厂1000发14。05断0×330×1806°死发电露臂
绵阳地区化工厂1000发520x340×240 22,0a"毫秒电围管
抚顺矿务局十一厂1000发590x270x200 18。0秒延电省管
赣州有色冶化工厂500米/箱510×470x23 24.0工业棉抄导爆囊
同上5oa来米/510×470×280工业塑料导燥索

500米/箱 取宁地区化工厂480×410×210 20,0导燥索
截州有色治金化工厂按用户要求包装630×330×30导燥管一半秒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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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包装锢的外形尺寸 篮量（kg）
制 豫 厂数量起燥材科名称

长×宽×高Xmm） 手重净重

抚顺矿务局+-厂600×300×300 18.0非电毫秒置管
广西大华化工厂6I×403×313 16.D非电意秒雷警
网上S18×403×313 14。0非电毫沙雷臂

鞭州有色冶金化工「830×330×3S0 按用户要求包接导燥管一毫秒留管

威宁地区化工厂1000480×41D×210秒延冒管
500m 赣州有色冶金化工厂510×470×280塑料导爆管
10b0mn 同上35,0660×350×250导火索

国营9654厂1000m24.0导火索 400×400×450
雅安化工厂100m导火素 25.0B00×40×270
绵阳地区化工厂1000rm导火索 24.0390x390×500
柳州二化1000m22.027,0导火索 450×450×485
东北机器制造厂研究所20kg爆被弹 38.0430× 546
同上339×d5010kg爆破弹 24.0
同上300 ×420 19.0Gkg爆玻弹

表 1-15-29起爆材料库房段计实例

单位夏积存量 图号库房面积数 量起 燥 材 料

286置±41（胺）0.1489×68箱/万发电雷管
2通±49（默）0.14818×6160箱/16万发
25通±41（蒙）0.749×6405箱/40万米
26源±-43（鞍》0.7418×B800箱/80万来导火索
28通±-4K胺）0,569×680箱/30万米导爆索
236通土一 43（鞍）0.5618×61200箱/60万米导爆素

注。1.座房尺寸不包括套间）
2，《胺）为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的通用图。

库房的面积。
表1-15-30为硝酸铵库房设计实例。

表 1-15-30确● 使库 房设计实卸

图号单位面积存量（t/m'）面积（长×宽》（m）库房容置（t），

通163±1-14（长）0.7112×760
源183±1-15（长）0.8316×880
z6通±S4（蒙）0.4624×9100 2通士35〈蒙）36×9150
26通±3B（楼）0.5630×1z200
通183±1-1I7<长）0,7128×12240
宝来41± （长）0.6442×12300
26±31（鞍）b.5248× 12300
26通士38（鞍》D.5660×1240a

注∶（长）、（蒙》分别为长沙、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通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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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炸药的检验与销毁
15，7，1 年 药8 检 验

各种半成品的检验项目如表1-15-31。

率咸晶检验的主要项目 表 1-15-31

半成品名称序 号 主要检验项目 分 析 次 蒙

硝酸恢 每班一次水分、纸含量、细度
梯思梯 同上细度

同上食盐 水分、细度
同上木粉 水分、细度4

每潮一次炸药 水分、殉爆
水分、细度、药温 每班一次筛、凉药6
规格尺寸，重量、脂重 每班一次小腊纸筒7
封口、药盒、密度、聚能穴装好药卷 每班至少一次

成品检验的项目如下;
（1）中包浸水试验;每班至少从包装箱中取五包作授水试验，把药浸入室温下的水，

中5cm，时间10min，取出擦干外面水珠，打开中包检查，最里面的中包层不漏水，合格
率达80??上。

（2）药卷外径检验∶用规定的上、下限样撇检查10个药卷，应符合下述规定，32±

1 mn,35±1mm;
（3）药卷药量测定，取10个药卷，分别称取各药卷重量和倒净药后蜡纸筒的重量，

其差值即为药量净重，并应符合下述规定，150±3g;200±5g;
（4）药卷装药密度测定，测出药卷的直径和长度（从药卷一端凹处到另一端回处）

及药卷重量，按下式算出装药密度P（g/cm2）;

式中 g ——-药卷净重，g;
a---药卷直径，cm;
 -药卷长度，cm。

该项目测定四次，取平均值，精确到0。01g/cm2;
（5）药卷用纸量和防潮剂用量测定，分别称取10个药卷总電，10个腊纸筒的总重和

10张卷筒纸的总重，即可计算出纸量（克/100克药）和含蜡量（克/109克药）;

（ 6）殉燥试验;
（7）猛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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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2 试验场与籍羲场

15.7.2。1 炸药试验场的设计原则
炸药加工厂一般应设置专门的试验场。试验场的设置及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1）工厂的炸药试验场宜布置在工厂区以外的偏僻地带，

（2）当一次最大的殉爆药量不大于1kg 时，试燥场地面积可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而
定。作业点及其附近地面，不应有右块和含有块状物的土壤，

（3）试验杨周围设置的试验准备间（休息间），距实验场边缘不应小于35m;
（4）试验场周围宜设置高度不小于2 m的阻拦网或防护土圈;
（5）殉嫖试验场边缘距周围其它建筑物的距离，不宜小于200m。
15.7，2.2 炸药箱毁坏的设计原则
（1）当炸药的销毁采用炸毁法或烧毁法时，应当设置炸药馆毁场;
（2）炸药销毁杨应布置在厂区以外的山沟、丘酸、盆地或河滩等安全地带。其作业

点及附近地面，不应有石块和含有块状物的土;

（3）一次最大销毁量，采用炸毁法时，不应超过 2kg，采用烧毁法时，不应 超过

200kgJ
（4）当杨地周围没有自然屏障时，炸毁场周围宜设高度不低于3 m的防护土围，

（5）悄毁场边缘距周围建筑物的距离不应小于 200m;距公路、铁路等不应小于

100m;
（6）销毁场不应设置待销毁的危险品仓库。应设置人身掩体。拖体布置在销毁作业

物的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侧。出入口背向作业场。距作业场地边缘不应小于50m，掩体之

间距离不小于30m;
（7）销毁场设置围墙，其材料可根据当地情况选定。围墙距作业场地边缘不宜小于

50m。

15.8 炸药生产的安全技术与工业卫生

15.8. 安 全 擅 术
炸药是一种具有易燃和易燥危险的混合物，无论在制作加工和使用方面，都必须遵守

规范，以保证生产和人身安全。
在进行厂址选择，总图布置（即对内，对外的安全距离），工房绪构确定，供热供水

和排污，供电防雷以及采暖通风等方面要特别注意有关安全要求。

15.8.2 工 业 卫 生

15.8.2.1 逼风及空气馒节
凡有粉尘、药尘、有害气体的工房应设通风排尘装置。主要生产工房的药尘、有害气

体的浓度不得超过表1-16-32中的规定。
有爆炸危险的主要工房应分别设计通风排尘装置，且不应与其他工 房的通风系统联

接，排尘装置应设有水洗除尘的设施，空气经洗涤净化后方可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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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1-15-82有关工业毒物的浓度标准

浓度标准（mg/m*）工业 靠 物 名称号

80氮
各种氮氧化物（以N;0.计）

405丙铜
苯6

甲苯 10
5

硝化甘油
三确基甲苯

7

15氯化氢
二氧化硫

30一氧化碳I0 0.01水 省1L

根据工艺需要，在夏季生产时，特别是南方炎热地区，混药、筛药、装药、包装等工

序要尽可能采用空气调节。
15.8.2，2 污水处理

炸药工房，特别是含梯恩梯的硝铵炸药、浆状炸药的生产，排出的污水要经过处理后

方可排放，废水排放标准为每升水中含梯恩梯不超过0.5mg。

不含梯恩梯的硝铵类炸药，其排出的废水为低浓度的硝酸铵水溶液及少量的油类。不

是大规模或特大规模的生产，可不作专门处理。
乳化炸药生产中排出的废水，只设置废水沉淀池，也不必专门处理。

15.8.2.3 个体防护
炸药的原料很多是有毒或具腐蚀性的物 质，如 梯 恩梯、硝酸铵、硝酸钠、重铬酸钾

⋯⋯等。因此，在生产中必须注意做好工作人员的个体防护。

工厂要设立必要的福利设施，如淋浴室、更衣室、饮水站、饮食加热器、车间食堂、

流水洗手池、洗衣机等，女工较多的工作场所附近应设置妇女卫生室。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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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矿山环保设计依据及内容

18.1.1 矿山环保设计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号命

令（1979年9月13日）;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81）国环字12号;

（3）《国务院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几项规定》，1983年;

（4）环境保护标准（GB3095—82，GB3096—82，GB3097一82及GB838一3等）;

（5）《污染物排放标准》（GBJ4—73等）;
（ 6）《冶金工业环境保护设计若干规定 》

（7）建设项目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试验与分析测定资料（如地质报告中的矿岩化学成

分;水文地质报告中的地下水质成分要素。）1
（ g）环保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意见。

16。1.2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书在设计任务书阶段或可行性研究阶段编制，它是建设项目立项的依据

之一。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一般包括∶
（1）总论，环境影响评价的依据;项目建议书的审批意见;评价大纲及其审批意

见;所采用的标准;协作单位及分工等。
（2）建设项目概况∶建设规模，矿石与岩石数量、组成成份，工艺水平及流程，公

用设施，近、远期发展规划以及有害物质排放数量方式等。

（3）周围地区环境现状;通过必要的测试，收集现有的地质、地貌、气象、水文、

土壤、动植物、交通、文化及社会经济和现有污染源现状资料等，做出环境概况分析。对

矿区周围地区大气、水、土壤、噪声的环境质量状况作出测量描述。

（4）建设项目对周圈环境 的 影响分析。主要包括对周图大气、水、土壤和噪声的影

响分析。
（5）评价结论∶分析建设项目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对建设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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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并对环保设计提出要求。

矿山环境评价的具体项目见表 1-16-1。

矿山 环 境 评价 项 目 表 1-16-1

主 要评 价 要 素可 能 产 生 的污 染 物项 目

粉尘、麦水、噪声、政坏植被、地表陷落 大 气 质 量 评 价果矿场及
水 质 质 量 评 价运输线路
生 态 质 量 评 价
环 境 噪 声 质 量 评 价

大 气 质 量 评价粉尘、淋浴房水，泥石流、破坏植脏剥 离 物
水 质 质贵 评 份排 穿场
泥 石流 评 价
生 态 质量 评 价

水 质 质量 评 价废 水、噪 声机 修厂
环 境噪声 质量 评 价汽修 厂
水 质 质 最 评 价废 水炸药加工厂
大 气 质量 评 价粉 尘、噪 声9山破碎
环 境嗓 声质量 评 价

环境 噪 声质 量 评 价晚  声空压机站
大 气 质量 评价粉 尘、噪 声矿井通风机
环 境 噪 声 质 量 评 价

大 气委量 评价粉 尘锅 炉 房
水 质 质量 评 价度水、烟 气生 活 区
大 气 质 量 评 价

表 -18-2大气、水体、土壤质量评价参数

备注败价参评评价类型
一般多选用二氧化（1）颗粒物 总悬浮物、飘尘，大气质量
硫、赢尘、氮氧化物（z）有客气体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奥氧，评 价

（8）有害元素 氟、汞、铅等;

（4）有机物 苯并（a）芘、碳氢化合物

一般滤 用10 项左（1）感官性状参数 昧、嗅、酒色pH值、通明度、浑浊水体质量
右，如pH值、总悬浮度、最浮物、总固体等，{ 物、溶解氧（DO）化（2）氧平衡参数，溶解氧（DO）化学耗氧量<COD）、生化

学矩氧量（COD）、生葡氧量（BOD）、总有机联（TOC）、总耗氧量（TOD）;
化需氧量（BOD。）、（ s）留养盐类参数，硝酸盐、氯盐、砷融盐等，

酚、氰化物、砷、隶、<4）零物参数，甾、氰化物、砷、汞、铅、铅、幅、有机氯等，

铬，大肠杆整等（5》流性病学参数，大肠杆整等

（1）重金属及其它无机毒物，泵、镉、铅、铈、铜、铬、土壤质量
晚、砷、氟，氰化物等）甲 价

（2）有机想物，海湾洋、六六六、石油、酚、笨牛（a）芘、

多氯联萃等;
（3）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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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价参数是指进行环境质量评价时所采用的对环境有主要影响的那些污染物（污染因
子）。一般选择排放量大，浓度高、毒性强，难于在环境中降解，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
危害大的污染物以及反映环境要素基本性质的其它因子作为评价参数。常用的评价参数见
表1-16-2。

16.1.3 矿山环保设计内容

初步设计环保篇 （章）的设计内容一般如下;

（1）对编制依据应予说明，其中应特别注意以下内容的说明∶

设计任务书中对环境保护部分的意见及其审批意见;

环境影响报告书有关环保设计的要求及其审批意见;
地方环保部门对该建设项目环保设计的特殊要求。
（2）对废水、度气、废渣（即废石）和噪 声等污染物的排放数量和治理措施及效果

的论述。具体内容有;
炸药加工厂皮水、机汽修废水、矿井和露天采场废水以及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水质和

治理设施及治理后达标情况。
采装、运及破碎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的治理措施和达标情况。

废石排放数量。废石中有害元素的含量及淋浴废水对地面水体的影响分析，废石杨位

置、面积、堆高、防止扬尘和泥石流的措施等。
主要发声设备如凿岩机，挖掘机、空压机、破碎机、筛分机、通风机、机车及汽车的

声压级及其治理措施，治理效果。根据环保质量评价写出厂界噪声值。

对矿山开发引起的生态变化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并扼要说明矿山绿化面积、绿化系

数、复显设计等。
论述矿山环保监测站的设计等级，人员配备，投资及面积、监测任务、范围和内容。

环保投资、投资比例及投资分析。
环保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

16.2 矿 山 污 水 治 理

矿山污水主要指炸药加工厂污水，机修、汽修污水、矿并和露天采场外排污水以及生

活污水等。
我国矿山排放污水的种类有含砷污水、洗矿污水、酸性污水、含悬浮物废水以及含盐

污水等。这些污水外排时给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必须进行治理。

16.2.1 浆状炸药集工厂污水治理

】6.2，1.1 靠状炸药度水的转点及排触标准
浆状炸药厂所排废水中含有T，N，T（三硝基甲苯），D，N，T（二硝基甲苯）和

D，Y.T.S（二硝基甲苯碳酸钠）等硝基苯类有毒物质，渭芳香族的有机化合物。处理前，

废水中硝基化合物浓度一般在20～80mg/L之间。

我国《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中规定∶在工厂废水排出口，硝基苯类物质最高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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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浓度为0.5mg/L。卫生标准规定，地面水中硝基苯类物质最高允许浓度为0.5mg/L。
16.2.1.2 硝基苯类废水的治理
处理方法较多。目前多采用吸附法。
硝基苯类废水多采用活性炭作为吸附剂。活性炭是一种多孔性结构的物质，它有很大

的比表面积，一般可达500～1700m*/g，吸附能力很强。
采用活性炭吸附法处理硝基苯类废水，具有工艺简单、运行可靠、吸附效果良好、处

理费用低等优点。

18.2.2 矿山酸性水治理

16.2.2，1 酸性废水的形成
在金属、化工和煤炭的生产矿山，由于有些矿山的矿石或围岩中，含有碱化矿物，

这类矿物经风化、水及细菌的作用，有可能形成酸性水。废水中含pH值一般在2～4之

间，外排后对农业和鱼业生产影响较大。几个矿山的pH值及有害元素含量列于表1-16-3。

表 I-76-43几个矿山的pH值及有客光素含量

翼丁家山有畜 元素 大冶铁矿凹山铁矿东乡铜矿湘潭锰矿川埠煤矿 隧铁 了铜含量（mg）
2~34～52,72～31,8~4,23-3.82,81pR值

506总般度
4120400～50004322SO.- 7789

Hg
170～4820～a04.2~72Cut· 46518～411Fe*· 200 9.L7.6-5438400Fe*·

10～25总 铁
10～800800～80018.Mn*

50～190A1·
30820～300Mg"

.6A8 10
、]

18，2.2.2 酸性康水种类

矿山酸性废水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1）含铁离子的酸性废水;
（2）含铜、铁离子的酸性度水;

（3）含锰、铁、铝等离子的酸性废水;

（4）含砷、铁等离子的酸性废水;

（5）含汞酸性废水。
在处理酸性废水中，除将酸性废水中和外，还必须净化其中的有害元素，综合网收其

有用金属。
16.2.2.3 含铁离子的酸性度水治理

1。石灰中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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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中和除铁的实质是氧化钙溶解于水中，生成呈碱性的氢氧化钙，同酸性水中的酸
类物质起中和作用，氢离子的液度亦随之降低，而相应地增加其氢氧高子，当达到一定浓
度时，酸性水的铁以氢氧化铁的形式沉淀下来，达到中和除铁的目的。

2。石灰石-石灰中和法
首先用石灰石中和使酸性水的pH值由3左右提高到5以上，但对Fe"的 净化效果很

差，散在石灰石中和后，投入石灰净化Fe*'。
16.2.2.4 含镉、喉离子的酸性水治理
这类酸性水大部分产生在铜矿山，如丁家山铜矿和东乡铜矿等矿山。废水冶理推荐以

石灰为化学药剂的净化法，净化效率可达 98.9??
18，2，2.5 含锰、铁、铝高子的破性水治理

湘潭锰矿是含锰，铁、铝离子酸性水的代表性矿山。该矿采 用石灰石-石灰法治理这

类淡水，工艺简单，原料来源广，经济实用。本方法是利用铁、铝和锰的氢氧化物不同的

pH值条件下沉淀的原理，达到中和酸性水，除去铁和铝，沉淀出锰的目的。

16.2，2， 含录蒙性度水处理

万山等矿井下水含汞较高，超过排放标准。由于这类矿山资料不多，并考虑到含汞冶

炼废水的水质与处理工艺同含汞矿井废水近似，因此，将新晃汞矿汞冶炼废水处理介绍如

下，供设计参考。
新晃汞矿冶炼废水含汞高达千分之一以上，并含有铁和重金属，汞大致以金属汞、离

子汞、胶体汞以及硫化汞等形式存在于疫水中。较大颗粒的金属汞和淤泥可经沉淀除去。

含汞废水采用焦炭（或活性炭）吸附法净化。含汞废水先进行沉淀，沉淀时间1～2小

时，除去淤泥和大部分汞，使废水含汞的浓度从千分之一左右降至每升数 毫 克或数十毫

克。由于含汞废水有铁盐杂质存在，为清除这些杂质，将沉淀池的流出液放入石灰乳中和

反应池进行预处理，pH值调至9～10，除去铁和部分汞，而后流入焦炭塔（或活性炭塔），

进行过滤净化，净化后的歧水含汞浓度可低于和接近国家排放标准。

16.2.2.7 除注水治通实例
1。T家占铜矿"含科、铁殿性水的治理
该矿酸性水包抵井下排出水和废石场淋速水两部分，前者数量多，后者液度大，都 汇集山坳污水集

户，水质外观坚淡褐色，澄消透明，pH=2～3，对设备和管 道的腐蚀性很强，主要有害离子为 Cu*、

F∶、ie和So"，其含量随季节和開量变化而变化。1973年废水处理工程投入生产后，能有效地净化

废水，同时回收部细铜。
废水的收集，在井口废石场下建筑土坝，收集淋滤水和井下水，使之与天然水分开，流入污水处理

工程。所筑土坝必须能防止渗水，否则就会污染土壤和浅层水。由于废水的数量和有害离子 的含量随季

节和降雨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每天污水净化时间和石灰授加量也随之 变 化。排放水的pH值控制在

B～9。
2。巴山铁矿废石杨酸性永处理

该矿为一露天矿，剥离物为黄铁矿化的粗面岩、凝灰岩及含硫5～6??黄铁矿。上述剥离物经风化

和雨水淋滴形成酸性水，该矿废水处理工程包括废水调节池、石灰乳中和设施和排泥系统，采 用综合治

理方式。
3，潭山硫铁矿含砷酸性水治理

该矿井下水系含砷、铁较离的酸性水，含砷高达 1mg/L以上，总含铁量为926ms/L，疏酸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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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0mg/L，pH=2～3，且涌水量较大，正常为50～60m2/h，最大为8～100m2/b。为防止覆水污染附
近农国和太潮水质，采用石灰中和进行处理。右灰投加量为5～6g/l，沉淀时间为8小时（雨季涌水量大
时为3～4h），外排污水完全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16.2、3 机修汽修厂污水治理

治理方法通常有以下两种;
（1） 物理法∶利用物理作用分离污水中主要呈悬浮固体状态的污染物质。属于这种

方法的有格栅法与沉淀法两种。
（2） 化学法∶利用化学反应的作用来分离、回收 污水 中各种形态的污染物质。属

于这种方法的有，中和法、混凝法、电解法、氧化还原法，吸附法、离子交换与电渗析

法等。

16.2.4 生 活 污 水 治 理

生活污水主要为生活废料和粪便所形成，其数量、成分和污染物质浓度与居民的生活
习惯和用水量有关。治理方法有∶

（1）物理法∶具体方法同前。
按处理程度划分，生活污水处理可分为一级和二级。一级处理只除去污水中呈悬浮状

态的固体污染物质。物理处理方法中的大部分只能达到一级处理的要求。经过一级处理后

的污水，生化需氧量 BOD只能去除30??右，仍不宜排放，还必需进行二级处理。

（2） 生物法;利用微生物的代谢作 用，使 污水 中呈溶解、胶体状态的有机污染物

质，转化为稳定无害物质。
生物处理可大幅度地除去污水中呈胶体和溶解状态的有机污染物质，BOD去除 率可

达90??上。处理后五日生化需氧量BOD，含量可降到20～30??生物处理的各种方法，

只要运行正常都能达到这种要求。经二级处理后，通常污水已具备排放水体的标准。

16.3 矿 山 防 尘

16，3，1 采矿场粉尘的危害及防治

16.3.1.1 果矿场粉尘的危害
矿山在开采过程中，采、装、运各工序均有粉尘及其他污染物散发出来，严重污染工

作环境和大气环境。
矿山大气污染主要污染物有粉尘、一氧化碳（CO）、氮氧化合物（NOx）等。工人

长期呼吸和接触这些有害物质，能引起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皮肤，眼睛以及神经系统等

的疾病。粉尘对呼吸系统的危害最大。

】6.3.1.2 粉尘实测指标
部分露天矿采矿作业粉尘浓度实测指标见表1-16-4;

白银露天矿设备及爆破污染物排放强度实测指标见表1--5;

部分地下矿粉尘浓度实测指标见表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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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像露天矿设备及爆破设备及爆被行染物排放强度实测指标表 1-16-5

冯 荣 跟 污 染 名 称 排 放 强度

4m*挖掘机 64B (mg/s)粉 尘

①200满孔钻 粉 尘 139.4<mg/s)

粉 尘 1890.6(mg/s>
cO 654.7(kg/d)27吨自脚汽车 NO_ 19.5(kg/d)

黑 铜 113.5 (kg/d)

264.5(kg/d)Co
258.2(tkg/d)晶 破
15,8(t/a) 生

袭 1-16-6都分地下矿粉尘液度实测指标

作业点粉尘液度实测综合指标 出风井口粉
尘浓度实测量 <?? 墙 火 位 最 小德含 尘矿山名称
(mg/mi)mg/m'mg/m*>50mg/m210.1～50mg/m-2，1~10mg/m2<2mg/m2j
2,424～65040～3I,80,2~42,2糖 山 铁 矿i,5-16.9
2,450.1~0.33.2～a8.60弓长 岭 设矿54.8～58,4

61,B择 树 沟铁矿
70挑 冲 铁 矿

1.5-17冶 山铁 矿
160.245～5D湘 再 锰 矿

o,8~1,1编矿山矿务局南矿

16。3，1.3 粉尘排放强度计算
1。挖掘机、钻机、二次破碎凿岩区产尘强度计算

3=云K*V;（n-n）D (1-16-1)

。= K^--+b
式中 g ——产尘强度，mg/s;

K—--与采场通风方式有关的系数;
X——测点至污染源的距离，m;

w，———与风流湍流特性有关的无因次系数;
"、n，——分别为测点及上风源的污染浓度;mg/m';

v——-风流速度，m/s，
K———数值等于直线倾角正切的系数;
v，——空气动力因素大于热力因素时，气流的最低速度（;=1m/s）;m/8;

b——-由热力因素决定的无量纲系数，它与大气紊流强度有关。

K'和b的数值见表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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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和 b 蒙值 装 表 1-16-7

数 值
污 染 藏 位 置露天矿的通风方式 R' b

在 阶 段 表 面 0.122 0.22循 环 通 风
在阶 袅 表 面 以 上 0.q50,07
在 阶 袅 表 面 以上 0.050.05

0,,22在 阶 段 表 面 o.045直 篦 式 通 风
0.05在露天矿以外的贴地层 Q.42

2。汽车、推土机等移动尘源产尘强度计算

_K*X'电pP1-Pg） (1-16-2)
=N0(5+2x)

式中 g———产尘强度，mg/s;

K-——马署场通风方式有关的系数;

v——空、重车运行时的平均估算速度，m/s;

#——取样时的风速，m/s）
X——公路中心至取样点的距离，m;

P1P。——分别为公路上风向与下风向的粉尘液度，mg/m'1

N——取样的往返车辆数，辆;

b———-汽车底盘车轴间距，m;

Q——取样时吸气流量，m2*/s;

。——同（1-16-1）式。
上述两式中的K值按表1-16-8选取，其他参数可选用污染源实测数据。

表 】-16-8A宣

数 值
污 染 豪 和污 桑 物 排 放 点的 位 置 直浇式通风复循环式通风

B.66,6点 污 染 温在阶段表面
3.03.0在 阶 段 表 面的 上 方
2,73.0线 污 聚 赢 在阶段 麦面 1.31.5在 阶 歇 表 面 的 上 方

16，3.1.4 粉尘污染状况分析

1，露天采矿场粉尘污染情况分析

山坡露天和较浅的深凹露天矿，主要受自然风流扩散的影响，造成采场内和采场外环

挠污染。
深凹露天矿采矿场内存在着明显的与地面主风向一致的"顺向气流区"和"反向气流

区"。顺向气流区靠自然通风净化，反向气流区掌机械通风净化。

2。地下矿出风井粉尘污染分析
地下矿粉尘对地表大气污染，主要是通过出风井口，排到大气中所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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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矿工作面的粉尘控制，主要采用湿式凿岩、喷雾、酒水和通风稀释，最后卡经津
降的粉尘经出风井口排到大气中。经现场调查，出风井口的粉尘实测浓度指标见表1-16-8。

16，3.1.5 防尘措施

要搞好安全防尘和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在矿山设计和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规定
的卫生标准。

根据国家的实践经验，综合防尘措施如下;
（1）搞清尘源和尘源强度;

（2）应将矿山办公室，工人村等布置在露天采矿杨或地下矿出风井的当地常年主导
风向的上风侧;

（3 ）采取酒水、喷雾等防尘措施;
（4）定期监测，做好统计工作;
（5）加强个体防护。

16.3.2 矿山道 路 防 尘
18.3，2。1 矿山道略产尘强度概况
露天矿采装运作业时产生的粉尘是大气粉尘污染的重要因素。根据国外的实测资料，

在未设防尘措施的条件下，几项主要生产设备的产尘强度如表1-16-9。

几项主要报备的产企理度 表 1-16-8

设 名 】 (g/A)产尘 强 】

挖 起机 2,●
官卸汽车 15,0
贴 机 .8
敬 碎 机 1,5

我国大冶铁矿实测自卸汽车的产生强度为3500～4300mg/s（时速50km时，SH380A擅
自卸汽车的产尘强度为16.5g/s）。南芬铁矿实测，在阶段汽车路旁（干燥碎石路面）的
平均粉尘浓度为6，9mg/m2，超过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约3.5倍（国家卫生 标准为2g/m2），
而洒水后的粉尘浓度为1.6mg/m2。故露天矿汽车运输，采取适当的防尘措施，对保护工
人身体健康具有真要意义。

16.3.2.2 矿山道路粉尘治理的方法
露天矿道路粉尘治理应根据具体条件而定。有条件时，可提高路面等级，即采用高级

路面或次高级路面代替中、低级路面。中、低级路面的粉尘治理，可以采用润水扑尘，也
可以采用喷酒废油、乳化沥青、氯化钙溶液及制碱工业氯化钙残渣和亚硫酸盐废液等抑制
粉尘。酒水治理粉尘，用水量大，成本高，扑尘时间短（一般每次酒水葬尘时间约30~40
分钟》，效果差，难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而且受季节限制。经试验，采用乳化沥青、氯化
钙溶液等喷洒路面抑尘是较为理想的治理方法。此法防尘效果好，费用低，能改善路面状

况。根据国内外资料介绍，经乳化液处理的道路，可降低汽车运行阻力20～30??提高行
车速度10～20??轮胎使用寿命延长500～5500公里，维修费用降低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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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液的浓度一般在10～20??右，耗量为3，1～3，51/m2左右。
冬季，道路喷酒盐水，防尘又防冻，也有利干道路养护。我国南芬铁矿试验，盐水浓

度为240g/kg水，单位面积耗盐量为0.249kg/m2，每平方米费用为0.0497元。酒水周期5～
7天。喷洒后不结冰的最低温度为 - 27。5℃。

我国矿山防尘，目前以洒水为主要方法。酒水作业除用酒水车外在永久性道路上宜采
用管道洒水，例如符山铁矿、矿山村铁矿都沿道设置晒水管路。有条件时，宜配置农用喷
头和定时自控装置。国内试验的几种喷头主要性能如表1-16-10。

囊 1-16-10几种喷矢空孤性眷

工作用力喷 水 量
号 旋转方式型

(MPa)<t/h) (m)

P,2~0.89工农-3 全图威点形4~5 18-20
全画扇形0,s-0,493027～30戴帽40-1

道路路面每昼夜需要的酒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1-16-3)1000
三个月中下雨天数

K=最天燕发量的三个月份总天数
式中 Q--昼夜酒水量，t/d;

S——酒水路面总面积，m"，
K—一雨天影响系数
q ——每昼夜单位面积酒水量，（kg/m），q=qn
g;——-最大蒸发量月份三个月中每盛夜单 位面积的平均燕发量。（kg/m2）;q值

应按当地气象统计资料计算。

18.3.3 碱碎系铣的隐尘

16.3.3.1 概述
从采矿场运矿至粗破碎翻卸矿石时，产生的粉尘量很大，污染面广，翻矿都位眉高临

下，对地区周围环境污染严重。
据试验，当用60t翻斗车将矿倾卸至粗破碎矿精时，卸矿的对面冲出一般上升的气流，

携带大量粉尘，污染上部空闻。工作区的粉尘散度高达1500～3800mg/m2。因为矿车卸矿
范围大，卸矿量一次可达50～60t，卸矿冲出气流直径可达4～5m，冲出矿糟口的平均速
度达4.1m/s。

破碎系统的排料口和胶带运输机的转载点也产生粉尘。
16.3.3，2 粗破碎龄验系统治理

除尘系统按管道分布状态，可分为分散式除尘系统和集中式除尘系统。当抽风除尘点
较集中且工艺生产条件基本相同时，可采用集中式除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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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破碎（包括地下破碎）室除尘装置宜采用集中式除尘系统，以一台破碎机为一个系
列，将破碎机、给矿机及运输机等抽风点合为一个系统，集中处理，采用大型净化设备。
这样的大系统有显著的优点;可以采用大型先进的除尘设备，管理简便，易于实现除尘装

置的自动化和遥控技术，使系统实现现代化管理。本钢南芬选矿厂粗破碎车间就是按照以

上原则进行设计的。
除尘设备的选型，当进行地下破碎时，应尽可能采用湿式除尘设备，而不宜采用干式

除尘器（尤其是袋式除尘）。因为地下室的空气较潮湿，相对湿度 有时可达10??当用
袋式除尘器时，粉尘易粘附于滤袋表面而迫使系统瘴疾停用。

16.4 矿山设备的噪声治理及防护

16.4.1 采矿设备噪声及防护
18，4.1.1 采矿设备的声压级

采场设备噪声声压级见表1-16-11。

表 1-16~11采矿塌设备难声声压级

频潜 特性声 般（dB）设 备 名 称

高 浆107潜孔钻机
高、中频110～1iB凿岩机

102~105风（风带施风）
高低频7B~95牙轮钻机

88-984采米*挖钼机
110~120移动式区气机
75~9510—20t汽车

上述几种设备均为移动设备，矿用固定设备均应装有消声器，在选择设备的同时要选
用消声器。凿岩机和局部扁风机消声器消声功率级见表1-16-12。

廉 1-16-2●岩机、局部扇风积清声叠测声功率级

倍 频 需中 心舞 率《Hx）
民项 =Ooe2060 400100250 50a12563

12J42124 1e30谢岩机消声渗微声值（d>）
2025212局部扇风机消声器消声值（dB〉

16.4.1，2 个人防护网品

常用的防噪声用品有耳塞、耳罩、头盔等。

18.4.2 矿用通风机噪声的治理

16.4.2，1 遍风机噪户的产生

通风机的噪声主要成分;
（1）空气动力性噪声——包括风流旋涡声和叶轮回转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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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械性噪声———由机壳和其它部件的振动声所组成;
（3）电动机电磁性噪声。

在地表的主通风机其单机工作时产生的噪声可达90～95（A），详见表1-16-13。

都分矿山通风机的噪声满定值 表 1-16-13

噪向测定值dB 《A）
通 风机 型 号 台数矿 山 名 称

平 均 值最 大 值

g0,5 69Y4-73-11墙28程潮铁矿东采区

3.570B.-21N28 95丰山铜矿南风井
87台9Y4-73-11N28大冶铁矿尖林山矿区
83牛马司煤矿铁算山工区 4-72-11N16

2 845利民煤矿四工区 4-72-11X16
B02 88金竹山煤矿一工区东风并 4-72-11N20

注∶测点位骄，在水平面上距设备外壳im，高度距地面1～i。2m。

16.4.2.2 矿井道风机噪声的痛减方法

矿井通风机噪声消减方法有;

（1）消除噪声来源或在声源中减弱噪声;

（2）隔离噪声;
（3）吸收噪声。

对空气动力性噪声的消除，在抽出式通风系统中一般多采用在出风口水平风道中装设
排行式吸气隔板。压入式通风系统若用主井作为进风井，则应在进出风遵中均置消声隔板。

机械性噪声主要是从机壳向外传播的，多采用将 机壳 用隔声材 料密封起来的隔声

办法。
此外，主机安装在单独房间，其房间四周应装设吸音材料，通风机室内可设司机用的

隔音间。
16.4.2.3 滴声器的选择

平顶山四矿等采用的排行式消音器的吸音性能如表1-16-14。

表 1-16-14甘 蓖 都 消 宣性 您

吸 音 性 能 平项由四物 理 性 施厚度 生名
各种频率下吸音系败（?? 奥路，图位体然 近含水量导 类 ×宽×高数 2eCo 400o1800500 (mm)250cmmn)

t2383025 1825×
810x200.0s2 914737.5282012板

甘蔗板不防火，应将表面喷涂防火剂。
也可用薄钢板及玻璃丝棉代替甘蔗板，即将薄钢板钻成微孔板后在两个钢板问夹玻璃

丝棉。唐山煤矿采用泼妾砖制作消音器，它是用普通砖料加入80??可燃物经焙烧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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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吸音系数为0.2。

吸音材料的种类较多，设计时应根据各地情况，就地取材，选择吸音性能好、吸水率
小、能防潮、防腐、防火、体小耐用，价廉的材料来制作。

在风道中或密封室内，亦可应用多孔性材料吸音的原理。使声波每碰一次壁就被吸收
一次来降低噪音。

风道中增设消音器后，将使阻力增大。因而在安装消音器处应适当加宽其断面。在通

风机选型时，应将风压增加（49～78.4）Pa。

16.4.3 空气压缩机噪声的治理

】6.4.3.1 活富往复式空气压缩机产生噪声因素
活塞往复式空气压缩机产生噪声因素包括。

（1）空气压缩机本体机械噪声;

（ 2）电动机噪声;

（3 ）流体噪声

（4）管道吸气噪声;
（5）排气放空噪声;
（6）空气压缩机组支架座传递振动噪声。
表1-16-15是未采取消声设施的空压机站噪声测定资料。

我 t-16-15几个矿山空压机站噪声调定值
噪声测定值（dB）

空压机型号 数台矿 山 名 称 平 均值最 大 

9293s4L-20/8牛马司媒矿-工区
39904L-20/8金竹山煤矿土石采工区
888964L-20/B利民铁矿四风井
飞889L-20/8题口煤矿-工区
9092$L-1?/8恩口煤矿二工区

24L-20/8 8880湘东铁矿清水矿 15L-40/3
班TD21CC a092.5丰山啊矿 7L8-8/

L8-60/r 9691.5程潮铁矿 5MP
317L-130/e 93大冶铁矿尖林山矿 3HTD21Cc

注∶测点位置，在水平面上距设参外完1m，高度距地面1-1.2m。

16.4.3，2 空气压缩机站噪声消减推施

1。吸气管的消声措施

（1）在吸气管上装设消声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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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吸气管和空气压缩机连接处安装防振波纹管接头;

（3）吸气管应支撑在大质量的固定基础上;
（4）在吸气管上包扎吸声材料层或将管道敷设在地沟内。
2，排气系统的消声措施

（1）装设排气消声器;
（2）压缩空气放空时噪声大，需在放空排气管末端装设多孔板吸声消声器，排气口

要求高出屋面或地沟敷设;

（3）注意排气管止回阀安装位置;止回阀一般安装在贮气罐处为宜，主要是贮气罐

对气压变化较缘，噪声小;
（4）管道设备的支架连接要紧固，室内排气管道尽可能用地沟敷设，在露出管道部

分可包机5cm厚的吸声材料层，外加玻璃丝布作保护层。

3。空气压缩机基础防振措施
善础防振首先是在机器机座与基础连接部分加弹簧减振器或橡皮减振器，或再加基础

防振措施来减少振动传递给地面墙窗 门产生的再生振动噪声。

4。其他措施
（Ⅰ）吸气管、排放管、贮气罐宜布置在同侧;

（2）站房外圈应绿化，种植果树、葡萄和长青灌木树有良好的吸音效果;
（3）尽可能避免靠近居民区。

36.4.3.3 渭声器的种粪及选择
消声器是阻止声音传播面允许气流通过的一种器件，是消除空气动力性噪声的重要技

术措施。

消声器的种类，
（1）阳性消声器，是根据吸液声能的原理工作，结构比较简单，有应用纤维和多孔

性吸声材料的，也有将通道断面作威多个窄小断面的，在实际工艺中常使声波通过衬有多

孔吸声材料的管道，使声能振动变为热能。阻性消声器有良好的中高频消声性能。

（2）抗性消声器，是根据滤波器的原理工作，对于减弱窄频带的噪声和明显不连续

的噪声，采用这种消声器，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

（3）阻抗复合消声器，应选用消声量大，空气阻损小，结构简单耐用，体积小价格

慨的产品。
吸声材料种类有;玻璃棉、矿渣棉、石棉绒、毛毡、棉絮、泡沫塑料、木丝板、甘蔗

板、加热混碾土、吸声砖。
目前，我国有很多消声器厂生产各种规格空气压缩机所配套的消声器，其中包括Sh-

Z亚型消声器系列和 K 系列。

16.4，4 破碎筛分厂噪声的治理

破碎筛分厂属于有强噪声声源的工厂，其装运、破碎、筛分、给矿、通风除尘等设备

的声功率级均超过《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规定的生产车间和作业杨所的工作地点允许

的85dB（A）的噪声标准。
破碎筛分设备的噪声是由设备运转时自身产生的和在运输、破碎过程中矿石与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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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与设备的撞击而产生的。一般带矿运转的设备比空转时增大3～10dB（A）。

1.4.4，1 破碎机噪音的防治
可采用下述措施降低破碎机的噪声

（1）尽量减少破碎机的主要振动力传递给相连接的零部件，因此，需要在破碎机支
承结构之间安装弹性橡胶衬垫，对破碎机部件的传动装置进行隔振，机架外壳、机座和进

料漏斗的振动表面覆加阻尼材料。
（2）将破碎机置于隔声罩内，封闭噪声源，可降低10～30dB。隔声罩可用钢板或木

板制做，如用5mm厚的钢板制作隔声罩，其内表面用吸声材料饰面，并在其外表面涂以沥
青减振。如果单层隔声罩未能满足减噪要求，则可考虑采用双层隔声罩。双层罩之间要有
空气层，内罩可用钢板制做，其内表面应贴吸声材料，外罩可用本板制做，并用橡皮垫圈定

到内罩上。内罩与外罩均须密封。

16.4.4.2 筛分机噪声的防治

自动平衡筛和惯性筛一般是在强迫振动的 状况下工 作，其振幅为3～6mm，振动器的

轴旋转速度每分钟为800～1500转。

筛分机的低中频噪声主要是由它的筛体和漏斗的侧壁振动所产生的，其噪声决定于旋

转部件产生的非平衡离心力，振动器轴承部件相互撞击以及所筛分物料的特性，噪声中的

高频性噪声是由金颗筛振动辐射产生的。当振动器的转数降低50??其噪声级平均减少10

dB，振动器的振幅越少50??能够降低噪声3～4dB。

降低筛分机噪声的措施如下;

（1）在振动器外壳与筛分机架之间采用减振器;

（2）增加筛壁铜性，使噪声级大幅度降低，

（ 3）采用橡胶筛或橡胶筛面;
（4）将筛子罩在隔声罩里，是个有效的降低噪声措施，此时隔声罩亦可兼作防尘罩

之用。
16.4.4.3 胶带输送机、转运矿石满斗、都楠、矿仓卸料噪声的防治

胶带输送机的噪声通常是由胶带对头接合处金属卡子或怫接铺钉撤击传动轮，换向轮

及上、下托辊所造威的。采用粘合剂、硫化胶接法来代替对接，铆 接，可使噪声降低10dB。

转运大块矿石的漏斗，尽量采用"死角漏斗"，它可利用"死角"处堆积的物料作缓

冲层，以减少矿石对金属漏斗壁的撞击和摩擦声。转运中等粒度矿石的溜槽、漏斗、分矿

箱可用橡胶板或废旧胶带作内衬，能降低噪声7dB，同时还可演少磨损和维修工作量。

矿仓不应放空，当矿仓内有矿石时噪声水平可比无矿时降低1dB。

16，4.4，4 隐全系统风机及管路的噪声防治
破碎筛分厂除尘系统一般都采用低压离心式通风机，其噪声有时达90～100dB（A）;，

噪声主要是风机高速旋转发生的，噪声通过风机的进出口、机壳的振动及基础向外籍射。

一些防治风机及管路噪声的措施

（1）尽量选用低噪声的离心式通风机;

（2）尽可能使除尘系统总风量和风压定得小些，安全系数取得小些，进、出口及管

路避免急剧转弯，风管内气流流速不宜太大;
（3!增加管壁的传递损失即增加壁厚，在管壁外敷设隔声层，振动设备和管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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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装软接头，管道和支架之间采用防振底座;

（4）通风机进、排气管路上安装消声器
（5）对通风机及管道进行隔振处理

（ 6）对通风机进行隔声处理，如加隔声罩。
16.4.4.5 隔声操作盒

破碎筛分厂各车间内的设备一般都不需设固定操作岗位。因此，可在厂房内设隔声操
作室，使操作人员与声源隔开。隔声操作室应作声学 处理，室内噪声控制在70dB（A）

左右。
隔声间可以建成封阔式或局部散开式的。封闭式隔声 间 的 隔声能力可达20～40dB。

局部敞开式隔声间可减轻操作人员所受噪声的干扰，其隔声效果低于封闭式隔声闻，一般

不超过10～15dB（中频和高频）。
16，4，4，8 个人防护

个人防护可做为一个辅助措施，对某些强噪声车间，因技术或经济上种种原因，暂时

不能采取任何噪声控制措施时，可以用个人防护的方法，如采用耳塞、防声棉、耳罩、帽

盔等进行人体保护。

16.5 绿 化

绿化在防止污染，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

绿化具有较好的调温、调湿、吸灰、吸尘、改善小气候、净化空气、减弱 噪声 等功

能。绿化植物对矿山环境的保护作用见表1-16-16。

表 T-10-16译化檀物对环流的保护作用

说 明要简用作

│1公谨舞叶林在生长季节，一天可吸收1CO，放出0，78O∶吸收CO，放出O;
1公顷移杉每年可吸收720kgsO，吸收SO，融力较强的还有验柳、最共木等吸收SO，

一般落叶阔叶树滞尘能力较强，可明显地减少矿区的降尘量和飘尘量防尘
据统计，泾流通过30～45m宽的林带，能使其中NHa含量戏低到原来的1/1.5~}，细黄

净化水质 数量减少号
超介绍，4.4宽核桉浓密的蒙豪需可减低顺声6dB;45m宽的悬铃幼树林可减低噪声15dB减器味声
 例如SO2可使植物叶脉褪色或产生坏死蓬点，当水中碑含量仅为1mg/L时。风跟遂的外

监测环境污染
部形态出现受寄害症状

 夏季高准季节绿地气温比非绿地低3~6℃，绿地相对湿度比争绿地大1~2??有林区的雨

调节和改赛小气候
量比无林区平均多7。4%

18.5.1 绿化设计的基本原则
（1）绿化设计要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的规定，并应符合总平

面设计规范、防火规范、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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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化设计应根据矿区总平面布置并按车间功能分区。重点美化区的绿化布置还
应与该地区的建筑群造型相协调，

（3）绿化设计要净化与美化相结合，贯彻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因地制宜，合
理选择树种。对矿区内原有树木应尽量保护;

（4）树种选择要常绿树与落叶树结合;乔木与灌木结合，速生树与慢生树结合，阳
性树与阴性树种结合;绿化与生产结合。

】6，5.2 绿化设计的主要技术资料

（1）矿区总平面资料，一般比例1/500～1/2000;
（2）气象资料，包括湿度、湿度、降雨量、冻土深度、风雪等;
（3）土壤资料，包括土壤种类，土壤物理机械性能及农业化学特性，不同土壤的分

布，地下水深度等;
（4）矿区附近的植物资源及工业布局的调查资料。调查矿区周围各单位的绿化现状，

植物生长的自然条件以及对周围的环境的适应性，调查矿区周围"三废"的排放危害情况，
（5）树种特性资料。包括树冠特性，抗污染性能，适应条件及绿化用途等;

（6）树苗来源及其价格。

18.5.3 绿化设计内客

（1）初步设计说明书包括下列内容∶绿化布置原则，绿化技术指标（绿化占地面

积、绿化占地系数），绿化设施的组织定员、养护设备及投资等。
（2）绿化设计图纸，可与总平面图合并，用图例在总平面图上标出绿化的区域、范

围和重点绿化的平面位置，注明绿化类别，如卫生防护林带、树种类别（如乔木、灌木、

绿篱、草坪、花坛、树池、小游园）等。

16.5.4 绿化植物的选择

16.5.4.1 树种选择的一般要求
树种应根据绿化功能及用途进行选择，一般要求如下;

（1）选择对烟尘和有害气体有较强抵抗能力的树种;

（ 2）选择地区适应性强的树种，特别要选择乡土树种;

（ 3 ）选择树冠顶部宽大的树种;
（4）选择速生、快长，耐修剪、易管理、易栽易活、出叶早、幕叶晚、抗病虫害强

等的树种。
16，5.4.2 常见的环境保护绿化植物
（1）落时乔木有加拿大白杨、钻天杨、悬铃木、垂柳、沙寒、银奇、桑树、自榆、

国槐、刺槐、泡桐、构树、合欢、朴树、乌桕、青杨、槲栎等;

（2）常绿乔木有马尾松、广玉兰、桉树、樟树、桂花、女贞、冬青、棕鼻，铁树、

罗江松、华山松、侧柏、桧柏、大叶冬青等;
（3）落叶灌木及小乔木有枸杞、木英蓉、不懂、接骨木等，

（4）常绿灌木及小乔木有大叶黄杨、小叶女贞、凤尾兰、夹竹桃、珊瑚树、海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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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八角金盘、月季等;
（5）藻本植物有常青幕、牵牛、地锦等，
（6）草皮有野牛草、羊胡子草、狗牙草、蜈蚣草、结缕草等;
（7）花卉有类人蕉、玉簪、菊花、金鱼草、紫茉莉，仙人靠等。
绿化树种参考配比;

常绿乔木 70一30%乔术60%
落叶乔木 30～70%

【常绿灌木 70～30%灌木20%
落叶澈木 30～70%
15%草坪

花卉
16，5.4.3 抵抗和鞭收有害气体的绿化植物

主要的防污缘化植物如表1-16-17。

豪 1~16-17主 要 的 防 符 最化 擅 物

稠化绿防污染种类

2
构树、桑树、广玉兰、刺槐、银带，槐制、梧桐、泡桐、悬钟木、女贞、粮、检柏、夹竹陇 全
桃、沙枣、临树，倒怕等

夹竹桃、海箱、大叶黄杨、广玉兰、山茶、女贞、是酮树、惊榈、冬青、得桐、但杏、刺SO
│槐、噩柳、悬铃木，构树、凤尾兰、沙要、加拿大白杨、漳树、卓果、李、杨树、合欢、云

杉、垂树、玉兰、木槽、湘桥，罗汉松，挂花、侧柏等

大叶黄杨、构树、凤尾兰、无花果、黄树，涉事，槐判、刺槐、丝棉木等NO.
构柯、夹Y桃等CO,

 律树、煨查、袍衫、海钢、夹竹挑、际树、解槐，冬青、悬龄木，日本女页、翼帽等氧

18，5，5 绿化植物的操距及占地最小宽度

绿化植物的株距应根据树木的形态合理确定。树冠大的乔木株距应适当加大，树冠小

或考虑疏伐取材考宜适当减少，一般以两棵树成长后能使树冠相接而不过多妨碍树木生长

为原则。绿化植物占地宽度及栽植株见表1-16-18。

16.5.6 绿化指标及定员编制

（1）绿化系数用下式表述∶

(L-16-4)绿化系数=疗区总面积（
式中 绿化面积——包括树冠垂直投影面积、草坪、花卉及垂直绿化面积等。

（2）绿化人员编制可按每公顷绿化占地面积1 人左右计算，全矿并应配备1～2名技

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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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1-16-18绿化植物占地宽度及象植间距

绿化植物最小占地宽断j 羧 植 间 距<m）
注禳 物 名 称 行距 距株(m)

3.0~E,D单行乔木 2
3,0-4,08,0～8,0行距+1双行乔木
0.5~1,0单行乔单行灌木 2,5-3,0

0.5～0.7整形绿

篇 半自然形 0.8～1.2
0.3~0.80.B小灌木丛带

0.75~1.01中温木丛带

1.0～3.01,2大潮木丛带

通遇》×3，疏进x3罪木1，0-3.0防护林蕾 1.0~3,0
紧密1.0～1.5×1.0行距+1 灌木1，0隔高林带
～1.5

16.5.7 植物养护设备及绿化设施

植物养护设备的类型和数量，应根据矿山绿化面积的大小、机械设备的协作条件等确

定。主要的绿化设备有∶
（1）打药机（机动喷雾器）;供喷洒虫药用;

（2）酒水车;用以浇水或冲洗树叶粉尘（可与矿区略面洒水车合用）;

（ 3）升降机，供修剪树木整枝用;

（4）汽车;供运输树苗、树枝用（可与矿山杂用汽车合用）;

（5）剪枝剪、剪草机、油锯、挖坑器等用具，供修剪绿篱、草坪、枝岔和植树用。

绿化设施包括办公室、职工休息室，工具器材库等。

16.5.8 绿 化 用 水 量

绿化用水量与地区气候条件，土壤种类，植物种类等有密切关系，综合用水量每m2嫌

地面积约为0，3～0.9t。

16，5.9 绿 化 指责 估 算

绿化投资一般包括以下项目∶

（ 1）树苗购置费;
（2）施工运杂费;
（3）设备购置费;
（4）其它未预计费用。

每公顷绿化面积的投资约在3，0～4.0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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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矿 山 土 地 复垦

18.6，1 矿山土地复是的基本系隶

（1）首先应根据采矿地质条件、发展远景及当地具体情况，制定出矿山土地复垦规
划。土地复垦规划要纳入矿山设计中开采、排弃计划，其内容包括利用土地的方式、采矿
复垦方法、回填岩石顺序等内容。

（2）复土与修坡工作要保持与开采、排弃顺序相协调，且尽可能利用矿山的采，装、
运设备。

（3）保持良好的土壤质量，必要时原有的表土层须预先剥离、储存（包括采矿场或
剥离物排弃场）。对有毒物料必须埋掉，其埋深不小于1，0m，保证植物生长的土壤 酸碱

度，农作物的pH值一般以4～8为宜。
（4）铺垫表土要保证植物的种植深度，同时应进行必要的化学分析试验，搞清土壤

的物理机械性质和农业化学性质。

186.6.2 矿山土地复显设计的主要基础资料

土地复垦设计主要基础资料如下;

（1）土壤资源资料，包括较肥岩石、肥沃岩石、肥沃土及腐植土资源情况，

（2）水源资料，包括地下水、地表水及其它供水资料;

（3）气象资料，包括气候、降雨量等情况;
（4）植物资源资料，包括农作物，林树牧草等;

（5）土地使用资料，包括复垦区的地形、地貌及复垦土地的经济利用价值等;

（6）区分土壤分布及其厚度等的地形图、断面图资料;
（7）环境资源资料;

（8）农业调查资料及其它有关土地方面问题的上级指示和规定。

16，8.3 土地复服、土地使用方式及种植懂物的选择

影响矿山土地复垦与植物种植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有，

（1）废石材料的结构和含酸程度;

（2）废石堆的结构及其稳定性;

（3）废石的岩性;

（4）废石中的有毒元素;

（5）粉尘对植物的危害;

（6）废石的湿度;

（?）气候条件;
（8）地形条件对植物种植的适应程度，

矿山的土地复垦必须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社会经济效益，选择未来土地的

复垦及使用方式。
未来土地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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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复垦∶将土地恢复供农业使用;
〈2）林业复垦∶恢复专门用于营造人工林、用材林的土地
（3）牧业复垦，将土地恢复供种植牧草和植被绿化，恢复生态平衡;
〈4）其它用途，例如可将采场改造成水库养鱼池或者尾矿池，以及恢复土地供建筑

和其他生产用。

土地复垦植物的种植必须坚持"适地、适苗、适时"的原则。选择植物要适应复垦土
地的地质和当地的气候条件。栽培植物要种植适时，灌溉、施肥、灭虫等管理工作也要适
时。特别要注意优先选择"先锋植物"，即按贫痛土壤的现状，选择对各抑制因素有耐力
的植物，如鞍钢矿山研究所在东鞍山烧结厂尾矿场复垦试验中证明旱块柳、刺柳、自榆、
紫穗槐、沙棘、沙打旺、草木樨等是碱性尾矿沙地的适宜树种和草种。

16.6.4 土地复温的基本步骤

18.6，4.1 袅土的采集、髓存和复用
在被破坏的土地上采集和保存土壤，是矿山土地复垦成功的关键，也是影响其成本的

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情况下，首先将露天开采范围内的表土剥离，堆放在选定的位置储存

起来，供以后复土用;或在其它地区，如测离物堆排场、工业场地等有土壤资源的炮方采

集或储存土壤。
在表土的采集、储存中，应注意对肥沃土壤的采集、储存，以保证土地复垦的质量。

对储存时间较长的土壤，还应考虑土壤的流失和侵蚀，一般应植被覆盖。
16，6，4.2 按合理的顺序进行排弃、圆填

根据岩、土的物理机械性质及农业化学特征，按照岩土种类，性能和块度大小顺序排

奔。一般为上土下岩;大块岩石在下，小块岩石在上;酸性岩石在下，中性岩石在上，不
易风化岩石在下，易风化岩石在上;不肥沃的岩石在下，肥沃的岩石在上。

16，6.4.3 场地的箍备

场地整备要有良好的稳定性;控制地面水源;搞清土地未来的用途，地表必须修坡。

16.8.4.4 铺整表土
场地经修坡后，表土应均匀铺整。原则上应在农业调查的基础上，按照各地区的植物

种植和翻土深度要求确定复土厚度。

复土厚度的一般要求如下∶

（1）当覆盖底层废石为易风化的页岩等岩石时，复垦农业用地的表土铺垫厚度一般

为0.5～1.0m，最小为0.2～0.4m;种植水稻时，不宜小于0，8m;当底层压实密度好，不

潇水时，可演薄复土厚度;当复垦林业用地时，对风化严重的页岩之类的岩石，堆置后可

直接植树，但最好让风化的页岩底层过2～3年后再复基种植。
（2）当覆盖底层废石为坚硬的不易风化的岩石复垦为农业用地时，应先在底层废石

上铺一层1～2m厚的低肥效的岩石垫层，然后再铺垫表土。无垫层时，宜适当加厚复土层厚

度，一般为1.0m。当复墨为林业用地时，应有20??土质成分，即可按41的岩土混排

堆置。

作农业用地，有条件时，再在土壤的表土层铺0.05m的腐植土。

表土覆盖以后，应设置供排水系统以减少雨水对表土的冲刷，或者天旱时能及时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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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单。

16，b.5 矿山土地复量类型

18.8.5，1 采空区土地复量
开采埋藏较浅、呈缓倾斜或水平状藏存的矿体时，其采空区的土地复垦可按排土顺序

进行（如建材601砂矿）。开采急倾斜、埋藏较深的矿床，开采后形成的深坑可用来 堆存
尾矿或作剥离物排弃场，也可用作蓄水库或辟为养鱼池。

16.6.5，2 剥高物缘弃场土地复量
我国矿山，有的在剥离物排弃场表面复土后种植水稻（如潘溶铁矿），麦子（如掖县

镁矿、镀关铝土矿），大豆（如弓长岭铁矿）;有的剥离物排弃场采用土岩混排，植树造
林（如龙山石灰石矿）;有的剥离物排弃场上部排弃页岩、片岩之类风化的岩石后直接救
树造林〈如罗茨铁矿）。

我菌都分矿山土地宣皇氟况 囊 1-18-19

序 土 她矿山占地数量 厦屡土地数量 最小复土厚度
复题率矿山名称 复虽辆所及方式

号 （亩） %（亩> (m)

32 4 5 7

马兰铁矿 0.20～0.30主要在藻柯边、431 499,6 115,8
<包括荒地9亩） 农业复量

掖县镁矿 0.30～0,40剥高物排弃场农3z7 18,8237目，52
业复墨、沿梅边修
挡液坝、挡河坝、筑
坝全长2，5～3.0km

0.20剥离物排弃场农谱洛铁矿 占荒山梭地 32
业复整修运 动 场
9100m'，乐园1600
m*，堆场18300mt

0.80<其中0，20采空区农业复冒61.16Bl,52735.6坂潭调矿d
为耕植土>

砂板岩剥离物排弃场林约3600m'罗茨铁矿5
业炭黑

剥商物推弈场林 黄土石灰石混排约0。1kmi*龙山石灰石矿6
业复验 [14)

采空区农业复墨 0.B4265 73.86776常管金闭石矿

别富物排弃场农 0,50～1,0809,7 29,6349S表关相土官8
业复量

0.25尾矿场农业复垦250南芬铁矿9
测高物排弃场农为20弓长岭铁矿10

业复虽

试 坐尾矿场林业复具38东蔽山烧结厂11
（19虹～18年）



第十六幸 矿山环境保护 787

我国部分矿山土地复垦概况见表1-16-19。

16.6.6 土 地 复 最 猪 标

16，6.8.1 矿山土地复是率

(1-16-5)

式中 K--—土地复垦率，%;
F——被矿山工程占用和破坏的土地数量，m2;
F——土地复垦后被利用的土地数量，m2。

复垦率的大小，反映了被占用和破坏土地的恢复状况，从国内外实践表明，复垦率大
小与矿体的赋存条件有关。一般情况，缓倾斜矿体（如粘土矿、河床砂矿、煤矿）的复垦
高于急倾斜矿体（如金属矿）。据资料介绍，1971年以前，美国部分矿山的土地复退率分

别为，铜矿2.9?? 铁矿4.3???土矿35，1??烟煤矿68??

】6.6.8，2 矿山土地复愚的成本估算及其经济效果

1。矿山土地复垦成本的影响因素

矿山土地复垦的成本主要由下列因素决定∶

覆盖层下部岩石的农业化学性质要求采集和铺垫覆盖岩土的厚度;

覆益岩土的运输距离;
土地复 垦的机械化程度;
复垦工程组织。
2，土地复垦成本包括的主要项目

土地复垦成本应包括表1-16-20所列主要内容。

聚 1-10-20土地复 量 成本 主 易内 春

法备目项

采集属矿山剥离工作的一部分，这里尺计算增加部分采集表土层耕植土（表土）
.采集属矿山剥陶工作的一部分，这里只计算增加部分采集有种植可能的岩土

应作看当压实，有利于保持水分测腐物排弃场场地整平

应作通当压实，有利于保将水分整平有种植可能的岩土

覆盖数平耕植土（表土）

修地供、抑土及道路系统

3。经济效果
我国一些厂矿的复垦经济效果见表1-16-21。

由上表可见，我国矿山土地复垦在农业上有比较明显的经济效果，一般复垦三年以后

的土地，其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均能达到土地被破坏以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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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F矿复服短济效果 接 1-16-21

作 物 种 类 复 是 力 式每亩产量（kg）矿 山 名 称

尾矿池复服花 生 75左右马兰铁矿
岗 上25左右小麦
废石场复垦200～250小变按县换矿
同 上500左右水 貂滞洛铁矿
采空区复虽500水稻板潭镉矿
采空区复墨500水 置常着金刚石矿
尾矿场复服60（皮输）棉 花
废石场复量350～400小麦被关铝土矿
圆 . 上36一460玉来

上A150左右大豆弓长岭铁矿
尾矿汤复盖40左右高聚，玉米南芬选矿厂

上同400o霉 菜
上同250水 君截概炭结总厂

16.7 矿 山 泥 石 流

16.7，1 矿山泥石流的特性

（1）矿由泥石流发生的地点、性质及其大致的规模和可能危害的区域是能事先估计

到的，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加以控制。
（2）矿山泥石流通常发生在排土初期，随着剥离深度加大，所排出的岩石强度增

高，排土场的边坡稳定将得以提高和加强，矿山泥石流也就逐渐减弱直至停止。

（3）矿山泥石流固体物质补给区通常是一处或几处比较集中的地区，分布面积一般

较小，这一特点给防治矿山泥石流的工作带来了有利条件。

（4）矿山泥石流的规模一般是由大变小，到最后更小;发生频率由多变少，到最后

停止;在性质上，由粘性到稀性直至接近清水流。

16，7，2 矿山泥石请的防治

16.7.2.1 矿石泥石流的颗防措施

1。合理选择教高物排弃场埚址
（1）场址地形应当平缓，四周汇水面积不大，剥离物排弃场坡脚为凸出地面的高山

或台地，无较大的河沟流经坡脚;
（2）场内地表覆盖层与下伏基岩之间无地下水和软弱层，场内不应有较大滑坡、崩

塌、自然泥石流等不良工程地质现象;
（3）要注意剥离物措乔场下游农田水利，城镇居民;江河位置，交通运输及建构筑

物的布设情况，还应注意到剥离物排弃杨下游要有适宜的地形、位置及良好的工程地质条

件，以防剥离物排弃场万一发生泥石流后，有布置控挡设施的条件。

2。慎重采用"高合阶"的排奔方法
不管虚石物理力学性质的好坏，将一些粘性土堆成较高的合阶，容易使边坡失稳或造

成坡面冲刷，形成矿山泥石流。



第1六章 矿山环境保护 739__________--__—-------.-—----
3。清除地表水对剥离排弃场的不利影响
水是矿山泥石流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如果没有水的作用，剥离物排弃场就是失稳，

也不会形成矿山泥石流危害。
4。有计划地安排岩土堆置

有条件时，土岩应尽量分开堆置，粘性土应在地形平稳、汇水面积不大的 低 台阶堆
置。在沟底、坡脚、陡坡地毁及积水处，应先排弃坚硬不易风化的岩石。

此外，十分重要的是加强剥离物排弃场地的技术管理。
16，7，2.2 矿山泥石董的治理括物
矿山泥石流治理措施是指泥石流已经产生后所采取的工程措施。若采取生物措施（如

植树、种草），时间长，见效慢，故矿山目前多采用工程治理讼施，
1。拦挡泥石流措施

拦挡泥石流的措施是使泥石流受阻沉积，以达到使泥石流流量减少、速度降低、容重

变小的目的。
1）沟内设置拦挡矮坝（又称谷坊，砂坊）
主要用来拦截和拦蓄矿山泥石流泥砂的流出量，可在沟内多处设置，坝不宜太高，材

料可以用普通土、干砌片石、浆砌片石、混凝土、金属格栅和毛竹，或用铁丝 编 织成方

形、扁形及圆形的笼体，笼内再装石块。

2）沟内或沟口设置拦淤高坝
高坝有比较大的库容，能保证发生最大泥石流时全部拦蓄。不但能拦淤泥砂，还兼有

蓄水的作用。高坝可一次建成，但投资大，工期长，且施工技术要求高。

大宝山铁矿在利离物排弃场下游15km处建造一座钢筋混凝土斜墙石坝，坝高 15m，

长100，2m，底宽119m，顶宽5.0m，总蓉重为1000万m2，用来拦截泥石流及蓄水。

若拦挡坝仅用来拦截泥砂，不用来蓄水，则可采用石笼筑填，待坝内淤满后，再将坝

逐渐加高。它是一种较理想的拦挡泥石流的工程措施。海南铁矿在治理泥石流的过程中，

采用这种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沟口设停淤场
当剥离物排弃场下淤沟道内设有合适的建坝条件、泥石流的规模又不大时，可在沟口外

较开阔的场地修建停淤畅，利用导流将泥石流导向预定的地点，使粘性泥石流逐渐粘附在

流过的地面上，使稀性泥石流中的石块失去动力停积下来。

当泥石流的规模很小时，还可采取挖坑沉淤的办法，使大量的泥砂沉积下来，以减轻

雨季对下游的危害。例如广东石蒙铜矿将岩土堆置在平缓的山坡上，岩土中有82??黄泥

土，每逢雨季，泥石流就危害农田，矿内在剥离物排弃场周图挖坑沉淤，而水澄清后再排

走，以减轻黄泥水对农田的危害。

4）在排土场坡脚修建拦挡构筑物
由于矿山泥石灌的圆体物质补给区就是剥离物撑弃场的堆积区，故有条件时应尽量将

构筑物设置在剥离物排弃场的坡脚，或距坡脚一定釜距离，以便稳住或拦挡排 土场的 坡

脚，防止岩土滑动与山沟洪水汇合形成矿山泥石流。

2。排导及跨越泥石流的措施
排导及跨越泥石流的目的，是引导泥石流顺利通过被防护的对象，使其不直接受到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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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它完全是一种躲避性的防治措施，从根治泥石流和保护自然环境的观点来看，它是一
种消极的防治办法。

排导及跨越措施一般有下列几种.
（1）设置排导沟，急流槽，导流堤等排导措施。
（2）采用桥梁、涵洞、隧道、明阐，过水路面及渡槽等跨越措施。
16，7.2.3 矿山滤石流防治栅施类型
矿山泥石流的防治措施类型见图1-16-1。

矿山泥石流防冷抽☆

预防推施 恰理措施

工程措施生物措施

排导及跨忽捐施拦挡措施

排导推施 跨越指施

图 1-16-1 矿山泥石流防治措施

16.8 矿 山 环 境 监 测

16.8.1 概 述

矿山企业环境监测工作是矿山环境保护的基础，是掌握矿山环境污染状况、评价环境

保护设施、判断环境质量，执行环境保护法规的必要手段。

矿山的环境监测工作是通过其设置的环境监测站（组）进行的。

伴生有放射性矿物的矿山，对其放射性矿物污染状况的监测可委托有关单位承担。必

须设置放射性矿物监测的矿山，应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16.8，2 矿山环境监测站（组）的工作任务

矿山环境监测站（组）的工作任务一般如下;
（!）依据国家和区域环境法规，对矿山的污染源和生产区及职工生活区的环境开展

日常的例行监测工作;
（2）对矿山的污染源进行全国调查、分析、研究，掌握本矿山主要污染物质的排放

情况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3）负责矿山污染事故的调查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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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与本矿山新建及改建、扩建工程的验收工作;
（5）开展环境监测的科学研究工作∶

（6）承担上级下达或外单位委托的其它环境监测工作。

16.8.3 矿山环境监测站（组）的机构组成与工作制度

监测机构组成如下∶
（1）化学分析室，包括水质分析室、大气分析室、烟尘分析室、渣灰分析室、生物

分析室、制水制剂室、天平室、比色计室等;

（2）仪器分析室，包括原子吸收室、气相色谱室、极谱室、噪声室、气象室等;

（3）行政后勤室;包括办公室、更衣休息室，仪器维修室、药品库、毒品库、酸炼、

车库、传达室等;
（4）资料情报室。

上述组成可根据矿山生产规模及污染源的种类和数量决定分设 还 是 相近 的 室合并

设置。
工作制度为每天一班，每班工作 8 h，年工作日为306d;

仪器设备年工作2250 h;

人员年工作2300 h。

16，8.4 矿山环境监测的内容、项目和瞬度

16，8.4.1 监测内容
矿山环境监测内容一般如下;
（1）矿区环境大气;
（2）矿区内各车间及生活区外排污水的排放口，

（ 3）矿山用水源;
（4）烟道气（含锅炉）中的烟尘和烟气;

（5）环境噪声。

16，8.4.2 监测项目

矿山环境监测项目一般包括;
（1）环境大气的监测项目;总悬浮颗粒物、降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

（2）矿区内各车间及生活区外排污水的排放口监测项目∶流量、pH、悬浮物、COD、

硝基苯类、氰化物、酚、汞、铅、砷、油、BoD。、电导率、碱度，硬度、溶解氧、大肠

杆菌等;
（3）矿山用水水源的监测项目，用水量、pH、悬浮物、总硬度、COD、酚、氰，油、

六价铬、氟、硝基苯类;
（4）烟道气（含锅炉）的监测项目．烟尘液度、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

烟气流量
（5）噪声的监测项目∶85dB以上的设备噪声、生产区噪声、生活区噪声。

36.8.4.3 监测制度

矿山环境监测制度一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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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大气监测∶降尘每月一次，其余均为每季一次，每次连续5天，每关间隔
4-时，采一次样，每日采3一4次。一般在每季的第一个月中旬进行。

（2）各种外排污水每月监测3 次，每次一天，间隔来样不少于 3 次。
（3）水源监测每月一次，每次一天，间隔采样不少于3 次。
（4）烟道气每季监测一次，每次一天，间隔采样不少于3次，连续稳定 污染源每

半年监测一次，每次一天，间隔采样不少于 3次。

（5）噪声，生产区和生活区噪声每年监测一次。85dB以上设备和厂房噪声第 一次

彻庶查清以后只测治理或增加设备的噪声。

16.8.5 矿山环境监测项昌的监测分析方法

矿山环境的监测项目均应按国家规定的《污染源统一监测分析方法》和《环境监测分
析方法》进行监测。

（1》矿区环境大气监测分析方法见表1-16-22。

表 -16-2大气监  分 析法

法方方 法 【项 B
5

集尘虹法降 尘 量
大客量采样墨称重法总量浮师粒物

库仑法盐像副改瑰苯联比色法二 氧 化 敬
库仑法盐殿策乙二胺比色法氯 氧 化 物

气相色谱法氧 化 碳

（2）外排污水及供水水源监测分析方法见表1-16-23。

我 1-18-23外律污水及供水水源监露分析法

方 法 】方 法方 法】目项

流量堰法流速仪法流量
糟志试纸法玻璃电极法pH值

滤纸法盖 浮物
高量酸钾法重倍酸钾法coD

还原一偶氮比色法硝基苯炎
硝酸银滴定法（高）吡啶一巴比妥酸比色法氰化 物
双隋腺比色法冷跟子吸收法隶 毅 谩 袂双硫综比色法原于吸收分光光度法铅

砷紊法二乙基二确代氯甲基酸银比色法
碘量法对银基二甲基苯胺比色法础 化 物

紫外分光光度法置量法油
BOD，标准释释法BOD。

电导仪法电 导率
容量法疏 度

EDTA溃定法硬度计算法硬 度 高握酸师修正法碳量法溶 解 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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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烟道气监测法见表1-16-24。

烟 道气 监 调法 表 1-16-24

昌 法方 I项 I方 法

焰 尘 重 量 法
盐酸翻政流苯胺比色法二氧化 碘 量 法
盐最款乙二肢比色法二磺酸酚法氮氧化物

检气管法襄氏气体分折器吸收法一氧化聚
皮托管法罕气濒量

（4）噪声监测采用声级计。
（5）气象监测是为环境大气监测服务的。其项目有风向、风速、温度、湿度、气

压，与环境大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监测同时进行，监测方法是采

用气象观测仪。

16.8.6 矿山环境监测工作量的确定

矿山环境监测工作量一般是指在单位时间（年）内需要完全监测项目的数量。
监测工作量是由监测点数、每个监测点年采样数和每个样监测分析项目的多少决定的。

18.8.6.1 监测点的确定
（1）环境大气监测的布点方法分同心圆布点法、功能区布点法和网格布点法。

一般矿山多综合采用功能区和网格布点法并考虑当地的气象和地形情况设监测点。大
中型矿山生产区监测点一般为4～7个，中小型矿山生产区为2～4个，职工生活区一个区城
设一个点，另设对照点一个。

（2〉矿山所有的污水外排口都必须设点监测。凡国家标准规定的一类污染物的车间

排放口或处理设施排放口也必须设点监测。

由于矿山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各个矿的矿岩元素组成和外排口数量差别很大。多金属

共生矿和外排口占的矿山，监测项目要齐全，外排口多的矿山可根据污水来源适当演少监

测项目。
（3）烟道气（含锅炉）的监测布点按《污染源统一监测分析方法》执行。监测采样

点选在每个净化设备的出口适当位置处。
（4）噪声监测点的数量依噪声源的数量和矿山的规模及各功能区的分布情况南定。

16，8，6.2 监测工作量的确定
矿山环境监测站（组）的年监测工作量可依下式计算∶

年监测工作量=监测点数×年监测采样数×一个样的分析测定项目数×备用系数

环境大气、烟道气、各种污水和供水水源的监测工作量应分别进行计算。噪声可不进

行计算。
备用系数一般取1.2～1.3，它是考虑到除例行监测外，还有一些非例行的临时性的监

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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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7 矿山环境监测站设计总面积、总定员和监测设备投资的暂行控制指标

18.8，7.1 属色治金矿山企业的督暂行控制指标
1。总面积控制指标
I类为650～950m';Ⅱ类为350～650m2，Ⅱ类为80～150m2。

2，总定员控制指标

I类为23～46人，Ⅱ类为17～28人!Ⅲ类为5～7人。
3，监测设备投资控制指标

I类为18～26万元;Ⅱ类为9～16万元;Ⅲ类为2～4万元。
16.8.7.2 环境监测站的分类
部辖独立矿山公司（具有采矿、选矿及大型机修厂等）设Ⅰ类环境监测站，大型独立

矿山，包括远离矿山公司或冶金厂的附属大型矿山设Ⅱ类环境监测站，中、小型 独 立矿
山，包括有重点污染源的矿山公司所属的大、中型矿山，一般设亚类监测组。

16.9 环保机构及职工定员

环保机构的设置，应根据矿山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的程度及企业规模的大 小确
定，一般大型矿山可设置环保科;中小型矿山可建立环保班（组）或设置环保专业人员。
矿山企业环保机构的定员，应根据企业规模和环境污染的条件来配备。在编制职工定

员时，应和矿山企业的整个职工定员一起进行编制，其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的确定原则

以及编制办法，和企业是一致的。矿山企业中的环保人员主要包括∶

（3）矿山环保管理人员;

（ 2）矿山环保监测人员;

（3）矿山环保科研人员;
（4）污水治理人员;

（5）矿山企业防尘人员（包括除尘设备操作人员）;
（ 8 ）环保设备检修人员;

（ ?）矿区绿化人员;
（8）复垦造田人员;
（9）其他人员。

囊 Y-18-25治盒重点企业环保人员瓶成

环保人员占职工其它人员科研入员监测人员管理入员
总 数份 %%%%
0,2884,900.28I,d8.41873 0.42B7.911,524.795.781978 0.62a5.791.895.297.63197g 0.TI83,021.246.289,d81980 0.9142.791,246,859.121981 1,I882,261.507.308.95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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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6-25是一些环保机构人员组成的统计资料（1973～1982年）。
表1-17-26是鞍钢矿山公司环保人员统计表。
根据上述资料，考虑到今后矿山企业的生产发展情况，矿山企业环保人员占矿山总人数

的比例为2～6???染严重和治理工作量大的矿山企业取上限。
矿山企业环保各类人员占环保人员的比例可参阅表1-17-27所推荐的数据。

囊 1-16-28象铜矿山公司环保人员能计囊（1981～1884年）

环保人数占 %总 人 数 环 保 人 数份年

0,7550332 4221981
0.8a4B1575021932

312 0,59528911983
0.75445589431984

表 1-18-27环保机构各典人员占环佩人员比例

注备所 占 比 例 %类

3
其中;80??科技人员管理人员
其中，20??科技人员监测人员
其中，80??科技人员科研人员

5生产人员

16.10 环保投资分析及经济评价

16.10.1 授 资 范 崖
矿山企业环保设施的投资，是矿山基建总投资的一部分，应单项计算和列出。环保投

资的范围是指用以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所需的设备

装置和工程设施费用，在工艺生产中所必需，而主要是为环 保服务的设施费用，亦应属

于环保设施费用范围。
对生产工艺中需要排放烟尘和抛弃未处理的废渣、废水等，因环境保护的要求和规定而

变更其投资时（如生产设施和运输设施等的投资），这些投资仍应属于生产基建投资，不

能划属环保投资。
根据矿山企业的生产情况，环保工程投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三废处理设施;

（2）除尘设施;
（ 3）污水处理设施;
（4了噪声防止设施;

（5）绿化，
（6）放射性防护;
（7）环境监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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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复墨造田;

（9）其他项目。

18，10.2 授 责 的来 鄙

环保投资来源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建及改扩建项目的工程基建投资;
（ 2）主管部门和企业自筹资金;

（3）排污回扣费，即环保补助资金。这种补助一般不得高于其所缴纳排污费的80%;
（4）生产 单位的产品利润留成。

16，10.3 投 责 的 确 定
环保工程投资的多少，应根据矿山建设的客观条件和要求程度而定。例如风景游览区，

各种自然保护区城和生活唇住区等，要求严格，环保工程投资要多些，对一些地少人稀的
地区，满足一般要求即可。环保的标准要考虑到人民的要求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我 t-16-28笨病备矿山环保投资比例（1982年〉（万无）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 %环保固定资产固定资产总值矿 山 名 称

0,292325ssO大孤山矿
0,B78。BB13673东胺山矿

969.4齐大山矿
2.0242,911909。4跟前山矿
0,64233,7143527.8写长岭矿
5.392,.981758,6201甘井子矿

由上述各表可知，一些厂矿的环保工程投资比例，相差是较大的，这是与过去投资范

圈的划分有关，一些环保投资未全面统计。

6.10.4 环 镜 经 济 评 价

环境影响的经济评价是指建设项目开发初始，不仅要考虑环境质量影响，而且还要考

患其环境影响对环境经济带来什么后果。
环境经济评价工作的目的，是预测开发建设项目将产生的经济影响，并对环境污染损

害进行估算，以对环境保护措施进行经济效益分析。

结合矿山经济评价和目前设计程序及深度，可以分为初步评价和详细评价。

18.10.4.1 翻步评价

1。评价程序
工业开发项目进行初评时，其程序如下∶

（1）准备工作，收集有关评价资料和数据;

（2）调查研究，处理数据和分析资料，确定评价范围和方法;

（3）评价工作，初步分析评价作出结论，预测开发建设项目选址和设计方案的含

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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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方法
1）环保投资与工业生产总值比较
环保投资与工业生产总值比例（T2） ;

(1-18-6)产-× 100%

式中 T-—一环保投资费用;
Y-——一环保运行费用，即投资后维持运转所必须投入的资金;
G——经济费用，包括税金、利息、赔款等财务活动费;
GE-一工业生产总值。
2）环保投资与基建投资的比较
环保投资与基建投资的比例（T）∶

r,-T+Y±C×100% (1-16-7)

式中 J，———-基魅投资，
其能符号同式（1-16-B）。

3）环保投资与污染损失的比较
环保投资与污染损失的比例（T，）∶

(1-16-8)

式中 W，——环境污染总损失，
其他符号同式1-16-6。

4）环保措施基建投资的总经济效益

(1-16-9)

式中 Z;——总经济效益;
JS，——环保投资的j（j=1，2，3⋯⋯，m）个项目可防止i（=1，2，3⋯⋯，n）

项损失的经济效益，此项可按不进行环保投资造成的损失计;

Z;——环保设施基建总投资。
开发建设项目进行初步的环境影响评价《初评）时，应按上述四项计算作分析比较。通

过对T，和T;两项比例关系的计算，并与国内同行业进行比较，可反映出环保投资效益是否

先进。
通过T，的计算，可以看出环保投资是否必要，是否合理，此外，还可通过Z;的计算公

式来进行验算。
表1-16-29是鞍钢矿山公司历年环保投资与总投资、总产值比值的实际资料。

表1-16-30是部分国家 的T;、T，值。

表1-16-31是一些国家环保投资与污染损失费用的 比 例。

16.10.4，2 评掘评价

1，评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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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16-28触铜矿山公司-登矿山的T小、T.值

19B4年1983年）982年1991年
矿山名称

r(%)T。(%)T,<?F;(%)F。(?T,《? T，（??丨F。〈??

0.09大孤山矿
0.560.5东族山F

0.820.50齐大山壁 0,670,45
2,0眼前山梦

0,90.20.541,31弓长砷矿 0,4B
0.281 42,36.3甘并于石灰石矿 0.02
20,9 0.30.15瓦房子矿

0,286 0,927矿山公司 6,39

囊 1-16-80部分画像防洽污编极资相对比制（1979年）

T.(%)T;(%)家
3,6～5日 本
2-2,53.4

2.7
1.2

1,82.3
0,5

1,543,4
4，2～5.0（1981年～1年）0.02~ 5,3鞍钢矿山

2。4~3，6s（1991~14年）1.74-2.01.散 钢

泰 1-18-81不同围象环保投资与污染漏失赛用比例

份年T。家

187春年110苏 载
137》~1675年1=3美 国

112.5～8发展国家

（1）分析研究初评结论，核实数据，广泛收集资料;

（2）深入调查研究，鉴别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的环境问题，

（3）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和方案比较，

（4）作出详评结论，预测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落实开发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

2，评价方法

1）费用-效益分析
这是环境评价的重要环节之一。环境问题的费用-效益分析，包括环境的社会 费 用，

涉及到生态和社会的环境目标、环境质量标准、技术和经济可行性等方面，许多经济影响

和社会影响，有的能够定量计算，有的就无法以数量来表示。

费用应包括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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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费用，指投资和运行费用，即建设该项目和投产后维持运转所必须投入的
资金;

（ 2）辅助费用，为充分发挥该项目的效益的有关费用;
（3）社会费用，如建设一个化工厂所造成的外部影响费用。
效益包括三个部分∶
（1）经济效益，指该项目直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
（ 2）间接效益，指有关派生活动增加的收益;
（3）杜会效益，如建设一个水库对改善局部气候和美化社会环境的效益。
上述社会费用和社会效益一般是不能数量化的。因此在计算中，偏重于基本费用和经

济效益两项。
计算费用和效益时，所采取以下办法对不同的环境影响估算其货币值;
（1）环境影响涉及到生产性资源（土地、鱼场、水库）的损害时，可通过对这些资

源产出的减少作一项算。如农作物减产、捕鱼量下降、灌溉及发电量减少等，大体上计

算出损失的数量值。

（2）环境影响涉及到人体健康和安全的损害时，这种评价比较困难。一般可根据因
环境污染而影响的工人发病率和过早死亡率，使劳动生产率下降，或丧失劳动能力所造成
的经济损失进行估算。

（3）环境影响涉及到游览和娱乐方面的损失时，一方面是通过调查，估算出人们在.
游览方面的开支，作为游览娱乐价值的间接计算方法。另一方面是对已被污染或尚未污染
的地区的地产价值做一比较，并用来推算因环境恶化造成游览价值损失的费用。

在环境影响的费用-效益分析中，最常用的评价方法是效益和费用比值法，计算公式
如下，

-Eu5/2uo (1-16-10)

式中 BC—-效益与费用比例;
B;-—t年的工程年效益;

C;—— 年的工程年费用;
t-——计算年限，年;

4——折现率。
评价经济效益的标准应该是BC≥ 1。
效益必须大于费用，即比值至少是1，否则的话，该方案从经济上来说是不合理的。

2）环境代价计算和分析方法
环境代价是开发建设项目的环保投资（防治环境污染的费用）加上环境损失〈因环境

污染引起的损失）之和。
开发建设项目的环境代价包括直接代价和间接代价两大部分，以公式表示如下∶

(1-16-11>C=Cs +C;
式中 C———开发项目的环境代 价，元;

C。———开发项目的直接环境代价，元;
C.——开发项目的间接环境代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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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环境代价时，为消除环境影响而付出的代价（防治污染费用）比较容易确定，

而确定由于危害环境而付出的代价（污染损失）则比较困难。例如按有关法律条文，协议付
出的罚款，赔款可看作这种代价的一种表现，但带有较强制性的人为规定，有时未必能真
正反映环境代价。

间接环境代价的确定，需在预测环境影响的类型、程度、范围的基础上进行。有些项

目比较容易确定，例如农作物减产数、森林破坏等。另外一些项目则比较难以确定，如生

态系统受到破坏、人体健康受到影响等。对于这些项目通常可给出估计数或范围。

所考虑的各项环境代价，都应包括在开发项目进行的全过程中付出的环境代价。例如

对某矿山来说，应包括基建投产、直至全部生产的各个时期的污染影响，而不只是 投产

期间。
环境代价计算和分析方法是进行环境经济分析的有效手段。根据调查和推算，可求得

开发建设项目设计方案的直接环境代价和间接环境代价。再按开发活动的生产量除环境代

价，计算出单位产品的环境成本，然后通过采取环境防治措施和不采取环境防治措施的环

境代价的计算，并进行分析，并得出∶计入环境成本后的单位产品成本和不采取环境防治

撒施的单位成本。
采取环境防治措施与不采取防治措施相比较后，可求得每万元环境防治投资的收益，

以及单位产品所降低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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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职工定员及劳动生产率计算

17，1.1 职工定员的编制
17，1.1.1 职工定员分类

企业设计的职工定员，分为直接生产人员和非直接生产人员两类进行编制。
（1）直接生产人员包括∶从事企业生产的采矿、采准、切割、掘进、剥岩（土）、运

输、提升、通风、压气、地质测量、破碎、调度等生产工人和企业耦助设施、附属设施的

生产工人（如∶机修、汽修、电修、供水、排水，"三废"治理与综合利用、原材料及燃料

供应、化验检验、生产仓库保管等工人），为生产车间和辅助生产车间从事生产活动（包括

为企业产品设计、科研、生产调度）的工程技术人员。

（2）非直接生产人员包括∶企业管理人员、服务性人员、其他人员三个部分。

管理人员;是指在企业各职能机构从事行政、生产、财经、技术管理和党政工作的人

员（包括在科室内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

服务性人员，是服务于职工生活或间接服务于生产的人员，如勤杂人员（不包括车间

勤杂工）、警卫消防、职工食堂、职工住宅管理维修、浴室、托儿所、话务员、采暖锅炉、

理发、印刷、生活日用汽车司机、文教 卫生人员<指职工医院、疗养院、保健站、广播

员、俱乐部和图书馆管理、职工子弟学校、职工教育等）。

其它人员∶指病、伤假和脱产学习、从事农副业生产及援外等在六个月以上的人员

（此项在企业定员中不进行编制）。

17.1.1，2 企业设计定员编制
（1）编制设计定员表按表1-17-1的格式编制

囊 1-17-1 业 设 计 定员 表

在 滑器 夜 出 胎 人 数工 作单 位 备 注
职 称 三 事合计

（2）全部直接生产人员的昼夜出勤人数和部分非直接生产人员的岗位定员（如警卫

消防人员、生活汽车司机等）。

（ 3）在册人员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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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系数-金生工作天数 (1-17-1)

企业工作制度有连续工作制和间断工作制两种。间断工作制年工作日为306天∶连续工
作制年工作日为365天。有色矿山为330天。地下矿和中、小型露天矿一般采 用间断工作

制，大型和特大型露天矿都采用连续工作制。
露天矿山工人出勤率一般为94～95??地下矿山工人出勤率一般为92～93??
按以上数据，计算的在册人员系数列于表1-17-2。

泰 1-17-2在 册人 员 系象 表

也 下 矿 天矿山工 作 制度

1.25～1,271,28～1,29连续工作制366天
1.14-1,151,16～1.17330天

1.05～1.081.08～1.08间新工作制306天

在册人数的计算可按下列计算方法∶
在一个工段内，各工种可以互相替换时，可按一个工段的台计岗位定员乘在册人员系

数得在册人数。
在一个工段内，各工种不能互换时，则应按工种分别乘在册人员系数得在册人数。

直接生产人员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非直接生产人员（除个别岗位如调度员、话务员外），

均不考虑在酚人员系数。
非直接生产人员数，根据国家计委【72）计劳字48号文和冶金部（72）基字第2241号文中

要求将非直接生产人员比例控制在企业职工人数的18??内。
管理人员与服务性人员的编制，在企业定员设计中只列出政工人员、行政、工程技术

人员和服务性人员的各类总人数，而不列其明细定员表。

17.1.2 劳动生产率计算

全部设计定员均参加劳动生产率计算。在黑色冶金矿山设计中，一般只计算全员劳动

生产率和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当为采选联合企业时，采矿和选矿应分别计算。有色冶金

矿山设计中，凡是采选联合企业，除应计算全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

外，还应计算采矿全员劳动生产率和采矿工人劳动生产率以及井下全员劳动生产率和并下
工人劳动生产率。露天矿和地下矿按矿岩总量和原矿产量分别计算。有时也按产值计算。

其计算公式为;
<1-17-2)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空后厂数

(1-17-3)企业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至声工人激

<1-17-4)采矿东员劳动生产率。年产量（来测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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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生产款（或米制墙量 (1-17-6)

人劳动生产率=年产（驱米搬量） (1-17-6)

年工业总产值 (i-17-7)全员人数（或生产工人数）
采选联合企业分别讨算采矿选矿的劳动生产率。采矿计算至选矿厂原矿仓为止，选矿

计算至精矿仓止。
采、选联合企业其辅助生产人员和非生产人员的分摊方法为∶
（1）对供电，供水设施人员分别按采矿、选矿车间的设备用电量和用水量进行分摊;

（ 2）机修设施人员按设备的总重量分摊∶
（3）全矿的非生产人员（管理人员，服务性人员）按采矿，选矿直接生产工人人数

比例分撑。

17.2 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计算

17，2，1 薪 建 投 资计算

在初步设计阶段，基建投资的计算，是按概算编制办法进行计算各专业投资。

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根据国家计委计资〔1984〕1684号文要求，投资估算的精确度，

要控制在"和初步设计概算的出入不得大于10的幅度内。因此，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

一般按概算编制方法进行计算。
项目建议书，初步可行性研究，矿床开采评价和初步设计中各种设计方案比较，基建

投资都按投资估算方法计算。但有时由于工程复杂，又没有适合的扩大指标选取时，也可

按设计概算指标进行计算。
项目投资计算，各专业一般以工程项目的子项分别按建筑工程（包括剥离工程和井巷

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工器具购置及其他费用计算（即;按概算表一，表二，表三格式

计算），汇总后再计算未预见工程和勤测设计及科研试验费等。

项目建设期基建贷款利息，按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计资（19842580号文规定不列于建设

项目设计概算，但应计入建设项目的总费用中。

17，2.1，1 蓄霾级资计算及各项费率的选取

1。建筑工程费（包括剥离工程费及井巷工程费）

根据设计文件或设计定额确定基建工程量，基建工程单价选用扩大指标或概算指标。

选用的指标应注意是否包括间接费（即管理费），如选用的单价不是本地区的单价时，还应

加上地区差价。因此建筑工程费=直接费×（1+地区差价费率）×（1+间接费率）。井卷工

程应包括辅助车间服务费和间接费，非本地区单价时，还应加上地区差价。建筑工程基本

建设间接费率（即施工管理费率）见表1-17-3。

2。设备购置费
设备分需安装和不需安装的两种。需安装的设备，其购置费应包括设备原价（标准设

备按国家各部，省、市，自治区统一规定的现行出厂价格，非标准设备按各主管部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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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金建筑安鹑工程专用施工管理要定望 赛 1-17-3

计 第费枣 备 注

2 4
〈1）土石方指弱地狂平，建筑物臂道沟基础大型土石方工程

80 挖方人工施工 基本工资
（2）大于I万立米为大型，小于者按一般土建直接费机械施工 212
工程取费
①预制的进入直接赞直换费 12打桩工程二
②现场制作的按一般土建工程取费
大批量按吨取费。直按费金属免构制作三

13直接费锅肪混最土预制件四
20直按费门窗制作五

全制结构厂房或金属结构等真苦费金属结构件安装工程六
7直按贯蓣制钢流混凝土安装七

一般土建工程八
直接费第一类地区1
直接费 20第二类地区2
直接费 19第三类地区3
直接费装峪上部建筑工程九
直接赞工业炉砌筑工程牛

200基本工资管递安装工程中一-
17?基本工资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十二

包括开拓和铺轨（自营）33直接赞矿山井暮工程十三
直按费矿山井巷工程

21直接费矿山剥离工程十四
按工程内容分别按一般土魅。大型土石方，管矿山尾矿设施工程十五
道安装工器取费

注;一类地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甘肃、青海、新题、宁夏、西藏。

二类地区，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贵州、四川

三类地区∶一、二类地区以外的地区，

制造厂的报价或参考有关资料进行计算）及运杂费和安装费。运杂费及安装费均按设备原

价之百分数计取。非安装设备的购置费包括设备原价和运杂费及组装费。根据机械工业部

（84）机财字207号文，计算投资时，还应按设备原价再增加15??浮动价。因此需安装

的设备购置费=设备原价×（1+运杂费率）×（L+安装费率）×（1+设备浮动费率）。

非安装的设备购置 费=设备原价×（1+运杂费率）×（1+组装费率>×（1+设备浮动

费率）。
设备运费率，安装费率及组装费率见表1-17-4，及表1-17-5，及表1-17-8。

3。职工生活福利设施投资的计算
按人数计算，根据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81）建发设字384号文规定，民用 建 筑综合

指标按每一职工15～24m2设计，严寒地区可增1m'左右，边远地区和偏 解矿区的综合指

标，可增加1～1.5m*左右。

4。其他工程费用
工程设计中，其他工程费用包括;土地、青苗、工程设计等补偿和安置补助费，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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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17-4设 备 据 染 费 率

序 区地

曹 棘、辽 宁、上 海、北 京、天 捧、1
江 苏、新 江，河 北、黑 龙 江
山 西、山 东、安 徽、内 蒙a
江 西、湖 北、河 剌
询 南、福 建、陕 西
广·东、宁夏
四 川、广 西、甘 肃
青 海、贵 州、云 南
新 基、西 素

15海 肉 岛
0,5现 场 自 制 设 备 或 库 存 设 备11

注，设备运杂费率为占设备原价??

泰 1-17-5机 微设 备 密 魏 美 罩

安策 往，备设 备 分 类 名 称
（元）(%)

坚井 提 于 设 备
1.斜并提升 2，斜披客畅 8.无极绳卷新含鲜井握升及运输设备
4，自动卷肠

4。8矿井 题风设 备

3臣气设备

排 水 设备
不需要安装的设备不计安装费40z机 修设 备
透 用 于独 立 生 产厂702.6驶 碎 的 分 设 备
站内 设 鲁100架空 素道设备
烘 路设备250

表 1-17-8设备组前费率

组 装 费 率（??设 备 名 制
0,20准 轨 电 机 车 0.25窄 轨 电 机 车 0,30

矿 年，人 车、平 板 事
1.20

挖 掘 机 1.10
电 钻、风 镐 及 钻 孔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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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位李理费，研究试验费，生产职工培训费，办公和生活用家俱购置费，联合试运转费，
勘察远计费，供电贴费，施工机构迁移费，矿山巷道维修费，其它费用等。上述其他费用
应按设计方案内容和实际情况，不必一一计算。上述费用转计算，可按照国家计委和中国
人民建设银行（1985）352号文件计算，即 "关于改进工程建设概预算定额管理工作的若
于规定"以及冶金工业部（85）冶基字第599号文，即"冶金工业工程建设总 概算中其他
费用的编制管理办法"或各省、市，自治区规定的指标进行。

5。未预见工程费
按投资的5～10??算，一般按8～10??
17，2.1，2 基建投资分析

概述本工程项目的投资额，列出各项费用的构成和比例（一般接按概算编制表一的格式
列出工程子项投资费用及所占百分比），然后根据项目投资绪构进行分析对 比，也可以类
似矿山建设投资进行对比，说明投资使用的合理性及降低基建投资的途径。对于改扩建矿
山，还应对已花投资和设计利用旧有设施的费用进行简要评述。

17，2.1.3 基建投资筹措及利率
国家计划的基本建设项目其基建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财

琥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以计资〔1986）1258号文《关于对部分行业基本建
设银行贷款实行差别利率的规定》。

（1）对能源、交通、通讯和一部分原材料工业的基本建设银行贷款项目实行差别利
率。其范围为，列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的煤炭、电力、原油开采、节能 措施、铁道、交
通、邮电、民航、钢铁、有色、化工、建材、森工的基建银行贷款项目。其他行业的基本
建设银行贷款项目，仍按现行贷款利率执行。

（2）实行差别利率的基本建设银行贷款项目，其贷款利率期限分为三档∶
五年以下（包括五年），年利率由现行9.36??整为5.76%;
五年至十年（包括十年），年利率由现行10.08??调整为6.48%;
十年以上，年利率由现行10，8??调整为7.2??
（3）对下列行业的基本建设银行贷款项目实行上述差别利率后，超过现行基本建设

"拨改贷"项目的利率部分，给予贴息。即;电力、石油，开采、交通、民航的贷款项目，
按年利率3.6??平，超过部分予以贴息，煤炭、节能措施、建材的贷款项目，按年利率
2.4??平，超过部分予以贴息。

超过规定贷款期限而需多支付的利息部分，一律不予贴患。
其他实行差别利率的贷款项目不予贴息。若这部分贷款项目支付利息确有困难，可按

项目隶属关系，由主管部门用自有资金负责挑一支付利息，即由主管部门核拨给建设单位
资金，由建设单位向经办银行支付利息。

（4）基本建设银行贷款项目一律按年计息。并确定每年九月二十日为年度结息日期。
（5）对实行差别利率的基本建设银行贷款项目支付利息给予宽限期。新建项目贷款

利息待项目建成投产后付息。改、扩建项目的贷款利息支付，建设期内可用企业的自有资
金按年付息，但不得用国家预算内"拨改贷"投资和银行贷款付息。按年付息确有困难者，
经有关专业银行同意，也可实行部分或全部利息在项目建成投产后付息（附注以上（1）～（5）
条为计费C1986】1258号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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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中央财经政策，黑色冶金矿山（铁、锰、铬、镁矿及黄金矿山）建设周期
长，见教慢，资金利税率低，全部按"拨改贷"办法归还本息有困难，可向建设银行提出
报告，将矿山基建贷款改为拨款，全部豁免本息;对有一定困难的项目，可豁免部分本息!
对盈利较多的项目，不予豁免。

（7）计划外的基本建设项目，固定资产贷款利率根据贷款期 限不同，实行差别利
率，其年息规定如下;

一年以下（含一年），年息7.92%

一年以上至三年（含三年），年息8，64%;
三年以上至五年（含五年），年息9.36%;
五年以上至十年（含十年），年息10.08%;
十年以 年息10，8??

17，2.2 流 动 贵 金 计 算
流动资金是企业用于购置原材料、辅助材料、支付工资、储存产品及其他生产周转需

要的资金。按照障家对流动资金管理分类，可分为定额流动资金（即;储备资金、生产资

金和成品资金）和非额定流动资金（即，货币资金和结算资金）两大类。对新建或改扩建

企业，设计只计算定额流动资金的需用量（定额流动资金占流动资金用量90??上），非定

制流动资金由于资金用量不稳定，占用量少，一般不估算（临时向银行借贷）。

设计企业定额流动资金的计算方法

17，2，2.】 按扩大指标计算

1，按固定资产资金率计算

定额流动资金额= 固定资产总额×固定资产资金率

固定资产资金率，即流动资金占固定资产总额的百分比。矿山企业一般为10～20%

（冶金矿山为15～20??化工矿山为10～15??。
2。按销售收入资金率计算
定额流动资额= 年销售收入总额× 销售收入资金率
销售收入资金率，即定额流动资金平均占用额与产品销售收入之比值。销售收入资金

率一般为30～50??冶金矿山为40～50??化工矿山为30～40??。

3。按年经营费用（或总成本）资金率计算

定额流动资金额π企业年经营费×经营费用资金率或企业年总成本×总成本的资金率

经营费用资金率，即定额流动资金平均占用额与企业年经营费用的比值∶总成本资金

率，即定额流动资金平均占用额与总成本的比值。矿山企业经营费用资金率为45～60%

（冶金矿山为50～60??化工矿山为45～55??。总成本资金率，矿山企业一般为40～55%

（冶金矿山为50～55??化工矿山为40～50??。

】7.2，2，2 按定额滤动资金费用项昌计算

1。储备资金需用量计算
储备资金占用额=单位产品的消耗定额×消耗定额价格×计划月产量×储备时间

矿山单位产品消耗定额，是指炸药、雷管、坑木、机修、汽修备品，配件、黄口"

等主要消耗品的消耗定额和储备时间。矿山企业主要消耗品储备时间为6～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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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资金雷量计算

生产资金占用额=单位产品的生产费用×计划月产量×生产周期
单位产品的生产费用一般为单位产品经营费用的40??右（冶金矿山为35～45??化

工矿山为30～40??; 生产周期，矿山企业为2～3个月。
3。成品资金需量计算
成品资金占用额= 单位产品×计划日产量×产品储备时间
产品储备时间，矿山企业一般为?～15天（冶金矿山为10～15天，化工矿山为7～10天）。

以上储备资金、生产资金、成品资金等三项资金总和，即为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占用额。
一般储备资金占定额流动资金的70～85??生产资金占定额流动资金5～15??成品资金

占定额流动资金的5～15??
企业流动资金向中国人民银行借贷。流动资金贷款年利率为7.92??

17.3 产 品 成 本 计 算

产品成本是企业设计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之一，它是全面、准确计算企业建设投资效

果的依据。因此，企业设计产品成本必须算细、算准。

7，3.1 产品成本开支范围

按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的统一规定，工业企业产品成本开支范围，包括，

（1）为生产产品而耗用的各种原料、材料和外购半成品;

（ 2）为制造产品而耗用的燃料和动力;
（3）生产工人，管理人员的工资和按照工资总额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4）按照规定提取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或维简费），大修理折旧基金和固定

资产的中小修理费用;
（5）按照规定应当列入产品成本的低值易耗品购置费用;

（6）按照规定应当列于产品成本的停工费用;

（7）废品损失;
（8）产品的包装和销售费用;
（9）其他生产费用，如管理费、运输费、材料、产品盘盈盘亏、利惠收支等费用。

一切不属于成本范围的开支，都不得列入产品成本。

在企业设计中依据上述产品成本开支原则规定，对开采设计的产品成本进行计算。

17.3.2 矿 石戴本计算

采矿设计的矿石成本计算范围，是指矿山开采过程及相应的辅助设施工艺过程发生的

全部费用。如，独立矿山是从矿山开采计算至成品矿仓止;采选联合企业则从来矿计算至

选矿厂的原矿仓止。
计算矿山矿石开采成本时，露天矿以计算年的矿石量和剥离量为准，当露天开采逐年

生产采剥比波动大时，则应分别计算逐年的矿石开采成本;地下矿采矿成本按达产年为计

算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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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设计的矿石成本计算方法，分为按成本费用项目和按生产工艺过程计算等两种方
法。设计与生产矿山都采用成本费用项目计算。对于特大型矿山，复杂矿床开采的矿山有
时也按生产工艺过程计算作业成本。

17，3，2.1 接成本费用项目计算
矿石设计成本按费用项目计算，其格式见表1-17-7。

表 1-17-7采矿矿石成本计算

位 成单
成 苯 项 目 计算单位序号

单 价 帜单位用量

辅助材料费用
炸 药 ks/t
赏 管 个/2
导火线 m/t
钎 子铜 kg/t
导爆缝 m/t5
硬质合金 g/t
铲斗牙实 kg/t7
钢丝绳 kg/t8
轮 胎 蜜/t9

m*/t木材等支护材料10
风 水 管 套/t

其 它 元/t12
燃料及动力

kg/t油1
kg/t媒2
kWh/电3
元/生产工人工资及附加费三

元/生产工人工赉
元/t生产工人工资附加费
元/t维 简费四
元/t大警强费五
无/t修围 费六
元/t流动资金利息七
元/t车间经费八

元/t企业管理费九
元/t矿石成本十

17，3.2.2 按生产过程计算成本
矿山开采设计的矿石成本按作业成本计算，其格式见表1-17-8;表1-17-9。

17，3.3 矿石成本中各项费用的计算办法

17.3.3.1 辅助材料费用
辅助材料费用（不包括修理设施耗用的原材料），是指矿山生产过程中（即回果、采

准、利广 空产、。运输、提升，破碎、通风、排水等主要生产工艺）消耗的炸

茹、雷管、导火蝴、导爆线、钎子佣、合金钎头、坑木、轮胎、风水管等材料费用。设计



?80 第一篇 露天开来

露天矿矿石成本计算表 囊 1-17-8

金 顺 元/t单价单位用量位成 本 项 目

剥高作业成本侧离系数
采矿作业成本采 矿
运输作业成本运 轴

舞水作业成本吨矿产量排水量排 水
破碎作业成本破 碎t

维筒费求折旧费
企业管理费

无/t矿山成本

我 1-17-9地下矿矿石成本计算赛

金 氟 元/t娘价单 位 用 量成 本 项 目 单 位

采准作业成本据进总量/矿石产量采 准 企*
园采作业成本园采矿石量/矿石A产量属 采 t
提升作业成本提 开
运输作业成本运 验
温风作业成本通风量/吨FI4罩 风
排水作业成本排水量/吨矿弹 水
破碎作业成本破 辟 t

维筛费或折白费 元/t

元/t全业管理费
元/t矿石成本

中该项目费用计算，是采用当地材料价格乘设计消耗定额而得;也可按国家规定价格（考

崖10～15??运杂费）乘设计消祇定额。

17.3，3，2 动力及惜料截
工艺过程消耗用燃料及动力费用系指矿山生产中耗用的汽油、柴油、牒及电力、风力等

费用（不包括修理设施消耗的燃料和动力），燃料费接设计消耗定额乘单价而得;动力费

中的电费按国家现行的两部电价计算。当矿山自备电源时，才单独核算电力成本，然后再

计算矿山电力费用。
17，3.3.3 生产工人工资及附加费

生产工人工资系指从事矿山生产的直接生产工人和辅助生产工人的基本工资（不包括

机修、维修和非生产人员的工资）及辅助工资之和。辅助工资指浮动工资及各种工资性津

贴是以辅助工资系数乘基本工资而得。辅助工资系数及工人平均工资等级见表1-17-10。

17，3.3，4 雌筒费
根据财政部，冶金部，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规定，矿山开采（包括只有破碎的矿山）

按原矿产量提取维简费进入成本，1986年起矿山维简费标准见表1-17-11。

17，3.3.5 蓄本折旧
采矿设计的矿石成本计算中，采用按"维简费"提取计入成本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不能真实反应矿山基建投资高低和建设规模不同及生产条件差异的经济效果。因此，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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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平均工资等级及着助工资系数 囊 t-17-10

皱助工章 备 注资邮破 京救

0,16—0.26 1、大中型矿山工人工资等载取大值8-4
0.25一0.30 2。输助工贵包括活工资和各种工资率贴（不包括保健津贴，地区津贴4-5

和算、粮油、肉补贴）工资类别在六类媳区以上的取大值

表 1-17-11矿山靠棒费标准（元/t）

备 注绘简赞提取标准矿 山 类 别

│进人成本5.7元，另1元由财政能波款6.7部属铁矿山
按地方规定执行按地为溴定地方铁矿山
进人成本6.5元，另1由财政部废款7.6有色矿山
进人败本3元，另1完虫财蔽都激款秒矿开采

猛矿石
鳖石矿
粘土矿
菱损矿，硅石
白云矿
第矿
石灰右矿

豪 1-17-12养善工程、建（构》统物折国率及撤修费率

年 角修 费率年 折 旧 率 （??
称 (X)本 修大基

一、井巷工程 3,5-4,5不发生按矿井服务年限弁乘（铜纳构）
0.5～1,②肉 上岗 上井架或并塔（钢筋混凝土，弹

结构） 3.0～4,04～5阈 上竖并井并悔装备 -阳 上竖井并壁《混凝土）
6.5~1.0同 上斜井并壁 2.0～3,,●1.5～2,0固 上斜井井璧《瓶碾土支架> 3.0～4,03。6-4.0肉 上斜并井壁（木支架》 15.0～20,0在维修费内同 上斜并并壁糖轨 0.5～1。0按服务年限石门及主运卷道〈混凝土）
2.0～3.0在维修费内按服务年限石门及主运巷道（混凝土支架）
4.0-5.0在维修费内按服务年限石门及主运巷道（木支架） 1,5-2,0在维修费内按服务年限石门及主运巷道〈无支护） 1.5~20在维修费内岗 上箱矿井（无支护） 3.0~4.5在维修费内W 上葡实芹（混凝土支护） 8,0-4.5在般修费内同 上贮矿仓

二，施、构筑物 0.1~0.51.0按矿井服务年限钢筋混凝土结构 9,1-0,51.2同 上混合结构 1,01,8
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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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设备年胡阳率及维修费率参考握标 表 1-17-13

 旧 率 % 年维修费率
使用年限  

(%)娱 省修基 本

87.4
14,10花则机 0.5~1.0m* 11,7415 6,66
5.284.5$8,664m"以上 35
17,145,B28,33穿孔设备 12潜孔钻、牙轮钴
2,60准轨电机车 2.685,6618

窄轨电机车 8.50 14.46.5518
B.812,72E.00良题车 20

12.810,00 26,71箍土机 10
7.00移道机 4,575.00

画 产 率22,1110.1310,00汽率 10
进 口 车27。0014.0610.00汽车 10
指规定规路2.002.00 4.0050准轨铁略

10.505,0020 7,71准轨摩电镁
天 {6,66 1.0o2.00 6.G650窄轨铁路

7,91 6,07.912
地7,68 5,6b7,8612窄轨坑内架线 执内务种断画

10,73 6,665.455,28电机车 坑内各种断面
9,80 13,009.8010矿车 固定式4m3

下 19,80 14.00b.B0102m*
16,33 18.0016.8361,2m*
Y7.00 7,007.29.8010例卸式B3.5m*
19,90 2?.005 19,60题斗车1，2m*
6.25 3,51.$4.7820卷扬机 直径5m
5,25 4.01.520 4.75直径3m，2.5m
6.25 4.02.54.7520直轻2m，1，0m
7,90 5.01,66.4016直径1.2m
11.80 5,02,69.6010直径1，0m
8,264.75 1.520多绳卷物
48,048.002直径0，B11，9，1.5ws天验 19,2019,205直径2，0;2，5m
9,809.80I0直径3，6;4.0m
23.1523.76d斜井宾斗 12,0012,00各种规格蝈范

19.906宴斗 立井
6.336,3315装斗装卸设备 1.10 6,04.59，的10各种规格忽车机

16,006阻车器
3.◆3. │8,285.28各种墅号轴流主扇机 4.08.415.2818离公式的

1B。018,80各种型号局庭 14,0│20,o10,00 11.0010装教机 2,68.662.006,88颗式 36破碎机 7.08.182.50B,66旋回及圆锥 16破碎机 20.010.183.506.6815板式给料机 18,407.006,4015200kW以上水泵 15.05,606,009,6010～20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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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维修费率折 旧 率（}
使用年限格

(%)盖 本 大 修 紫 合

84 5 763
】kW以下 15.05.0019,40 24,4D6

9,$34,60 4.60铸换无缝（地面） 20给水管
9.656.006.00舞接官（地面）给水管 15
,834,504,50无缝的压风管路 20
0.858.006.0p焊接的压风需路 15
7.005,005,0p不包括胶带胶带运验机 2b

82,006z,00运大快（管通胶带）运输胶带 1
41.0041.00运中缺（警通胶带） 2运输胶带
21.921,0每小块运输胶带
5.421,603,B2320kVA以上 25变苯降
6,204.80 1.89203VA以下变压感
8.40s,40 2.Q015水银旅流器
82,2312,6210,6082m'/mI移数式的空压机

2.7?28.9212。10.306m'/mln荐动式的 5空压机
3.071z,103,308。206m'/mS鄙定式的 12空压机
2.077.872,744.9810m'/mio面定式的 20空压机
2.679.4B2,564,9320m'/min固定式的 20空蓝机
2.075,532。254.9340m'/min周定式的 20空压机
2,072002,264,752980m2/min周定式的空压机
2。077。502、274.752010m"/mLa照定式的空压机

16,70音铁皮风筒
85.388.5胺皮 3
4。862.00帕电缓略
5,882.864.0028通讯线略

山设计中设计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都采用基本折旧的方法计算成本。其井巷工程、趣（构）

筑物折旧率及修理费率见表1-17-12;采矿工程设备折旧率及修理费率见表1-1?-13。

】7，3.3，8 大修费和维修费
大修费是按概算投资能形成固定资产部分的投资额（扣除机修部分的固定资产及基建

剥离费、土地购置费、拆迁费）提取大修理贵。黑色冶金矿山火修理费 率 见表1-17-14，

表 1-17-14器色冶金矿山大除费率

维 修 费 率大修理费率
别产 u (%)<??

6~sI,8~2,3缺 路 运 输
畅大型和大塑 6-B2.5～3汽 本 运 箱

～81.6-2铁 路 君 箱天 型 8～82～3汽 车 录 输
矿 6～31.5矿 山型小

1~1.5建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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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固定资产的设备和建（构）筑物分别计算的修理费见表1-17-15。有色金属矿山设计时，
大修理费率;矿山建筑物部分为1.0～1.5???备部分为2，0??维修费见表1-17-13。

囊 1-17-15设量、（构）筑物靠修费周

维 修 费 率 〈??目项

O.1~0,6鸡（构）筑物
设备，

7.8铁路运轴的矿山
汽车运输的矿山

i2,0地下矿

对于改扩建矿山，也可参照现有矿山的大修费选取。
17.3.3，7 管理费（包括车间经费和企业管理费）
车间经费及企业管理费系指车间和企业范围内所支付的各项管理费和业务费用。它包

括为车间和企业服务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辅助工人和服务性人员的工资（生产工

人工资除外）、辅助工资、福利基金、工会经费、劳保费、办公室、旅差费、低值易耗

品、运输费、取暖费、用水、用电及其它费用。详细计算是复杂的。一般新设计矿山常接

类似矿山选取，改扩建矿山按实际指标取用。车间经费及企业管理费明细表计算格式见表

1-17-16.
17.3，3，8 企业设计成本计算注意事项
（1）根据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矿山要实行吨矿工资含量 包于的原

则，且前有的矿山（1936年）开始试行，今后逐步推广。因此，企业设计中凡是执行吨矿

工资含量包千的矿山，设计的矿石成本计算则按吨矿工资含量包干办法进行计算。

（2）实行科润留成的矿山，奖金和职工福利基金应在利润留威资金中开支，不再计

入生产成本。
（3）产品的包装费和销售费，应计入产品的铺警成本，不计入产品的生产成本。

17.3，4 采选联合企业及多种产品的成本计算方法

7，3.4.1 果选联合企业
采选联合企业应分别计算采矿矿石的成本、选矿加工费。公用设施（水、电、风）接

用量分配费用，或接作业成本计算单价。企业管理费及服务性设施按采、选生产工人人数

分摊其费用。
17.3，4.2 多种产品成本计算

矿山企业往往生产多种产品，对工艺流程自成系统的分别按成本项目计算每种产品的

成本;工艺流程混合生产的矿山，先计算生产总成本，然后按公式（1-17-8）计算每种产.

品的单位成本。
<1-17-8)

i=Z·K+A·K，+⋯⋯4;衣，×K

代中 C-——甲种产品的每吨成本，元;

C，——多种产品的生产总成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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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16'车廊经费及企业管建藏明想囊（单位∶元》
本 年 计 上年同翔 本年累计计上年同期│本年累

企业管理费车间经费
如 数 实 际微实实 际 数 实 际数题! 实际 数

工贵 工费
提取的职工喜利当金 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
折旧费（食塑筒费） 工会轻费

折阳费修理费
修惠费办公费
办公费水电费

取展费 水电费

取暖费粗氮费
机物料清耗 研究试验检验费

设计制图费保险费
租贯费低值高犯品排销
差放费劳动保护费
外真接待费在产品盒和毁损
会议费（减盘验》
出国人员经费其饱
保险赞其中
低值易起品排销
达着费
仓库经费
产品"三包"损失

材料产品盘亏和毁损
（减盘盈）
清防费
判息支出
<减利息收人）
需纳金支出
（减滞纳金收人）
上级公司管雅费
其他
其中;

_合计

A.⋯⋯A-——各种产品产量，t/a;
K，⋯⋯K;——各种产品每吨调拨（或计划）价格，元。

17。4 矿山企业设计方案技术经济比较

17，4.1 方需比较的原则和方法
17.4.1.1 方案比较应逼儒的源则
（1）必须遵循国家对矿山开发的技术政策和经济政策;

（2）参与比较的方案，必须技术上先进，工艺上成熟，生产上可靠i

（3）选择设备、材料要经济合理，符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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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计方案的技术基础资料要可靠和落实;
（5）方案比较的基础要一致，具有可比性，例如当方案的产品数量或质量不同时，

应该算成相同的条件后方可比较或进行单位指标对比;
（8）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的选取，必须正确合理;
（7）评逢设计方案，应从技术上和经济上进行综合分析，全面评价，然后择优。
17，4，1，2 方案比被的基本方法
首先要根据国家和有关部门对项目建设的要求和矿床开采条件，从技术布置的可能提

出着干个方案，然后对这些方案进行技术上的初步评议，把其中某些明显不合理的方案逐
个淘汰。再对剩下的几个方案进行详细的技术经济和综合分析比较，最后选定一个合 理

方案。
在方案比较中，需要比较各方案的主要指标有，产品产量、质量、基建 投 资、成本

（或年经营费）、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辅助指标有∶职工定员及劳动生产率、矿石

开采贫化和损失、资源利用程度、金属回收率、环境保护和"三废"治理、基建工程量、

建设时间，达产时间、设备薷用量、基建三材、占地面积、施工技术条件、设备及材料供

应的可能性等指标;对于改、扩建项目还要与原有设施的各项指标进行对比计算分析比较。

方案比较时可按各个比较方案所含的全部因素（相同因素和不同因素）计算绝对经济

效益，进行全面的技术经济对比，也可仅就不同因素（不计算相同因素）计算比较经济效

益，进行局部的对比。方案比较还应注意采用不同指标导致方案结论相反的可能性。、

方案比较中，采用类似企业指标时，一般采用企业正常生产期内的年度平均先进指标，

而一般不采用先进平均指标，对于比较复杂或者影响方案取舍的重要指标，则应进行详细

的计算。
方案比较方法，设计中常用的计算方法按其是否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因素分为静态法

（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和动态法（考虑资金时间价值）两种。

1。静态法
1）追加（差额）投资回收期或追加投资收益率

静态差额投资收益率（R'），是对比方案年经营成本节约额与投资差额之比，静态 差

额投资回收期（P^即是静态差额投资收益的倒数。
计算公式为∶

(1-17-9)

(1-17-10)

式中 R'——静态差额投资收益率;
P--静态差额投资回收期;

C、C;——分别为两个比较方案的年经营费（不含基本折旧）;

，、I，——分别为两个比较方案的总投资。
该法在工程设计的方案比较中是常用的方法，但必须有国家（或部门）规定的静态投

资收益率和差额投资回收期指标，才能决策方案;存在问题是未考虑时间因素，影响方案

经济计算的准确性。因此，复杂类型的重卡方案比较一般不用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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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小费用法（计算费用法）
最小费用法，可用于工程设计多方案比较，计算费用额最小者为最佳方案。计算公

式为;
(1-17-11)J;=C+EK;
<1-17-12)J;=Ki+TC,

式中 J-——计算费用额;
C;——-方案的产品年经营费，
K;—-方案基建投资，
E——部分基准收益率（即定额效果系数）;

T——标准回收期（即部门的定额回收期限）。
2。动态法
1）贴现收益率法（内部收益率）
多方案比较时，如矿区选择、产品方案、生产能力，可以分别算出各自的贴现收益率

（或称企业内部收益率），选择收益率较大的方案为优。其计算表达式为;

NPV=二（C;-C）4=0 (1-17-13)

式中 NP-——项目的净现值;
C，———现金流入;
C——现金流出;

（C;-C，）——一第t 年的现金流量;

u;——第t年的折现系数（与;对应）;

4;=+ T;
二—-自建设开始至生产期末 * 年的总和;

——折现率，
1——年份。

根据上式，可通过相应的现金流量表现值计算，用内插法近似求得;值，即为项目的
内部收益率。试算选用的两个相邻的高、低折现率之差，最好不超过2??最大不超过

5 ??
其计算公式为∶

(NPV) (1-17-14)i=i;+(I;-;)(NP1+(NpV,
式中--较低折现率，

s---较高折现率;

（NPV），——用较低折现率计算的项目的净现值（正值），用绝对值表示;

（NPV）;-—用较高折现率计算的项目的净现值（负值），用绝对值表示。

2）追加（差额）投资贴现收益率法

两个方案各年净现金流量差额的现值之和等于零时的贴现率，应与基准收益率相比



768 第一篇 露天开采

较。其计算公式为1

NPV=Z〔(C;-C,);-<Ci-Cp)2]×a=0 (1-17-15)

an=71-)
式中 （C;-C）-—高投资方案的净现金流量;

（C;-Co）;——低投资方案的净现金流量;
a;——-第t年对应折现率i的现值系数;
;——差额投资贴现收益率。

3）净现值法
按设定的贴现率将项目寿命期内各年净现金流量进行贴现计算的黑计值。净观值大者

为优。
净现值的计算公式为∶

(1-17-16)PV=Z<C;-C。);4'

式中 NP-——净现值;
C———第t 年的现金流入量;
C-——第年的现金流出量;
a，-——第ε年的现值系数（与设定的贴现率或基准收益率相对应）。

4）净现值指数法
净现值报数法（简称NPVI 法），是在净现值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作为净现值

法的一种补充方法。当对比的两个方案投资额不同时，如以各方案的净现值的大小来决定

方案的取舍，则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因此，可采用净现值的相对指教（单位投资额的净

现值）即*净现值指数"来评价。其表达式为∶

(1-17-17)NPV/I=—__P

式中 NPV———净现值指数;
NPV——整个经济寿命翔或经济计算年限内的净现值;

———年投资的现值累计值，投资额可以一次投资，也可以包括以后 任 何

年份的追加投资。
5）现值比较法和年成本比较法
现值比较法和年成本比较法都是在年产量（年收入）相同条件下简易面又常用的方案

比较方法。为简化计算，一般只计算不同部分（变化部分），不计算 相同部分（不变部

分）。
现值比较法的计算要点是把各个比较方案在项目生产服务年限内的支出（如年经营成

本》按基准收益率威设定的救益孝换算为基准年的现值，和初期投资现值相加，求出总投

资现值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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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本比较的计算要点是把各个比较方案在项目建设和生产服务年限内的所有投资支
出，按基准收益率或设定的收益率换算为等值的等额年成本与等额年经营成本相加，求出
等额年总成本进行对比。

两种比较方法简化了表达式（设。投资为一次初始投资，逐年经警成本均相等，项目
残值为零）为∶

（1）现值比较法
总投资现值 = 年经营成本换算为现值 +投资现值

(1-17-18)PW=A(P/A,i,")+P

式中 PW——总投资现值;
（P/A，i，*）——-年现金值系数;

P—-投资现值;
A-—等额年经营成本。

各个比较方案中PW小的方案为优。

（2）年成本比较法
等额年总成本=投资换算为等额年成本+年经营成本

(1-17-19)AC= P(dA/P,i,.")+A
式中 （A/P，i，n）——-资金回收系数。

各个比较方案中 AC 小的方案为优。
公式符号同（1-17-18）公式。

当各个比较方案的各年投资和经营成本不等额，则采用费用的现值比较法进行计算，
其公式为∶

(1-17-20)PW= Z(I'+0'>;a;

式中 PW——投资和经营成本总费用现值;
I第t 年的总投资;
O-—第t 年的经营费;

a】——第t年的现值系数（与设定的贴现率i相对应）。

17，4.1.3 方案比较中有关几个问题

1。相关投资
在矿床开采评价、矿石最低工业品位的确定、矿区选择、开采方法、采矿方法和矿石

加工处理等方案比较中，由于矿石质量和数量的差异，而影响到设计企业相关部门的投资

及其效果的差异。因此在方案比较中，就不能单从设计企业范围内进行经济核算，还应计

算与设计方案影响较大，关系密切的相关部门（如炼铁、采煤、洗煤、运输、炼焦、外部

供电，外部运输等部门）的投资及其经济效果。

相关部门投资及经营费的计算，应遵循下列原则∶

（1）相关部门投资及经营费的计算，在黑色冶金矿山设计中，一般包括冶金企业连

续生产所需的原料、动力、燃料、运输、辅助材料以及冶炼等相关都门的投资 及经 营费

用，而不计算机械制造、建 筑材料 和生产过程中次要的及少量差别的相关投资及经营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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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方案的相关投资及经营费用计算基础要一致，否则会影响方案比较经济效
果的真实性。

（3）凡计算相关部门投资时，则相关部门的产品按成本计算，凡未计算相关部门投
资时，则一律按产品的出厂价格（调拨价格加装运费）计算。

2，联产品（即多种产品）投资及经营费（成本）分摊，联产品投资分摊
联产品中某一产品应分摊的投资可按下列公式进行分摊∶

(1-17-21)K=公，C1+@，G。+* ⋯×V℃CGi0
式中 K，——甲产品投资;
（，⋯2——各种产品产量;

K。—--联产品共用的总投资;
C，⋯⋯ C，——一各种产品单独建设时的投资（或调拨价）。

当产品为主、副产品时，投资分排有两种方法，一是按上述联产品的方法分摊，一是
仅计算为回收副产品而增加的投资。例如铁矿中含铜（而含铜量不够单独开采 价值），可

作副产品回收，铜在铁尾矿中回收时，采矿、破碎、磨矿等工艺过程的投资，制刻产品就

不得分摊，仅计算为回收铜而增加的浮选设施的那部分投资。

联产经营费（或成本）计算参见公式（1-17-8）。

17，4.2 方案比敏常用的复利计算公式

设计方案比较和企业经济评价及国民经济评价常用的复利计算公式为，

一次偿付的复和公式
(1-1?-22)S=P(1+i)"=PFc

一次偿付现值公式

(1-17-2?`P=S-TT=SFpw
等额序列复利公式

((1-17-24)S=R-①+2)"。RF。

投入基金（或基金存储）公式

(1-17-25)-= SFs4R=S-F-T=S
资金回收（即资金还原）公式

_i<1+i)" (1-17-26)—= PFp

等额序列现值公式

(1-17-27)p=RC计L=RF。

上列式中。
P——投资的现值，亦称本金。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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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利率，??

n ——周期数（一般为年数）;

S--—本利和，元;
R——每个周期末等额支付金额，元，
Fc——复科系数;
Fpw-—现值系数（贴现系数）;
Fns——-等额序列复利系数（等额序列未来慎系数）
Fs--—资金存储系数，

Fpp———资金回收系数（资金还原系数），
Fsp———等额序列现值系数（每年支付现值系数）。

】7，4.3 主 罢 方 富 比 较

17，4.3.1 矿区遗择
1。矿区选择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1）矿区矿石储量及勘探程度，
（2）矿石质量及选矿加工条件;
（3）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4）外部运输条件;
（5）供电、供水条件。

上述矿区选择因素，最终都反映出矿山的建设速度，基本建设投资和生产成本等方面
的经济效果。

2。矿区选择方案比较实例
某钢铁厂确定年产生铁100万吨，该地区两个铁矿床，均已经过详细地质勘探，甲矿区为磁铁矿，

距闸铁厂70公里，乙矿区为赤铁矿，距偶铁厂 38公里，两矿均需修建准轨铁路至钢铁厂。两矿区均可用

露天开采。按钢铁厂100万吨生铁规模，依据矿区采出原矿品位和选矿指标，计算甲矿区年产原矿 350

万吨，乙矿区年产原矿 39 万吨，两矿区的技术经济比较见表 1-17-17。两矿区的投资及年经营费驱表

1-17-18。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甲矿区比乙矿区支付的总费用现值少157840-146013=11827 万元（表1-17-19），

表明开采甲矿区较合理。

17.4.3，2 开采方法的途择
开采方法是指莱一矿床是采用露天开采还是地下开采，或浅部采用露天开采，深部采

用地下开采的问题。在开采方法比较时，首先必须确定露天开采境界。设计一般都采用经

济合理剥采比来确定露天开采境界。

1。矿山设计中常见矿床类型
（1）厚大矿体的急倾斜、倾斜和缓倾斜（或水平>矿床，剩采比小，都适用露天

开来;
（2）急倾斜薄矿体而埋藏很深的矿床，一般采用地下开采;

（3）矿床上部采用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都有可能，而下部由于矿床埋戴很深，必须

采用地下开采的矿床，



772 第一篇 露天开来

甲、Z胃矿区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比较表 裹 1-17-17

甲矿区比乙矿区罩
乙7区项 目 名 称 甲矿区序

多（*）少（-）

53

磁铁矿 赤铁矿矿石类型
150o -10991DQ0储量（C般以上） 《×10*
339250矿山年产原矿量 （×10气t/a）

130 100可炼生铁 (x10*t/a)
平均 1，4平均 2，2采矿剥寓系数 <1/t)

计算年 2，0计算年 s
外部忘轴和轨铁路 十32387(ke)

70外都高压输电线略 <kn)7
-43733矿石兔损品位TFe (%)
-3.B435,6z31,68〈%)采出原矿品位TF

I7。0012.0D〔%)SiO。
2,51.504.00(%)Ca0

磁厚遍磁 湿选矿方法10
＋8.6.t8.00成份，TP1t
一311.00StO. ,40造
+图，5L.50 1,0CaO -.14.00B,00矿 TR

指 +。3D,12.53选矿比 （倍）
＋6.8ra,00B4,8铁份回收率 (%)标
-7,26,7039.5D(%)精矿产率
*10182（《万元）基建投资12 +8283（万元）其中;矿山开采
-1475（万元）选矿 -1300《万元）绕结
- 138（万元）采石（石灰石》
-160（万元）炼铁
+ 5400外部运着准轨铁路（万元）

-18外部高压着电线略（万元）

+37,60（元）每吨生铁护资<扣13
除外部准轨铁路及
外部轴屯线陪） -19.72《元》每吨生铁成本1< ±03（年>基建时间35 +104D50<面）矿山占用农图15

（4）矿床全部可采用露天开采或地下开采的矿床。
上述一、二类型矿床，一般无需进行比较，就可以确定其开采方法。第三、因类矿

床，就需进行详细的技术经济比较，才能确定露天开采还是地下开采。

由于露天开采与地下开采贫化率不同，因而采出的矿石品位亦异，特别是当矿石为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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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汇丙矿区的投资及年经管费（万元） 囊 1-17-18

矿 区Z.区甲年

年 经 营员资 资年 经营费 投投

13623166dS
2270527771
9082110

974387675 17B14 1948
194B617514

8 1948517614
8 1948817514

134B81751410 1948817514
194as17514
194881751413 1548017514

14 1043517614
15 1948617514
16 1会4817514

194B817 17514
148818 17514
1948817514
19d8617514

5542 36692945410844526竹
泰 1-17-19昂、Z同矿区总费周混值（NPV）计算表（万元）

总 费 用 现 值贴现系 数投资、年经 营 费合 计年
乙 矿 区甲 矿 区10 %乙 矿 区甲 矿 区

1238515148a,90911362318863 1B763228500,B264227052772 882383450.751908210c3 685459810.39748B7674 1209108740.6209194861751s5 10899BB70.56451948617546 00208380.513219466175l47 909E1700。46615488175143 8267428D.4241194e617514 761675t0.3855194881251410 61390.3506194t815141i 620855800.318184a1751412 5B450740,2897124861751413 461D.263319$86176A414 46851t30,2394194861761415 424b3810.a1781948B1751416 38543aB40,197819881751417 350681610,170819486176418 31862840.1635194861751418 26030.14861948B1751420 15784D14601
含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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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时，若露天开采贫化率小，采出的矿石可能直接入炉冶炼，而地下开采因贫化率大，矿
石品位下降，甚至变为贫矿，需经选矿烧罐方能入炉冶炼。从而增加了选矿、烧结等生产
环节的投资及经营费用。因此，在开采方案技术经济比较时，各方案的经济效果计算，应
计算到矿山的最终产品（精矿）止。当两方案经济效果不明显，则薷测算到冶炼为止。

2。开采方案技术经济比较实例
某铁矿为磁铁矿，位于丘陵地区，矿体厚5～80m，走向长800～1500m，矿石和围岩中等稳固，设

计规翼按年产原矿110万吨，作了露天和地下开采两个方案。简述如下，

1）露天开采方案
采用公路开拓，工作面沿矿体走向布置，回采由上盘向下盘擒进，露天开采的境界剥采比为 10t/t，

平均制采比为3.3t/t，矿山计算年的剥采比为4t/t，矿石和废石采用汽车分别运至遇矿厂和排弃场。

2）地下开采方案
采用整井开拓，主井及翻井位于矿体下盘中央处，两翼各摄进一风并，采用对角式 通风，井下设粗

碎设施。采矿方法采用无底柱分段崩幕法，打腹采用當岩台车配YG-80型堂岩机，装运采用C-30 型装适

机，阶段高度66m。分段高度10m。矿块布置∶矿体厚度小于15m时，沿矿体走向布置，大于15m时，墨直

走向布置。统内运输果用电机车及2m'矿车，运至溜井，经想碎后提升至地表，再由电机车运往选

矿厂。鳙天和地下开采的技术经济比较见表1-17-20。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露天开采方案比地下开采方案多花投资3100万元。但每年可节约成本费550万元，

多花投贤6.6年就可回收。从投资回收期来看，地下开采方案为17.3年，而露天开采方案仅需s，5年。从资源

利用方面，用露天开采矿石回采率较高，可多采出矿石约728万吨。据上分析，故推荐采用露天开采方案。

17，4.3.3 矿床开矩运输方案选择
矿床开拓运输方案应依据矿区地形、地貌，矿体埋藏条件、地质为造、矿石和圈岩性

质、矿床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条件等因素，然后对矿床可能成立的开拓方案、工业场地、

排弃场通风、排水及选矿厂（或破碎厂）、外部运输等设施进行总体配置 和 技术经济比

较，择优最佳方案。

1。选择开拓运输方案应注意的原则

（1）基建工程量少、施工容易、投产和达产快;

（2）生产工艺先进、技术上可靠，对今后生产发展留有余炮;

（3）设备选型合理，供应可靠;
（4）矿柱损失少，不留或少留保安矿柱;

（5）占地面积少，不占或少占农田、耕地;

（ 6）方案的技术经济综合效益好。

2。矿山开拓运输方案比较

1）露天矿开拓运输方案比较实例
某石灰石山坡露天矿，蠡天采场最高标高为387m，当地地平标高为110m，比高约 277m，矿区地形

坡度25°~50"，矿山设计规模150万t，总采掘量200万t，根据矿山地形、矿床赋存条 件，设计考虑了下

列三个开拓运输方案，
（1）汽车运输方案〈称Ⅰ方案）

采矿杨至藏弈厂之扩石运输全部采用汽车运输，平均运距 1.4～1.skm，160m 以上各水平的运距约

1，9～2.5km，160m以下各水平的运距约0.6～1.6km。

（2）半固定式粗破碎、钢绳芯胶带运输机方案（称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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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天轴地下开采搜术经清比较表 表 1-17-20

■天开采比地下开采
霉 夫开 采 地下开 采项 目名 称

多〈*）少（->

42 3

62005200工业储量（× 】0*切
地质品位

110110矿山年产原矿量（×10t）
550 t421年采到（掘）总量 （×10*t 550

+1000基建新商量 （×10*t） 1000
-5,55.5基殚井巷工程量（×10'm）
+14829d矿石回采率 <%)
-16矿石贫化率 (%)
+6,02$5,281.78采出原矿品位 {%)
+146（年）服务年限

5基建时间 （年）
22达产时闻 （年》

-9,3I2.16J.85选矿比 <倍）

每吨原矿成本 （元） o每吨原矿途矿加工费 （元
-17,81精矿成本 （元）
-560年总成本 （万元》
+72年总产值 （万元）
+8,63精矿产量量 （×104t）
+1645(%)精矿品位
+3100基趣投资 《万元） +3100（万先>其中∶采矿 ·（方元）选矿 +127D〈万元）年利润 -10.817.30,5投资回收期 《年）

5.8追加投资返本期 （年>
-1478a5131767《人）职工人数

3Id5140o其中，采矿 （人）
367867（人）选矿

劳动生产串
410Sa00（矿岩/人·A）
S09D选矿 （原/人·旧）

+30120（亩》占用农田
+B2530（亩）其中∶水田 + 25659q（窗）单B

为了缩短汽车运距，将前期粗破碎设立在露天采场外，距采杨边约100m，标高为236m，后期膜碎厂

标高170m，前期破碎厂服务年限约10年，本方案汽车平均运距约0，9km，破碎后的矿石用钢绳芯胶带运

帧机运往缓冲矿仓后再进行中碎，铜绳芯胶带运输机的运输长度，奠期为380m，后期为170m。

（3）平硐灌井、窄轨电机车运输方案（称Ⅱ方案）
黑井布置于梁领内，演井直径5π，垂高140m。采新采出的矿石由汽车卸入液井，再由20t电机车牵

引im2双侧卸式矿车经平瞩运至破碎厂进行破碎，平硐长 838m，澜井上日卸扩水平 280m，下部卸矿水

平170m，随着开采台阶下降，170m以下平鲷潮井报废，各水平的矿石由汽车直接运蜀破碎厂 进行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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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见表1-17-21、表1-17-22、表1-17-23。

从上表可以看出，I方案的总费用现值最小，比Ⅰ方案与Ⅱ方案分别少72万元和89万元。
从技术上来看，Ⅱ方案井卷工程较大，基建时间较长，施工和生产条件较差。且矿体 内节理及略斯

特发展，溶洞系数达13??牌洞内充有混土，矿石含泥率3～4.5??矿区雨水又多，年平均降雨量达
1400mm。年降雨日达167天，雨季集中在4～5月份，雨水对溜井生产也带来一定的困难。I方案前期
的半国定式敲碎机服务年限为10年左右，以后又俱进行重建。

据此，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来看，推荐I方案。
2）地下矿开拓运输方案

地下开拓方法，通常可分为竖井开拓、斜井开拓、平硐开拓、上部用竖井下部用盲井

表 1-17-21开拓运确方痛主要技术指标表

序
】方 集Ⅰ方案I方 案项目 名 称

号
61 3

基建并巷工程量1
总 长度 (m)

18107总 体 积 (m*)
基建线略长度2

2,8s3.652,83(km)路
6,84(km)* 轨

钢绳芯胶带（B=1000） (m》
主要设备

（台）太脱拉 10!自卸汽车
ZL20/750 电机车 （台）
KT-20-1汽动官卸矿车 （辆）

φ800 篌回破碎机 1（台）
11<台）φ160×1600瓣式被碎机

（台>100g×300a板式给料机
76o508472<t)设备总重4

5 基建投资
的期投资， 10I46（万元） 113公 路 217

（万元）平硝液并工程
128《万元）胶带工程（B=1000） 170180（万无》 160破 碎 15623428（万元）太觊控16吨自卸汽车 4B（万元>ZL20/75 电机率

《万元）牵引变电所 63（万元》KT-20-1汽动自卸汽车 0《万元）*轨铁略（平调外） 141415（万元）生活播利设施 79559（万元）小 计

后期投资， 28（万元》φo0 旋回破碎弹机
（万元）钢绳芯胶带工程

{2（万元）路筑工程 128（万元》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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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Ⅱ方 案Ⅰ 方 案项 目 名 称 Ⅱ 方 案

532 4
万完投责合矸 00

年经营费6
40（万元） 70公路及窄轨运输 45

（万元） 30破 碎
（万元）钢绳芯胶带运输
（万元）井卷工程折旧及维修

65〈万元） 100小 计
707276《人）定 员7
2,52（年）基塞时间8

年能源消耗9
27718420e《kWA)电 力

S851柴 油 95(t)
1228652电力、柴油折算成标准煤 1017<)

2占农图（亩）10
2其中∶早 地

水 日

囊 1-17-22三个方案的投资及年级警费（万元）

案方方 案方 案年
含 计年经营费合节 没 多年经营费合年经营费投 资份
102
524524491491397397

20店1e1181162162
2t6.4450

68100
8888100100

100100
83881o

2810a10o
88160
8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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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袅

案方

年梁恢费年经营赞 哲 资 含 计舍 计年经营最投 资 投 资台

42

34 80 808s94SA
308ae4 8094
8 soeuS

82 78
7878

ar
77r7

TB78
139 2189798

義 1-17-23三个方案总费用现值计算囊（万元）

总费 用 现 值贴现系数投资 和经 营 合计

I方案I方案Ⅰ方案I方案【方案I方案 1D关

433
4780.0sA 46361524491897
2701501340,8264181 20B1628

0.7513 38434植508
57s0过80.68306369100

6 520,6209 62B38B1006
0,5645 65583B81d0

4345610,51828388100
0,4se6838810

$y0.42d 42833810o
3183370,3815818610

0,350581154951L
d$0,S98 30801ss94
240.2897 27B0dd9413

0,28380849414
20230,2394B08d16
1820a,217678329216

180.1878788292
16180,1799778D18
13150.1835?7809019

130.148B7679卷9
11891117含时

开拓、上部用斜井下部用商井开拓以及上部用平酮下部用竖、斜井的开拓等方式。由于提

升或运输方式及装备水平不同，在设计过程中，一般需要进行比较方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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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案比较中，基建投资比较的项目，主要有;
（1）主、副井、风井、井底车场及附属工程;
（2）擢井系统工程;
（ 3）坑内破碎系统工程;

（4）主要运输卷道、提升系统（包括主、副井井架或井塔、卷扬机房、提升机、箕
斗装载硐室、井底清扫系统等）;

（5）地面运输载路及运输设备等;
（6）其它（如土地征购每）。
上述这些井卷工程，根据方案的特点，不一定都参与比较。

在经营费用计算方面，除计算提升、运输有关费用外，还得访算井卷折旧费及维修费等。
地下运输开拓方案比较方法与露天开拓运输方案的比较方法相同，地下开拓方案比较

实例见本卷下册第三章。
17，4.3.4 地下矿采矿方法远择
采矿方法是地下矿山生产过程的主要环节。一个矿山的采矿方法选舞的正确与否，不

仅影响到矿山能否顺利投产和达产，而且还直接影响到产量和质量及资源的综合利用。因
此，必须结合各个矿床的具体特征正确选舞采矿方法，是设计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采矿科学的技术发展，新工艺、新设备的不断出现，对同一矿床会有几种采旷方
法，这时就需要加以比较和选择，以达到生产上安全可靠，技术上先进，经济效益好的目的。

1。选择地下矿采矿方法的基本要求
（1）安全，即确保工人在开采过程中安全生产，并设法改善工人劳动条件;

（2）矿块开采强度大，生产熊力高;工艺简单;

（3）采矿设备选型合璟，设备效率高1
（4）矿山通风、防尘要符和国家要录;

（5）矿石损失率与贫化率低，资源利用率好;
（6）经济效果优越，材料消耗少，矿石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离。

2。选择地下矿采矿方法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1）矿体的产状，矿石与围岩的物理机械性质;

（ 2）矿床地质构造和水文地质条件;
（3）矿石品位及价值，有益有害成分含量和分布情况;

（4）加工部门对矿石质量的技术要求;

（5）矿石开采贫化率和损失率;

（6）地表是否允许陷落;

（7）设计规模、基建工程量及建设速度;

（8）主要设备和有关材料的供应条件;

（9）.生产管理和工人劳动卫生安全条件;

（10）基建投资、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3。采矿方法选择比较
采矿方法选择比较及实例见本卷下册第二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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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矿山企业经济评价

矿山企业经济评价，它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按现行价格（或测算价格），对企业投
入和产出的全部费用进行计算分析，以准确评价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

在设计工作中，企业经济评价一般要编制现金流量计算表和财务平衡表（包括常售稍
润计算表），以及不确定性计算分析。然后对建设项目作出经济评价。

17.5.1 现 金 流 量 表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计算，是根据项目在基建和生产年限内各年的现金收支预测（现金

囊 T-17-24现 金 宽 量 计 算 表（全部授资）

产生 设 期合
目

计 5 ⋯⋯ 推

307

计算产量
现金流入
1。糖售收人
2.回收固定资产象植
3。回收流动资金

流入小计
现金流出二
1.基建投资
2。流动资金
3。经营成本
4。销售税金
5.资源税

滤出小计

净现金流量
累计净现金流量四

指标计算

净现值
所现系数（I-??
净现值
累计净现值
内都收益率
1。折现系数（=??

净现值
2。折现系数《11*??

净现值

抄 资 回 收 翔内部收益率

注∶1。矿山工业项目的采矿都分用销售成本代兽经营成本。

2、根据需要可在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栏里增填项目。

3。经营成本中不包括基本折旧及流动资金借款利息。

4。销售税金系指产品税、增值彩，曹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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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和现金流出），考虑时间的价值因素，进行现值计算，以此来计算项目的投资收益率
指标。

现金流量计算表，按其投资项目的资金筹措方式，分为全部投资的现金流量计算表和
自有资金的现金流量计算表等两种计算格式。

17，5.1.1 现金流量计算表（全部投资）
该表以全部投资作为计算基础。用以计算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净现值及投资回收期

等评价指标。其计算格式见表1-17-24。

17.5.1.2 现金流量计算表（自筹资盒）
该表以自有资金为计算基础，包括计算借款利息和本金偿还的现金流量。可用以计算

现金流量计算表（自有资金） 表 1-17-25

建 设序
项 5计号

1031

计算产量
现金流人
1.销售收人
2。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3，回收流动资金

流入小计
现金流出二
1．基建役资中自有资金
2。流动资金中自有资金
3.，储软利息偿还
4。借款本金偿还

5.经管成本

6，钠户税金

7，资源税
流蛊小计

净碗金流量三

累计现金流量四
指标计算

净现值
折现系数（i-??
净现值
内部收益率二
1.折现系数（=??
净现值
2.折现系验（i=%>

净现值

内部收益率

注，1。矿山工业项目的采矿部分用销售成本代替经者成本，

2。根据需要可在视金流人和现金流出栏里增加项目。
3。经营成本中不包括基本折旧及流动资金借款利息。

4。销售税金系指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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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资金内部收益率，净现值等评价指标。涉及外资的项目，可以国内资金（包橘圜家预
算内投资，国内贷款和自筹资金等）为计算基础，用以计算国内资金内部收益率。其计算
椅式见表1-17~25。

现金流量计算表1-17-24和表1-17-25中企业内部收益率系指将投资项目在建设和生产
服务年限内各年净现金流量进行贴现计算，使累计的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企业内部

收益率分为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和自有资金内部收益率。涉及外资的项目，尚应计算国内

资金内部收益率。
内部收益率，是用以衡量项目的盈利能力。其计算公式表达式见公式（1-17-13）和

公式（1-17-14）。
投资回收期<投资返本年限），是以项目的净收益抵偿全部投资所需要的时间，它是

反映工业项目财务上满糍能力的重要指标。投资回收期自建设开始年算起，但应同时写明

投产开始年算起的投资回收期。

计算方法有二;
1。按一般回收期计算（静态）

表达式为∶

(1-17-28)=2(s-c'-T)

式中 I ——总投资（包括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
s-—年销售收入;
c'——年经营总成本（不包括基本折旧和流动资金借款利息）;

T——年销售税金，资源税;

P，——投资回收期（自建设开始年算起）;

Z -—-自建设开始年至P年的总和。

2。按现值法计算（动态）

表达式为∶

(1-17-29)Z (s-t'-T);4:P(I)=2

式中 P（I）——总投资现值（包括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

P，———-动态回收投资痰（自建设开始年算起）;

a-——第s年的折现系数。

投资回收期直接用全部投资现金流量计算表推算。投资回收期的详细计算公式为，

投资回收期=（累计净现金流量开始出现正值年份数）-1+

上年累计净现金流量现值的绝对值 (1-17-30>
当年净现金流量现值

17.5.2 财 务 平 衡 表

财务平衡表（包括销售利润计算表）;它是根据投资项目的具体财务条件（借款和自

有资金的比例，借款利率及偿还条件等），执行所在部门和国家的有关财务规定《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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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还借款的折旧费比例和演兔等规定》进行计算，通过财务平衡表可以预计工业项目建设
和生产年限内各年利润和资金盈余或短减情况，选择资金筹资方案制定资金筹措和偿还计
划，计算借款偿还期及获利情况。

财务平衡表及销售利润及利润总额计算表的内容和格式见表1-17-26。

财 务 平御 表 载 1-17-286

序号

计算产量
资金来源
1.利润总额
2.基本折旧
其中。可作归还惜款的折旧
2，基鬼投资借款
2），国内衡散
2），国内短缺资金僧款
3），外汇微款
4），外汇短缺资金借款
4，流动资金借款
5。企业自有资金
1>，用于蓄建投资
2），用于流动贵金
o，围收固定渡产念值

7.回收自有流动资金来源小计

贵金运用
1.基意投资
2。流动资金
S.还款期间的企业留利
4.，基意投变借款利息尝还
1），国内借款本金
2），国内短缺资金借款本金
3），外汇循款本金
4）.外汇短缺借敢本金
6，企业留用的基本折旧
7，上缴的基本折旧
.所得税
9，盈余资金
运用小计

注，1．根辅需要可在资金来源及资金运用栏照端减项目。
2。流动资金情永利息包括在销售成本中。

3，流动资金全部为番款时，资金来脲中的"回收自有滤动贵拿"一项可以略去，
4。盈象资金中包括所得税、调节税及企业盈利，但在还濮情款的最后一年中，盈众贵金仅包括所得税和调节貌。

17.5.2.1 鲁救佛还期
通过财务平衡表可以计算借款偿还期，根据生产矿山实际情况，流动资金一般都在矿

山经济寿命完了时回收，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84）建研便字第5号文，即中国人民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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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售利调及利洞总蟹计算奏（单位; 表 1-17-27

生跑 设 期 期项 目序号

计算产量
销售收入
销售成本二
其中I。蒸本折旧

z，流动资金借款利息
3，销售费

销售税金
销售为碎四
资源税置

利洞总潮六

注∶销售税金系指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目前冶金矿山只收产品税。

设银行建设项目评估实施办法，借款偿还期也仅指基建投资（包括利息）时闻，不包括流

动资金偿还时间在内。
借款偿还期的表达式为;

(1-17-31)=二（F+ D'+F。）

式中 I-——-基建借款本金及利息，

F———年销售利润或利润总额;
D——-年可作清偿能力的基本折旧费;
F。——年可用作偿还借款的其他利益，如产品税等;

P，———借款偿还期;

Z——自建设开始至 P。年的可用于还款的收益的总和。

借款偿还期的详细计算公式如下，
当年借款偿还题借款偿还后开始），，__

借款偿还期 盈余年份数 1+当年司用宁还款的收益额 （1-17

上式中的小数部分也可化为月数表示。

17.5.2，2 静态投资敦业率及利润率

建设项目的企业评价，根据需要，有时还计算其他评价指标，如静态投资收益率、静

态投资利润率等。
1。静态投资收益率

静态投资收益率是指企业达到设计产量正常生产年份的收益和总投资之比。此指标适

用生产变化不大的矿山企业评价。

静态投资收益率有两种计算方法;

（1）按现金流量表计算，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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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 (1-17-33)

式中 I——总投资（包括基建投资及流动资金）;

R。——投资收益率;
S、C'、T——符号意义同公式（2-21-28）。

（2）按财务平衡表计算，其公式为∶

=7产×10 (1-17-34)

中 R ——静态投资收益率;
I，——基建借款在建设期的利息1
F——年销售利润或利润总额;
D——年基本折旧费（但不包括采矿维简费）。

2。静态投资利润率
静态投资利润率，适用于建设时间短，达产快且逐年产量变化不大的中小型矿山企

业。其计算公式为;

(1-17-35)-× 100%

式中 P——投资利润率;
K-——基建投资（不包括流动资金）1

F—年销售利润。

17.5.3 关于现金流量计算表及财务平衡表中有关规定说明

37，5.3.1 基建借款计急方法
发生借款的当年均假定发生在年中，按半年利息计算，其后年份按 全年计 息。还款

期，还款的当年也接半年计息。各年利息计算公式为;

(1-17-38)（1）建设期每年应计利息=（年初借款累计+_平年借款支用

(1-17-37)（ 2）投产期年应计利息 =（年初借款累计-.

(1-17-3B)（3）还清年份应计利息= _生塑值歌墨×莉4

37.5，3.2 用甚本折旧归还基建借款问题

根据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82）建总综字第444号规定，

将部分基本折旧基金用作偿还惜款之用，规定提取新投产企业（包括新建、扩建的大型生

产车间和分厂）的固定资产基本折旧基金，在建成投产后的三年内，基本折旧基金百分之

二十留给企业，百分之八十归还贷献。从国外引进的大型建设项目，在建成投产后的三年

内，基本折旧基金百分之十留给企业，百分之九十归还贷款，三年后，所有贷款企业提取

的折旧资金，一律以百分之五十留给企业，百分之五十归还贷款。

采矿企业提取的维简费，全部留给企业作更新改造用，不能用作偿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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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3.3 税金计算问题
1。产品税

当设计企业的产品作为商品外销时，根据国家规定，应交付产品税，其税率为，黑色
金属矿采选产品（包括铁、锰、铬矿石），有色金属采、选产品<包括原矿和精矿），按
产品销售收入的3??非金属矿采矿产品，如自云石接销售收入的8??石灰石按5%

提取。
2。资源税
资源税暂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征收，金属矿产品和其他非金属矿产品智级征收。
3。所得税和调节税

还完借款后的第二年开始计算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的所得税率，大中型企业，适用
55??固定比例税率，小型企业适用八级超额累进税率。

大中型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额的55??算。小型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计算。大中型和小型企业的划分，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执符。

调节税税率须由财税部门和工商企业主管部 门 核 定，因 此在财 务平衡表中不单独

列出。
17，5.3.4 固定资产余值

固定资产余值，根据国务院文件，国发〔1985）63号文，即"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试

行条例*规定，各类固定资产的净残值比例，为原价的3 ～5??

17.5.3.5 企业圈判
按工资总额δ??计算的企业基金，按标准工资10～15??算的奖励基金，有新产品

试制任务的工交企业按利润的1～3??给的新产品试制基金。矿山企业不搞新产品试制。

企业留利只在基建贷款项目偿还期内计算。

7.5.3.6 企业折旧的分配问题
还完基建借款后的年份，企业基本折旧基金分配，按照国发 〔1984〕第67号文规定∶

"企业折旧基金分配，从1985年起，企业留用70??其余30??由有关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掌掘"。
应当指出∶当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有新规定时，应按新规定执行。

17.5.4 不 确 定 性 分 析
企业经济评价的基本数据，大部分来自预测和估算，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如产品产

量或销售量、产品售价、销售成本、基建投资及流动资金等。大部分来自预测和估算，在

实施过程中不免有所变动，为分析这些不确定性因素对企业经济效益的影响，需进行不确

定性分析。不确定性分析，主要是进行盈亏平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根据需要西又有条件

时，也可进行概率分析，以便对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作出定量评价。

17，5.4.1 盈号平榔分析
盈亏平衡分析，是根据项目投产后正常年产量（或销售量）、生产成本（总国定成本

和单位产品可变成本）、产品价格、单位产品销售税金等数据，确定项目收益为零时的盈

亏平衡点。盈亏平衡点可用产量（销售量）、生产能力利用率等表示。盈亏平衡点越低，

表示项目可以承受更大程度的减产、滞销、降价等风险而不致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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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亏平衡点的计算公式（见下图）

X,="p-7)- (1-17-39)

式中 X。——盈亏平衡点的产量;
f——年固定总成本（包括基本折旧）;
P——单位产品价格;
T，——单位产品销售税率;
V——单位产品可变成本。

17，5，4.2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测定各主要不确定性因素的变化对
5908项目的经济效益指标的影响程度，找出关键因素，，以

5000便提出改进措施或修改方案。可能发生变化的主要因

素一般指产量（或销售量》、产品价格、成本、投 B 5000
资、建设周期、达产年限、换汇率等。 磁

D4000敏感性分析一般测定单因素变化的影响，必要时

也可分析多因素同时变化的影响。不但应分析有利因  3000
素和有利的变化，而且还应着重于分析不利因素和不

利变化。
敏感性分析使用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一般可采用

静态投资收益率，投资回收期和内部收 益 率 等。此

产量 （万吨/4）外，借款偿还期也可进行敏感性分析。

1。静态指标分析法 图 1-17-1 盈亏平衡图
静态分析法是利用静态经济效果计算公式，计算 1-销售收入（税后）绕12一总成本线，3一

盈亏平衡点;4-固定成本规;5一号损区，因素变化后的经济效果指标。其步骤是（1）确定拟

6一盈利区
分析的经济效果指标及其计算公式;（2）确定拟分

析的变动因素及其变化率;（3）计算因素变化后的

经济效果指标。（4）与基本经济效果指标比较，求出指标变化值;（5）列出敏感性分

析表，进行教感性分析。
进行敏感性分析是要指出哪几个因素发生不利变化时，对经济效果指标的影响大，使

决策者在决策时心中有数，使企业管理者采取有效措施，发扬有利因素，提高企业经济

效果。
当经济效果指标可由数学模型表达时，则可由数学方法求得。经济效果指标少∶

y=f(*)

式中 x —— 含有不确定性的经济参数。

则经济效果指标对不确定性经济参数的变化率为;
(1-17-40)dy=f（x）d对

式中 dx——可以理解为经济参数的变化率;

dy——就是经济效果指标的变化率。

2。动态指标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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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动态经济效果指标进行分析，其步骤为（1）根据预测的基本经济参数，计算现

金流量表或财务平衡预测表，求出拟分析的经济效果指标;（2）把具有不确定性的各数
据，逐一算出在它们发生某一百分率变化时，对应的新的投资经济效果指标，检验新的指
标与基本情况下计算的指标的差值;（3）列出敏感性分析表，进行敏感性分析。

】7.5.4.3 最率分析

概率分析是使用概率来研究预测不定因素和风险因来对项目经济效益影响的一种定量

分析方法。重大工业项目的经济评价，有条件时应进行涨率分析。

7.5，5 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经济评价
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经济效益计算，必须能反映与新建矿山没有的特殊费

用（如固定资产损失、停产或减产损失、旧有固定资产拆除费）、固 定 资产 残值以及与

改、扩建和技术改造有关的营业外损益等）和改、扩建目标及其效益（如增加产量、改善

产品质量、合理利用资源、提高技术装备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和环境保护及增加矿山收益

等）。因此，在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中，应按上述内容进行详细经济计算，以便

根据项目投资效果决策方案。

17 ，5.5.1 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费用算

1。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投资费用
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投资费用，包括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新增投资和

利用矿i旧有设施的固定资产净值等两部分。新增投资是以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
的设计概算投资为准;旧有圆定资产净值，即设计对原有工程设施确定 使 用的 固定资产

余值。
2。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经营费用

是指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建成投产后的经营成本及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

对旧有设施不能利用的损失、停产和减产的损失（这些损失费用可按年度列入改、扩建和

技术改造项目的现金流量计算和财务平衡表中）。
7.5.5.2 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经济效果评价、分析指标
（1）主要经济效果指标∶差额投资收益率、差额投资回收期、差额净现值，差额净

现值指数、借款偿还年限;
<2）辅助及分析指标;改扩建后全部投资收益率、产量、产值和利润增长额、单位

投资、单位成本和折算费用指标，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的实物指标及社会效益指

标，节约金属、能源和改变其结构的实物指标等。

17.5，5.3 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璃回的投资收益率指标可分别按以下方法计算

（1）可以与原有效益分开单独计算的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其新增投资收益率

应为新增收益与新增投资之比;
（2）不增加产量，只降低生产成本的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其新增投资收益率

应为新增收益（成本节约额） 与新增投资之比;

（3）与原有效益和费用难以分开单独计算的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其投资收益

率应为全部收益率与全部投资之比;
（4）提高产品质量的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如果产品质量提高在价格中不能得

到反映，则可参照进口价格计算，如果没有类似产品的进口价格，则要单独进行质量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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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计算，计算使用部门因产品质量提高带来的收益，

（5）尚未形成完整生产能力的续建项目，可采用改、扩建前后的全部投资和全部收
益计算投资收益。如果原有设施并未全部利用，则应仅计算其可以利用部分的投资;

（8）矿山批产后由于某些环节配套不完整或其他原因而未达到设 计 能 力，需进行
改、扩建和技术改造的项目，其投资收益率可按总投资和总效益计算，也可按新增投资和
新增效益计算。

17，5.5.4 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的经济界价指标编制要求

（1）鲁制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前的经济效益指标;
（2）编制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后的经济效益指标;
（3）编制矿山改、扩建和技术改造新增投资的经济效益指标。

除上述三种经济效益要进行对比外，新增投资经济效益还应与其他新建矿山进行比较
分析。

17.6 国 民 经 济 评 价

投资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是从国家角度出发，衡量项目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大小。凡涉
及外贸、利用外资的项目，买矿与建矿的项目，产品或原料价格朗显失真的项目，以及对

其他部门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一般都应进行国民经济评价。.

在国民经济评价中，根据工业项目特点、研究深度以及实际需要，对项目的费用和效

益分析，可采用动态计算，也可采用静态计算，或二者并用。一般应以动态计算为主。

国民经济评价需要的主要参数，如社会折现率、计算汇率、常用投入品的价格及价格

换算系数等，须由国家有关部门制订，并定期于以调整。在国家尚未颁布可供评价用的国

家参戮之酋，可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有关参数的选取和计算为准。社会折现率，可暂

按8??算、分析。

17.8.1 翻吴经济评价方法

国民经济评价方法，根据投资项目的要求和具备的资料条件，可采用以调整价格为基

础的评价方法，也可采用以现行价格为基础的扩大范围的评价方法。

17.6，.1 扩大范围的评价方法
是在企业评价基嫡之上，按现行价格、扩大评价范围，计算包括相关部门费用（投

资、成本、折算费用）、相关部门效益（利润、利税、净产值等）和相应的效果指标（投

资收益率、投资净产值率等）。

17.8，1.2 调整价格为基确的评价方法

该法是为了正确估算项目对国民经济的真实效果，因此，对于项目的效益和费用中比

重大的以及国内现行价格明显"失真"的投入品和产出品价格，应予适当调整。调整后的

价格为修正价格。一般都用调整价格法进行国民经济评价计算。

项目产出品和投入品修正价格的估算方法

1。产出晶（项目产出品的出厂价格）

1）外贸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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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出口的（外销产品）;离岸价格（ja·b）或国内运费和贸易费用。
间接出口的（内销产品，增加出口）;离岸价格（f-o-b）减去原供应厂到港口的运费

及贸易费用，加上原供应厂到用户的运费及贸易费用，再减去项目（拟建矿）到用户的运
费及贸易费用。

取代进口的（内销产品、减少进口）∶到岸价格<c）加港口到用户的运费及贸易

费用，再减去项目到用户的运费及贸易费用。
2）非外贸货物
国内消费的货物（包括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供求均衡的用现行的国家 统一价格或

国内市场价格;供不应求的用国家统一价格加补贴或市场价格。
替代其他企业以减少或停止其他企业产出者，按其他企业相应边际分解成本（按可变

成本分解）定价。
没有充分根据判定产出品是否属于外贸或非外贸货物者，应按上述定价原则分别列出

按外贸货物和非外宽货物计算的产出品价格。
2。投入品（项目投入品的进厂价格）

1）外贸贷物

直接进口的（国外产品）∶到岸价格（c.i.f）加国内运费和贸易费用。
间接进口的（国内产品，如木材、钢材、铁矿石等，以前进口过，现在也进口），到

岸价格（c.f）加上港口到原用户的运费及贸易费用，减去供应厂到原用户的运费及贸易

费用，再加上供应厂到项目（拟建矿）的运费及贸易费用。

减少出口（国内产品、如有色金属、非金属等，以前出口过，现在也能 出口），离岸

价（f-o·b）减去供应厂到港口的运费及贸易费用，再加上供应厂到项目（拟建矿）的运费

及贸易费用。
2）非外贸货物

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供应的，按成本分解法作价。即将其成本构成要素分解为外贸货物

和非外贸货物，再按本方法有关规定调价后汇总求得。

项目寿命期内无法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供应的，取分解成本、国内市场价格、国家统一

价格、国家统一价格加补贴价格。

3）转殊投入品
是指土璁、自然资源、劳动力等特殊投入品的费用计算。

土地费用∶征购土地的实际支付是由项目转移给地方，所以在国民经济评价中不列为

费用。应列为费用的是被占用土地的机会成本，即该土地不能再用于其他用意时所放弃掉

的净效益。
自然资源费用，在国民经济评价中，自然资源税和其他税金一样属于转移支付，因此

不列为费用。但自然资源是社会的财富，资源的消耗社会要付出代价。因此，应该计算自

然资源费用（资源费包括勘探成本和资源本身的价值）。

工资（包括奖金等工资附加费）∶在国民经济评价的净产值（国民收入，即社会纯收

入加工资）指标计算中，工资不列为费用。应列为费用的是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以及社会

为安排劳动力而付出的其他费用。在社会纯收入指标的计算中，工资仍列为费用，则按上

述原则进行调整。但考虑到工资在成本中所占比重不大，为简化计算，一般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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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 调 价 指 标

国民经济评价指标是依据调整后<指价格等经过调整以后的）全部投 资 现 金 流量表
（见表1-17-28）和国内投资现金流量表（见表1-17-29）。前者以全部投资作为计算的基
础，可用以计算全部投资的净产值现值、净产值现值率、净产值内部收益率和社会纯收入
内部收益率等评价指标;后者则以国内投资为计算基础，将国外贷款利息和本金的偿还、
外国资金的股息和红利的支付，以及外籍人员工资等财务条件考虑在内，可用以计算国内

投资（包括国内贷款及自筹资金等）的净产值现值、净产值现值率、净产值内部收益率和

社会纯收入内部收益率等评价指标。

不涉及国外投资和国外贷款的项目，因国内投资现金流量就是全部投资现金流量，可
只编制全部投资现金流量表，不编制国内投资现金流量表。涉及国外投资和国外贷款的项
目，除应编制国内投资现金流量表作为计算、评价项目指标的主要依据外，尚需编制全部
投资现金流量表，计算、考察项目（包括国外投资者和贷款者的利益在内）的经济效果。

国民经济评价一般采用净产值现值为主要指标，并以净产值内部收益率和社会纯收入

内部收益率作为补充指标。此外，还可采用净产值现值率作为不同投资项目的排队指标。

17.6.2.1 采用动态评价微标

1。净产值现值
净产值现值（NPVa）是反映项目对国家贡献的一项绝对效果指标，是用来 进行项目

评价和方案选择的主要依据。它是按设定的折现率或社会折现率将项目建没和生产服务年

限内各年的净产值折现到基准年的现值之和。其接全部投资计算的表达式为∶

(1-17-41)P。= E(SA-MI4-Ia+Rg)a

按国内投资计算为;

(1-17-42)VPV= E(S4-MI4-I4-Rp+Rg);a

式中 S——年销售收入（调整后）;
MI——除工次外的其他投入（调整后）
I——-全部投资费用（包括基建投资、流动资金和项目服务期限内的正常的设备更

新费用）（调整后）;
I??—国内投资部分（调整后）;
R，——湾至国外的金额，如偿还国外贷款利息和本金，合资经营的国外股本的股息

`和红利，以及外籍人员的工资等;

Rr——项目外部效益;
a;——第t年的折现系数（与社会折现率i对应），an=（1+i）-'。

净产值现值可以通过调整后的现金流量表现值计算求得。

一般来说，净产值现值不小于工资现值的项目，才是可以接受的。在投资规模相近的

项目多方案的比较中，应选择净产值现值最大的方案。

2。净产值现值率
净产值现值率（NPVRg）是反映项目单位投资为国民经济所作贡献的相对效果指标。



泰 1-17-28

销整后的金部费资观盒流量表（单位，万元） 是期

合 计

 ;
序号

计算产量现金沈人-,
1.销售收入4.回收固定资产余值 3，回收流动资金 4.项目外部收益 流人合计现金流出

二、

1.基建投资 3.除工资之外的其他收入 4.项目外部费用流出合计 净产值净现金流量工资及附加费<一） 社会纯收人净现金流量 指标计算净产值测值《= ?? 净产值内部收益率
二、

1.净现值试= ?? 2，净现值i- ?? 社会纯收入内部收益率
E,

1，净现值（，= ??2.净现值（i，"- ?? 净产谨内部收盐率（IRRa）一+下可衍中内pT4，-i）- ??会维收人内部收益率（IRR。）-+应P中JP4-1）- %



亲 1-17-29

调整居的国内费资观盒流量表（单位，万元） "设

合计

目

序号

6

计算产量 现金流入 1，销管收入 2，固收固定资产余微 8，国收流动资金 小 计 4.项目外部效益 激入合计 现金流出
二、

1，基建投资（圆内部分 2，波动资鱼（国内部分 3.除工资之外的其它投入 4.淀至国外的资金 1）国外进做利息尝五 2）国外读欧本金量还 3）其 它 小 计 6.项目外部费用 测出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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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净产值现值与总投资现值之比，亦即单位投资现值的净产值现值。
其按全部投资计算的表达式为;

E(Sa-MIa-I,+ Rg)4n
(1-17-3)NPPRe==

按国内投资计算的为∶

Z(S4-MIa-I-Rp+R2)4; (1-17-44)NPVR-=L____"

式中 P（I）—-全部投资（调整后）的现值;
P（I'）-———国内投资（调整后）的现值。

在不同投资规模或不同部门和行业的投资方案比选时，一般应优先选择指标高的投资
方案。

3。净产值内部收益率

净产值内部收益率（IRRg）是反映项目对国家贡献的一项相对效果指标，是 用 来进

行项目评价的补充指标。它是指项目在建设和生产服务年限内各年净产值现值累计等于零

时的折现率。
常规投资项目，按全部投资计算的净产值内部收益率的表达式为，

<1-17-45)2(S4-MIa-IA+R>ag=0

按国内投资计算的为∶

(1-17-46)Z(Sa-MI4-I4-Rp+Rg>a,=0

（按国内投资计算的）

式中 an=（1+IRR.）-'
di =(1+IRR')-

IRR，及IRR'即为按全部投资和国内投资分别计算的净产值内部收益率。

IR，及IRRY可分别通过调整后的全部投资现金流量表及国内投资现金流量表现值计

算，用试差法求得。
4。社会纯收入内部收益率

社会纯收入内部收益率（ZRRm）也是反映项目经济效果的一项补充指标。社会 纯收

入内部收益率是指项目建设和生产服务年限内，各年纯收入现值累计等于零时的折现率。

常规投资项目，其按全都投资计算的社会统收入内部收益率的表达式为;

(1-17-47)E (54-MIa-W-Ia+Rg);a;=0

按国内投资计算的为;
(1-17-48)E(SA-MI4-W-I4-R。+Rg);a]=0

式中 W—工资及工资附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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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IRRm)-4;
a,=(1+IRR)"。

IRR，及IRR′即为全部投资和国内投资分别计算的社会纯收入内部收益率。
IRR，及IRR′可分别通过调整后的全部投资现金流量表及国内投资现金流 量 表现值

计算，用试差法求得。在项目评价中，IRR及IRR体应不低于社会折现率。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国民经济评价也可计算投资净产值率和投资纯收入率

等静态评价指标。
17.6.2，2 某用静态评价指标
1。投资净产值率

投资净产值率（Rpm）是项目达到正常生产规模年份的净产值和总投资之 比。计算公

式为∶

S4-MIaDg+ Rg (1-17-48)

（按全部投资计算的）

R? S4-MI-DA-RgtRg (1-17-50)

（按国内投资计算的）

式中 D-——年基本折旧费（调整后）。
2。投资纯收入率

投资纯收入率（RA是项目达到正常生产规模年份的社会收益（利、税）与总投资

之比。按全部投资计算的公式为;

Sa.MI4-W-DA+Rg_ (1-17-51)

按国内投资计算的公式为∶
R'。S-MIA-W-,D4-Rp+ R2 (1-17-52)

3。采用附加评价指标
国民经济评价，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实际需要，还可采用一些附加评价指标，进行多方

面分析。这些指标是。
1）净外汇效果

净外汇效果是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对国家外汇状况影响的一个指标。涉及外贸、外

资以及影响外汇流量的项目，一般要进行净外汇教果分析。净外汇流量的表达式为，

(1-17-53)P（FE） = 二（PI，-F0）a

式中 P（FE）——-在项目建设和生产服务年限内净外汇流量现值，

F【，-—--第t 年的外汇流入;
FO;——第t年的外汇流出;
叫-——折现系数（与社会折现率对应）。

净外汇流量和净外汇效果的净现值可通过外汇流量表（见表1-17-80）计算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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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项目和方案时，净外汇效果净现值大为优。
2）换汇成本

换汇成本 （Cp）或称换汇率是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进而判断其
产品能否出口的一个指标。其表达式为，

2DR,4;
(1-17-54)Cp=-

Z(FI-FO);a
式中 DR，——项目在t年为出口产品投入的国内资源（包括投资的国内部分，生产中物

料投入和工资》。
项目换汇成本与计算汇率比较，低于或等于计算汇率的项目是可以接受的。

】7.6.3 改、扩建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

改、扩建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主要是从国家角度出发，判定项目的改、扩建与不改、
扩建的利弊。其评价指标的计算基础应是项目建设和生产服务年限内各年的增量（差额）
现金流量，即计算改、扩建后的新增投资和新增效益。必要时，岗需同时计算改、扩建的

总投资和总效果。
改、扩建项目经济评价的基本原则及方法与新建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方法类似，可参

照上述方法计算其项目评价指标。
在计算改、扩建项目的国民经济评价指标时，应注意下列问题∶

（1）在计算改、扩建后的经济效果时，产出和投入均应包括已有的和新增的。其中

已有投资宜用固定资产调价后的重估值（变现值）。如果折余值基本符合实际 情况时，亦

可采用调价后的折余值。
（2）利用原固定资产时，使用寿命应按其尚能正常工作年限计算。矿山项目的维筒

费作为项目的支出，则原有固定资产可按改、扩建后项目寿命年限计算，而不必另增更新

设备投资。
（3）对于尚未建成投产的停建项目，在进行改、扩建时，其基建投资应为新增投资

加上已有固定资产估计尚可售得的净价值。

（4）评价改、扩建项目时，因施工造成的停产损失及固定资产的拆除费和残值均应

计算在内。

17，6.，4 不 确定 性 分析

国民经济评价的不确定性分析，一般均应包括教感性分析、盈亏平衡分析、概 本分

析。其测算内容和分析方法与企业经济评价的不确定性分析基本一致（详见企业经济评价

部分）。但国民经济评价的不确定性的指标和费用（投入和产出费用）应按调整后的 价格

计算。

17，6.5.利息计算公式因素表

复利患系数见表1-17-31;现值系数见表1-17-32;等额序列复利息系数见表1-17-89;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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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金系激见表1-17-34，资金回收系数见表1-17-35;等额序列现值系数见表1-17-36。

囊 1-17-51复剥息系敷（FPs?，（1+i）"

5%4%3 %2%1%

1.05000I,040001.030001.020001.01000 1.102501.081601,060001.040401.02010 1.157621.124861.03030 1.092731.06121
1.215511.169861.125511.04060 1.0B243
1.278231.216651.59271.104081.05101
1.340101,28s321.194051.06152 1.12616 1.407101.815931.14869 1.229871.07214 1,47741.368571.2867?1.171661.08286 1.551331,428311.304771.195091.09369 1.628891.480241.343921.218991.1046210
1.710341.589451.384281.243371.11587I1 F.795861.601031.425761.268241.1268312 1.885651.665071,468531.293611.1380913 1.979931.731681,512591.319481,14947 2.078931.800941.557971.3458i1.1608715
2.182871,872881.604?31.372791.1725816 2.292021.947901,652851.4D0241.18430 2.408822.025821.702431.42B251.19B1518 2.526952.108851.753511.456811.2081119 2.853302.101121.80611.485951.2201920
2,785962.278771.860291.515671.232921 2.9X5262.989921.O18101.545981.2447222 3.071522.484721.973591.57601.25718 3.226102.583302.032791.608441.2887324 3.386352.665842.093781.640611.28243
3.55够72,772472,156591.673421.29528 3.73342.88372.221291,706B91.30821 3.9201S2.998702.287931.741021.32129 4.118143.118652.358571.775841.33450 4.321843,243402.427261.811361，行85
4.784943.8Q8062,575081.884541,3749。 5,25$353.794322,731911.960681.4025s 5.791824.103932.898282.039891.7" 6,385484,438813.074782.122301,《S53 7.039994.801029.262042.20804i.4号8】 8.557155.616523.671452.s00051,432 10,4Q1276,670534.132252.587072si23 12.642817.880594.650892.800331.9739 15.36741B.992228.234613.031171.4581 18.6791910.81883g.891603.2B1032.51670 30.4284315,871627.917828.9956Z.0067670 49.581423.0498010.640894.875442.21872 80.7303834.1185314,300475,D43132.44863 131.501250.5049519,218637.244852.70d81 214,2018974.7596625,828238.831182.98780 348.91198110.6625834.7109910.765163.3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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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8%7% 10%

1.06000 1.080001.07000 1,10000
1.1238D 1.14480 1.210001.16840
1.19102 1.22504 1.381001.26971

1.484101.26248 1.31080 1.38049
1.610511.33823 1.40255 1.4693
1:771561.586871.41852 1.50073
1.948721.805781.50363 1.71382
2.148591.85091.59385 1.7i819

1.99900 2.357951.838461.68948
2.15892 2.593741.967151.79085

2.10485 2.83164u1 2，部58121.89830
3.138432.252192.01220 2.51817

13 3.452272.409842.13283 2.71982
3.797502.57853 2.9371814 2.26090

2.75903 4.177252.39856 3.172I715
4,504972.952162.5409518 3.42594
5.054473.1588217 3.700022.69277
5.559923.37993 ·3.8960218 2,8544
6.115913.61653 4.315703.02580
6.7275020 3.86968 4.68093.20714
7.400255.033834.1405B21 3.3#956
8.140275.436544.430403.60854
8.9543028 5.871464.740533.81975
9.848736.341185.072374.04893
10.84716.84B485.427434.29187

7.39335 11.918185.807354.54938
7.98806 13.109996.213874.82235
8.62711 14.420996.648845.11189
9.31727 15.883087.114265.41839

17,4494010.062667.612285.74349
21,1137811.737088.715278.45339
25.5476713.690189.978117.25103
30.9126815.9681711,423948,14725
37.48418.6252813.079279.15425
45,2592621.72214.9744610.28572
66.2840829.559719.6284812.98548
97.0172340.2106725.7289116.39387
142.0429354.7080433.7253520.6869 207.050674.428844.2070526.12934
304,4816410t,2570857.9464360 32.98769
789.7496218,60641113.9883959.0758370 204.4021471,9548224.234母105,79599 5313,022611018.91509441,1029890 189,46451 2199.76125 13780.61252887.71632339.30208100 3574.35304749,119581708.92935607.63835110 2708.0686710252.99292357.78838120 1088.1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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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2% 16%14% 18%

1,12060 1.14000 1.16000 1.18000
1.299601.25440 1.34560 1.39240

1,4048 1.A8154 1.5090 1.64303
1.57852 1.68898 1.81084 1.93878

1.925411.76234 2.10034 2.28776
2.194971.97382 2.43840 2.69955
2.602272.21068 2.82822 3.18547
2.85252.47596 3.27841 3.76886

2.77308 3.25195 3.8029略 4.43545
3.707223.10585 4.41144 5.2338410
4.226233.47855 5.11726 8.17593

3.8958 7.287595.936034.81790
5.49241 6.85794.3634 8.59936

7,987526.261354.88711 10,I472414 9.285527.137945.47357 11.97375
10.748006.13039 8.13725 14.12802

9.27846 16.672256,88804 12.46768
19.673257.68997 10.57517 14.4251
23,2144416.7785212.055698,61278
27,38$0$I8,460769.6429 I3.74349
32.3237822.5744815、6675810.80385
38.1420617.86104 26.1864012.10031
45,007B320.3615B 30.3782213.55285
53.1090135,2364223.2122115.17863
62,a68340.8742426.4619217.00006
73.9489B20 30.16658 47.Al41219.04o07
87.2598055.0003834.3899121.32448
102.965663.8004428 39,2044923,88387
121.5005474,0085144,6931228.74893
143.3706C85.8498850.9501629.95992
189.52828115,5195966.2148887.58173
277.638I155,441788.0527947.1d252
387.0388209.16432111,8342059.13557 538.91004281.45151145.3397374.17968
750,37834378.72116188,8835193.05097

1454.81685685.72744319.01873146.41750 2820.568551241.60509538.80855230.39078 546B.451692248.09904910.02279382.5243552 10502.A12514070.496601636.99224570.43908 2055.139957370.2013B2595.91B66897.5969
107582.222232513,184819623.64882787.79983 583067.65A89143420.7157335670.98179B658.48309 632730.87918132262.4673126891.9342090

490328.2378583522.2854100
259407.47907I10
805680.25490120



802 第一篇 露天开来

蠕表

20% 22% 24% 26%

1,22000 1.280001.20000 1.24000
1.587601.48B40 1.537801.440pO
2.000381.908621.815851.72800

2.36421 2.520472,215932.07360
3.175802,931632.702712.48832
4.00150.29730 3.63522.9858
6.041904.507873,58318 4.02271

5.5B951 6.352794.29982 4.90771
8.004516.930995.087405.15978

10 8.594436.19t74 10.085897.30483
12.7079610.65708.911857.43008

设 13.21479 15.0120410.872218.91610
20.1751616.386413.2641010,69932

1 25.4207120.3180818.1822012.83818
25.19583 32.0300919.7422915.40702

16 31,2425 40.3579224.0865918.48843
50.8509738.74A8129.3844222.18811

18 64,072234.0386035.8489926.62333
80.7S10059.5678毒43.7357731.94800

73.8615 101.7210720 53.3578438.33760
128.1685491.5916565.0963221 46.00512
161.40236113.5785279.4175155.20614
203,48088140.3311696.8B93666.2473123
258.88528174.63064118,2050279.4968524
323.04545216.54109144,2101395.3962225
407.03727268.51207175.3636114.47546
512.8696332.95497214.64236137.37055
64G,21236412,86416261,8B388164.8446
814.22758511.95166319.47368197.81359
1925.9275634.81993389.7578237.3763130
1628.76131976.09913580.11565341.82189
2585.821451500.85002863.4441342.2235234 4105,260142307.706991285,15025708.8018736 86517.495113548,330271912.817631020.67470B8 10347.175245455.91222847.037761469.7715740

28079.783691288,943896307.141143047.71832 85783.4104830495.8601613972.427738319.74871 165879.332172098,7822230953.6020413104.6309352 417580.41947170456,8147868572.5843527173.76270 402996.3dG9656347.51433
3888.95674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03

续表

28% 30% 40% 50%

1,28000 1,30000 1.40o00 1.50000
1.63840 1.860001.69000 2.25000
2.09715 2.19700 2.74400 3.37500
2.68435 2.85810 3.84160 5.08250
3.4587 3.71293 5.37824 7.58375

7.529544.39805 4.82681 11.3962
5.62950 8.27485 10.54135 17.08594
7.20578 8.15731 14.75789 25.02891
9.22337 10.60450 20.66105 38.44336
11.80592 28.9254713.78585 57.6650410

17.9216015.11157 40.49565 86.4975611
5.6939119.34281 23.29809 129.74B3412
79.3714830.2876124.76880 194.6185113

39,3737631.88128 11.12007 291.9292814
155.5681051.1858940.56482 437.693815
217.7953 656.84O84G6.5416651.9229716

985.28125304.9134788.5041666.48140
1477.89188426.8785112.4554]85,0705918
2216,8378597.6304014.19203108,890619
3325.26673838.68255190.04964139.3788620
4987.88509247.08453 1171.35558178.4059621
7481.827841639.89781321.18389228.3596322
11222.74462295.85693417.53905292,3003323
16834.11219542.80077 3214.19970374.1444224
25251,188284499.87958705.64100478.9048625
37876.752436299.83141917.33330612.9982226 56815,128648819.763981192.5329784.6377227 85222.6929512347.66957150.293281004.3362828 127834.0304317288.737392015.381281285.55D4329 191751.0591524201.432352619.996641645.504530
431439.88308427.79264 47434.807402695.994732 7482.96955 970739.73G892972.222504417.1176634

12546.21858 182225.556107237.0055736
21372.10934 357162.0899611857.10993
38118.86479 700037.6963119426.8891
108159.0897152148,12095
29432,676111398404627
841500.38618375766,81290



804 第一篇 露天开来

续表

100%

2,
8.
18,
32,
84,
128.
256,
512.
1024.
2048、
4096.
8192.
16384.
32788.

1 65538.
131072.

18 22144,
524287。
1048575。20
2097151.21 4I94803。2 888807.

a4 18777215。
38554431。
6710888。
134217727,
268435455,
536870911.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05

琥值系敷（F sP）; 凝 1-17-32sP）;i+）可

0.5% 3 %1 % 1.5为 2.5%2 %

0.98502 0.985220.99010 0.97581 0.970870.98039
0.99007 0.970880.98030 0.942880.96117 0.95I81

0.915140.956320.98515 0.97059 0.94232 0.92860
0.98025 0.88840.942180.96098 0.92385 0.90595

0.862610,97537 0.928260,95147 0.90573 0.8385

0.837480.97052 0.91454 0.862300.94205 0.88797
0.813090.901030.96569 0.93272 0.841270.87056
0.789410.887710,96089 0.92348 0.820750.85349
0.766420.874590.95610 0.91434 0.800730.83676

0.86167 0.744090.905290.95135 0.781200.8203510
0.722420.848930.94661 0.89632 0.762140.80428
0.7013B0.8639 0.743580.94191 0.88745 0.78849
0.880950.824030.93722 0.725420.773030.87868
0.861120.81185 0.767730.93256 0,757880,86996
0,641B80.79985 0.690470.743010.92792 0.8613515
0.623170.78803 0.673620.92330 0,728450,852B216
0.605020.77639 0.857200.7I4160.91871 0.8443B
0.587390.76491 0.64117.0.700180.9141s 0.83602
0,570280.625530.90959 0,68B430.753810,8277419
0.553880.810270.90506 0.74247 0.872970.81954
0.537550.595390.90058 0.73150 0.659780.8114321
0.521890.58080.89808 0.64B840.7z0690.8034022
0.508890.586700.634160.710040.89162 0.7954423
0.4BI830.552880.69954 0.821720.88719 0.7875724
0.477810,539390.609530,89210.88277 0.7797725
0.46$690.526230.597580.679020.87838 0.7720526
0.460100.513d00.5$5860.668990.87401 0.7844027
0.437080.500880.5743?0.659100.86966 0.756842B│ 0.44350.488660.563110.B49360.86533 0.7493429 ]
0.411980.476740.552070.639760.86103 0.7419230
0.38840.453770.6209t 0.530630.85248 0.7273032 0.388040.41910.510030.602770.712970.8440234 0.345030.A11090.490220,585090.8S564 0.6989236 0.3252S0.391280.471190.587920.685150.82735 0.306580.372430.452890.551260.671650.81914
0.272870.337400.48400.519390.80286 0,64545 0.242000.305670.388540.489360.78710 0,B2028 0,215010.278920.357100.461070.77155 0.59806 0.101040.250880.329910.434410.75831 0,57280 0.189730.227280.304780.409300.74137 0.55045
0.1283o0.177550.250030.352680.70530 0.4883170 0.08880.138700.205110.303890.670的 0,45112 0.06930.108380.168260.281850,6384 0.40839 0.052&30.084850.13B030.225630.369710.6072 0.038720.066130.113240.193s20.334690.57774110 0.0288L0.051G60.092890.187520,30290.54963120



236 葛一篇 既天开宋9.A-.⋯.-__⋯_-..⋯.．.—-_—
续表

5% 43 i pk5% 6% 8%

.346678 4.qf建系4 0.92693.95238 0.934580,94340
1.9 0.907036.3.55 0.89000 0.85734Q.B7344
9.3:94 2,86384?.8Pc0 0.793830.83362 0.81630
..sY4 介82270.药号《3a 0.735030.79200 0.76290

n.78353G.84187 0.88058r.82193 0.74726 0.71299

074622.8J35 0.794?1 0.530170.66634. 0.70496
9.710683.75932j.78599 0.583490.622750.665O6
0.676840.75941 在.73459 0.54276.582010.G2741

0.73E73 0.64461n.292S9 0.500250,59190 0.5433
0.7083Z19 0.8I391 0.463190，67码56 0.55839 0.5835
D.68495 0.64958 0.58468 0.428880.4750911 0.52679
9.661E 0.556840,624O 0.444eI 0.3971112 0.49697

0.530324.53943L3 0.60057 0.367700.414960.4684
0,61778 0.387820.50507 0.3404614 4.57748 0.44230
0.69t8915 0.315240.362450.481b2 0.47270.55526

0.291890.57671 0.338730.53391 0.393650.45811
0.270270.3165T0.55720 0.371360.5133? 0,43630
0.250250.29586.53835 0,3503A9.4383 0.41552
0.23171.52Q189 $.33051 0.276510.47转E4 0.39579
0.214550.258420.311800.502s720 0.376890,45633
0.108660.241510.358940.48557 0.294160.43883
0.183940.225710.34185.469f5 0.42196 0.27751
0.1703223 0.2I095.45329 0.325570.40573 0.26180
0.157700.197150.31007G.43?RG 0.39012 0.24698
0.148020.184256.23000.42315 6.295300.37512
0.135200.172200.408 0.28124 0,218810.36B9
0.125190.160930.26785 0.207370.346820.39501
0.115910.150400.25509 0.1956328 9.38165 .3348
0.107330.24295 0.140560.184569.36875 0.32085
0.09980.131370.23138 0.174110.35628 0.30832
0.085200,1147a0.154960.20987.285060.3325932
0.473050.00220.137910.190350.263550.31修4834 0.062620.087540.122740.172660,243E0.288336
0.653690.676460.169240.156610.27966 0.2252938
0.046030.066780.097220.142050.208290.25257《C
0.033830.050950.0701o.1688b.178050.2201od4 0.0248T0.03887o.06100.096140.152190.191B148 0.018280.029650.048320.0791o0.16715 0.1301052
0.013440.022820,038270.06500.11121C,1456F6 0.00930.017260.030310.053540.095060.12C9360
0.04570、008770.0169s0.03270.46422f,0899970 o.00220.004460.009450.020180.04338e.0637g80 0.000480.002270.005280.012390.0293I与.045290 9.000450.001150.00295o.007660.019800.03206[60 0.0002i0.000596.001650.004670.013389.02273t10 6.000100.000300.000920.002870.0940.0111120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07

缘表

14%13%9% 10% 11% 12%

0.377190.884966.900900.90909 0,892860.01743
0.769470.783150.7971s0,82645 0.811620.84168
0.674370.693050.73119 0.711780.7513t0.77218
0.592080.613320.635520.658730.70843 0.68301
0.519380.542760.59345 0.567430.64993 0.62092
0.455590.480320.53464 0.606630.5G4470.59627
0.399640.425060.48166 0.452350.54703 0,51316
0.350560.376160.43393 0.403880.50187 0.46651

0.3328B 0,307510.39092 0.360610.4241D.46043
0.29459 0.289740.35218 0.32E970.385540.4224IJ0

0.236620.260700.287480.317280.350490.38753 0.207560.230710.256680.285840.318630.3553
0.20416 0.182070.229170.257510.326I8 0,2896613 0.159710.180680.204620.231990.29925 0.26333 0.140100.159890.182700.209000.27454 0.2393915

0.122890.141500.163120、188290.25187 0.2176316 0.107800.125220.145640.169630.197840.2310717 0.094560.10310.130040.152820.21199 0.1798618 0.082950.098060.11610,137680.163510.1944919 0.072780.086780.103670.124030.17843 0.148620
0.063B30.076800.092560.111740.16370 0.1351321 0.055990.087960.082540.100670.122850.1501822 0.049110.0601s0.073790.090690.13778 0.1I16823 0.043080.053230.065880.081700.12640 0.10153 0.037790.047100.07361 0.058820.092300.1159725
0.033150.041680.052520.066310.10639 0.0839126 0.022080.036890.05974 0.046890.0762B0.0978127 0.025510.032540.05382 0.04870.059340.0895528 0.022370.028890.037380.048490.063040.0821529 0.019630.025570.03380.043680.057310.0753730
0.015100.020020.026610.035450.047360.0634432 0.011620.015680.02E210.028780.039140.053334 0.008B40.012280.016910.023350.032350.0449436 0.006880.009620.013480.018960.026730.0378338 0.005290.007530.010750.015380.022090.0318440
0.003130.004620.00683o.010130.015090.0225544 0.001860.002830.004340.006580.010310.01598d8 0.001100.001740.00440 0.002760.007040.0113252 0.000650.00100.001750.0020.004810.0080256 0.000390.000650.001110.001910.003280.0056860 0.000100.000190.000360.00870.601270.00240 6.00o3o.00060.000120.00240.000490.00101 0.000010.000020.0Q0040.000e80.000190.0004390 0.00000D.0600o0.0obo10.000030.000070.00018100 0.00000.0000.00000,000010.00030.00008110 0.000000.00000.000600.000000.000010.00003120



08 第一篇 露天开采

续表

15% 16% 18% 24%22%20%

0.86957 0.847460.86207 0.808450.819670.83333
0.75614 0.71818 0.650360.74316 0.89444 0.67I86
0.65752 0.60863 0.524490.G4066 0550710.57870
0.57175 0.51579 0.422970.451400.55229 0,48225
0.49718 0.4371l 0.34110.37000.47611 0.40188

0.370i30.43233 0.30328 0.275090.41044 0.33490
0.313930.37594 0.24859 0.221840.3538 0.27908
0.26804 0.263780.3260 0.178910.36503 0.23257
0.22546 o.187020.28426 0、14428o.1938I0.262959

0.138900.24718 0.19106 0.116350.22668 0.1615110
0.112210.134590.27494 0.093830.161920,1554211

0.11218 0.075670.091980.18691 0.13722o.16846
0.09346 0.0610s0.07539C.16253 0.116290.14523

0.061800.07789 0.049210.1133 0,098550.12520]4
0.039690.050650.64910.12289 0.083520.1079315

0.032010.041520.054090.10686 0.070780.0930416
0.03403 .025810.045070.059980.09293 0.0802i
0.027s 6.020820.037560.08081 0.05080.069I4
0.022880.03130 0.016790.043080.07027 0.0596119

0.0I3540.02608 0.018?46.06110 0.038510.9513920

0.01+920.015360.021740.030940.05313 0.04430
0.008800.012590.04620 0.018110.926220.03819
0.007160.010320.015690.022220.04017 0.0329223
0.005730.008460.0t2580.018830.03493 0.0283824
0.00462.0.C06930.010480.03038 0.015960.0244?25
0.003720.005580.008740.013520.021090.0264
0.003000.004660.007280.02297 0.01318 0.01146
9.002420.003820.01997 0.006070.01567 0.009728 0.001950.003130.00823 0.005060.01737 0.01351
0.001580.002570.004210.006970.011650.0151030
0.001020.00172o.00293o、005010.008680.0114232
o.000670.001160.00864 10.0036o0.00643 0.0020334 0,000430.0007Bo.00653 0.001430.002580.00478
0.00286.000520.000930.00186C.00494 0.0035538
o.000180.0003S0.00133 0.000680.00373 0.D025440
0.000080.000160.000339.000690.001480.00213 0.800030.000070.00035 0.000160.00122 0.00081 0.00001o.000030.00018 0.000080.0804M0.00070 0.000010.000010.0co40.00009o.00046 0.00025 0.00009o.00CO10.00005 0.000020.0023 0.0014
0.0000o.000000.00000.0010.00030.oDoe6 0.0000e0.000000.0000.00000.000D10.0001 0.000000.00060.000060.00060o.009000.0000 0.0000o0.60000.00000.0000o0.000000.0030o100 0.00000.000000.000000.080000.0000.0000o110 0.000009.000000.0000o0.00000.000o00.0000120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09

续表

28% 28% 30% 35% 不0% 50%

0.71429D.76929 0.740740.78125 0.686870.79365
0.61035 0.59172 0.548700.62988 0.5I020 0.44444
0.47884 0.296300.455170.49991 G.40644 0.36443
0.37253 0.35013 0.197530.39675 0.30107 0.2603L

0.269830.2914 0.22301 0.131690.1B5930.31488
0.087790.207180.22737 0.16520 0.132810.24991
0.058530.17764 0.15937 0.12237 0.094860.19834
0.039020.067780.090640.i3878 0.122590.15741
0.026010.o48400.067140.094300.108420,12493
0.017340.034570.072540.08470 0.049740.0991510
0.011580.024690.0661? 0.055800.07869 0 03684I1
0,0077i0.04292 0.017640.05170 0.027290.0624512
0.005140.012600.033020.04039 0.020210.0495713
0.003430.009600.014970.025400.031550.0393414

0.00643 0.002280.o11080.019540.024650.0312215
0.001520.004590.008220.015030.019286.0247816

0.00328 0.001010.0060g0.011560.015050.0186717
0.02340.00451 0.0.680.008890.01175,0.0156118

0.00334 0.00187 0.00045o.0O6840.009180.0123919
0.00247 0.000300.001200.005260.007170.0098320

0.000200.000850.001830.0D405o.005610.0078021
0.00130.000610.001360.003110.GD4380.0061922 0.000090.000440.001010.0023S0.603420.0049123 o.00031 0.00080.000740.001840.002670.0039024 D.000040.000220.0005.001420.002090.0o31025

0.0016 0.000030.000410.0C1o90.001630.0024626 0.0020.000110.000300.00a40.001270.00195 4.00010.00080.000220.000650.001000.0015528 0.000010.000060.000170.00050o.000780.00123
0.00010.000040.000126.000380.009610.00097
0.000o.000020.000070.000236.000370.6008132 0.00o0.00010:000040.000130.000230.0003934 0.0001 0.000000.00020.000080.000140.0002436 0.00000.0000i 0.00000.00050.0b0080.0001538 0.0000 0.000o0.060010.00030.000050.0001040

0.00006.00000.000010.000020.0000444 0.00000.000000.00000.008O10.000024B 0.00006.0o0000.00000.o0000.00001 0.00000.0.0000oo.00c00.006000.00000 o.ro0000.000000.000000.000040.0000060
0.0000070
0.0000
0.0000o
0.00000100
0.00000110
0.00000120



210 第一篇 露天开采
9*v着m*.._____._.-...____—————_--_—

续表

100%80%60% 70%
T

O.500000.555580.5B8240.62500
0.250000.308640.346020,39063
0.125000.17470.2414 0.2035
0.062500.095260.15259 0.i!9得3
0.031255 0.052920.09537
0.0i562u.02g40a.0596o 6.04S43
0.007810.01633.03725
0.002910 909070.014340.423z88} 0.001;50.0D50o.01355 0.0UsA39 6.000380002Se0.0090910
0.000490.001560.60568 0.0099n1Y 0.000240.000af0.00355 0,vOi12
0.00120.iO480.0023a 0.001e13 G.0000s0.cu0270.00139 a.GDats14 0.00030.850150.00?87 0.0003513
3.GCG020.0000s8.00054 0.0oe16 0.0O6010.080Os0.Ca3s 0.Da.237 0,o0n000,ubn?0.0D2 0.Do4y-ig Q.0c6o0.0Oe00.000l3 0.nJn19
0.00G))e.wCa310.Gvec3 0.0ta?20
G.1g000.0Cocs0.0e05 0.00v!2i 0.it:o006.06a50.02sa!0.000x322 6.G000.0oen0.G00v0.0n323} 4.600000.5Gon0.060to0.0o0L24 9.0000C.099g566in0.0QO25

0.u9009.0ts0t
3.Gi0.08eo27
F.ipoot6.0D092S
G.e0onS0.400002t
0.apop0.00pe(



某十七章 J.术⋯法8I1

序列复利系散（Fkg），土护
裹 i.17-35

1% 2 % 3% · 'e
1.00001.00000 1.00060 i.0000o
2.020002.0100o 2.0300o 2.D4000
3.060403.03010 3.09090 3.12160
4.121614.06040 4.T8363 .24646
5.204045.10101 5.30914 5.41632
6.308126.15202 6.4684l 法，u329B
7.434287.21354 7.66246 ;,53829

8.28567 8.58297 8.89234 9.21423
9.754639.36853 10.1591 10.58280

10.46221 10.94972 11.46388 Y.0061
12.8078012.1687211.56683 13.48635

12.68250 13.41209 14.19203 15.02581
13.80933 15.6177914.68033 1S.6264

17.0863215.9739414.94742 ]8.29194
18.5989116.09890 17,29342 20.02359

10 17.25786 20.1568818.63929 2'82453
18.43044 20.01207 21.76159 23.6975I
19.61475 23.4144421.4L231 25.64541
20.81090 25.11687 27.6712322,84056

20 22.01900 26.87037 5.7780824.29737

数 23.23919 28,676425.78332 31.s6920
30.5367827.2989824.47159 3424797

器 32.4528828.8449625.71630 36.61789
34.4264730.42186 39.D826028.97346
38.4592632.0303028,24320 4.64591

33.67091 38.553t429.52563 4.31174
40.7096335.34432 47.08d2130.82089
42.9309237.05121 4,9675832,12910

52.9662945.2188538.7922333.45039
56.C$49447.5754240.5680834.78489
G.7014r32 52.5027637.4407 44.22703

57,73018 g.8579148.0338034 40.25770
7r.5983163.2759451.9943736 43.07688
35.970369.1594556,114938 45.95272
45.025275.4012660.4019848.8863740

8.04841 315.4128869.5026654.9317644
104.40840 139.2632179.3535261.2223148

167.16a72121.6962090.0164167.7688952 199.80554141.15877101.5582674.5809858 237.99069163.0534414.0515481;86967
364.2004B230.59406149.97791100.67334
551.24498321.363G2193.77196121.67152 827.B8333443.34890247.1566I44.88327 137.62370607.28773312.23231170.48138 1s43.990152827.60?8139t.55916198.77972 .564021t23,6995?488.25815230.03889



812 第一篇 露天开采

续表

6 %5% 7 % 8%

1.000001.000001.00000 1.00000
2.080002.070002:05000 2.06000
3.246403.18360 3.214903.1525C
4.506114.37462 4.439944.31012
5.866605.52563 5.63709 5.75074
7.335936.97532 7.153296.80191
8.92280B.14201 8.65402B.39384
10.886639.54511 10.259809.89747
12.4875611.02656 11.9779911.49132
14,4865610 12.57789 3.8184513.18079
16.6454915.7836011 14.20679 14.97164
18.9771312 17.8884515.91713 16,8699
21.4953020.I406417.7129813 18.88214
24.2149222.550414 19.59863 21.01607
27.1521115 25.1280221.57856 23.27597
30,3242816 27.8880525.6725323.65749
33.7502317 30.8402225.84037 28.21288
37.45024i8 33.9990330.9056528.13238
41,462637.3789630.53900 33.75999

20 45.7819840.9954933.06585 36.78559
50.4228244.8851839.9927335.71925
55,4587649.0057443.3922938.50521
60.89330.53.436144.9958341.43048
66.7847658.1766750.8155844.502002 73.1058463.2490454.8645147.72710

2 79.9544268.6764759.165651.11345 87.3507774.4838263.7057754.66913 95.338880.6976968.5281158,4025B 103.9659487.3465373.6398062.32271 118.2832194.4607979.0581960.4885

器 134.21354110.2181590.8897875,29883 158,62867128.25878104.1837585.06696 187.10215148.91346119.1208795.83832 220,31595172.56102135.90421107.70955 259.05652199.63511154.76181120.79977
356.94965266.12085199.758Q3151.14301 490.13216353.27009256.56453188.02539 671.32551467.50497328.2814252 232,85617 917.8306617.24359418,B223556 287.34825 1253.21329813.52038533.1281860 353.58372
2720.080071614.13417967.9321770 588.52851 5886.935423189.062681746.5.989971.22882 12723.93B806287.185423141.075191594.80730 27484.5158612381.661785638.388052610.02515 59351.4944424370.4199210110.63924110 4264,03384 128149.9115247954.1196918119.79578120 6958.28870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13

续表

10% 14%12% 16%

1.00000 1.0000 1.000001.00000
2.10000 2.12000 2.160002.14000
3.31000 3.37440 3.505603.43960
4.64100 5.066504.77933 4.92114
6.105I0 6.35285 6.877146.61010
7.71661 8.977488.11519 8.53552
9.48717 11.4138710.08901 10.73049

12.2995911.43589 14.2400913.23276
13.57948 17.5185116.0853514.7758G

21.3214715,98742 17.54874 19.33730
25.7329020.65458 23.0445218.53117

27.2707524.13313 30.8501721.38428
36.7862032.0886528.0291113 24,52271

37.5810732.39260 43.6719927.97408
37.27971 51.6595131.77248 43.84241

60.9250342.75328 50.9803535.94973
71.6730348.8836740.54470 39.11760
84.1407255.7497145.59017 68.39407
98.6032363.4396B 78.9692351.15909

20 115.3797572.05244 91.0249357.27500
134.84051104.7684281.687464.00260

120.43600 157.4149992.5025871.40275
183.60138138.29704104,6028979.54302
213.97761158,658828.49733 118.1552
249.21402181.87083133.338798.34708
290.08827208.33274150.33393109.18177

238.49933 337.50239169.37401121.09994
392.50277272.88923190.698g9134,20994

312.09373 456.30322214.58275148.6309S
530.31173356.78685241.33268164.440230
715.74748465.82019304.84772201.1377?
955.26979部07.51891384.52098245.47870
1301.02703791.67288dB4.46312299.128136
1752.821971030.9808609.830533B 364.0超343
2360.757241342.02510767.09142442.5925640
4279.546472271.548071211.81253BS2.B4076
?753.78178S841.475331911.58980950.17234
14044.368986493.019943012.702891410:42932
25434.3537510971.373144745.325652069.65057
46057.508418535,133287471.641113034.8163

23223.331887887.46956
72145.692420474.0012
22401.18935120.22805
696010.54701137796.12321100

2161720.65890357423.59300
6713953,78350927080.8871120



814 第一篇 露天开采

续表

20% 22% 24%18%

1.000001.000001.000001.00000
2.240002.220002.260002.I8000

3.64D00 3.777603.708403.57240
5.684225.36800 5.524255.21543
8.048447.44160 7.739587.15421

9.92992 10.9800610.442299.44197
12.91590 14.6152813.7395912,14152
16.49908 19.1229417.7623115.32700
20.79890 24.7124522.6700119.08585

31.6434425.95868 28.65742-10 23.52131
32.15042 40.2378735、9620528.75514

50.8949539.58050 44.8737034.910712
6d.1097448,49660 55.7459142.2186613
8.4960869.0100159.1959250.8180214
100.815I485.1922172.0351160.6952715

126.0107787.44213 104.9345072.93901
157.25336129.02009105.9305687.06804
195,99416158.40451128、11667103.74028
244.03276154.74000 194.25350123.41353
303.0062237.9827186.6880014.6279720
377.4647721 291.34691225.02560174.02100
469.05B32356,44323271.03072206.34479
582,62984435.8075326,2368623 244.48685
723.46100532.75011392,48424289.444B
898.09164650.95513471.9810B342.6034

1114.63363795.16528"567.3773026 405.27211
1383.14570971.1016227 681、85278479.22109
1716.100871185.7439828 819.22331566.48089
2128.964831447.60765984.08797669.44745
2640.916391767.0813430 780.84793
4062.913042632.343861704.109461103.49598
6249.375083920.200602458.117621588.68781 9611.279135837.046583539.009372144.84890 14780.542798690.080135098,373502988.3813
2272B.8025912936.535267343.85784.4163.21302
53741.432052664.2718915233.501618076.76025 127081.91735G3506.4896931593.7435715664.26859 300407,21757140693.6456465518.1546630374.73160 710232,56158311689.01879135863.8134958895.06953

690500.88172281732.57164114189.6664

100
1I0
120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15

缕表

28%26% 30% 40%

1.000001.00000 1.00000 1.00000
2.28000 2.300002.28000 2.40000
3.91840 3.99000 4.360003.84760

7.104008.01555 6.187005.84798
10.945608.6991 9.043108.36845
36.3238412.13588 12.7560311.54425
23.8533817.5828416.5339315.54575
34.3947323.8576922.1634320.58765
49.1528229.36919 32.0150025,94043
69.8138B38.59256 42.6195034.94495
98.7391350.39847 56.4053545.03063
139.2347874.3269565.5100557.73860
195.9286997.6250484.8528673.75063
275.30017127.91256109.6L16693.92580
386.42024167.28631141.30293119.34651
541.98833218.47220181.86774151.37660
759.78367285.01388233.79071191.73451
1064.69719371.51802300.252112看2.58548
1491.57594483.97343385.32270305.65771 2089.20639630,16546494.2130B387.38871
2925.88894820.21510633.59272489.10978
4097.244511067.27963811,99868617;27832
5737.142321388.463511040.35831778.77089
8032.99925.1806.002571332,65864982.25107
11247.1989S2348.803341706.803061238.83634
15747.078533054.444342185.707911561.88179
220d6.900943971.777642798.706131968.71906 30866.673915164.310933583.343852481.58602
43214.343486714.604214587.680123127.79838
60501.080878729.985485873.2830563942.02596
118584.5185114755.975459624.980956280.62041

24939.89851 232428.0582815771.848789941.62096
455561.3902642150.7284925842.8770515785.57744
892902.7249171237.03F442343.2497525063.44275

68377,46339792.98171
186239.71770100303.01420
499939.45097252816.96330

837224.37003



816 第一篇 露天开采

续表

50% 100%
_n

1.00000
2.50000
4.75000

15,8.12500
31.13.18750
63.20.78125
127.32.17187
255.49.25781
511.74.88B72
1023.10 113.33008

2047、170.9951211
4095,257.426812
8191.387.2390113
16383.581.8585214 32767.873、78778
65535.1311,6816716
131071.17 1963.52251
262143.2953.7837618 524287,4481,8756419
1048574,20 6848.51346
2097150．9973.77019
4194302.14981.6552822
8388606.│22443.4829223
16777214、3S666,2248
33554430.50500.3385725
67108862.75761.5048526 134217726.113628;25728
28B435454.170443.3859128 536870910.255666.0788729

383500.1183030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17

裁入描金系载（FsR），TITi 表 1-17-34

1,5%0.5% 2.5%2 %1% 3%

1.000001.000001.00000 1.000001.00000 1.000o01
0.496280.497510.49875 0.49505 0.49383 0.40201

0.33002 0.328380.33167 0.3275 0.32514 0.32353
0.24813 0.24628 0.2d4d4 0.24262 0.24082 0.23903

0.19400.1960d0.19801 0.190250.19216 0.18835
0.16460 0.160530.16255 0.156550.15853 0.15406

0.1386 0.136560.14073 0.130610.132500.13451
0.120890.12283 0.11858 0.11240.11651 0.114478

0.1089I 0.10674 0.098430.10461 0.10252 0.10O469
0.087230.0977? 0.09340.09558 0,09133 0.0892610
0.078080.088B 0.08429 0.082180.08645 0.080II
0.070460.08107 0.0766B 0.07456 0.072490.0788512 0.064030.07464 0.066050.07024 0.068120.07241
0.058530.06914 0.080540.06472 0.062600.06690
0.053770.055770.06436 0.05994 0.057830.06212
0.049810.051600.053650.06019 0.0557?0.0579416 0.04595o.047830.049970.0520B0.05651 0.05426
0.0471D.044670.046700.048810.0509818 0.05328
0.039810.041760.043780.045880.048050.05030
0.037220.039150.041160.043250.04767 0.0454220
0.034870.036790.038780.o0870.043030.0452821 0.032750.034650.036630.038700.040860.043122 0.0308I0.032700.034670.036730.038890.0411323 0.02905o.030910.032870.034920.037070.0393224 0.027430.029280.031220.033260.035410.03765
0.025040.020.029700.031780.033870.0361126 0.024560.026380.028290.030320.032450.0343927 0.023290.025090.026990.029000.031120.0333628 0.022t10.023890.025780.027780.029900.0321329 0.021020.022780.024650.026340.028750.0309830
0,019050.020770.022610.024580.026670.0288932 0.0173z0.019010.020829.022780.024840.0270834 0.015800.017450.019230.021150.023210.0254236 0.014460.016070.017820.019720.021760.0239638 0.013260.014840.016560.01830.020460.0226640
0.011230.012730.014390.016210.018200.0203844 0.009580.011010.012600.014370.0I6330.0184948 0.00822o,009570.011110.012830.014780.0168952 0.007080.008370.009850.011520.013410.0156256 0.006130.007350.008770.010390.012240.0143360 0.004340.005400.00660.008170.009930.0119770 0.008116.004030.005160.00550.008220.0102080 0.002280.00304.004050.005320.006906.0083 O.001850.002310.003200.004370.005870.00?73100 0.001210.001770.002550,003820.005030.00684110 0.00890.001360.002050.003020.004350.00610120



818 第一篇 露天开来

续表

7% 8 %6%5%4%3.5%

1.0000 1、000001.00000 1.000001.000001.00000 0.483090.4B780 0.4807?0.4902(0.49I40 0.485s4
0.308030.311050.317210.32035 0.3]4110.32193

0.221920.23201 0.225230,23549 0.228690.23725
0.170460.180970.1846S 0,177405 0.18648
0.136320.139800.147026 0.150760.15267
0.112070.115550.122820.126610.12854
0.094010.097470.101040.104720.108530,1l048
0.080080.083400.090690.0S44S0.09B4516 0.07238 0.069030.075870.079500.083290.08S24
0.060080.063360.086790.0703s0.07415o.07609 0.052700.055800.06283 0.059280.066553 0.06848
0.046520.049650.0546 0.052960.060140.06206
0.041300.044340.047580.05467 0.051020.0565?
0.036836.D39790.042960.046340.049940.0518315
0.032980.035860.038950.042270.0458218 0.04788 0.029630.032430.03870 0.035440.042200.04404 0.026700.028410.03555 0.032360.0380.0d082 0.024130.026750.03275 0.029620.036140.03794 0.021850.02490.03024 0.027180.0335820 0.03536
0.019830.022290.02800 0.025000.031280.0330421 0.018030.0204I0.02597 0.023050.029200.03093 0.016420.018710.02414 0.021280.027310.02902 0.014980.017190.019680.022470.025590.0272724 0.013660.015810.018230.020950.024010.0256725
0.012510.01450.0169o0.019560.022570.0242126 0.911450.0134$o.015700.018280.021240.0228527 0.010490.012390.014590.017120.020010.0216028 0.0096z0.011450.013580.016050.018880.6204529 0.008830.0I0590.01250.015050.017830.0193730
o.007450.003070.011000.013280.015950,0174432 0.006300.007800.089600.011780.0143k0.0157634 0.005340.008720.008390.010430.012890.0142836 0.004540.005800.007360.002思0.011630.0120838 0.003860.005010.006460.008280.010520.0118340 1
0.002800.003760.005010.006820.00860.98844 0.002040.002830.003900.005320.007180.0083148 0.001480.002140.003050.004290.005980.0070252 0.001090.001620.002390.0034B0.005000.0059756 0.000800.001280.001880.002830.004z00.0050960 0.000370.000620.001030.001700.002750.00346 0.000170.000310.000570.001030.001810.0023880 0.000080.000160.000320.000630.001210.00i 0.00040.000080.000180.000380.600810.60118100 0.00020.0000d0.000100.000230.000540.0081116 0.00010.000020.000060.000146.000300.00057120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19

续表

9% 10% 13% 14%11% 12%

1.0000 1.000o01.000001.00000 1.000001 1.00000
0.46948 0.4B7290.47847 0.473930.47619 0.47I70

3 0.29352 0.2907s0.290210.30505 0.29650.3021l
0.20619 0.203200.2t2?0.21867 0.209230.21547
0.15481 0.15128n1.at30.16709 0.157410.18380
0,12015 0.117160.12680.13292 0.123230.12961
0.09611 0.09s190.102220.10860 0.099120.10541

0.075570.08432 0.078390.D9067 0.08I300.08744
0.0706o 0.062170.064870.07680 0.067680.07364

0,0517I0.05980 0.05429Q.056980.06582 0.06275
0.04390.045840.05112 0.048421 0.053960.05695

0.0399 0.036670.04403 0.041440.043760.04965
0.035 0.031160.035680.038150.040780.04367

D.028810.0286r0.030870.033230.035750.03843
0.02474 0.0228115 0.03147 0.0290 0.026820.03406

0.019620.021430,025520.02782 0.0233916 o.03030
0.016920.018610.02466 0.0224? 0.02040.02705
0:014620.616200.019840.02193 0.017940.02421
0.012680.014130.0175 0.015760.019550.02173
0.010990.012350.01558 0.013880.017我·0.0196520
0,009540.01o810.012240.013840.015620.0176221 0.0083o0.009480.012L 0,010810.014010.0159022 0.007230.008320.009560.010970.0125710.01438 0.006300.007310.00860.Q09790.011300.01302 0.005500.006430.007500.008740.010170.0118125
0.00j8o0.005650.00781 0.006650.009160.01072 0.00419Q.004980.005900.006990.008260.00973 0.003660.00439D,005240,008260.007450.00885 0.003200.003B7.0.004880.005610.006730.00806
①,002500.03410.004140.005020.006080.00734
0:002150.00260.00S280.004040.004970.0061032 0:001650.002070.02600.003260.004070.00508 0.001260.001620.002060.002630.003440.0042438 0.000970.00I260.001640.002130.2750.0035438 0.000750.000990.001300.001720.00260,0029640
0.000440.00600.000830.001330.001530.00208 0.000260.00370.000520.000740.001040.00148 0.00150:00230.00033·0.000490.000710.0010352 0.00090.0014'0.000210.000320.0004B0.00073 Q.0050.000090.000130.000210.00030.0005180
0.000010.000030.008040.000070.00130.0002270 0.00000.000010.000010.000030.000050.0000980 0.00000.00000o,000ea0.000010.000020.00c0490 0.00000.600000.600000.000900.000010.00002100 n.o0000.000000.000o0.000000.00000.0000111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o.00000120



820 第一篇 露天开采

能表

24%22%15% 18% 20%16%

1.000001.600001.000oo 1.00000.000001.00000
0.446430.450450.45872 0.45550.462960.46512
0.264720.289660.27992 0.274730.285260.28798
0.175930.181020.19174 0.1g6290.20027 0.19738
0.124250.129210.13978 0.134380.145410.14832

0.091070.095760.10591 0.100710.111390.11424
0.0420.072780.08238 0.077420.087610.09036
0.052290.056300.06524 0.05061o,070220.07285
0.04O470.0410.05239 0.Q48080.057080.05957
o.031600.0348S0.038520.D42510.04G900.64925
0.024850.027810.0311a0.034T80.03B860.04107
0.019650.422280.025280.028630.03249.03448
0.015600.017940.020620.02390.027180.Q291113 0.012420.014480.01689Q.019680.022900.0246914l 0.008920.011740.013880.01G400.019360.0210215
0.007940.009530.01l440.013710.016410.01795 0.006360.007730.00944D.011490.013950.01537 0.005100.006310.0078I0.009640.011880.01319
0.004100.005150.0064o0.008100.010140.01134 0.003290.004200.005360.006820.0086720 0.976
0.002850.003480.004440.005750.007420.00B42 0.002130.002810.003690.004850.006356.00727 0.001720.602290.60409 0.003070.005450.00628 0.001380.001880.0025$0.003450.004670.00543 0.001110.001540.00292 0.602120.004010.00470
0.0009a0.001280.001760.002470.003450.00407 0.000720.001030.001470.002090.002960.00353 0.000580.000840.001220.001770.002550.00306 0.000470.00090.00102o.00140.002190.0026529 0.000880.000570.00085o.001260.08t800.0623030
0.000250.000380.000590.00910.0014o0.0017332 0.00160.00028o.000410.000650.001040.0013134 0.000100.000170.000280.00047o.000770.0C09836 0.000070.00012.00200.00330.000570.0007438 0.000040.000080.000140.000240.000420.0005640
0.000020.000030.000070.000120.000230.0003244 0.000010.000020.60030.000060.000130.000184B 0.000000.006010.000020.00003o.00070.0o01052 .000.900oo.008010.000020.900040.60006 0.000000.000006.0000.000010.00002e.0000366
0.00000.o0000.0oo0.000000.o00000.0000170 0.0000.0000G0.000000.000000.00p00.0000080 0.000000,000000.002006.00000.00000.0090 0.000000.9oo0.00000.0000.000000.9000100! 0.000000.000000.0000o.8000.00000.0000110l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o00120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城毅

40% 50%35%30%28% 28%

1,000001.00000 1.60000 1.000001.000001.000001 0.43860 0.416670.425630.48478 0.400000.44242 0.25083 0.239660.25521 0.22938 0.210530.258903 0.16163 0.15076 0.14077 0.123080.186240.171004
0.11058 0.0138 0.075830.100460.114940.11950

0,06926 0.048120.078s9 0.061260.082400,08662
0.081080.048800.05867 0.041920.0604B0.08433

0.02807 0.020300.034890.041920.045120.048578 0.013850.020340.03124 0.025190.084059 0.03712
6.01432 0.008820.018320.02340.025910.0286210
0.010130.01339 0.005850.017730.019840.02221
0.007180.00982 0.003880.01340.015280.0173212 o.006100.00722 0.002580.010240.011790,0135613 0.003630.00532 0.001720.007820.01065 0.0091214 0.002590.00393 0.001140.005930.007080.0083815

0,000780.001850.00z900.0045B0.005500.0086116 0.000510.001320.002140.003510.004280.0052217
0.000340.00940.01580.002690.003330,0041218
0.000230.000670.001170.002070.002600.0032619 0.000150.000480.000870.001590.002020.0025820
0.00100.00064 0.000340.001220.001580.0020421 0.000070.000240.000480.0D0940.001230.0018222 0.000040.000170.00035o.600720.000960.0012823 0.009030.000120.00260.000550.000750.0010224 0.000e20.00090.000190.000430.000590.0008125
0,00010.0060.000140.000330.000460.0606426 0.000010.000050.000110.000250.000360.0005127 0.000010.000030.000080.000190.000280.0004028 0.00000.000020.000060.000150.000220.0003229 0.00000.00002φ.0040.00010.000170.0002530
0.00000.000010.000020.0070.000100.0091632 0.00000.000000.00010.00040.00060.0o1034 o.00000.0g00.000o10.000020.0040.0000636 0.6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20.0000438 0.0000.000000.000000.000010.000010.0000340

0.0000.co000Q.00000.000010.0000144 0.000000.000000.000o0.000000.0o00048 o.000000.oo0000.00000 o.0000e0.0000052 0.000000.0o0000.0000o 0.000000.0000e56 0.000000.0o00o0.00000 0.000000.0000080
0.000000.000070 0.00000.0000080 0.000000.0000090 9.000.00000100 A,000000.00000110 0.00000.000s120



第一篇 露天开采

续表

60% 70% 80% 100%

1.00000 1.0000o
0.38462 0.357140.37037 D.3333
0.19380 0.165560.1788 0.14286
0.10804 0.08423 0.06667
0.08325 0、044?00.0530a
0.03803 0.02423 0.015870.03025
0.02322 a.01328 0.0078?0.01749
0.01430 0.00733 0,003820.01018
0.0088G 0.0405 0.001960.005959
0.0055I 0.00225 0.000980.003431D

0.00343 0.00125 0.000490.0020513
0.00214 0.00069 0.00240.0012012
0.0013 0.00038 0.000120.0007113
0.000B3 0.0002I 0.0000G9.0004214
0.0052 0.000030.00012D.0002415

0.00020.00033 0.080070.001416 0.000010.0020 0.00DD40.00001
0.00D000.000020.00013 .9QD05
0.00000.0g0010.0008 0.00003
6.00000.000o10.00005 0.0o002
0.000000.000000.00603 8.00001
0.400004.000000.0002 0.00001
0,0000o0.000o0.0001 0.00000
0.00000o.00000.00D1 D.000co
0.00000A.00000.00D00 0.0900o

0.00000 0.0000
o.00000o.0000
0.0c00o.00o

0.000 0.00+0
30 o.000D0 0.00000

188
110
120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23

盒固载系蒙（FPR）T节Pr，工-可于订可泰 1-17-35

2%1.5%1% 3%0.5% 2.5%

1.02000 1.030001.025001.015001.010001.00500
0.51505 0.518830.51128 0.522610.507510.503752!
0.346750.34338 0.35014 0.358530.33667 0.34002
0.262620.25944 0.26582 0.269030,25313 0、25628

e.20909 0.21216 0.21525 0.218350.206040.20301
0.17553 0.17853 0.181550.16960 0.184600.172656 0.15156 0.15451 0.15750 0.150510.148630.14573

0.13651 0.139470.13358 0.14260.130890.127838 0.125460.11961 0.12252 0.128430.116740.113919
0.10843 0.114260.1113 0.117230.105580.1027710

0.105110.09928 0.108O80.102180.096450.093G6I1
0.09749 o.100460.09168 0.094580.088850.0860712
0.09105 0.094030.088120.085240.07964 0.0824113 0.08554 0.088530.082600.079720,074l4 0.0769014

0.083?70.080770.077830.074940.0693B 0.0721215
0.07660 0.079610.07077 0.073650.06519 0.0879416 0.07293 0.075950.06708 0.069970.06151 D.06426
0.06967 0.072710.06381 0.066700.0G0980.0582318 0.06676 0.069810.063780.0608B0.05530 0.0505
0.06415 0.067220.061180.058250.055420.0526720

0.064870.961790.058780.055870.05028 0.0530321 0.05965 .062750.05630.053700.0481l 0.05086?2 0.05770 0.060810.954670.051730.04880.0461323 0.05591 0.059050.052870.04920.047070.0443224
0.057430.054280.051220.048260.04265 0.0454125

0.05277 0.055940.0497o0.046730.041I1 0.0438726 0.05138 0.054560.048290.045320.042450.0396927 0.053290.456090.046990.044O00.04I120.0383628 0.052110.048890.045780.04z780.039900.0371329 0.051020.047780.044850.041640.038750.0359830
0.049050.045770.042610.039580.036670.033832 0.047320.044010.040820.037760.034840.0320834! o.045800.042450.039230.036I50.033210.0304236 0.044460.041070.037820.034720.031160.0289638 0.043260.039840.036560.033430.030460.0278540
0.041230.037730.034390.0312t0.028200.025984d 0.034580.036010.032860.029370.026330.02349dB 0.038220.034570.031110.027830.024760.0218952 0.037080.033370.029850.02620.023410.0205266 0.03130.032350.028770.025390.022240.0193360
0.034340.0304o0.626670.02317.0.01930.0169770 0.033110.029030.025160.021550.018220.0152080 0.032260.028040.024059.020320.01690.0138390 0.031650.02731.Q.023200.019370,O15870.01278100 0.031210.026770.022550.018620.015030.01184110 0.03080.0283G0.022050.018020.014350.01l10120



824 第一篇 露交开末

续表

8%7%3.5% 5% 8%4%

1,80001.070001.05000 1.080001,040001.08500 0.580730.53780 0,553OB0.545440.530200.5240 0.38B030.381050.36721 0.37410.360350.35693 0.301920.28201 0.295230.28590.275490.27225 0.250460.23097 0.24380.237400.224630.22I48
0.21832.209800.19702 0.203360.1907s0.18767 0.102070.185550.172820.166Bi0.1654 0.174010.167470.15472 0.161040.148530,14543 0,160080.153490.140690.13449 0.147020.13145 0.149030.142380.12950 0.135870.1232910 0.12014
o.140080.1380.12030 0.126790.11109 0.i1415 0.132700.125900.112830.1034B 0.119280.10655 0.120620.119650.108460.09708 0.11280.10014 0.121300.11434o.i0102 0.107580.09167 0.99467
0.116830.109790.102960.098340.08GB3 0.08994
0.112980.105880.09227 0.0989516 0.08268 0.085B2
0.109630.102430.08870 0.09540.07004 0.08220
0,108700.0994L0.0923B0.98550,07582 0.0789918 0.104130.096750.089620.082760.07294 0.0781419 0.101850.094390.087I80.080240.0738 0,0735820
0.099830.092290.085000.078000.06804 0.0712821 0.098030.090410.083050.076970.06593 0.0692022 0.096420.0a8710.081286.07AI40.07310.0840223 0.094980.087190.078680.072470.085590.0622724 0.093680.085810.078230.07095.0,084010.008725
0.092510.084560.078900.069580.05921 0.06257 0,091450.083430.075700、068290.05785 0.06124 0.090490.082390.074590.06712.060010.0680 0.089620.081450.073580.06B060.0583B0.054529 0.088s0.080590.072850.065050,057830.0543730
0.087450.079070.071000.05328o.055950.0524432 0.086300.07.B00.069600.06i760.054310.0507634 0.485340.076720.068390.060430.052890.0492836 0.084549.075809.087360.059280.051630.0479838 0.083880.0750I0,088460.058280.050520.04834O
0.08280D.073780.065010.056620.048660.04488 0.082040.072830.063900.55320.047180.0433I4B 0.081490.072140.063050.054290.045980.0420252 0.081090.071820.062390.0534B0.045000.0409756 0.080800.07120,061880.052830.04200.0400960
0.0803?70.070620.06100.051700.042750.038470 0.080170.070310.060570.051030.0418I0.0373880 0.080080.070180.060x20.050630.041210.0386690 0.0800A0.a700&0.060180.05030.040310.03616100 0.080020.070040.06100.05020.040540.03581I10 10.080019.070020.650060.05o10,04030.03557120



第十七章 技米经济 825

10%9 % 12%11%

IL,140001.100o0 1.130001.09000
0.607290.5994t0.56847
0.430730.423520.402110.39505 0.416350.4O221
0.343200.336190.322330.30867 0.329230.315474
0.291280.284810.26380 0.27057 0.277410.257095
0.25710.250150.236380.2298I .24320.22292
0.238190.228110.205410.19889 0.219120.21222
o.216670.208390.18744 0.18432 0.20i800.18067
0.202170.194870.180600.17384 0.187680.166809!
0.191710.18420.1698O0.16275 0.176980.15582k10
0.183390.175840.18112 0.168420.153B0.14695 0.178870.188990,161440.154030.146780.13965
0.171160.163350.148150.14078 0.155680.13357
0.166B10.15870.150870.12843 .0.13575 0.1432314 0.162810.154740:148820,139070.12406 0.1314715
0.159620.151430.1439b.12030 0.15520.1278216 158920.148810.140480.13247D.11705 0.12466 0.154820,14200.137940.129840.121930.11421 0;152860.144130.135780.1275B0.119550.1117 0.150990.142S50.133880.11748 0.125580.1095520
0.149540.L40810.1322d0.123840.115820.10762 0.14B300.1394B0.130810.122310.10590 0.11401 0.147230.138320.129580.120970.10438 0.11257 0.148300.137310.128460.1i9790.10302 0.11130 0.146500.138430.127500.118740.10181 o.110i7
0.144800.135850,12685o.117810.109160.1007226 0,144190.134980.125900.116890.108260.09973 0.143680.134390,125240.116280.08885 0.107452B 0.143200.133870.124860.115610.09806 0,1067329 0.142800.13s410.124140.115020.09734 0.10608
0.14150.132880.123280.I440.09610 0,1049732 0.141850.132070.122600.113260.9508 0.1040734 0.141260.131620.122060.1126S0.09424 0.10334 0.140970.131280.121640,112130,09354 0.10275 0.140750.130980.121300.111720.102260.09226
0.14084&0,130600.12083o.111130.101580.09208 0.140260.130370.120520.110740.101040.09146 0.140150.130280.120sS0.11040.100710.09103 o.14090.130140.120210.110320.100480.09073 0.140050.130090.120130.110210.100330.0905180
0.140010.130030.120040.110070.100130.09022 .140000.130010,12001o.110030.100050.09008 0.140000,13000.120000.1100L0.100020.9004 o.140000.i30000.12000o,110000.100010.09002 0.140060.130000,120000,110000.100000.05001110 0.1400o.1so000.120000.110000.100000.09000120

,



826 第一篇 露天开采

续表

15% 18% 24%18% 22%20%
n

1.240001.180001.16000 1.220001.200003.I50001 0.66432 0.62296 0.63872 0.65455 0.670450.61512
0.504720.459920.44526 0.47473 0.489660.43788
0.415930.371740.35738 0.38629 0.401020.35027
0.364250.31978 0.334380.3054I 0.349210.29832
0.331070.300710.285910.27139 0.315780.26424
0.308420.27742 0.292780.262360.247610.24036
0.292290.276300.250610.245240.230220.22285
0.280470.24808 0.264110.232390.217080.20957
0.2716o0.25480.238520.222510.206900.1992510
0.204850.247810.21478 0.2311o0.198860.19t0711
0.259650.242280.20863 0.225260.192410.1844812
0.25580.237940.20369 6.220620.187180.1791113
0,252420.234490.1968 0.216890.182900.17469.14
0.249920.231740.1964O 0.213880.179360.1710215

0.247940.22853o.16795 0.211440.193710.1764116
0.248360.227750.16537 0.209440.191490.1739517
0.245100.226310.207810,16319 0.189640.1718818
0.244100.206460.18810 0.225150.16134 0.1701419
0.243290.2242D0.205360.186820.15976 0.1686720
0.242650.223430.18575 0.204440.167420.1584221
0.242130.222810.203690.16635 0.184850.1572722
0.241720.222290.1B4090.1654 0.203070.15628
0.241380.18345 0.221880.16467 0.202550.1554324 0.241110.20212 0.221540.182920.15470 0.16401
0.240900.20176 0.221360.182470.163450.15407
0.240720.221030.201470.182090.162960.15353 0.240580.220B40.181770.15306 0.201220.16255 0.240470.20102 0.220690,181490.15265 0.16219 0.240380.220570.200850.181280.161890.1523030
0.240250.220380.200590.180910.161400.15173
0.240160.220260.200410.180650.181040.1513134 0.24O100.220170.200280.180470.160770.15099 0.240070.220120.18033 0.200200.160570.15074 0.240040.220080.200I40.18020.160420.15058
10.240020.220030,200070.180120.1602344 0.15032 0.240010.220020.18006 0.200030.160130.15018 0.240000.220010.180030.160070.15010 0.2400o0.220000.180020.160040.15006 0.240000.220000.200o0.180010.160020.15008
0.240000.220000.200000.18000.1600.15001 0.240000.220000.1800 0.200000.166000.15000 0,240000.220000.200000.180000.160000.15000 0.240000.220000.204000.180060,18000100 0.15000 0.240000.220000.18000 0.200000.160000.15000110 0.z40000.220000.200000.180000.16000.15000120



第十七章 技术经济 827

续表

40%26% 50%28% 35%30%

1.28000 1.5000c1.30000 1.4G00o1.26000 1.35000
0.90+000.81667B.734780.71860 0.775530.70248

0.029360.55063 0.710530.53521 0.589660.51990
0.540770.46153 o.50076 0.623080.43100 0.44624
0.4136 0.575830.410580.37950 0,450460.39494
0.46126 0.548120.37839 0.419260.362400.34662
0.441920.35687 0.51080.398800.32433 0.34048
0.42907 0.520300.34192 0.38M890.30857 0.32512
0.42034 0.513350.375190.331240.29712 0.31405

0.508820.414320.323460.28862 0.30591 0.36832
0.505850.410130.31773 0.363390.28221 0.29984
0.503880.40?180.31345 0.354820.295280.27732

0.40510 0.5025B0.357220.310240.27356 0.29179
0.501720.403830、355320.307820.27065 0.28912
0.501140.4025915 0,853930.26838 0.305980.28708
0.50076o.401850.352900.304580.2855016 0.2866I
0.500510.401320.352140.303510.26522 0.28428
0.500340.400940.351580.302890.2641218 0.28353
0.500230.400670.351170.302010.26326 0.2826019
0.500150.4004B0.350870.301590.26258 0.2820220
0.500100.400340.350640.301220.26204 0.2815821 0.500070.40024.350480.300940.281230.2616222! 0.50040.400170.350350.s00720.26I28 0.2809623 0.500030.400120.30055 0.350260.26102 0.2807524 0.50020.400090.350190.300430.26081 0.2805925
0.50010.400080.350140.300330.28O64 0.28046 0.500010.400050.30025 0.350110.26051 0.28036 0.500010.400030.350080.300190.280280.28040 0.50000.400020.350060.300150.26032 0.2802228 0.500000,400020.350040.300i10.280170.2602530
0.560000.406010.35002o.30070.280100.2601632 0.500000.400000.350010.300040.280060.2801034 0.500000.400.350010.300020.280040.2600836 0.50000.400000.350000.300810.26004 0.28002 0.50000.400000.350000.300010.280010.26003

0.40000.350a0.30000.26001 0.28001
0.4000003500o0.300000.26600 0.2800048 0.400000.350000.3QO000.280000.2600052 0.400000.350000.300000.280000.2600056 0.40000.50000.30000.280000.2600060

0.280000.260G70
0.28000.2600080
0.280000.26000
0.280000.25000100
0:280000.28000110
0.280000.260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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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0% 70% 3% 100%

l.60000 1.Bo0001.70000 2.00000
0.8842 1.07037 1.1571省 1.38383
0.79380 0.87889 0.C66B 1,14286
0.70804 0.79521 0.8423 1.06667
0.60325 0.75304 1.032280.8447o
0.63803 0.73025 0,t2423 1.01587
0.82322 0.71748 0.81$28 1.00787
0.81430 0.71018 0.80733 I.00392
0,608B8 0.70595 0.80405 1.001侧

1 0.80561 0.70349 0,80225 1.00098
0.60343 0.70205 0.80125 1.00049.
0.60214 0.70120 0，$00想 1.00024
0.60134 0.70071 0,8003 1.00012
0.00083 0.7004 0.t0021 1.00006
0.60052 0.70024 0.80012 1.0000$

0.60033 0.70014 1.000620.80007
0.60020 0.70008 1.000010.A0004
0,s0013 0.70005 0.80002 1.00I0
0.80008 0.70003 0.即001 1.0006o
0.50005 0.70002 0.B0001 1.090oo
D.8000s 0.70001 1.00600.N0000
0.60002 0.70001 0.8008o 1.0000
0.60pO1 0.7000o 0.8000o 1.00000
0.8001 o.70000 0.80000 1.0000
0.60000 0.7000o 0,30000 1.00000

0.700000.6000
0.700000.60000
0.700000.60000

0.80000 0.7o000
0.60000 0.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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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序列现管带截（re），（10"-1 表 1-17-38

5 % 6 %3 %2%1%

0.943400.952380.9707 0.961540.9803B0.99010
1.85941 1.83331.91347 1,886091.941581.B7040
2.72325 2.873012.775092.828612.883882.9409g
3.54595 3.465113.71710 3.629903,8077a3.90197
4.32948 4.212384.57971 4.451824.713464.85343
5.07569 4.917325.242145.417185.601435.79548 5.78637 5,5823B6.002056.230286,471998.72819
6.46321 8.209786.732747.019697.32587.65163
7.10782 6.801697.435337.786i18,162248,56602

7.360097.721738.53020 8.110908.082589.4713010
8.308641 7.886a79.25282 8.760489.7868510.3676311 8.86325 8.383849.95400 9.3850710.5753411.2550812 9.3935710.63406 8.852689.9856511.8483712.18374 9.89864 9,2949B10,5631211.2960712.1082513.00370 10.37966 9.7122511.1183911.9378412.8492613.8650515

10.1059010.8377711.65230.12.5611013.5777114.7178716 10.4772811.2740713,16612 12.1858714,2918715.56225 10.8276011.6895912.6593013.7535114.9920316.3982718 11.1581212.0853213.1339414.3238015.6784617.22801 11.4699212.4622T13.590334.877416,3514318.0455520
11.78408I2.821514.0291815.4180217.0112118.85698 12.0415843.1630014.4511215.9369217.6580619.66038 12.303813.48B5714.8588416.4438118.2922020.45582 12.5503613.7986416.93554 15,249618.9139321.2433924 12.7833814.0939415.6220817.4131519.523422.0231625
13.0031714.3751915.9827717.8768420.1210422.7952026 13.2105314.8430316.3295918.3270320.7069023.5596127 13.4061614.8981316.6630818.7841121.2812724.3164428 13.5907215.1410716.9837119.1884521.8443825.0657929 13.7648315.3724517.2920319.6004422.396425.8077130
14,0840415.8028817.8735520.3887723.都8327.2895932 14.3881416.1929018.4112021.1318424.4985928.7028734 14.6209916.5468518.9082821.8322525.4888430,1075136 14.84B0216.8678919.3678622.492d26,4406431.446638 15.0463017.15909I19.7927723.147727.3554832,8S46940 15.381817.6627720,548B424.2542729.0799635,4554544 15.6500318.0771621.1951325.2667190.6731237.07396 15.8613918.480721.7475826.1662432.1449540.39419 16.0288118.8985422.2198226.4654633.5046942,7198956 16.1614318.9292922.6234927.6755634.7608944.9550460 16.3845419.3426823.3945129,1234237.498250,1685170 165091319.5964623.9153930.2007639.7445154,8882180 16.5787019.7522624.2672831.0024141.586959.1608890 16.8175519.8479124.5050031.5989143,0983563,028&8100 18.692419.9066324.6656032.0427644,3382466.53053 16.65135110 19.9426824.77409$2.3730245.3553989.7005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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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16%14%8 % 12%10%

0.862070.877190.92593 0.909090.93458 0.8286
1.605231,646661.735641.80802 1.78326 1.69005
2.245892.321632.4B6853.62432 2.57710 2.4183

3.169873.38721 2.788183.31213 2.913713.03735
3.79079 3.274293.43384.10020 3.99271 3.60478

3.684744.35526 3.888674.622884.76654 4.11141
4.03B574.86842 4.28305.206375.38929 4.56376

4.B38885.33493 4.343594.987645.746645.97130
4.94637 4.606545.759026.24689 5.328256.51523

4.833235.216125.650226.144576.710087.0235810
6.45273 5.028645.937707.13896 6.495067.49867

5.197115.680296.194376.813697.536087.94269
5,84236 5.342336.423557.108367.903788.35765

14 6.00207 5.467537.36669 6.628178.74547 8.24424
5.57S468.1421715 6.810867.606089.10791 8.56948
5.668506.2650619 6.g73997.B28718.851379.44665 5.748706.372867.119639.12164 8.021559.76322 5.817856.467427.249679.37189 8,2014110.05909 5.87746.550377.365789.6036O 8.3649210.33560 5,928846.623137.469448.513569.8181510.59401
5.97314G6.686987.5620010.0168021 8.6485910.83553 6.011336.742947.644658.7715410.2007411.0612422 6.044256.792087.7184310.3710623 8.8832211.27219 6.072636.8351424 B,98474 7.7843216.5287611.46933 6.097096.8729325 7.843I49 0770410.6747811.65358
6.118186.906087.895669.16o9510.8099626 11.82578 6.136368.935157、942559.2372227 10,9351611.9867I 6.152046.960667.984429.3065711.0510828 12.13711 6.165556.983048.021819.3696]11.1584112.2776729 6.177207.002668.055189.4269111.25778I2.4090430
6.195807.034988.111599.5263811.4350012.64532 6.209797.059858.156569.6085711.5869312.8540134 6,220127.078998.192419.6785111.7171913.0352136 6.227797.093718.220999.7326511.8288713.1934738 6,233507.105048.243789 7790511.9246113.331740
6.240897.120478.276429.849092.0770713.55791悉4 6.244977.129B08.297169.8969312.1891413.7304748 6.247227.135018.310369.9296012.2715113.8621252 6.24847.138218.31B729 9519112.3320513.9625656 6.248157.14018.324059.9671612.3785614.0391860
6.249817.142118.330349.98T3]12,4428214.160390 6,249967.142668.332379.9951212.4735114.2220180 6.24997.142808.333029.981212.4877314.2533390 8.250007.14288.333239.9992712.443214.28925100 6.250007.142858.333309.9997212.4973714.27735110 6.250007.142868.333329.9998912,4987814.28I46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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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8% 20% 22% 26%24% 28%

0.g3333 0.819670.84746 0.793650.80645
1.527781.56564 1.49153 1.42353T,45682 1.39160

2.17427 2,10848 2.04224 1.88844
2.59006 2.58873 2.240972.49364
3.12717 2,9906I 2.5320f2,635075{ 2.74538

3.49760 3,3251 2.759383,16692 2.884983.0204T
3.81153 3.60459 2.93702

3.619274.07757 3.83715 3.24073 3.075793.42122
4.30302 3.78628 3,36566 3.184214.03097 3.56550

3.923184.49409 4.19247 3.2689210 3.88186 3.4648I
3.543504.6560I 4.035404.2706 3.77569 3.33509Ii

4.79322 3,605953,851364.43922 4.12737 3.3867912 
4,90951 3.65552 3.427184.53268 3.9123g13 4.20277
5,0806 3.458733.594854.61057 3.961604.26456
5.09158 3.483393.726074.315224.67547 4.00129

3.75085 3.502655.18235 4.35673 4.033304.7295616
3.770525.233 3.517694.390774.77483 4.0591I17

5,27316 3.529453.788134.41866 4.079934.8121918
3.588635.31824 3.798514.441524.8435019 4.09672

5.35275 4,46027 3.545804.86958 3.8083420 4:11026
5,3838 3.551413.816154.89132 4.4756 4.1211721

3.555793.822345.40990 4.90943 4.48822 4.12998
3.559213.827255.43212 4.408544.92453 4.13708
3.561883.831155.45095 4.507004.8371024 4.14281
3.563975.46691 3.834254.513934.94759 4.14742
3.5656Q3.836705.48043 4.510624.9563226 4.15115
3,566883.838655.49189 4.524284.96360 4.15415
3.567B73.840205.50160 4.528104.96967 4.15657
3,568653.841435.50983 4.53123 4.158534.97472
3.589263.842405.51681 4.160104.533794.97894
3.570103.843794.162405.52773 4.537624.98537
3.570623.B44674.163896.53557 4.540194.98984
3.570943.845225.5A120 4,I64864.541924.9929586
3.571133.845565.54525 4.165494.99510 4.54308
3.571243.845785.54815 4.165904.543864.9966040
3.571363.846014.166345.65174 4.544784.9983644
3.671403.846104.166534.545185.55359 4.9992148
3.571423.846134.166614.545315,55464 4.9996252
3.571483.846144.166644.545394.999825.55503
3.571433.846154.168664.545425.5528 4.9999160
3.571433.846154.166674.,545454.99995.555070
3.571433.846154.166675.000005.5555 4.5454580
3.571433.846154.166675.00000 4.545456.555B90
3.57143.846154.166675.000005.55566 4,54545100 3.571433.846154.166675.0000 4.545455,55556110 3.571433.846154,166674.545455.00005.555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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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0% 100%40% 50%

0.500000.66670.714290.76923
0.750001.22449 1.111111.36095
0.875001.58892 1.407411.81611
0.937502.16624 1.84923 1.60494
0.968752.03516 1.736632.43557
0.984372.16797 1.824422.842759 0.992191.82942.262842.80211
0.996081.21082.92470 2.3300

9 0.998051.947983.01900 2.37900
0.993021.9653210 3.09154 2.41357

0.999511.9768811 3.14734 2.43826
0.999761.984592.455903.19026
0.99981.989723.22328 2.46850
0.99941.993153.24867 2.47750
0.971.995433.26821 2.48393

0.999981.996963.28324 2.48852
0.99991.997972.491803.28480
1.000001.998652.494143.30369
1.000001.999102.495823.31053
1.D0001.999402.497013.31579
1.000001.99603.31984 2.49787
1.00001.999732.498483.32296
1.00001.999823.32535 2.49891
1.00001.9998B3.32719 2.49992
1.00001.999922.499443.32861

1.999953.32970 2.49960
1.999962.499723.33054
1.99983.33118 2.4998O
1.999983.33168 2.4998629
1.999993.33206 2.4999030
2.000003.33258 2.4999532
2.00003.33289 2.49997
2.000003.33307 2.4999936 
2.000002.499993.33318
2.000002.500003.33240

2.500003.3330
2.500003.33832
2.5000052 3.3333
2.500003,39333
2.500003.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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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冶金厂对矿石需要量计算

17，7.1 高炉治炼对铁矿石需膜量的计算
17.7，1.1 益铁矿石为高炉富矿时

1.高炉块矿直接入炉
矿石需要量按公式（1-17-55）计算

0=Atp-x-1 (1-17-55)

生铁产量按公式（1-17-56）计算

A-@1-Kp (1-1-56)

2。高炉富矿粉经烧结入炉

矿石需要量按公式（1-17-57）计算

A(re]、 (1-17-57)aE二×I-K，1
生铁产量按公式（1-17-58）计算

_Qag,(1-Kp)(1-K; (1-17-58》

17.7.1.2 当铁矿石为贫矿，需验选矿和烧结后入炉时

（1）矿石需要量按公式（1-17-59）计算∶

1-17-59)
a1

（2）生铁产量接公式（1-17-60）计算∶

g,e(1-K,)(1-K,) (1-17-60)

式中 Q——矿右年需要量（或矿石年产量），t/a;

〔Fe〕——生铁含铁量，一般为94～95%

A-——生铁年产量，t/a;

a-——原矿品位，TFe%;

e-——选矿回收率，%;
ez——冶炼回救率，一般为97??右，钒钛磁铁矿单独入炉冶炼为94??右

K1-——运输损失，一般按 2 ??取;

K，——烧绪损失，一般按1 ??取。

17.7.2 炼解对铁矿石量的计算

（1）用天然平炉富矿时，接公式（1-17-61）计算
(1-17-61)Q=(-KD1-K0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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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人造平炉富矿时，按公式（1-17-62）计算

8;-×(1-K7(1-K, (1-17-62)

式中 Q-—平炉矿石年需要量，t/a;

A--—平炉钢年产量，t/ax

B-——一年吨平炉钢消耗的平均矿石量按表2-21-37选取;

a;——原矿品位，TFe%;

v;——平炉球团矿品位，TFe%;

e;——选矿回收率，%;

K，——运输损失，一般按 2 ??取;

K;——粉矿率（平炉矿块度小于20毫米为粉矿）一般为30～40%
Ks——球团砂损失，一般按I ??取。

每吨钢平炉矿石消耗定额参考指标见表1-17-37。

表 1-17-87每咱铜平炉矿石消辊定额参考指标

种钢名 称

转炉炼概氧气顶吹平炉炼钢平价炼钢
矿石消耗量<kg/t） 20~4950～ 190150～200

7.，7.，3 高炉、电炉锰铁对锰矿石需要量计算

17.7.3.1 当锰矿石为富矿时
（1）块矿入炉，按公式（1-17-63）计算

(1-17-63)=LM1工z。"-×1-K,J1-Kaae:
（2）氧化锰粉矿和碳酸锰富矿经烧结或焙烧后入炉时，按公式（1-18-64）计算

(1-17-64)4×71~K)1-K,
17，7.3.2 当矿石为贫矿，经选矿、烧结入炉时

（1）锰矿石需要量按公式（1-17-65）计算∶

(1-17-65)Q--N，ea×I二K）工-K5J
（2）锰铁合金产量按公式（1-17-6）计算∶

QnngS(1-Kg)(1-K,) (1-17-66)

式中 Q——锰矿石需要量（或锰矿石年产量）t/a;

A——锰铁合金年产量，t/a;

a-—--原矿品位，Mn??

e-——锰矿选矿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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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1-17~38冶烯目教率争考糖标

高护富锰渣高护类索握铁电炉锰硅含金 电炉发素性性电护中低炭督铁猛冶炒回收率

76～8075～80 85-80?5~8065~78e。(%)

e2-——锰矿冶炼回收率（参见表1-17-38选取）1
K-——粉矿率，??
K∶-—运输损失，%;
K，----烧结损失，%;

17，7.4 电炉铬合金对铬矿石需要量的计算

（1）当铬矿石为富矿时按公式（1-17-67）计算

(1-17-67)

（2）当略矿石为贫矿时按公式1-17-68计算

(1-17-68)
-aee;^(1-K;)

式中 Q0———僚矿石年需要量，t/a;
A——骼合金年产量，t/a1

〔Cr）——冶炼各种牌号的铬金属含量，%;
a——采出铬矿石含铬品位，%;

e，e;——分别为选矿、冶炼回收率，%;
K。——运输损失，一般为 2 %;
K，—---烧结损失，一般为1??

17.7，5 例铁厂对石灰石鲁要量计算

（1）烧结配料石灰石需要量按公式（1-17~69）计算

_ 20a(RSi_-Ca) (1-17-69)Ca,-RSIg
9=2,/Q.

O——烧结配料用石灰石年需要量，t，
22——烧结原料（铁精矿、富粉矿、无烟煤或碎焦、高炉灰等）用量，t/a;

Si，Ca，——原料中的SiO，和CaO的含量，%;
Sa，Ca，-—石灰石中SiO，和CaO的含量，%;

φ-——每吨烧结矿需要石灰石量，t1
R-——烧结矿碱度（CaO/SiO2）1
C。——烧结矿年产量，t。

（2）每吨生铁熔剂需要量按公式（1-17-79）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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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PSi+CfSi。-Si,- 5 ×10-〔PCa;+CJCas～-
φ2 _————-- (1-17-70)Ca;- RSi;

式中 φz——每吨生铁的石灰石用量，kg/t;
Si，Ca;——入炉矿（烧结矿）中SiO2、CaO含量，%;
Si，Ca-——石灰石中SiO，、CaO含量，%;
Si，Ca-——焦炭中SiO2、CaO含量，%;

Si，——每吨生铁烟尘带走的SiO2量，kg/t;
〔Si〕——生铁含硅量，%;
C—一入炉焦比，kg/t;
f ——-焦炭灰分，%t

R-———炉渣碱度（CaO/SiO2）;
（3）全部生铁熔剂需要量按公式（1-17-71）计算

2= Apr/98% (1-17-71)
式中 2。——-全部生铁石灰石需要量，t;

A——生铁年产量，t;
98??—考虑石灰石2??损失。

（4）炼铁系统（包括烧结配料及高炉熔剂石灰石总用量按公式（1-17-72）计算
z0=21+0: (1-17-72)

式中 ZQ——炼铁系统（包括烧结和炼铁）全部石灰石用量，t。
当高炉采用100??结矿入炉时按公式（1-17-73）计算

(1-17-73)

Z0= Aφ。
式中 φa——每吨生铁石灰石的用量（包括烧结炼性），t

P——每吨生铁需烧结矿量，t;
φ——每吨烧结矿配入的石灰石量（烧结配料计算确定），t
φ。——高炉添加的石灰石量，一般为10～20g/t。
（5）炼钢对石灰石需要量按公式（1-17-74）计算

(1-17-74)K×10001-K,)
式中 Q——炼钢石灰石需要量，t，

A--钢产量，t;

W——石灰石单位重量内含CaCO，的重量比（按95??算）;
1.78——纯石灰石CaCO，与CaO的理论比值;
K.———运输损失，一般为2%;
K2——石灰石煅烧的合格率（85～90??J
R——每吨钢消耗石灰石量，平炉钢为40～45kg/t，电炉铜为60～70kg/，转炉销

80～100k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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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 山 生 产 能 力

责任编写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编写 人 黄变中

1.1 概 述

矿山生产能力是矿山建设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生产能力确定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企
业投资和经济效益的好坏，影响着选冶及加工厂的原料供应和国家计划的实施。因此，在
确定矿山生产能力时，必须正确和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好各方案的技术经

济比较工作。
本章中的生产能力确定原则和计算方法是根据国内矿山经验的总结，近几年的技术进

步和发展趋势提出的。
在我国当前的矿山设计中，生产能力的确定，仍然是考虑满足国家需要为前提，再根据

地质资源，矿山的具体自然地理条件，技术经济因素，以现代行之有效的科学技术和装备

水平进行开采为基础，进行与矿山开采总体方案相联系的经济比较，验证其技术上有可能

达到的生产能力。与露天开采相比较，地下开采的生产环节多，生产技术复杂，作业条件

差，管理要求高，对资源和开采技术条件变化的应变能力差。反映在国内的地下开采矿山

从投产到达产的时间长，甚至有些矿山达不到设计能力，即使达产的矿山，能够顺利稳产

密时间也不长。因而要求在地下开采的矿山设计中，要特别注意对资源和开采技术条件进

行系统研究，娶充分估计地下开采的各种不利因素，留有充分的调节余地。

矿山直接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工艺，组成矿山的整个系统。合理的设计和建设，应当使

单个环节和取用的指标以及各项环节的相互配合的综合结果既先进又切实可行。

回采工作各工序的合理配合是保证矿山正常生产的基本环节。开拓运输、采切、播进

必须密切配合回采，超前进行，随时随地保持与回采工作相适应的掘进工作量。对一些两步

蘖回采的矿体，要及时回采矿柱，保特矿房与矿柱的合理开采顺序，对充填法矿山，要组

织好回采与充填之间的协作配合，作好采充平衡;对期落法矿山要注意生产衡接，搞好均

匀下降，加强出矿管理;对韵矿法矿山，要协调好回来与大量出矿矿块的配合关系等等。

否则，不仅会影响到矿山的正常持续生产，增大贫化损失，甚至发生安全事故。

本章所述矿山生 产能 力的确定方法，基本包括两类，一类是按统计资料的扩大指标

（如年下降速度）对计姻（市场）要求的生产能力进行粗略验算。这种指标随着技术进步

和工人素质以及生产管理水平的提高亦将不断发生变化，必须注意研究客观实际和矿山的

类比性，分析选用。这种方法主要可用以制定长运规划阶段以确定矿山能力，亦常用以对

已定矿山能力的验证。
另一类是近年来各设计单位较普遍应用的一种方法，即根据选定的设计方法及其装备

水平条件下可能达到的矿块能力及其它需要配合的环节进行排产。矿块能力及有关参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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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取∶大多取自实际矿 山所能达到的较好指标。
设计中的矿山能力，除特殊情况外（如国家急需的矿种或者深部存在畜矿体等），一

般应以单阶段（或一个阶段回采矿房，一个阶段回采矿柱）为基础进行计算。因为多阶段

生产，虽可在计算中加大生产能力，但基建工程量和投资增多，建设时间加长，维护费用

增加，也加大了通风和矿柱回采的难度。同时，也不能给矿山生产留有余地，不利于持续

稳产。
设计计算中，对矿柱回采的生产能力，据目憩实际亦应适当降低，一般情况，当矿柱

所占的矿量比例在40～50??上或者采用充填法国采时，矿柱回采的生产能力可取用相当

于类似矿房回采时采矿方法的生产能力;当矿柱矿量所占储量比例介于30～40??，其矿

柱回采能为视实际设计矿山条件可适当降低;当矿柱矿量比例小于20??，可以不予考虑

矿柱回采的能力而给生产留有余地。

1.2 矿块式果矿方法的生产能力

按此法计算矿山能力的方法有。

（1）分段空场法（包括阶段矿房、燥力崩矿等采矿方法）;

（2）房柱法、全面法y
（3）留矿法;
（4）充填法（除进路式充填法外）J

（5）有底柱分段剧落法。

1.2，1 计 算 多 骤

由本节起至1.5节按各种采矿方法排产确定生产能力的步骤大致如下∶

（1）确定阶段高度，研究各阶段矿体赋存情况（结合部面）及开采技术条件，确定

地质影响系数。
随着探矿痛生产的进行，地质条件的变化及其对探矿生产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

是成因条件复杂的矿山，无论是矿体形态，地质储量、矿石品位、顶底板等高线和与矿体

接触界线以及矿床开采技术条件都会发生变化，相应要影响矿山生产能力，其影响程度往

往随矿床成因类型和勘探程度波动。为使确定的矿山生产能力能适应这种影响而拟定地质

影响系数，可根据设计矿山的地质资料，分析取用，一般为0.7～1.0。

（2）选定回采顺序和矿块（采场）参数。

（3）统计各阶段的可布矿块，计算有效矿块数量。

可布矿块是指在阶段平面图上将两翼狭小的、变化不稳定和不完整的，对确定生产能

力有较大影响的构造带和需要设临时矿柱地段的矿体划除，在正常地段布置的矿块。

有效矿块，在无廉柱巅落法中为有效进路，是矿山设计中用以计算矿山生产能力的矿

块或进路。
有效矿块（进路）是考虑到在不规则的矿床条件下，使各矿块（进路）能基本上保持

按标准矿块的储量比例均衡下降并考虑适当留有余地。有效矿块（进路）的数目可根据可

布矿块（进路）的实际情况，用等厚度折算法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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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床条件及所用采矿方法的不同，分别选用如下三种方法∶
一是以矿块厚大部分矿块（进路）的平均厚度为标准折算矿块数。
二是以矿块（进路）为一出矿单元的加权平均法。

这两种方法均是在阶段平面图上，以标准尺寸的矿块（进路）为单位，统计计算折算
厚度（标准矿块的厚度）的矿块（进路）数。

三是以阶段（分段）储量折算平均厚度，即

(2-1-1)m=-$

式中 "—折算厚度，四;

Q——阶段（分段）碱量，t;
L——矿体走向长度，m;
h——阶段（分段）高度，m;
γ--—矿石体重，t/m2。

（ 4）计算可能的采矿方法比例。
（5）确定和选取矿块能力及矿块利用系数，计算阶段产量，研究各阶段生产及下降

情况。
矿块利用系数是指在同一阶段上的回采矿块（包括出矿、凿岩爆破、支护等、不包括

备用矿块）与有效矿块数之比，目前一般为0.3～0.6。无底柱崩落法则因是以进路为出矿单
位，故为进路利用系数，即出矿进踏与 有效进路之比值，一般为0.16～0.33。在厚度适
中、矿石稳固、不需支护、水文地质条件简单且有可能对下一分段提前凿岩时，取大值，
反之取小值。
在确定矿块能力时还要确定出矿设备利用系数。装运机出矿时，维修和作业条件好的

取50??用，中等的取100??差的取150??电耙出矿时，按安装容量的20??虑。

而后计算矿块生产能力，根据不同的采矿方法及出矿设备选取不同的计算方法，

对电靶出矿的矿块（除留矿法外），电靶的能力应以矿块的回采出矿周期的能力计算

并选取其指标。
对装运机出矿的矿块，一般以出矿设备的台年效率来选取。

铲运机出矿的矿块，则应根据铲运机设备的能力及其与运距的关系，通过计算来确定

和选取，铲运机的台年能力以每日工作二班进行计算。.

留矿法矿块的能力以回采邀岩和大量放矿时的综合能力来考虑，在当前国内条件下，

凿岩与大量放矿采场比例通常按1+1计算。

充填法与空场法矿块的生产能力则根据两个步骤中各自采用的采矿方法及其能力综合

计算。
（6）调整阶段能力，编制逐年生产计划表和生产发展曲线图。

（7〉平衡和确定矿山能力，矿山生产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N01+ Nga)KEt (2-1-2)

式中 A-—矿石年产量，t/a;
2V-——同时回采的可布矿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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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同时回采的可布矿柱数;
;——矿房生产能力，t/d，各种采矿方法矿房生产能力的推荐值和矿山实际能力

参阅表2-1=1～表2-1-19;
9;——矿柱生产能力，t/d;

K——矿块利用系数，推荐值和实际值参阅表2-1-20～表2-1-33;
E----地质影响系数，0，7～1，0;
Z——副产矿石率，??推荐值参阅表2-1-34～表2-1-35和1，3.4节有关内容，某

些实际矿山的副产矿石率参见表2-1-36～表2-1-38;
--年工作天数。

公式2-1-2中未考虑贫化损失的影响，这是从简化出发，按贫化、损失 相等的概念考
虑的，实际计算中，若贫化损失出入很大或在用金属量（精矿）反算矿石年产量时，应考
虑贫化损失率。贫化损失率的选取可参阅本篇第十四章的有关内容。

豪 2-T-1国内分段空场法的推带能力

 类1类 Ⅱ  类英项目名称

差邪场通风条件
大二次破碎量大小
单电肥敬数量

小大小生产幅力《t/）
1转o～ 200150～ 250200～ 300300～4s0生产期力tt/d）

表 2-1-2分段空场法矿山实师生产能力（t/d）

实际生产采场埚格（m）倾 角厚 度走向长度 B矿设备矿山名称 胞 力高宽"> 长(m)(m)
沿走向单靶道28、56>262～3524*.2
沿走向双靶道KW电把 8s～1342~30 60的0～7080～8020～和矿体大庙铁矿 验直走肉布量2510～a5B
1~2条船道. 250-40050 55kW电靶80矿体厚606～40矿体长190舟王皮铜 4~8条契道8002～30

225~452skw皂刺60矿体厚70～9 428～1550D环铜山铜矿
一条着道8～13528W电靶60矿体厚5040～701～201800 二条把道东川面山坑 13～275

100-30028kW电到80矿体厚5079～85.2～18500～80a东用龙山坑

华-I型 有轨的矿平库结弊14~18060矿体厚30～4045～6$～80金岭铁矿 装岩机

100~180sskW电靶40矿体厚4075～8515370大西林铁矿
18～1805W电靶125a～80=0～90I~202258牟定铜矿

注，读表系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统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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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各种聚矿方法的矿贵生产能力

1，2.2，】 分段空场溪矿法
（1）国内矿山分段空场法的能力主要取决于电视的生产能力，其各类型的推荐能力

见表2-1-1，国内矿山实际生产能力见表2-1-2。
（2）国外空橘法因画来设备和工艺不同，须接回采循环时间、劳动生产事、成本与

采场生产能力的关赢进行计算，参见表2-1-3。

囊 2-1-3外分职惠薄途系雨业产隐力计算表

脉 宽 θm（矿岩稳圆）窄脉宣 8m（矿岩痛固）
项目名 称 c DB箭 山 A

满孔钻机 糖孔帖机经使台车轻便合本鹭岩设备
t90190多0$0孔径（mm）
03o121z孔泵（m》

B，1mi护派机1.52m'学浙机o，78m扩运机18，银W电把出矿设备
1(2m)1 (2m)1(0,7~0。Bm)每次麝矿排败 L(D.76～0,Bm)

2332,3 3,088s,63E,0每次崩矿量（t）
1184.54,5隐岩顺融时间（b）
0.d10,s3.4B,7旋矿时间（h）

2,4 B。57,●10.2总黏工疫数（人寝）
82.1 9,342,02,3工套势动生产率《）
 超6J 44719417s二章制施力（t/d）

5.16 9.10参，06.A7每吨成本（美元）

注∶本表系Undpgrownd Miming MAds Handbob分散空新法轻济部分独合，

1，2.2.2 房柱镜、食■法

房柱法、全面法矿块生产能力推荐值见表2-1-4（国内主要是浅孔回采）。国内房柱

法、全面法矿山实际生产能力见表2-1-5。

案 2-1-4身钝寒、金幅法矿换建产懂力推募像

Ⅱ阅I 提 费项 目 名 修

变化小多 变矿体形态
意 定较稀定变化大品位变化
蒿本光分支复合脉少分支复合脉多分支情况

0~25*，意定1~2"，变化小26*~40°，起状大矿体幅角变化
矿体厚度，其中∶

2~2.9吸1,8～2m,s~3.5m<2m，>2，自m全国法 2-7m1，3~飞m<1.3m,>8m身柱法
好教 好不 好出矿起织
不 分不 劳分分采分遥情况 80-10060-8640～6矿块出矿趣力t/d）

1，2.2，3 塞矿滤
（1）极薄矿脉群窗矿法推荐能力见表2-1-6。国内极廊矿脉辨浅孔醒矿法实际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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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见表2-1-7。

泰 2-1-6房柱法、全面法矿山实标生产能力

矿块日生产能力（t）谢 数岩 运
作业输环矿山能力 台班效率 计实际设 { 设 备台斑效率《t） 12

打眼、看风、1～30 15,28德矿山梯矿 41～42G046～5057.4～66.8
YQ-8b 出矿各一班W电把

14,30YT-25 40,2～72150一斑一个循环白石潭铁矿 24～3824-38
1W电把

YT-25 一打二运 90～130 32～8821.1~75.3#kW电把21,1~4.2大罗坝铁矿
01-30（2台）

打服、通风、 120～150 2～5B14kW电犯YT-26 62 .-新冶制矿
出矿各一班

YT-26 I4、28 68～7201~30 -教顶铅锌矿 89.10~14 kW电招
78-55

1B～200 100～202二打一运180~20028kW电把30～36龙幅黄田铁矿
262-打二站 20228kW电船 8～11060～s0博山铝土矿

120一打二运 1503kW电耙 60贺兰山磷矿 35
78～9二打-运14KW电把 65～9036～50题化钢矿

注∶本表系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调查整理

载 2-1-6截薄矿脸群智矿法推移能力

推 荐 隐 力（t/d）脉 幅 厚 度 蘑 岩 设 备

40-50气描式上向雷者1~1,5m
0-86气腿式上间量岩>1.6n

极薄矿脉的生产能力计算中，由于脉群在滑走向或沿倾斜方向上的变化大，中段可布

矿块数的统计数应乘以系数，按式2-1-3进行计算。

((2-1-3)N。=绍

式中 L——上、下阶段矿脉累计平均长度，m;

--矿块长度，m;
 ——矿脉长度利用系数，取0.7。

（2）普通浅孔留矿法矿块推荐能力见表2-1-8，国内浅孔留矿法矿山实际矿块生产

能力见表2-1-9。
1.2，2.4 充填法

（1）充填法推荐矿房能力见表2-1-10，表2-1-11。VCR法事后充填法 的矿块能力

在采用潜孔黄岩设备以及2m'铲运机出矿时，不包括切顶打凿岩硼室等时间在内的试验矿



第一章 矿山生产能力 845

囊 2-1-7领源矿能督矿法矿山实账矿换造力

矿块 规 格（m） 矿块生产矿 脉 厚走 向 长 倾 角
矿 山 名 称

采长 "<t/d)("> 度 高 高(m)(m)

40～500.1～8.0o80～800 800.8～5,D 336B～80大宙山钨矿
平均 0.4 个别50最长1150

9.1～2.35 3540~7i50～60的0～B0 0.8-1,2盘古山编矿 880～1354
平均0，17~0.39

0,1~3,6150～450 5836-5870e85 ～1，φ50一70西华山钨矿
平均0.3最长 900

0.1~3,0 381,2-1. 40～5040～so74~8欧地钧矿 3D～95b
平均0.43

40～80 454～50.0~2,075-B80,08~1,12下烷棒斗矿区 10～3o0
个副B0～100

43～55 630～60 1,～5.060～80100～ 600银山铅锌矿 1-~5

注，1.矿山出矿均采用手动木葡斗;
2.本表均系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调查整理，

囊 2-1-8浅孔霞矿法矿块推养能力

推 荐 能力（t/d）矿体开采技术条件及矿妖结构类 别

构造复杂的雕矿体;
25～49警通洞斗堵构;I

人工骁运小矿牢

50～70构造校简单的起到中原矿体，苷遇握斗结构

80100中厚以上矿体，电视底部结构置

90～150厚度大于5m，垂直走向布置，电把出矿Ⅱ

泰 2-1-9浅孔冒矿法矿山实际生产能力
广块物力矿块规格（m）矿 体 产 状 调查单位出矿设备矿山名称 走向长】 〔t/d>宽 高长厚度（m）》领角（°

(m)
感龙江靠治金设50衡通器斗10～860 计院。沈阳有色矿体厚 3040～50 2040～80.4～is,3 电把八家于船锌矿 （断续） 金设计院
同 上76-90电把不大于130～4020～83～5051～200华铜解矿

同 上58普通需斗60矿体厚5866～92-20月山铜矿 150～50D
吉林省冶金设普通混斗
计腕，长赛贫4440～45矿体厚40～60>801~2.6 和电把8～225夹皮沟二道沟金矿
金设计研究院
同上商上 B～2830～50矿体厚40～80>450,5-2.5800～8b0招远金矿

黑龙江省冶金69同上50多宝山铜矿 矿体原5070～9010～25250～300 设计院（置*矿体）
35 广西晚金设计院电肥矿体厚 3040-5o80～502-10600德保阀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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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向水平分腺充填法矿禁推幕德力 囊 2-1-10

充填材料项目名 称 出 矿设 备扩块回采面积（m'） 生产能力（t/）

电 犯千 式 50-8矿将输固 300～40b
电 犯全混凝土 20～40矿岩均不稳圈 <100
电 招岗 上 50～B0矿者均不确固 150～250
T,G尾砂仪结 80-150300～400扩岩难固

ToRO~】00、LK-塑再 400～5QD盘区开采矿岩稳固

泰 2-1-11直栓法（大菌积鳖黑）推荐靠力（t/4）

装运机（ZYQ-14）出矿 护运机（LK-1型）出矿矿 决 面 积（m'）

B80～4B601B86～2000 280～ 35b
28～850150～250800~1500

囊 2-1-12上向水平分基充填续矿山实脲能力

年 平 均矿 换 能 力（t/4）矿块面积 调瓷单位出矿设备矿山名称 30 高水77 78(m') 72 73
粘京有色冶金T，③、电94,ad53.3 85凡口怕停旷 45,43032,1t300～4 39.72 设计研究总院

同 上LK-1盈护举机400J1凡口矿盘区开采 2000 -400

同上人工、电靶7345.5 39,33.342。618～250金川龙首矿 23,5 44,B
长沙有色略电 把303-sbs0～要辱黄砂坪幅锌矿 30 34,234，身 设计胡究院

d0 矿山资料电耙、T，G303040o铜绿山载矿 a10
新和有急冶金人工、电船425～100 191鲁托皿被矿 设计研究院

兰州有色冶金电 把3360～80 14,48柏城铜矿 设计瞬究院

袭 2-1-1食沙年矿不同能计方法矿换催力

方 法计统
顶 目 名 称 作业幅环周期分层回采属斯按矿块阅采风期

6.1239,2339,22矿换平均生产懂力（t/d） 4.31.71.85好与坏的相簇倍数（偏） 83,148.074,21纤与中等的平均能力《t/d） ,0o1,181,16好与中等的相差倍数（售） 6Q- 9060～7046～60可能达到的生产能力（《/d）

注，本表系长有色冶金设计院调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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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能力达500～100t/d。国内上向水平分层充填采矿法矿块能力见表2-1-12，黄砂坪不同
统计方法（充填法）矿块能力见表2-1-13，大面积（点柱）回采矿山实际矿块能力见表2-
1-15，充填法果场出矿设备台年效率见表2-1-14。

囊 2-1-14出矿设备合年效率《t）

资 料 来 源设 备 费 型 凡口铅钟矿凤工山钢Q红遇山铜矿

冶金工业郎护运机调查ZYQ-14型 4.0万4~5万5，0万
组与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TORO-100型 b，0万.1万
完总院调查综合整理折合1m*斗容能力 7.4万4.9万

LK-1酸 ，2万～12，9万
10万～13.6万LP-4，1螫

大面积（意往）■采矿山矿换能力（t/a） 我 2-1-15

矿块面积 出矿量  块 韶 力
出矿设备矿 山（缺）名 称 (m"》 扣除影响股(t)

$78270,31台TORO-10塑18d红题山铜矿-167o水平一采 282437
风氩山铜矿Y*脉其中，

2》01667含4 1台T，G798~1a4o-20m35烧
3B73201~2台T，G189102386~242037姚
4001B8肉上1237150e～188她
920筒上5022～512 361542I"脉平均〈小计）

风温山铜矿I*脉其中
3851921~2台TB692520581采
S68220同上185900242自2采
124220同上743749573采
3151台T，G 16422949与Ⅰ"脉小计（平均） 5420

注，本表系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与矿山共同调查整理。

（2）国外充填法矿块生产能力系根据采用的回采菌岩、出矿设备及其所需的圆采循

环时间等因素计算。表2-1-16所示即矿脉厚度为2.1m时不同间采工艺的矿块能力。

，2，2.5 有底柱分段删鉴法
在属内，有底柱分段崩落法矿块能力主要取决于电船的容积及其底部结构的出矿条

件，在采用28～30kW电机，斗容0.3m2靶斗，矿块垂直走向布置时的推荐能力见表2-1-17;

采场沿走向布置时乘0，9的影响系数。使用的靶斗容积为0.5m2，50kW电粑时，乘以1.4的

系数。某些矿山有底柱分段崩落法矿块能力见表2-1-18，不同落矿方式和矿块结构的矿块

能力见表2-1-19。

1.2.3 矿 软 科 用 系 散

（1）分段空场法矿块利用系数推荐值见表2-1-20。部分矿山测查统计值见表2-1-21，

（2）房柱法、全面法矿块利用系数推荐值见表2-1-22，几个矿山的实际统计数值见

表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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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外充满法矿山不同围采工艺的矿换像力计算 状 2-1-16

矿 山 开 栗 及 设 备 条 件
矿岩确固矿岩不稳图矿岩中等稳固 ，同，左 单机台车国岩工 序 名 称 气腿懒者上向贷岩机绩岩气庭莆岩 0.785护运电犯出交 cavo5I1H矿
水砂充真废右完填水砂充填水矿充填

20.320,3 129.490,B20.31.每一循环出矿量（t）
2.0 3.62,03。02，猎岩顺驶时间h》 2,0

7、s0,B3.93，出矿时间（h） 8,6].0

2.01.E3.752,04.支护（充满）时间（h） 1.5
1,30.20.25，采矿准备时间《h》
2.50.61,B8，运行及午餐时间（h） 2.64.8
17.05.2i1,717.16.47，工作队需时间（h）
2.02,02.02.02,05.每一工作队人数（个）
34.030.d23.434.212.88，总人时数（人·时）
30.415.07.012,710.劳动生产率（t/人·班）
18394123 4276,011，一个工作队的矿块能力（t）
234125017090.0【2，可能的矿块能力《t/d）

注。本表系根拥 Usdosgroud 财ixig MMhods Han山oh充填采扩法经济部分综含整理。

表 2-1-17有底柱分胶顺落法推荐矿块能力

类直类类I项 目 名 称

大小1。二次破碎量大小
大中2，把道策护量大小 小

大中3，出矿与运箱千扰程度 少

袭中好4.采场通风条件
150180212m(t/d)L=20m( 5.0方6.0万7，0万(t/a)

I26150180(t/d)L"测m ，0万6，2万.0万<t/a)

BD120<1/d>L=40m距 3，0万4，0万6.0万(t/a)
609bt/o 120

L-50m 220万3，0万(t/p) 4，0万

表 2-1-18有息柱分段崩落法矿山平均坐产能力传/d）

调 查单 位6～6年内平均能力统 计 方选矿 山 名 称

胺山黑色冶金矿;设计研究院、180按出矿周期
易门新山铜矿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217按开动日台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200按出矿阔期中条山電子沟矿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250搜开动台日

90～200按出矿周期 同 上中条山南和沟g号脉 230按开动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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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调 查 单 位绕 甘 方法 5～6年内平均能力矿 山 名 称

按开动台日 马胺山钢铁设计研究院180努努官山松树山区

同 上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150～1Bo易门凤山矿

同 上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180～170东川矿区因民矿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170同 土云幅松树脚矿
260～350 岗 上网 上易门狮于山氧矿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250～ 300网 上桃林铅锌矿
霄 上201~～S909周上售兴铜矿（杭内）

注。按出矿周期统计的能力通常要比按开动台日统计计算的能力低15~3%

桌 2-1-18各不同感矿方式实际矿换能力（t/d）

云 幅东 川代 铜 胶中 条 山易
项 目 名 称 松树 即大 费 糖松 树 山德 子沟│見 胡 家 峪都 山│山】

参直层争直层深垂直层与鉴直屈水平层番直层
中深孔切孔切割檀落倾斜层联合切割并落 同 左深孔落矿深孔纺医1.回采方案
割情落矿矿矿 落壁落矿
258030～4a5050 502，阶段高度（m）

7-7,10～127～97~138，底柱高度〈m）
17～1810-2522.525254.分段高度（m）

3,93.52,3~2,53.73.02.75，把道与漏斗中心距（m》 01-38YQ-10001-43BBC-120FYG-8YQ-100YQ-1016，凿岩设备
YQ-108

7，电靶容量你W） 20～30
189160～170150～2008，矿块生产能力（t/d》

注，本表系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调查整理。

表 2-1-20分段空场法矿块利用系数

獒Ⅱ【 类项 目 名 称

大小矿块储量大小
中烟出矿周期长短

0.4～0,80,26～0.350,23～0,25推荐矿块利用系数

衰 2-1-21分段监设法矿山矿换判用系账统计值

调 狂 单 位矿块利用系数作业服段数矿山 名 称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庞9.25～0.83白餐厂辉铜山
离 上.52东川龙山矿 风上0,27～e,282-~3东用面山矿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0,25～0.45～0.62~4寿王坟铜矿
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0.331～2大西林铁矿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0.47-年定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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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柱法、全面法矿软利阳系掌 囊 2-1-22

子吨采揭量《m》 推荐系数值矿 体 形 志 开 采 搜 术 泉 并

矿围岩稳定，厚度2~10m以内，品位，基状和声状稳定的席头状 <20
平银矿体 倾角变化不大，水文条件蓄单

矿石圈岩建定，矿体厚度、品位、倾角等│鼻头状、遇镜状矿体，有 20一30
购有一些变化，水文地质条件一般邮分分支复合脉出表

矿石验定，围岩舞固性不海定且起伏大，产状复杂的网状、脉状、
>8品位。厚度、倾角等变化大，水文地质条件扁囊状矿体，分支复合散经

常出现 侵杂

注。本表系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调查整理，

囊 2-1-23房柱法、金国馈矿山实限矿换制思系截能计

矿块利用系数
弱要 说矿山名称 采矿方法

(K>

1.前进式圆采，采准，切期和回采在本中默进份按矿房计
2。矿体复杂多变，采酮比大（46，83m/kt）

K"首~1 3、游高SiOn含量高，各阶段的回采工作面不宜过多
房柱法锡矿山佛矿

按盘区计

1。矿体构造简单，产状骗定
2。采据比小（16，57m/k）身柱法白石潭铁B
3。一个阶段国采，二个阶段准备

I，矿体淘造简单，产状藏定

2。采温比很慨（12.4~14.?kt）金醋法大罗坝教矿
3。1~z个阶质固采，2~外阶股准备

1。矿体产状加熟房柱法酒顶铅锌矿 2。案露比大（43.94m/kt）（θ号矿体）
1.矿体沿走向、沿倾斜断候产出，分支很多，矿荣户状按矿房计

变化大K.~ 2，授矿和二次采准工作重大，24年的平均果想比为21，4
务柱留矿法新哈侧矿 (m/k)按矿房矿柱计

3，1~2个阶股回采，2-3个粉段矿柱回果n__.2

注1本表铜长沙鼎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既调查整理着。

（3）浅孔留才法的矿块利用系数推荐值见表2-1-24;极薄矿脉群浅孔曹矿法的矿块

利用系数推荐值见表2-1-25;两类留矿法的矿块利用系数实际值分别见表2-1-26，表

2-1-27。
（4）充填法矿块利用系数推荐值见表2-1-28，表2-1-29。某些矿山实际矿块稠用系

数见表2-1-30，表2-1-31。
在相似的开采技术条件下，表中各值波动范围的选取，主要取决于设计矿山的技术和

管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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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温快孔置矿然矿换利周系象 表 2-1-24

矿 床 开 采 捷 术 条 件 矿块利用系数推荐值

矿床构建简单，矿体形态规整 0.33～0,40
6,25～0.33矿束构查一般，矿体变化不大
0.10～9,25矿床构造复杂，矿体形志变化大

注，本表系沈阳有色冶金设计院调查套理。

根薄矿象醇浅孔围矿法矿状利用系障推荐信 囊 2-1-25

扩床 类 置 矿块利用系数件用条黄 别

矿脉规模接小，平均走向长度16～220m，平均深度密集的极 四华山l棉矿
8～100m，平均除幅0.4蚀左右，多数腺陷小于1-15m。薄到薄矿脉 面履地钨矿
或矿脉满模比上述值大，但构造对矿体破环较严重群

盘古山棉矿大吉山矿脉规模被大，走向长和顺向延秦都可由败十米到数
钨矿棒斗锦矿区的类百m，平均徐榈0.3m左右，大多数脉储距小于10~16m，
覆组构意不发前，对矿脉破坏不严重

保山船筛矿区类置 矿脉舞模较大，平均走向长30m左右，平均源200～稀施的薄
900m，除幅1～6m，平均2～3m，脉距不小于16m，平均矿除群

30～40m，构造不发育，对矿脉破坏不严重

注，本表系南晶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调查整理。

表 2-1-28卷通汽孔留矿法矿山矿换有周系象

调查 单 位同时回采作业中段数矿块利用系戴慎矿 山 名 称

沈阳院、愚龙江院3～60.26~0,50八家子矿东风抗
两上3~80.16~0,40八家子矿虹族统
围 上1-30,17～0,28月山制矿
同 上6～70.15～0.35华镇矿细峰扰 -0.38德保铜矿

言林院，长科鹿一0.～0,5I招远金矿，其中
0.30,双砜、大开头

闻 上0,34西山 找
闻 .0,51九 曲

注，调查单位中沈判院即沈阳有色冶金设计既黑龙江院即期龙江省净金设计既，广西院即广西壮旗自治区消金

设计院;吉林院即宙林省冶金设计晓长春统即长春黄金设计院。

表2-1-31中的矿块利用系数与实际利用率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计划安排的，实际上

由于矿岩条件或其它设备维修等等的影响而不能达到。此两者之间的差值奖际上代表了矿

块的备用量，其备用量的大小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当矿石稳固性好，矿体形态变化小、

同时间采阶段数及可布矿块少、各矿块的储量均匀程度好、开采技术管理和生产组织水平

高时，则备用量小;反之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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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薄矿除要矿山夹厚矿块判用系数 泰 2-1-27

同 时 回 采 矿 块可布矿块 矿换利用系数
阶段名称矿山名 称 平购（个》 最好华份t个） 平 均一般（个）

1/A3625 t/23205 4~16
1/191/33大吉山棉矿 10.4587 5～1345
1/161/281B,4综合 54a
1/131/33rs067a 4,84~12
1/as1/4s4.83～g251632西华山钨矿 1/16I/388.05D
1/2t1/3717,1Bd1缘合

1/Ar1/30
1/1/30761 7,24~18215

盘古山锌矿 M/141/269想 4～18
1/s6B《缘合

1/191/aaL.34四阶段 148 3-B
1/t31/2a145 8-11五阶最直相助钨矿 1/20/3.7s$-9169六阶段
L/181/30鲸合

1/91/223,63~g781D0
t/11/235.38~12124

银山铅锌矿 1/10L/184.73-10g0-占
1/101/zn13.日290练合

I/191/a24,23~697295
1/191/3z9.73-～5Z40 86下拢锦矿棒斗矿区
1/lp1/3z,9183缘合

注∶本表系病晶有色治金设计研究院调查蓝理。

表 2-1-28上向水平分磨充填法矿换判周系款

矿块利用求败推荐菌矿 山 的 开 采 技 术 索 件

0.25～0.3t矿岩均不雅固，矿块面积小。采用全胶结充填（如金川墅》
0,35-0.0矿体小而分数，第二步赢画采的矿量少，矿岩中等稳因（如食砂年型）

0.30-0.4矿岩较藏固，矿体厚大，矿房矿柱矿量相当时〈如铜绿山和凡口滋）
0,60-0,70同上但采用盘区开采（如凡口盘区开采）"

囊 2-1-29大■积庄缺监果（点柱法）矿换利用系靠推养管

矿块利用系数开 采 技 术 条 件
0.7～0,9矿岩均十分箍固，矿体厚大翼整，充填能力大，设备维护纤和采用外采准

《溜井） 0。6～0,8矿着条件较差。其它条桦与上述相同，采用点柱法
.6~0,7矿体不规整，采用脉内采准和脉内需井，矿岩条件亦比较差时



第一章 矿山生产能力 853

上向水平分展充誉法矿山实际利用系缘 表 2-1-30

黄砂评铅锌矿项目名 称 凡口 铅 锌矿 金 川1 龙苜矿

0.26～0.330,33~0,42矿块利用系数值 0.28
胃时回采阶段散（个） 1~2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龙苜矿长沙有色争金设计研究院资料来葱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
生产能力核实《截砂环铅锌矿调查报告》院《凡口铅锌矿调查报告》

囊 2-】-61大置积■采矿山（点桂法）矿缺制用系微

实际利用草矿块利用系数阶段目采面积矿块数<个〕
矿 山 名 称 <%)(%)(m*)园 采可 布

sg,766112 101B79年凤置山矿Ⅰ*矿体 83
48,55420 100司 上Y 3
59,5100105926小

西0.71005022198年风显山矿1°矿体 g8
37B6.7354各网 上I 3

.3.3 4?837066小 计

100 8081d8-3448（1981）红进山铜矿

（5）有底柱分段溯藕法矿块利用系数的推荐值见表2-1-32，矿山实际统计数见

表2-1-33。
囊 2~1-32有息柱分段潮著法矿炔利周苏航推神量

矿块利用系数开 采 技 术 条 件。类 别

矿块储量小，出矿周溯短且各矿块之间的厚度和罐量变化大，采准、 0.2~0,25【类
探矿等工作与回采出矿阔一水平进行

基本条件同上，但采用鳌化开采以及操矿、采准等工作在下一阶段进 0.2《～ 0.80】类
行的

矿块地质储量大，出矿周期长且矿体厚度变化小，储量较均匀（各矿 0.A0～0.35】炎
块间》，采准、郎矿在下阶级进行

囊 2-1-88有隐柱分段期落法矿山矿次利用系款能计值

约大劈槽 平松 树山胡家略氮 子 沟版 山矿山名称

0,320.30.35 0.30.25～0.4矿块利用取数 Q.28

注，本表系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统计整理。

1.2.4 副 产矿石 率
副产矿石率 Z值一般应根据矿体的实际条件，按照采用的各种采矿方法、矿块结构布

置、按照本篇第五章所述方法通过计算获得，实际工作中，亦可参阅表2-1-34～表2-1-35

及有关说明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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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空场法、有息柱分段雕那法和充填法的z推荐靠 我 2-1-34

介于两者之间采准、切制工程大部分布置在脉外 采准切制工器大郎分布置在脉内

10-15% 0～105%

囊 2-1-85房柱法、余菌法z徽途取

截产 矿 石 率（??项 目 名 称

7~10脂状碳倾解露矿体
15-20中厚及形态复杂的级锁解薄矿体

普通浅孔留矿法的副产矿石率Z值，一般为8～12??当矿体陶，阶段高度较小，采切

巷道大部分布置在脉内时，取大值;反之，矿体较厚且采切工程布置在脉外时，取小值。

极薄矿脉群浅孔留矿法的副产矿石率一般取决于千吨采掘比的大小，千吨采掘比小于

3600m时，Z≤22??大于3600m时，Z=26～28??
某些生产矿山购产矿石率实际数值见表2-1-36至表2~1-38。

表 2-1-38分段空绿法矿山副产矿石事z（??

调 查单 位副产矿石率（??采准布電型式矿 山 名 称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q-1t脉内为玉白低厂算钢山帆矿
同 上脉外为主东川因民面山铜旷
同 上介体另散东川露雪龙山偏矿

表 2-1-37房柱法、盒面法测产矿石率z（??

调 查 单 位矿体厚度（m） 副产矿石率矿 山 名 称

长沙属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102-t,5锡矿山部矿
3 上音心;1.6~2.0白石胃换矿

同 」5～122,0大罗填铁矿
同 上1B～1S变化大新准钢矿
同 上7～9同上酒顶铅铮矿

10～123～6,0龙烟铁矿
长沙黑色溶血矿山设计研究院2～3.5 14～20博山确矿

.2.5 平衡和确定矿山能力
根据初步计算的回采阶段生产能力和地质阶段储量，结合设计中确定的开采贫化率和

损失率，计算各阶段服务年限及整个矿山服务年限。取在整个矿山服务年限2/s范围内均

 能得到保证的平均生产能力作为矿山综合生产能力，如图2-1-1所示。所定 的矿山生产能

力是否经济合理，尚儒按国家要求的服务年限及开采下降速度等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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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孔■矿法矿山阐产矿石家《178年前平均） 表 2-1-38

千吨采据量（t） 调 查 单 位耐产矿石率（??矿 山r 名 称

极薄矿脉群;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其中，国华山棉矿 22,524.81

盘古山钨矿 22,238,20
国脑对物矿 26.854.30
微斗有矿 28,047.57
锻山铝锌矿 28,20.80

速窗矿法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碗、黑龙江省7 731160其中，八家子铅神矿

冶金设计院
长赛贫金设计院、有林省冶金设很 大 12招远金矿
计院

服务年限

钼 2-1-1 生产能力平衡图
1一回采阶段计算的生产的力;2一综合平衡后最终确定的能力，;-矿山限务年限

1.3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矿山生产能力的计算

无底柱分段崩藩法按进路布置，不同于按矿房矿柱式布置的采矿方法，它的生产能力

计算是以一个矿块分配多少进路条数或由出矿设备能力来决定。其计算步骤参 阅1，2.1有

关内容。

1，3.1 可布进路统计和有效进路计算

上下两分段矿体的重量部分作为下分段可布进路的统计范围，统计出可布进路条数并

计算其平均长度;统计大于平均长度的可布进略条数及其平均长度，;小于平均长度的可布

进路总长度。
有效进路长度按2-1-4式计算。

(2-1-4)N=zN4+

式中 N-——分段内有效进路条数;
zNa——-大于进路平均长度的可布进路条数;

X——大于进降平均长度的可布进路长度之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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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大于进路平均长度的进路平均长度，m。

1.3.2 矿块（出矿设备）进路条戴分配

当前，国内无底柱分段崩藩法的矿块划分，基本以进路条数来衡量，按当前水平，可
参阅表2-1-39及表2-1-40进行分配。

橐 2-1-88电犯或风动装运机出审

混 路 条 数开 采 技 术 纸 件类 别

1，可提的打嵩矿的中深孔，2.进咯不需支护I
9，预计最顶、大块较少;4.常矿步距大于3m

介于两者之间I
1.不能提前打落矿中原孔，2，支护并国收支架， 5Ⅱ
3.憨矿步距2～3m，4，矿岩开采技术条件较差

铲运机出矿时，需增加的进路条数估计值见表2-1-40。

表 2-1-40铲设视出矿进筛条氰地知位
迹 路 一 次 器育量1）护运机矩达

120011601000760S08500率（t） &00

1.3.3 料时国录的分段数

沿走向布置时，各分段之间的超前距离应不小于一个矿块成一台鞭运设备需要工作的

长度，一般在50～60m以上。
垂直走向布置进路时，矿体厚度大于50m以上时，可考虑在直走向方间上两个分段

同时作业;矿体厚度大于80m时，允许考虑有三个分段在垂宣方向上同时圆来。矿体厚浅

更大时，需研究分区开采的问题。
在国内条件下，生产能力的计算，一般以不超过两个，最多不超过三个分段同时回采

为合适，分段生产能力按式2-1-5计算。

(2-1-5)》

式中 A——分段的生产能力，×10"/a

N——有效进路条数;
E--地质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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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出矿设备效率，×10t/a，见表2-1-41，表2-1-42
Nc——每个矿块的进路条数，见表2-1-45，表2-1-46;

Z——副产矿石率，一般取10～15??

制 2-1-41ZYQ-14型藏量机效率选取

可选取的台年数率（4）设 备 作 业 条 件

1，需分采，2，运组大于60m，3，矿石体重较小 7万～9万
4.多台设备使用闻一条翻井

~10万介于两者之间

1.基本可不分采，2，运眶小于F0m; 10万~12万，
8.矿石体重较大;4.1～2台设备共1条溜并

豪 2-1-42铲量机出矿合年效率选职表（×10t）

3.89.12,32.01.50.76铲斗客积（m号）

7,35,54.。02,7 5,51,35载置（t）
1512运彪，其中;200（m）
1716150(m)
1916100(m)
21101460(m)

国内部分矿山实际出矿效率及铲运机出矿生产能力计算参阅本卷第十一章有关内容。

1.3.4 平衡和确定矿山生产能力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全矿生产能力的平衡和确定方法同1.2.5节。

1.3.5 ，国外无底桩分欧糊警法计算

国外，在相闻的地质条件和管理水平情况下，本法生产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矿决所

采用的机械化程度及其劳动组织。矿块占有的进路条数往往根据设备的台班效率和经济性

来确定。有时亦根据既定的矿山能力来选择相适应的當岩、装运设备。例如;

有一个假想的铁矿，品位42??矿体长1000m，平均厚100m，要求每年供给制面厂300

万t球团前的矿石量，要求的球团品位66??制团后的尾矿品位6??即每年实际要求供应

矿石量为30万×68-6/42-6= 500万埔石。验证其生产能力。

设计采用常规中深孔菌岩设备凿岩，铲运机出矿，确定分段高10m，进路间 距10m，

断面20m?。则有∶
每一米进路长度的矿石量为20×3.5= 70t （3，5为矿石体重），

每一分段共有进路条数1000＋10 = 100条j

每一分段的进路总长100×100=10000m;

每一分段进路巷道的崩矿石量1000x70= 70万t，
每一分段需漏进的循环次数1000＋2=5000次，（2为每一循环的掘进m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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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破一次的崩落面积10×10～ 20 = 80m';
每爆破一次的矿石量80×6×3，5= 560t;
每年需要的爆破次数500000＋ 560= 8929次;
每年需要的推进距离8929× 2= 17858m。
矿山每一分段总计有分段长度1000m（即可推进距离），矿体厚100m时，允 许 两个

分段同时作业时尚有11??右的富余能力。
矿山每一阶段（高100m）的服务年限为5，6～7年，年下降14～18m。
如果生产能力还要加大，则需采用大孔径凿岩设备，把分段 间距适当加大到15～20m。

如果矿区储量很大，服务年限合适就允许采用较大的生产能力。
凿岩、装运没备的需要量系根据设备本身的能力来确定。

1.4 下向进路式回采充填法矿山能力计算

（1）计算公式见式2-1-6。

(2-I-62A =下2T1铝万
式中 A——阶段生产能力，t/d;

k---—进路条数影响系数，见表2-1-43;
φ—--矿块（进路）备用系数，取0.8～1，0;

其它符号见式2-1-5。国外下向充填法生产能力计算参阈本卷第八章下向充填法有关内容。

（2）矿块生产能力q的实际和推荐值见表2-1-44。

泰 2-1-43进略条做影响系燕

生 产缩力影响系数矿 块 进 路 条 数

9,6～0,4~6
0,8~1,08～10
1.0～1,610~12
1,B～2,020~80

囊 2-1-44矿换生产管力的窝师值和推静值

金川公司二矿区金川公司龙省矿黄砂年铅佛矿Ⅰ号矿体
项 目 名 称 盘 区 开 采着通倾斜分层高进路顺鲜分翻考工作物划式布量

18000，还距弱~dm1000-200010002000300～507300～五00采矿面积《m'）
2m'电动扩派机出矿'靶电船电 靶电 紧设备类型
强计09以上C不包播切制）94（试验）57<79年平构）8532～45正常期生产能力（t/d）

网 上8～10050~7680～8040～50推荐矿块能力（t/d》

戈卷料神石载赢土混额土倾胀 图鳖集料漏条土左同充填材料 尾沙充填

设计试验方煮充填法设计 长沙矿山研究能龙 售 矿同 左资料来源 参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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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长壁采矿法生产能力计算

长壁法在国内应用有长壁崩幕法和长壁充填法。
据国内条件，此种方法矿山生产能力的计算按一个阶段允许同时回采工作矿块数来确

定。计算公式男式2-1-7。

(2-1-7)

式中 η-——同时回采的阶段数，取1～2;
N——阶段内，允许同时间果的矿块数，参见表2-1-45，表2-1-46;，
q——回果矿块生产能力，用30kW以下电靶出矿时，取3万～5万t/a。矿山实际生

产能力参见表2-1-47，表2-1-48;
Z——葡产矿石率，取7～12??某些长壁崩幕法矿山实际酮产矿石率见表2-1-49。

表 2-1-45一个阶段允许网时四渠工作矿换敏（个）

个阶段允许同时间采的工作矿块歌（个）开 采 飘 败阶脆卷道布置形式

2-~7双轨单善式
4~5单轨双善

1单轨单考 2双

表 2-1-48一个阶段同时晶采的类厚矿块敏

说 明双属开采单测开采矿体厚（m）走肉长（m）矿山名称

奥采用-翼一个2~31~2t,406王村图土矿
1.8 i800浅井于粘土矿

指一个盘区22,6 1王村铝机土矿 1460
现采用一属一个2-31-22.11200北焦宋铭土矿

注，本表系沈阳馅侧设计研究院俱查整理，

表 2-1-47长壁赠警法矿山实际矿众能力
矿块月平均生矿 块 尺 寸（m）民 烂 渔 固性

矿山名称 产的力（t》倾斜 长下 盘 走肉 长上 章
38355D→W20~100极 急固了=5～8不掩固良家堡铁矿一冒并 ---
28065～6070～100f=4~7确固fa4~5不靠置王树钢土矿
4LB750- B0不分矿块/-3~4不稳固了*8～b不确固浅井于粘土矿
41724d～50盘区长200～a00不 鲁 固f=0.8～3不雅匪王村里机土矿

50威10～ 25 2280f"3～5不稳固 50～80-1，5~2不稳固北焦束幅土矿 一个分段

注∶上述矿山均采用28~3kW电老出矿，系虫沈阳铜满设计研究跳调查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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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热充填法矿山实际能力和管非截标 囊 2-1-48

园湘 长壁充填法矿金沸 潭 篮 矿

项目名 称 竖分条充填削量充填 胶结充填长蠹 充填 法

参考晶力厚1-2m厚<1，2m 原2～3，5m79年平均历年平均

t900～176a60～1400z20～1000 1000～1500矿块生产衡方/月） 700～900 800～1200
90-6020～5Dt/d》 35～501-3328~30 30～40

囊 2-1-4长益X整法矿山宾师制产矿石率

雨 产 F 石 事《??矿 山 名 称

12.0庞家量铁矿一直井
7.0王村蚂土矿

浅井于粘土矿
10.0王村铝飘土矿
11,8北角宋组土矿

其它符号同式2-1-5。
矿山生产能力的最终平衡与确定参阅1.2.5节。

1.6 矿山年产量分配

除露天地下联合开采及大矿分期建设的产量分配蓄另行经济比较外，一般对如下几种

矿山也要研究产量分配的问题。
（1）某个矿山，在同一开采系统范围内有多条平行或不同工作类型、不同品位的

矿脉。
（2）同一矿区有多个矿山，且各自有独立的开采系统，又同时向同一选矿厂供矿的

矿山。
（3）矿床的勘探类型复杂，矿体分散，大小品位各异，而冶炼或加工厂对产品又有

严格的品位或质量要求时。

（4）多种元素矿床的综合开采。

1.6.1 矿山年产量分配的基本要求

.8，1.1 单一开拓系统的矿山

同一开拓系统范围内，上下盘平行矿脉同时开采时，要考虑开采时移动角的相互影响，

必须不破坏矿体及其附近工程并保持按分配的产量均衡下降。一般情况下，在考虑满足国

家雷要与上述要求的同时，应首先开采那些易于开发和经济效益较显著的矿体。

1，6.1，2 多山头或多个开拓系统的矿山

多山头（开采系统）向同-选厂供矿的矿区，在平衡各山头矿量、品位时，必须注意

如下事项;



第一章 矿山生产能力 861__-___——-_-.
（1）要计算每一系统范围内的矿山能力、供矿品位、服务年限及其经济效益。
（2）要研究各不同开拓系统范围内的矿床特点，勘探可靠程度和远景。
（3）要对各系统的情况及经济性进行对比，综合研究，调整各区产量分配，最终确

定各区能力和矿山总能力。

（4）综合平衡后的矿山总能力要保持有三分之二以上年限达到矿山设计能力。
1.6.1.3 复杂或多金属矿床

对矿床复杂多变或多种金属的矿床，研究矿床储量和开采技术条件是特别重要的。这

种情况下，选用不同边界品位以圈定矿体，综合研究其特定边界品位条件下的开采情况和

经济效益。

总的讲，对任何一种工业类型的矿床，在研究矿山产量分配时，除了考虑国家需要和

经济因素外，需特别注意矿产资源的保护，即使对于那些管不能开采有价值的比较贫的矿

床，亦需采用一定措施加以保护。

1.6.2 产 置 分 配 例 量

某矿系一多山头开采的矿山，各山头均有独立开采系统向同一选厂供矿，需按调整产

量为主进行产量分配。
（1）各矿山分别计算可能获得的产量及其服务年限见表2-1-50。

表 2-1-50各矿山可能的产量及服务年限

计合521矿山代号

3300330 300330日产能力（1）
16 182010服务年限

（2）按表2-1-50简单综合平衡后的逐年产量如图2~1-2示。

200-

年度

图 2-1-2 简单综合后的产量发展图
1一全矿自年，3800/d，2—全旷《年，s0t/d，3一金矿3年，180t/，4全矿9年150t/

按图2-1-2的安排，可以看出，矿山生产是阶梯形下降的，能达到最大设计能力8300t/d

的年限只有八年，相当于矿山全部服务年限的四分之一，显然是不够合理的。

这种安排，寄托于外围矿区或本矿山储量的大量增加以维持选矿能力，在缺乏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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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资料为保证的前提下，在储量与能力的关系上冒风险过大，经济上将损失。
（3）按现有地质资源情况，正确的平衡各矿能力，如图2-1-3所示，其基本思想是，
以服务年限最长的矿山作为确定选厂实际能力的基础;
把i号、3号、矿山同时开采改变为只开一个矿山，而把另外一个扩山作为保持矿山

持续生产的后备基地。
用2号、5号矿山的综合能力来平衡矿山产量，即两个矿山（或一个矿山）同时生产

的能力不超过600到700t/d。
矿山〈全矿）总的能力维持在2400～260t/d之间，能维持生产25年以上，选厂的建

设规模也比较合理，如图2-1-3示。

2070-
E 1500
劳1000

图 2-1-3 综合平衡后的产量分配
1-全矿总产量，25t/，2-4矿，1500t/d 3-5矿，8~74t/d，4-2矿，30t/d 5-1、3

矿，8001/d

该矿山设计能力定为3000～3300t/d，目前，矿山已生产20余年，由于种种影响，基

本上各年的产量均未能达到设计能力，但五个山头中的二个矿已基本结束开采，一个山头

还有相当长的服务年限，今后生产也不再可能达到原设计熊力（实际外围和本矿的储量没

有增加）。实践证明，在该矿的具体条件下，综合平衡生产能力的做法是比较合理的。

上述一例，仅从产量分配方面作平衡，实际矿山条件要复杂得多。当以调节出矿品位为

主时，产量的分配将以满足供矿品位的要求并在符合开采顺序要求下求得产量分配。因素

将更复杂一些。因面，每个矿山的产量分配均应根据各矿区的具体特点仔细研究后进行。

1.7 矿山生产能力验证

1，7，1 根据矿山工业健量及服务年限，验低矿山生产能力

矿山经济合理服务年限国家要求的一般规定见本卷绪论有关内容。

经济合理服务年限是当前国家规定的一般要求，一个新设计的矿山是否真正经济合理，

还应通过可行性研究，进行技术经济比较来确定。由于确定生产能力的影响因素较多，国

家要求的服务年限，不能作为一种计算方法单独使用，只能作为对拟定规模的一般检验。

实际上，画家要求的这些年限是各类型矿山服务年限的下限而不是经济合理的服务年限，需

要注意的是，按当前国内实际水平，不少生产矿山，以此下限值来检验矿山能力时，矿山

的设计规模，一般仍偏大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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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合理服务年限检验矿山规模，一般采用的公式为;

"7件g (2-1-8)

式中 A—一矿山年产量，t/a;
T—一经济合理服务年限（一般是下限值）;
Q-——-总地质储量，t，
α-——矿石回收率，%;

β—-矿石贫化率，??

1.7.2 根据矿山开采年下降速度验征矿山能力

年下降速度是计算矿山生产能力的一项综合性指标，它与实际开采矿山的地质条件、
回采工艺、机械化程度、技术管理水平以及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素质均有十分密切的
联系，是矿山综合水平的反映。因此，年下降速度的选用与矿山的可比性十分重要。一般
情况下，它可用于长远规划阶段以估算矿山产量，在可行性研究或初步设计阶段可作为验
证计算矿山生产能力的方法之一。下降速度的计算，在一般情况下，应按一阶段回采时的
平均年下降速度来验证，也要视是否考虑多阶段生产的实际。按式2-1-9计算∶

t =YS/gKkK;B (2-1-9)

式中 V-—-回采工作年下降深度，m/a;
S——矿体开采面积，m*;
y-一矿石体重，t/m3，

a、β——分别为矿石的回收率和贫化率其值选取参阅本卷十四章，??

E—地质影响系数，0.7～1，0。

Kj、K∶系倾角和厚度修正系数，在类比矿山的条件基本一致时，不需要修正，其它条件
相同，但厚度或倾角稍有不同时，则应有适当修正;一般情况，若设计矿山矿体的厚度和
倾角大于类比的矿山时，可取1.1～1.2的系数;反之，取0.8～0.9或更小些的系数。在采
用不同采矿法时，应按不同矿体，不同采矿方法分别估算下降速度，取其综合指标。各种

采矿方法的统计资料见表2-1-51、表2-1-52、表2-1-53。

缓倾斜的薄矿体的下降速度按沿倾斜方向下降速度值统计资料计算。其计 算 公式同

2-1-7。国内某些长壁法矿山的倾斜下降速度及回收率、魔石混入率 指 标 参见表2-1-53，

表2-1-54。

1，7.3 根据新水平与采区开拓和采准条件，验证矿山能力

根据设计矿山实际采用的机械水平和掘进工作条件以及技术管理水平等情况计算开拓

一个新水平所需的时间。
新水平准备时闻应超前上一阶段的回采时间。当前，在国内，各类矿山均以保有"三

级矿量"的数值来控制。基建时间"三级矿量"的要求和计算参阅第五章有关内容。在生

产期间，以"三级矿量"要求来保持采掘平衡。实际工作中，应根据设计矿山的具体条

件，详细地编制采掘进度计划进行平衡，其编制办法详见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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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内矿山各种采矿方法缘舍年下障速度 表 2-1-51
i-m_.---

速 度 （m/降

>1500m100β～150pm长<600m缴面积 e0～1000m采矿方法名称 100a～20090m+以上60a0～1060ém2000～$00m*i000～2000m1

<;阶段< 3阶段阶段 <3目 多阶底多阶段 多阶段 <3阶段
Nw--w

浅孔留矿 6-1635 15～25 2115
10 6～8极薄脉群留矿法 7-1018～1521.75 139

10～2015～25 6~2020-308023～4有密柱崩落法 30-4653
5~ 4~5-15d～98～8 107充填法

5~8r-8～t216-2520～32无峰柱剧惑法
10～1520.812～1830z0～30 15～2030～4AD分服空场法 8,
10～18--1z～2516～38矿业手图* 15～8a

注。矿石有曰烯发火危险和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山，相同条件的下降速度应降低10~15??
· <Cop★3owx* xo ropEopyAoky xeny》Mocra"Hexpw"[9,

表 2-1-52国内靛要矿山的实际年下降速度

年下降矿山能力 矿 体 产 状
调 查 单 位蔡 度矿山名称 ~_角长际设 计 实 (m/a)《m)〈皿）

、浅孔筒矿法
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沈阳有色冶垒25～B2~18变化大30,华铜钥矿
设计院
局上20～3016.516.5八家于幅蜱矿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14,660～Bo]-B3010张口丽铜矿
筒上20,780～80513~20300～10026。4猴除跳岩捐矿
黑龙江省冶金设计院、沈阳有色冶金6-106～88为山细矿
设计院
_P____——

二、极薄冰留矿法
育晶有色冶金设计研究跪565～80 7.7抽00～89op.3～0.17681大吉山钨矿
网上7,0370~85150-450[.3~o.7672西华山钨矿
同上8.170～904846盘古山钨矿
同上7,8574～860.4330～6502510委庸地钨矿
同上6475～880、210～3001716下垄锦矿
广东省冶金设计院、断江省冶金设计2176～:070032瑶岗位窝矿
晓
岗上1376~3-13～18理岭料矿 -

三、分段空场法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鹿2180～99平均～20o00-115It6寿王坎铜矿 3000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2160→85113080龙山制矿 爵上14.,955~752～1032m一3049,5面山δ
同上-12130o10～1313,2挥氧止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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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下降矿山膨力 矿 体 产 状（万1ja）
深 窗 调 查 单 位矿山名称 厚长 倾角际计设 <m/a>((m)(i)

四、无底柱崩落法
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60一8610-B?4～260 9大庙铁矿28°
同上316-38o 80-9067 16~ 50大庙铁矿24° 80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晓4卷201～25( 30～40 21-.租潮铁矿2 -
网上40～50200～60100 30～B恐潮铁矿 11150

（金矿）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150～200600 30 4-b72向山磁铁矿 70

5~30 蒙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70~801500～弓长岭铁矿 10~15200
160础

估算70～80530-600 5~760~7(大厂褐矿细 130

马鞍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亮80～9015～4400～500]25～ 50 4~10冶山铁矿 60
五、有底柱崩落法

18-23 吸山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北京有55~80~900j 10-10970易门师山铜F
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15～20 向上6010 ～-809D675B0员山锅矿
10~13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J7～4D16～ 20 :～15420铜融松树山 ⋯
t8～23 北京院30～4030-10070～100250～350100筐子沟铜矿

同上g～125～6010～80350～50050～3b胡家熔制扩 8o
同上15~1855~758~12306-40a~1010大旁槽铜8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90～ 3?* 0-a0 154~I760氰胺氨子山 B0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7~92qe? 30～ 451a～16100挑林铅锌矿 120

Ⅰ_______-
六、充填采矿法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7b～85 313～35a30～4504539,6红进山铜矿
同上12-1381～404～B0o0～a5q80凤基山娟矿 99
同上5～B仙~705~50204～30015~20凡口金墨的 33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6-B40 ～702~4位6o0～ 0(3383黄沙坪铅锌矿
光东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6～1040-7010-～60350～s00j20～4b60凡口新岭
同上q-1660～705~708503039,6金用龙篮矿
同上T～1030～6S6~1208～9820～15急家金矿 16,5
苏州非金属矿山设计院6.5～1050-70380020～2820金州石棉矿

新水平提前准备时间要求按式2-1-10计算。

T," tGp (2-1-10)

式中 T，——新水平准备时间，年;

c——矿石回收率，??参见第14章，

β-——废石混入率，??参见第14章;

h—--超前系数，取1.2～1.5;

Q.——回采阶段地质储量，t，
A，——回采阶段年产量，t;
E—--地质影响系数，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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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某线碱倾斜期矿体矿山下降速度 泰 2-1-53

倾斜 下 降 滤
〈n /a)开 采 黄 术 条 件矿 山 名 称

平 均 最 大

23,2走向长2600m，矿厚2m，斜长50～6m，分层开采 31.6庞家堡一矿区

走向长B00m，阶段斜长40～8m，矿体厚2，6m，盘 B。0王村铝土首
区开采

走向长5的，40m，阶段斜长的~的m，矿体厚约 37,8上村铝土矿 2 n
走向长450m，阶段斜长55m，矿体厚约2m，三个 73浅井子粘土矿

阶段同时回采

注;表2-1-53系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调查整理。

表 2-1-54围内某些避倾解牌矿体的固收率及康石渴入率

废石混入率 （??回 收 事〈活）矿 山 名 称

30一、长壁法 庞家堡铁矿 63
20王村组土矿 8
65王衬铝钒土矿 70
13.3北熙宋帽土矿 和。5
5浅井子粘土矿

8~20二、房柱法、全面法矿山 60-80

1.7.4 国内外采场能力对比

国内外矿山各种不同采矿方法生产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对比见表2-1-5。

囊 2-1-55内外矿山能力和劳动生产率对比表

国 内 山外 矿 i
矿块工作面能力坑内工蜜效率 （t）采场工作面能力坑内工班效率〈t）采矿方法名称

较 高 (td)tva)较般 高
露，4~7030～ 50、 2～3(350-1006) 1～250~70房 柱法 厚100～200(15～56)

20～40 250～5003-S1.5-3500～30040～50分段崩落法
(30-8) —---
15-4 250～S983-51.5~310～30040～50矿块崩落法
(3d～8)

200~～50015～30 3～51,5~3500~200030～40分段空辆法
30-60)

30～50010~20 1.2~2.60,s~1,230a～208530～4充 填法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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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内 外采矿方法
坑内工班效率（1）采场二作面 矿块工作面坑内工班效率（1》

能力（t/d）较般能力（/a较 高高毂名 称 --
5~19 20~1501.5-3.0150～30 0.7~1,510～15浅孔留矿法
(7~15)

20～500.6~1,60,8-0.8方框充填法 1～3

30～90～1.0,(7～15) -下向充填法

Uaderground Mingimg 1979年冶金部矿山统计及各院调查综合资料来源 981年 Me"*Aod HandtoO所

注，括号内的献馆系 1985 年 10月金川役计贼多组由瑞典 Boliden 有色金属公司提供的资料。据认为，国外矿山坑

内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一般系第一线的矿工数统计（约占坑内工人数的6~100??，国内矿山则系全部井下工

人数。

1.8 矿山生产能力计算实例●

1.8.1 生 产能 力计算

1.8.1，1 研究靠碱资料，常温时体特点

以黄砂坪铅锌矿为例，该矿具有如下特 点∶
（1）矿体分散、形态和产状复杂，绝大部分矿体规模较小，彼此间的制约关系小，一般均能单独开

采，但探矿工作量及采撕比大，建设周期较长，
（2）矿床在勘探阶段未能将矿体探消，基建和生产中均要进行补充探矿工作，特别是上部各阶段

的生产操矿工作量很大，在一定程度上限止了生产规模;
（3）远景储量所占比重较大，与工业储量几乎相等，由于幅定矿体和划分级别比较严格，因此远

最储量肯定还会增加。
1.8，1.2 选定有关糟标

根据矿床特点，选择采矿方法，技术设备，同时按如下步骤选定有关指标

（1）确定两个中段回采矿房。一个中段回采矿柱∶

（2）统计并计算有效矿块数;
（3）按干式（废石）充填法为主，选取矿块能力，矿房60t/d，矿柱 30t/;

（4）选取矿块利用系数0.5～0.6。

1，8.1.3 生产能力计算

（1）阶段生产能力计算公式见2-1-11。
(2-1-11)A= NKg

式中 A-——阶段生产能力，t/d
N——各阶段的有效矿块数，个，
K——回采出矿矿块利用系数，

-——矿块生产能力（包括矿房和矿柱，分别统计计算）。

● 主要摘自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既矿山调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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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绕计计雾价阶段生产能力，见表2-1-56。

各阶 段 生 产能 力计算汇 总 表 2-1-5

阶段产量时回采 矿块日产量每采矿块有效矿 矿并生产能力
(t/a) (t/d)

矿 块 数中 段 块 数
未计附产 计入附产

<t/)利用系数 <个）《个）

91
60矿房 60

3D309 矿柱
200180120矿房 6o

602 矿柱0.50273
399 44o矿房

120矿注 30o.577 4237
780 670480矿房

2405 矿柱0,B13201
12101OB480矿房 60

24矿性0,5r165 ie
12108O矿房 60 3en

130矿柱0.60toL28
4o1a20矿房 420b0

210矿柱
940840矿房

120矿柱
71063018o矿房

矿柱
470120 4200矿房

890矿柱

（3）根据各阶段统计计算的阶段产量和确定的同时回采阶段数目，作出矿山生产能力发展曲线，
然后按有关因素和要求验证和平衡矿山能力，见图2-1-4。

i2 T"
年度

图 2-1-4 '黄砂坪铅锌矿矿井生产能力发展曲线

1-可能达到的矿山计算能力，
2，3—两种可能的矿山设计能力

1，8.1.，4 撒兼的矿山能力
从图2-1-4生产发展曲线看，在远景矿量未大量证实之前，要使年产量较均衡地达到33万t，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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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的生产年强是困难的，但考虑到菌家需要和矿石品位较育，又有相当可观的远景储量可升级，矿块
数和储量会有所增加，且矿体分散，彼此制约小，达到国家规定达产服务年限的要求岗软有犯想。散综
合各方面的因素后，在设计中，推荐采用日产1000t，年产33万t的矿石能力。

该矿山生产至今已将近20年，实羲证開，原勘探储量增加了将近一倍，矿体延长部分以及上下部矿
体均有较大增加，投产以后，比较快地达到了设计能力，且近年亲，扩大了设计能力。可以认为，当时

的估计分析基本是正确的。

1.9 国外矿山（按综合经济比较）确定矿山生产能力的方法

1.9.1 藏 速

苏联和东敏等国家，其矿山生产能力的计算和要求，基本与我国类似。
1981年，由作者r-M·BYPMMH所著《关于胶结充填法矿山生产能力确定》●一文 中

了解到，它的基本思想与做法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内容没有多大区别，也基本上代表了近
年来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的做法。但是，近年来，在苏联科学院院士周戈什科夫调查了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矿山的实际情况以后，发表的《论矿山企业富余能力》●一文中

指出;"一般矿山的生产能力，应留出10～15??富余。对于那些矿床很富、将采的有用
矿石较紧缺以及矿石储量或远景很可观时，富余能力应取20～25。

网戈什科夫认为，"富余10～15??能力，一般只需增加3～5??投资，而实际收益

要多得多。*本章对此不作详细介绍。
在西方国家，确定矿山能力时，通常亦受政府或企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

是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综合经济评价的优劣来确定，这可能也是我国今后设计中要仿效

的工作。
矿山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以整个矿山服务年限内获得最大净现值和最大的内

都收益率以及返本年限最小来衡量。它主要是根据开采矿山的总体技术方案，及对可能采

用的各方案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的。
矿山能力初步意见的提出，一般是根据各不同方案的储量情况和基本合理的服务年

限，参考类似矿山开采的水平，先选用几个假定能力，而后再经各方案的综合投资和经营

效果比较，按其最优方案来确定。
在确定矿山能力时，要考虑的影响因素有∶

（1）市场的供需情况及矿产品价格，还要研究其可能的发展趋向;

（2）矿床勘探程度的可靠性，矿石储量及矿石品位的估算和评价;

（3）基建和达产时间长短的估计;
（ 4）国家的政策、态度及其税收大小，
（5）其它外部条件如交通运输、能源、矿山场地、环境条件、水源以及劳动力和技

术力量来源等，也往往是考虑规模大小的重要问题。

确定矿山生产能力的方法和步骤是，

●《国外金属矿采矿》，1981，10。
●《啊上》，16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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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建立矿床模型的基础上（亦可用手算），按不同边界品位圈定矿体，计量各
不同边界品位的矿石储量和确定相应的生产规模。编制各方案的采矿进度计划，用电子计
算机计算整个矿山服务年限内各不同边界品位的矿石产量和供矿品位用以提供经济分析。
（2）确定一个基本开采技术方案，选定开拓方案、采矿方法、矿块能力并按此方案

可能采用的机械化程度选定设备类型、确定劳动组织。与此同时，各专业均以此方案为基

础，计算各种工程项目的需要量，编制设备和材料表。
（3）编制基建进度计划，确定基建工程量，建设和投产时间。与我国不同的是资本

主义国家的建设往往是随着施工的进展，逐步投入生产的，而且是尽可能早的在基建阶段

把矿石来出来以回收企业投资，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它们在编制计划中，始终贯穿这一

基本思想。

（4）计算各不同方案的总投资和总费用。
（5）计算各不同边界品位、不同规模、不同产品价格、不同筹资来源各方案在整个

矿山服务年限内的投资返本率、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并把各方案的计算结果用电子计算机

打印出来，制成图表供比较分析。
（6）研究各种影响因素并对某些可能变化的因素如储量，品位、投资、成本、售价等
等进行敏感性和冒风脸分析后，选定推荐方案或提出几个方案供经营者或主管部门决策。

1.9.2 综合经济比较确定矿山生产能力实例
三山岛全矿系加拿大莱特公司为我国进行可行性研究和基本设计的一个矿山。该矿床为-倾角36～

45°，走向长900m，延深600余m，厚度2～30余m的一个蚀变岩型金矿床。可行性研究中确定的搞本方

案系混合竖井（莫斗、伍笼）提升，辅助斜坡道开拓，点往充填法开采，两翼对角式通风。矿山采用的

主要圆采设备系液压嵩岩台车雷岩，3，82m'（5yd'）铲运机出矿。
矿山生产能力的确定是在矿山总体设计过程中进行和最好完成的，其考虑的因素和计算步赢所得结

果如下∶
（1）根据矿床儆揶钻孔和坑道探矿资料，用距离平方反比法的电算痉序（或用手算法），按不同

边界品位（1.5g/t、2，0g/、3g/t三种）圈定矿体和计算储量，并按矿山可能采用的采矿方法及其贫化、

损失指标估算可采储量和出旷品位，如表2-1-57。
对砌振程度及补充梯矿等要求提出建议，对矿床可能的品位变化进行统计分析，制出直方图，提出

高晶位处理意见。
（2）按不同边界品位国定矿体形态、计算各方案的初步规模和服务年限。如表2-1-58。

（3）按不同矿体厚度估算不同的矿软能力。不周边界品位断定的矿体厚度铣计扣图2-1-5。不同

厚度的矿块能力如表2-1-59。

囊 2-1-57矿取 不网边 界 品 位的峰 量

平 均昌 位 （g/1矿石储量（t）
边 界 品 位 （g/1） 采地 果可质地

3.343，指51879万20万1,5
3,663.811530万1613万2,0
4.44.81052方10sB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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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边界品位欧佐计算的矿山能力 泰 2-1-5B

服务年限生产能力
矿 体 形 态 示 意 矿 体 形 态擂 述

(t/a) (a)

矿体分为两条，每条宽2~15血uZX ~2D-2000
夹石宽5~15m，含品位L~2.5g/t

15～20矿体宽 5～35m，少量夹石 2000-300b-xzZITZ2x

矿体宽 5～40mp
-vZ努 ～203000

中间基本无夹石

表 2-1-59不同矿体厚度的矿块触力

最大可能达到的矿块日平均能力在矿块长 100m时
采 用的回 采设备B生产能力（包括亮填）矿块的平均宽度

(t)(t>〔m)

气题脂料，电犯<150<8
8002708～9 双机或单机液压营岩台鸟;3.82m'替
90012～13. 遥机;水力尾砂充填1100601B～19
180070023~24

图 2-1 5 矿体不同厚度分布情况

1-1.5g/t边界品位曲规，2一2.0r/1边界品位声线，8—3.0g/边界品位曲线

（4）按三种不同黄金价格（每盎司400美元、500美元和600美元》进行方案计算。

（5）按全部国内筹资和65?外贷款两种资金来源进行多方案计算。

（6）控确定的开拓、通风系统、采矿方法和机械化装备及其相关工程的矿山设计作为基本方案，

列出详细的工程量及设备明细表并估算各不同方案的基建投资，编制进度计划，估算投产日期。

（7）编制矿山国采进度计划，估算各不同储量和规模方案在整个矿山服务年限内的回采成本。

（8）按不同价格、不同边界品位、不同规模和服务年限、不同的资金来源、不同的投资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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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本，估算整个矿山服务年限内各方案（共27个）的收益情况和投资返本年限，用电算程序打印出各方
案的经资比较缩果。

经济比较结果包括如下内容∶
年处理矿石量
金、银矿石供矿品位（g/t>，回收率 和 年声金、银量（kg），
各种不同周的金，氯价格;
各不同方案的金、根收益和总收益;

各不同方案的生产成本，它包括销售保险和运输费用，年生产总成本和年经营费;

上税前和上税后的利润s;
各不同方案的投资，包括建筑和设备费，撕建淋矿和开拓贵，设备更新费以及长远规划中的勘探和

开拓估算的费用;
各不同方案的贷款和利息以及偿还;
流动资金和净现金流量以及残余物赞回收费用的估算;

各不同方案在考虑贴现率以后的冲救入计算，三山岛金矿的贴现率以10??12??5??种情况进
行研究，

上税前和上税后返本率和返本年限的计算。
（g）绘制各不同方案的返本率和返本年限以及净现金流量的综合比较困图表，如图2-1-8、图2-1-

7、表2-1-60、表2-1-61示。

美元/盘司

图 2-1-6 各方案返本情况
1-初期20批/d，后期3ot/d，5??款，我收桃，2-胃上，裂收后，3-200t/s，3g/边界品
位，65??散;4-3080t/，1，6E/边界品位，5??款，5-20t/d，2/t边弊品位，65??散;

6—200t/d，1.5/t边界品位，65??款，7-200t/d，全部自筹资金

（10）结论和建议
三山岛金矿在作完上述生产能力有关的经济比较后未对集些可变因素进行朝藏的敬感性和W风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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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图 2-1-7 各方案各年度黑计现金流情况

1、3、4、5、6-含义同图21-$

表 2-1-60各不隐规棋和不同盒份时的延本年腥

懒 还 年 限 （年）边界品位生产规模
服务年限（年）方案号 16，08等/19，23$/12.86 $/16,01(t/d) (g/ t)

2.3 20200e/309 3,23,0/1,5 6,2
102000 3.0 5.9
2350d0 1.5 B.0
26208 2,05
s18.,517.8 书，6.52008

注，表中金价原分别为每蠢司400、500、0美元，按每金病盎司等于》1，103能g换葬为此。

囊 2-1-81备不同边界品位和规模的螺本率及金总固教量

金总回收量800元/oz金价的返本率生产规模 边界品位
方素号 (t)(%)(g/t)Kt/a)

62,53.0/1.52a0o/$o ss,4,93.02000
59,534,81,53000
52,B29.525 200o
59,B28,22000 1,86

析，重是在方案比较过程中，对金价及贴现率的大小作了三种情况的估计并以此作了不同方案的比较。

这是由于该可行性研究认为，金价的被动将可能对整个项目的经济效益带来最大的影响雨对地质晶品位可

能的变化，用三种不同边界品位圈定了矿体并分别估算了储量。
综合上述图表及对影响因素的分析后，提出推荐方案。

分析认为，采用65??国外贷款。初寨采用3/t的边界品位，日产矿石0t，生产若干年后，再用

1.5g/t的边界品位和日产000能力的综合边界品位和缘合能力的第1方案，可以获得最大的投廣返本率

和最短的返本年限，矿山的服务年限也比较合适，同时也可获铰高（52.5t金》最终含金量和净现值，故

建说采用此方案。同时提出，由于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总体方案比较是以北美和加拿大地区的条件为基础

的。为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可行性研究中提出还应根据中国的实际进行调整以正确和合适的确定矿山

能力。



第二章 开采岩移及地表建筑物保护

责任编写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编 骂 人 魏 孔 章

2.1 概 述

2.1.1 蕃 本 问 题

矿石采出以后，原岩应力平衡遭到破坏，使围岩发生变形、位移、开裂、曾落，甚至
产生大面积移动。随着采空区不断扩大、岩移范围也相应扩大。当岩移范围扩大到地表
时，她表将产生变形和移动，形成下沉盆地或爆陷坑。地表与岩体移动的形式和腾裂程度
取决于岩体的力学性质、矿体埋藏条件和所用的采矿方法等。而岩体内的软弱结构面如大

的断裂构造对区域性的岩体稳定性起着控制作用。目前，国内外尚没有适合于各种情况、

-各种条件的采后岩移及地表变形预计方法。因而，企图用简单的计算公式获得精确计算结
果是不现实的。

为使新建矿山的地表工业场地、竖井等设施布置在不受开采影响的安全地带，必须进

行开采后地表及岩体移动预计范围的圈定。本章以类比法为主、提供一些矿山有关移动角
的资料及苏联测量科学研究所关于移动角确定方法的资料等，作为新矿山初步 设 计 的 参

考。必须指出，这种类比法所依据的类比条件是很简单的，在选定了作为类比的类似矿山
之后，还应进一步掌握和分析该矿的详细开采技术条件，最好能将该矿的岩石力学参数及
构造特点与新设计的矿山相比较，再辅以其他经验公式的计算结果进行选取。

对于重点矿山和条件复杂有特殊要求的矿山（如地表需保护〕，可在用类比法确定的

初步设计基础上，进行岩石力学研究。根据所取得的岩石力学研究成果及采矿工艺条件，

采用有限元或边界元法进行岩体稳定性分析（详见岩石力学篇）。
对"三下"开采的矿山、设计中行之有效的措施是留保安矿柱或来用充填法开采。根

据保护的要求可分别采用尾砂充填或胶结充填。充填法虽不能阻止岩体变形、但可不同程

度地减缓岩移，从而达到保护地表的目的。应当指出，用充填法特别是胶结充填法开采急

倾斜矿体时，当开采达一定深度后，开采的影响就不会波及到地表或者其最大变形量不会

超过被保护对象的允许值。因此，不管开采深度如何，一律由最终开采下界向地表划移动

范围的作法是不科学的。但这一"安全开采深度"的界限是很难确定的。对于新设计的充

填法矿山、在缺少岩石力学和工程地质资料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将主要建筑物、构筑物布

置在确系安全的范圆、设计中仍然可借用传统的"移动角"概念，以便确定采矿作业对地

表的影响范圈即保安区的范围。但其"移动角"应选取较大的值（与同类条件下用非充填

法开采的移动角值相比），究竟大多少?应视矿体赋存条件、充填体的可压缩特性以及原岩

应力的大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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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条件适合的非煤矿山、缓倾斜及倾斜沉积型矿床，上盘为页岩、砂页岩、灰岩等均
质岩体，可采用概率积分法计算地表变形和移动。长沙矿山研究院对锡矿山矿用概率积分
法计算的地表变形和移动值与长期观测值的对比见表2-2-1。由比较可见，其误差不大，说
明概率积分法在条件合适的金属矿山也可应用。详见《矿产地质卷》岩石力学篇。

帽矿山矿地表最大事响与变形的重论计算与实测值对比 条 2-2-1

实 测 值理 论 修 误 整 %上山或下山方向最大移动和变形

1.64543图t
水平移动 %x 9.1.40484

12,327,030,8山
级i 10.723,3, 25,8

9,31,080.97山上
率 K。 20.00.860,55下山

31,18.21.9t
水平变形 en 27.68.411.8d

2.1，2 有关岩体移动主要参数的概念

（1）非充分采动与充分采动;在既定采深条件下，开采区段尺寸（走向和倾斜）较

小，达不到采深的0.9～2.2倍（取决于覆岩性质）或达不到2r（r——主要影响半径）时，

地表最终下沉盆地剖面形状呈尖底的"碗形"，最大下沉值随采空区尺寸的增大而端大，

这种开采规模叫非充分采动。当开采区段的尺寸增大到等于2r或大于、等于6，9～2.2倍果

深时，地表最终最大下沉值达到极限值时的开采规模叫充分采动。充分采动时的最大下沉

点不只是一个点而分布成一片，移动盆地形状为平底型的"盘形"盆地。

（2）地表下沉（W）即地表移动全向量的垂直分量。

（3）地表水平移动（u）即地表移动全向量的水平分量。

（4）地表倾斜（i）为地表下沉盆地沿某一方向的坡度值，其平均值以两点间的下

沉差IV除以两点阀的水平间距1az即

(2-2-1)

单位为mtn/m。
（5）地表曲率（K）为下沉盆地剖面线的弯曲度，其平均值以相邻两线段倾斜差

4i除以两线段地表水平长度的平均值郎

8-成出， (2-2-2))Kn=0，5Bc+4商"0.5（4;T）×
习惯规定∶上凸为正、下凹为负、单位为1/m。

（6）地表水平变形（e）为移动盆地内，一线段两端点的水平移动差与此线段长度之

比，其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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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 2-2-1 地表倾斜、曲率、水平移动水平变形计算图

(2-2-3)

单位为mm/m。

（7）临界变形值即无须维修就能保持建筑物及各种设施正常使用所允许的地表最大
变形值。根据临界变形值可围定地表移动盘地的危险变形区与非危险变形区。《煤矿测量
试行规程》规定，对于一般砖石结构的建筑物，其临界变形值督定 为∶=3mm/m，K=
0.2× 10-1/m,e= 2mm/m。

（8）移动角（错动角）即在移动主断面上临界变形值的点和采空区边界的连钱与水
平线之间在采空区外侧的夹角，称为移动角。

（9）陷落角（期落角）即采空区上方地表最外侧的裂缝位置和采空区边界的联线与
水平线之间在采空区外侧的夹角，称为崩落角，见图2-2-2。

图 2-2-2 地表移动带
④。c一季直走向断面」b一沿走向断面

1-移动盘地

2.2 用类比法确定移动角（错动角）和陷落角（崩落角）

表土的陷落角和移动角按表2-2-2选取，各种土壤的自然安息角如表2-2-3所示，表

2-2-4～表2-2-9的统计资料可供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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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表 土陷 赔 角和 事动 角

陷 癌 角 和 移 动 角 （'）
表 土 特 征 6,6ry、Y.8β;

6050厚度在10米以内，干燥或天然温度的表土
45厚度在10米以上，干嫌取天然温度的表土

4040 d0潮湿和温润的表土

按表土自然安氢角取 β-Yad 见表2-2-3有塌常的表土就露天采场内已受滑动的表土

注，如基箸移动角数值小于表土错动角，则表土情动角应采用盖岩移动角，

隶 2-2-8各 弹 土集自能安息角

自·然 安 息 角（
土 壤 名 称 十分测的（达到饱和）温和很湿的自然温度

Ⅰ。各种土壤
2540激 泥
3s瑰松黑土、植物土（耕土）

45设密镇物土（耕土）

Ⅰ，粘土质土℃
2040松软粘土质土籼，松救砂质粘土夹有委泥和细粒

有机物
28中等致密粘土质土填和砂质粘土

45致密粘土员土壤和致密砂圆钻土
853745敷密粘土，冰溃土
353745石质底土的十分坚硬粘土质土坡，未变侵恒的

朱罗纪粘土

Ⅱ，砂质土壤
204o夹杂有淤泥的细砂
22274D松散的城烟砂
23045致密细砂 . 26

松散中粒砂
273345效密中粒砂
273345致密大粒砂

3337含歇石土富
2735

致密中粒砾石

致密大教哥石

40
胶结大粒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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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E都分金职矿u地表影响向变形●微实测 亲 2-2-5部潭证矿曾家精区 湘潭锰矿鲷家冲区 号长岭软酚 每矿山南扩中部岩移区湘源径矿 __ 石咀学 马拉挤得9矿区名称 恶倾每创面新模斜部画 规条刚面 领解剂面石籍坳区 倾斜前耐走典制配 四 采区0，的0,930_93 o,60,84 0,27 0,20.86最大下沉篮Wwx 160 1220178r 117e 201301472 72100 -700 870 一25，8+27最力构率值 K 15.6- 81,a5- II9.9 1,08587 3900最力水平移动 " ～864.0一B6，0婚大水平变形em 16,3-34.B*05。4 11 28p 1805 +8,6 21.5-8.2水平移动系融 b 0.51 0.200.55 0.5 8.76 I,335.87 19注，1。上述矿山卷动定（表2-2-4）是根据44mm/m，K-0.2×10"'，t-1mm/m固定的。表中下沉系数术考虑凯角权正。 旨部分金具矿山设计采用的感响角管 我2-2-8国 岩 名第 备氏系数 构盖通特征成确定程度 _矿体颜角序 体开采深 群动 角（）矿山名称 水平薄度 走向长度 采矿方法下 我盘 ∶据下 盘 下盒 (") │(m) 上盘下 意走肉(m),9 12.11 │ ns网长 著 大直径操10～110 角闪岩520~1大 理岩安庆铜 10-1z 急 固 7o ～520孔 孔空场事后角 页 岩 平均婚~50 尾砂充填平构厚花岗大岩 水平分展火题岩 I号4s风E山解矿 急 固运 】 17～880~8│12 的~30.是6充填少角砾状关着算 最岩 I 号80 量留旷法节通发育简塾册壳 黄铁纲英岩 点柱式机3~20提焦因意 较意随2】有-条纵突{10~10~u打 她三山岛金旷 50被化尾砂分花岗岩 平均0～1犬断坚和危 <矿体洗部星究* 倾角）卜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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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度动 角（矿体水平营体走网开采物准特征成确定着普氏系款 j矿体须角图 岩名称 采矿方法序 厚 度 1 上 盘下 盘 定 肉矿山名称 》下 盘盘下 盘 │<m)盘 盘〔 (m)盘下 13 T10g8 无醇柱分 55～6的~30～90 5～1!有略调松软破碎3～14-8两微灰岩黄龙灰岩挑冲铁矿 无虑柱6oo~z2s~si危岩，石 局部破障 50-70中等薄酒4~1祖渗使矿 4~18石莫秒预着 段脱常法东矿体 无账桩分燕云母角 856oao～rz201z30[a-3}较菊阈·4~1较瘤器1~14闪片岩，乡 段期落法版石为铁矿│ 闪片岩，自1 闪片等闪片岩 有一个威 无螺柱分e10～~1~4s│绿泥化片 石粪钠长 50-8小铁山 间慢人体， 60～e欠意定 段勤落法省绿泥石刊 平均5.5101s 欠雅定锌矿 枚当 2~5 无器柱处绿泥石片划 5s32zso锡跃山铅 大部为裂隙较发育 o~75{断屋切听矿s-3~6大 理岩 段崩落法16石整威片岩评矿 无廊柱分器～4 45~5505o~7滤故安类│ 安山塔， 8~10 -4~6纤腰山镉矿 英安岩岩，操灰岩│ 分盘空场 65~1 2to～550薄层灰岩， 55～肌铅哪山铅 g～15e~1生物厌岩 留矿法18 寒干校岩锌矿 风化45云母片 云 母片 深孔雪矿法12~1s50~?欠雅固5~14 近地表6伸屏东山区 ，大理岩岩，大理岩 风化45分层崩能法云 母片云母片 内～nd4~2330～0欠善固5~ui 况孔假矿法 盖控的纳屏西山区 ，大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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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监肖曹励 表土移动角（）媒展开采 煤层倾角;巴 特建媒 采谋方法 β=γeoo7β矿山名称 (m)上 硬 岩 层成媒年代 <m) 7260-0,24倾斜长壁水砂充填<540 v2-3029～50为厚层褐色及聘褐抚顺 色改密状油页着和厚第 三纪矿务局 程绿色页尝及泥灰岩 当表土含水较78 当a<10时，β=78 78走向长壁陷落法;<400<30砂质页│1.3~2，中生代上 水砂充填法和局部充岩、砂砦和际岩，其 当表土含水较矿务局 株罗纪 当a<31时，β-89-1，1填注中以砂页岩为主 少时为4978-0.7a走向长蓉陷露法60～15015-2A1.0-2.0以砂岩和砂页岩为鸡 中生代上矿务局 朱罗纪 4572当a=0~10时，β=12走向长壁陷落法和I.1~6.0!大部分为砂页岩、阳泉 古生代E 当a>10时，β=72-0.制房柱咯落法页岩和砂岩t二叠纪矿务局 走向长整陷落法<201，4~品 β-57-1散以砂岩、协页岩和平顶山 古生代Z 页省为主矿务局 不区分表土移动角发二叠纪 6-74-11备 61.5分当<40时，β=75-0.5a<18b 急频斜1.a-4,2!i~8以砂岩、砂页岩和古生代石} 网假质当o>40时，β=5-0.1a屋竹芭或金眠网假质页岩为主矿务局 炭二要纪 及黄护支架。倾鲜煤急倾斜底板移动电 层为走向长壁陷落法当a-66-70时，β-5 74走向长壁陷落法 !<2003～261,0~1.7联砂岩和质当为主，塞庄 j 古生代石 灰岩占多×矿务局 5炭二委纪 走向长壁陷落法3-470[ .3H6,9~3,4 以砂页岩为主，媒南桐 古生代二 地层上覆盖薯河层局 叠纪 石灰岩 采视，月一基岩展厚度，度，M-规层开采厚度，4-集层倾角，2，





碳老葬、 移浊角覆量某废 矿体做知矿体赢度开采深意岩 石 名 称 采 矿 方 法《m)《m》上盘下盘 β、 ro7.下盘—— 数隙发奇的钠长覆岩 上盘一构造撰隙严重的石英鲷!6～8a~10丨80~85【4～6j20-130 在3z中段用水平分层充填法 85云母片岩《戮酸中填满有粘土以及 64～2zm中段用分层刷落法;124-石青校结的角砾岩），接渭是片理】 6m 中段用联合法（矿房用充填法，化的钠长轰岩 间柱用分段和分温脑离法）是钠长既岩 上盘—绿泥绸云母和石英纲云6-8 Wi 86 12～15 矿房用充填法，间柱闭分股或分 60 75a80母片岩，接着是片理化钠长斑岩 崩落法 下盘—绿泥纲云母片岩，姜着是钠长斑岩41 上彝——石英州云母片岩 岩 6～8 ~10?5-3: ,10~12124 分段或分层崩落法下盘—绿泥片岩，钠长寿岩 盘——石英娟云母片岩，分片6 分段咸分层扇落法 自路;'∶陷若~-2 150a~10│ 65 ?s若 7085的和充水的钠长班岩 下盘—石卖纲云母片岩，钠长班 上、下盘都是石英象泥阐云母片 3~15 248-10 5-10 分段或分层崩幕法70～80 70ss7s岩、钠长斑岩1: 上、下盘锦是石类缘泥闹云思 ~1076~e08~io 2-10]108 分质减分层崩落法 64sj

)6 1 上、下盘餐是绿泥片料、稳定的 E~15g~1545～8│ 2～t20 90米以内用水平分醒支柱法，不【 60玢岩 充填留顶底柱和矿体较薄处配闻 柱，90m以下用留矿法，不充填，雪小的偏控



续表陷 惑 动角矿体颜角体源淀开采深封漫盈票废 果 矿 方 法岩 石 名 称号
; <><m) (m)上盘 下毒T; 25~3m以内用量天开采，以下 75 105g~10 2~20j上盘———泥片岩 8-16 用分段或分层崩落法，部分用支柱下盘——石英钠长强岩，直接下 30m以内用分展崩离法，以下用10-175-1575- 支庄充填的长整法下盘——石英钠长斑岩，直换下盘是石英绿泥蜗云母片岩 e560动35m以内用水平分展支柱充填法~39│s~。5～8j6~20j220 30上盘——石类绸云母片岩，钠长618 （充填80-8??，以下用壁式陷落逐岩 法，阅柱和顶柱用分层扇喜法下盘—一石英病云母片着。个别上盘——钠长斑岩 分层和分段潮落法为主，部分用水平分摆支性充填法和墨式充填下盘—石英纲云母片岩，销长 法，充填料来自"充填料并采场"班岩和片岩（因节理现益破坏，常常发落下来 804o上盘——蜗云母片特20上 6014Mm以内电分段或分层射落法，】; o 5080～30 7～30 以下用塑式充填法充寓起取自熟落│下盘——钠长轰岩，直接底板为 落法 7650m以购用露天开采、以下用分～8丨s~88s~3nj10~21上、下盘均为片理化的钠长斑 5560 50没平卷法和阶段崩薄法岩，节理、就隙发育，直接顶、在板为石英纲云母片当 5-90 3~30 150  20m以内用雕天开采，50m以内│ 405用不光美的留矿法和阶段扇落法，下盘——片理化的链化钠长斑岩 以下用水平分展支柱充填法和部用分层和分段崩落法



续表签浊月体比??矿体厚内l开采原度凝备素 果 矿 方 法岩 石 名 称 ()}(m)《m)  水平分层支柱充填法，矿柱用分「5-e23 上盘——石葵拥云母片岩 宏和分股崩感法下盘——片理化的旋化钠衣强岩 20水平分层支桂充填法58-8g～93～108-10]上盘—一程的钠长痰岩 下盘—石英绿泥纲云母片当 5m以内用不充填的水平分层文 g2~20 20680-90上盘一-硬的的代照岩25 ] 柱法，5-205m用水平分层支柱│下盘-—石英绿跑片岩，直接底 充填法，205~265m用壁式究奥│板是石葵纲云母片岩 法，矿柱不国采  30~40m以内用重天开采，以下 45865～7010~306-8上盘—-稳定的石英绿泥片岩， 用分段和分展D落法直接顶板为纲云母化的石类缘泥片岩 下盘——石葵纲云母片岩，高岭土化石枣绿泥片岩 65 50 70m以内用分段和分层制蒸法，6-a 6～10a0～6520～41上盘——石类绢云母和娟云母保 27 部分用水平分层支柱充填法，75～泥片者，是报皱 130m以内用随后充填矿房的 水 平下盘——片理化很深的磁化钠长 分段法，用削整充填或转运上部】贲老 充无略落无陷落无陷落 70200m以内用水平和倾斜分属龙无!a-20420-4(60-708~10上、下虚均为纲云母片岩、绿泥~ 绑法，以下用水砂充填法纲云母片治、缘泥片岩和翼隙不大 的石英绿泥片差 90 r8s-7030m以内用露天开采，30~1048-10上盘—一绿泥朝云母片岩29 m 用岩石水平分层充填法，以下下盘—一石类胡云母片岩 频斜分层水砂充填法 完陷落 无陷观121m以内用水平分层支柱岩石无陷落o50《5~85 3～s上盘—一泥片岩30 下教-—一-云母片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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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矿山用意整法开来矿床时的陷落角和移动角资料 表 2-2-9

移动角（）陷落角（"）体置e围岩硬度 观测角度接近于列{体顿角矿体厚度
采矿方法

必角度的矿山名称(m)

上 部 水 平 无 露 天 开 采

克里沃罗格矿区90o│10-80 >10分层制落法和分段 45～90│1 30～83j0～6i55~7or五～80

崩落法
列维哈Ⅱ矿区s~1D [7a-757o-7575～aq5s～65～600-7分层期落法和分段 45-905~60

扇落法

2~55-60分层崩蒂法和分段 45-90

崩落法 列维哈【区，列宁格勒不含水的】80～86～6s7e-7545~5q45～5～7q
色近卫军矿区
杰格恰尔卡含水的 55-5055-6中a～7s40～4540～450～66】

上 部 水 平 用 露 天 开 采

克量沃罗格矿"区l65-7or0~?880～850～5o～8s5-80>1分度崩落法 10～6p46-90
列维哈区区oa-8seb～6z～a0/5~6ls5～6or0~76～10a0-分段别感法 10~5045-90
红色近卫军矿山bD6s-6oso一6675~ak0~4s50-sr8~756～1D st10-60分属崩感法和分新 《影45-90

崩幕曲
召释尔卡，新列维矿山4B～5055～60o5～7q36-40)4s～5q40~6)010-80 2~5分层崩落法和分 45～90

崩幕法

2.3 全苏矿山测量研究所推荐的岩移参数确定方法

全苏矿山测量研究所根据苏联各矿山的观测资料和有关科研成果，1974年制定出《岩

移参数的确定方法》，并获得了苏联有色冶金部的批准，作为苏联有色矿山确定移动角的规

范性文件。按矿体结构特点分为两类。I——层状岩体。矿床层理结构明显，弱面分布有规

律且与层面一致，在层理和片理接触面上，岩移先是以弯曲的形式发生，岩移与了值和矿

体倾角的关系有明显地规律性。【——非层状岩体∶其移动过程剧烈、往往以塌陷形式出

现、岩体移动角较陡，与/值和矿体倾角的关系不明显。该法在矿床分类和岩移分类的基

础上提出的经验公式比较简便适用，尤其对构造简单岩层单一的矿床使用更为方便，详见

表2-2-10。而表2-2-11载于苏联1983年采矿手册，两表可对比选用。

此外，对走向长的急倾斜矿体的下盘岩移特征也进行了专题研究、所提出的原则和方

法见表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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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充分采动下的当作移动角 囊 2-2-10

动矿体倾角 <*)分类 角型
6

<自开采上界划）（自开采下界划） <下盘》?") （走向>组别别

o。β。6～45
β。 466。4～75 -f<5 2

46B+578～903
[ o。3d。0～451

ata"黑 846～60f=S-8
β。 8G81～75 d。3状 B+5 β+576-904

岩 o。β。0-45
体 o#β。4～B0 d。>8 rsβ。61～75

p*sA+5o。6~30
2070 -7oa～30
6s6631-50 702f>8 ag等⋯语(57051~73

6585,76.78-90

注，1.移动角dg和β，按下式计算。
。=55*+1.5f
β=d,-<0,30+0.01f》a
式中当f <5时，a<60*

/》5时a≤65°
2。帖萘号的移动角值考虑了如下情况

 如顶盘者石的坚固性系数比下盘小时，β-β，
姆当开采上限H，<15m时，应采用β;角，式中m为矿体厚度;
当矿体下盘存在教岩层时（J<a），沿敦，硬岩石的接触面最易发生移地，此时β=，此处，硬卷度到矿层
的法线距小于0.1团，
H一出开采下界算起的开采深度。在第2类。第3组中，岩移的危险区应当用构途移动角β;-d检验，

并采用二个数值中的较大值。

毒 2-2-11地赛充分采动的岩体移动角
动移

矿体概角（"）普氏系数 P,yβ

55～450～30
5545～D31~4

40f<5 48～60
40～4581～部

654S～5082～90
5+1,Sfs0～500～38
5+1.5f50～4531～45

体 55+1,5/45～4046～60/>5 65+2,54061～80
66+t，5厂40～60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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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移
矿体倾角（"）暑氏系数 Y β. 6β

55 700-30 85
703i～80 895<F<10 a51～80 65 70
7081～~g

①不大于60°，年，为岩层频角r
②不大于85";
当α，>80°时β】=β。

囊 2-2-12确束下盘岩石警城参盘的蓄本方法

下盘岩体移动方式岩 移 参 数矿床泡质条件类别

21
层状结构、矿体与下 如H≤50m时，4=A，（cotβ-cota）

盘岩石成整合连按 四=a~45°tP
/,<3 β,=35"+3。4f1=aa<70°

如H>360 m时，
a1=K.K,+√E

当厂!=（3～5）～（日～8）时

K=(30～50)~(8～100)
K。=(1,～0.8)～(0,～0,6》

drH<cotβ1-cota)层状结构、熬合思o
当/，≤8时，β1=35*+3.4f，f;为任意值
当f>8时，月按表（2-2-10）选择a>70*

2

a)d=H(cota,-cota)层状结构，非蔓合
b)a<0.15H层a，>P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a）软岩石被宿采空间
α≥3*+3，们f<a}切断

b>接触面和整硬岩石
l未被采空区初断。但在
开采影响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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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杈

齿 移 参! 数 下题岩体移动方式矿床地质条件类别 -._
1

dxH<cotβ1- cota)a）层状绪构、毕整台
当F≤8时，8=a+（5的），（3-1\偿
当/;>8时，β.πa<75*a。<P

6）非层状结构

c)d=H,cotrg-cota)层状和非层状结构
byd=H(cotGrn-cota)+aa）构造断裂被果空
当f，≤5时，az0，16H区切触;
/>5时，a=0，1Hb）构造断裂宋被采空

区切断，但在开采影响
范图之内

α。一岩层倾角，度，arg一构造断裂内频角，';Pq-与岩石擦触面上的摩擦角，";p一底板岩石的内患擦角。°;

四一底板岩石的剪切角，a，d，4，一与开采深度H，H;，肛，相对应的地逼岩移危险区的宽度，"/;和，-下盘和上盘料

石的普氏额度系默;a一回采工作在寐盘的影响觉度m。

d8-~十
张力观缝 2.4 用极限平衡法计算新张力裂缝

渐进式塌陷

2，4.1 分 祈 模 型

霍克<E·HOCK）根据 极限平衡理论

所提出的分析渐进式塌陷的理论模型 如图2

-2-3所示。该法适用于用崩落法开采倾斜厚

大矿体时，特别是露天转地下开采沿边坡塌

陷的情况。

图 2-2~3 渐进式塌陷班论分析模型
一建定区，若H为最终开采深度，则适于布设水久性构筑物，B一部分稳定区，不适于对微小移动

有敏感性的构筑物，C-一不稳定区，禁止通行

当向下作用在断裂面上的由楔彩块重量、塌蒋覆盖岩的重量以及张力裂缝中水压而形

成的力的合成超过滑动面上由抗剪力而产生的阻力时，岩体将产生断裂。用这种方法可确

定不同开采深度所形成的断裂面的角度βn（即移动角6）及岩体的裂缝角A.（即陷落 角）。

做为一种方法可与类比法同时试用、其计算公式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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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利用曲线图计算渐进式塌陷

渐进式塌陷过程也可以利用曲线图2-2-4和图2-2-5进行计算。曲 线图中为 错动面
的倾斜角（即移动角），β为陷落角，φ为上盘岩体的内摩擦角，v为上盘岩体的体重，C
为上盘岩体的内聚力，Hc为塌落岩石的覆盖深度，H为开采深度，β包含在横座标 轴的
角度函数βp-φ里，陷落角β包含在横座标轴的角度函数β，-φ里。比 值Hc/H反映了覆盖深度
对岩体移动的重要影响。当不考虑覆盖材料的影响时（最不利的条 件下）即Hc/H=0;

当覆盖材料充满塌陷坑时即Hc/H = 1。
岩体体重V=2650kg/m3，φ=40°，C= 20000kg/m2时，相应于开采深度H为300r

一分别为40、53和67，则可从图2-2-4和 图 2-2-5 中分别400m、500m的开采深 度 函数

找到对应于一9 ，及8的角度函数值β2-φ和β-φ继而求得不同开 采深 度 下的

βpn和B】，其结算结果见表2-2-13，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编有渐进式塌陷的计算程序，该程序主要依据霍克的极限

平衡理论和公式而编的。利用该程序可计算不同开采深度下的岩体次生断裂 面的 倾斜角

βpz（移动角）及岩体的整体裂缝角β4（即陷落角）。

毕

HB0

3科

29

角度函数8，-d
角度涵景 n-φ

图 2-2-5 陷落角曲线图图 2-2-4 移动角曲线困



第二章 办台岩移及地表建筑物保护 895

不同开采深度，不同塌陷筑布摘墨度时移动角、腐落角 我 2-2-13

t 煎 β，（"）移 动 角 B，（*）开采深度

.3-} H.-0c,-0 整=;〈m)

54.0 58,5 3555,0 s1,050.5200
62.B 57.560,054.045.54p0

61,551.053.0 59,047,5500

2，5 地表建筑物和构筑物的保护及开采移动范围的圈定

2，5，】 建筑制和构筑物的保护

（1）需要保护的矿山建筑物和构筑物按其用途和引起变形的后果分为三个等级，见

表2-2-14。

表 2-2-14地表建数物的保护等氧

别级保保护的主

Ⅱ要目 的 I
最主要的水道工程，天然水没有机械提升设备的通风井筒、防止发生大 立井井筒、井架、提升设备，跨

池，人造水池闷床，经常浇水斜井井筒、铁略干规的路蓄、中心量劳动者的伤度大于20m的桥梁的瞬台、大河
的山谷、新通风并筒和辅助井车站的建翼物、好度小于26m的桥河床、水座，附有泄水设备的堤亡
筒、公用的地方铁路聚的桥台，地方性的地下瓦斯蓄道堰，11万伏及以上的高压输电线

路
架空煮道的转弯支 架及 站地区的主要管道、水泵站滤 水熔铁护、马丁炉、铸铁车间，防止正常生

台，没有机器装备的 地下 瞩站，砖翻遇囱及钢筋混凝土烟囱，产激受严氮的玻璃工厂的主要机组部分，炼焦

室，矿用燕汽机车及电机车的地方性的发电厂与变电所冷却塔，化学工作，魏媒厂、环状的地区发破坏
车库、矿山中型机械厂大型的机械厂，压力永柜，水塔，电厂与变电所，供应工业、企业

铁路机车库、火率站房及转辙器，中用水的人造水池，炼焦炉并附有
央控制站，锅炉房，炼焦炉但未附副产品的收集设备者，动力厂的
有副产收集设备者，矿山通风机房锅炉房
空气压缩机房，石油管道

大批的、在带状基础上翻墙3～4层的砖砌住房和公用房屋、特别重要的民用建筑物，大的防止物质〕
所盒筑的一般和公用的1-2展医院与学校（灼不论是几层的建筑）具有全国意义的或精巧的 建 筑受严重的损失
的房屋，但医院和学校不在此物，五层以上的公用房屋与在宅
限

注，此表菁日《地面建筑物及主要井巷保护暂行规程》，中国工业出版社，965年9月。

（2）应将新建矿山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布置在最终移动区之外。建筑物、构筑物

的保护带宽度对Ⅰ级取20米，对Ⅱ级取15米，对Ⅲ级取10米。考虑到下列原因即用类比法

确定移动角的误差、钻探后圈定矿体位置的误差、矿体空间形态的变化及深部矿体控制程度

差等原因，在上述保护带基础上增加5°左右的误差值。

wxw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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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年中地面建筑物或构筑物必须布置在移动区内

时，应留设保护矿柱、保护矿柱以内的矿体千予开栗，或留待末期进行特殊开采。
（4）对于改建矿山，由于继续开采而影响原有地面建筑物、构筑物的正常使用与安

全时，一般情况下应予以拆迁，否则应按·"三下"开采对待.
某矿山急倾斜矿体下盘竖井及卷扬机房保护矿柱见图2 2-8、

7?,( D;)g=50"

图 2-2-6 下盘轻井及卷扬机房保护矿柱
1-表土;2-矿体已开采部分;3-矿体未采邮分，4-保护面积，5-竖井，6-有矿仓的井架;

7一卷扬机房，B一保护矿柱的边界

澳大利亚MOUNTISA矿在铅锌矿体和铜矿体之间为一中央竖井区，主、副井 及风

并等5条井简集中于此，虽然采用分层充填法和空场事后充填法，但为了确保中心竖井区

的安全、仍然留安全矿（岩）柱。对主要井筒如 Rn和Ua。两条全矿主提升井简，其保护

带宽度取50m;对次要并筒如风井取30m。而安全矿柱的角度及其外矿体开采 的岩移角分

别为;上盘65°，下盘80°;走向方向铅锌矿体一侧为75°，铜矿体一侧为80°。

2.5.2 开采移动范围的圈定

2，5.2.3 ■定移动范围的一般规定

（1）移动区应从开采矿体的最深部划起」

（2）对未提请的矿体应根据可能延深的部位划起;

（3）当矿体埋藏很深且分期开采时，需分期划出移动区;

（4）当矿体轮廓复杂时，应从矿体突出部位划起;
（5）对已进行工程地质及岩石力学研究的矿山，应尽可能地进行开采后岩体及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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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5苏联矿山保安矿柱移动西倾角资料

采矿 移动面倾斜角舞氏硬
平构倾 采矿方法图 厚良岩 废系数 深度被保护的建筑物山 斜 角 βl(m)号 J (m)

水平分层充填竖并并美和卷药 B080 } 5010～12 7010～15 50～70操灰岩I {机

水平分层充脚竖并并管和卷扬 a8g010～5辉绿岩 45～60 a68～102 法j机 ---n"n
水平分层充填蛇纹石、滑石片 880 BO58?-19A～]D 30～60竖井井筒3 岩 e.
水平分层把填竖井井筒和卷扬 8080 801007～ 5035-88滑石，绿泥石 8～104 机

水平分层充填号片井简和卷扬 808080856～22辉绿岩 35～808～10 法

水平分层充填竖并并简和涉扬 8080808022以内35凝灰岩 8～10 法机 —--.
水平分层充填竖并井菌、井架 7560B0楼占75??留矿1123-15绿泥石，片岩 G5～85和卷扬机 4⋯
法占25%

水平分基充填 70 B055～39 8-12 I124～6绿泥石，片岩地面建筑物8

水平分层充填竖井井筒、井架 7575 756B35 15～23绿泥石，片岩 ～6
和卷场机

水平分层充填50nu 【以氏竖并并筒、井姻润 清石碳酸岩类
以阳-c;司-和卷扬机 岩石深度在50ml 7575758! 55～B 7-12 412内为风化的，以10

～】0g;注2m为未风化的
E内!（ ⋯2s

，水平分层充填48miivy!竖井井筒、卷 在20～80米的深
6～19; 48 868080度内为暴 泥 石 片机、空气压缩机室 9gy~125-851i ~98n 10-岩，在80～的m的
15菜度内为辉绿岩

水平分展充填50m 以内竖井井筒、井剩赢灰岩
7575】为6～3，50 76和卷扬机 509~1255～85~80om为自

～10 -.-.. ----⋯
，永平分层充美竖升并简和卷扬 深度由 4～50米 60m内为

767065为凝灰者，深度由【3～6，50～ 105机 10～-126年~8013 词～105m 为露绿i05 m为10
～15岩

268576，在安全矿柱的1852 以内6b-9Q15~26竖井井筒 岗岩，淡勉相

中有黄玉 在法，例官用@
矿法及支匡充填16
的上向稀彼式剩
】矿法

68585同 850}6.3~0,d花岗粉，接触带 75～g01B～15井髓和井架15 中有黄玉

支柱而不充属】0m以肉竖井井倾和卷封石英闪长岩 上向梯级式乘 75机建筑物 7575so 矿出20以内70j10～50m为6
l3～101更料
为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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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度 采留 移动面倾斜角矿体的普氏硬矿
平均倾被保护的建筑物 采矿方法围 度系数岩 深度斜 角 oβ(m)(°) (Im)

不充填的制誉
竖井井筒 75博支往永平分剧30～6015~20 75 685闪长岩 2101.5~4

齿

不宪全方框式】、变化和分片的石 50～70 609 7斜井 80 60818 水平分墨充填法英钠长强岩

，英岗岩。砾岩，
上用水平分层支

750.5～5 7670-8015  75180 性法，以苄用闲炼金厂19
充填但留顶柱的
商矿法

在紧靠安金矿 竖井井氮和卷扬 角岩，辉绿岩
柱处用上向梯段机建筑物 8020位1以内 135A0- B68～1020 法，采空区用岩
石随后充填

用越后充填的竖井并简和卷扬 B0引08～15 2以内55 ～g5 75粘土，含碳片岩 15821 顾斜分层采扩法机建筑物

用韶矿法（随干牧岩质的粘板距井井衙、卷扬 80后充填），房间苷 05100 j35以内 7050～B63~8机建筑物和空气定22;
柱现在不回采绪机室

用留矿法（随干牧岩质的粘板 a58570旨充填），水平列130天并 45以内6～10 80～85
层充填法

文柱向上抄段宣井、帮有天轮千改岩化的粘上 7575法和水平分层充 706~12 8570~8012以内的卷杨机室26 片岩
填法—_- 86竖井井幅和空气 8560在20m水平以40～50 z2015～2025 花岗闪长岩 1～1.5
内用水平分息支压缩机室
柱法，以宇用留

上向梯敏法。菜
空区的50～60%
充填

横撑支柱和氰对于竖2以内 4026 竖井并简和学校 706-15绿泥石，编云母
分支柱的上向并的保的双层操房 5岩 门安矿柱股法 80 85

】对于学
】按的保
安矿柱

308080⋯-⋯
上向梯段法和花岗闪长岩，闪 8875 3033078 i15~20竖并共奠 留音试"27 长着和石花闪长岩

_上向梯段法和 BO80 8023585)5-20 1花岗闪长者竖并共阀28 留矿法"

不充填的留矿花岗岩和闪长遨 8080808015～20 80一s0 1竖井井健29 岩

壁矿法和部分花岗若和闪长斑 上页佛段法，（带 7575751.15 60～9015-20竖井井筒30 抛撑支柱而不光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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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的评价，分别用数值分析法（包括有限元或边界元分析）和类比的方法确定地表及
岩体移动范围;

（6）对未进行任何岩石力学研究的矿山，可参考同类矿山的观测资 料确定 其地表
移动范围。

（7）所圈定的移动区应分别标在总平面图、开拓系统平面图、剖面图以及各阶段平
面图上。

2.5，2.2 移动范围的■定方法
直接在地表地形图上酮定地表移动区的方法如下;

（1）利用地质剖面图确定影响地表移动的矿体最深部位（或突出点）的标高及平面

位置，见图2-2-7;
（2）分别将这些影响地表移动范围最深远或最突出点的平面位置投到地形图上并注

明其标高，见图2-2-9;
（3）制作"H-coty"、"H·cot8"、"H·coto"量尺。H是高程，?、B、d分别为

矿体下盘、上盘和侧翼的移动角。H的变化范围应从矿体最深处标高到矿区地形最高的标
高〈在海平面以下时，标以负号），见图2-2-8。

Sw_到

图 2-2·7 由矿体最深和突出部位属定移动区

Healy
Hca万
].1900 JmgmyjmgmigrTHeotδ

图 2-2-B 特制的量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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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三步*用的比例尺必须相同。

（4! 冷别用《H·coty》、《H-cot》，《H·cota》量尺在地形图上绘制移动区。例
如绘制上盘移动区，将《H·cot8》移至上盘矿体在地形图上的各投影点上，将尺上的标高
与点上的标高对齐，以点为中心旋转量尺，尺上标高与地形线相同标高相重合的点即为矿

体被开采至该点时的地表移动位置。将所求得的各点连成一闭合曲线，即为所要获得的地

表移动区。

一IZ、
70、

矿区地素地形图1∶109

3*红孩

贸 2-2-9 利用量尺围定地表移动区

2.6 地表保护及"三下"开采

"三下"开采系指地表水体、建筑物、构筑物及铁路下进行矿体开采而言。我国煤矿

根据煤层开采后形成冒落带、裂隙带和沉降带三带的理论认为，上覆的页岩、砂页岩、砂

岩等沉积岩将形成一均匀的沉降，直至地表形成缓慢下降沉陷盆地，并以开采深度和煤层

厚度之比值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因此大量的煤矿"三下"开采实例（见表2-2-26）仍采用

陷落法开采，金属矿山大部分矿岩赋存条件与煤矿不同，岩性不均质，构造多，因此不能简单

引用凳矿的理论和方法。国内外金属及非金属矿山保护地表的唯一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 ，

采用充填法甚至胶结充填法。采用充填法可防止围岩崩落，减缓岩移。在这一前提下，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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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煤矿"三下"开采的可行经验则是有益的。

2.6。1 水 体 下 采矿

2，6，1.1 一般原则和主要技术措施
矿体上方的水体可分以下三种;
（1）地表水体，如江、河、海、水库、灌粟、稻田、积水坑等;
（2）第四纪、第三纪松散含水层水体，如含水砂层、砂砾层和砾石层等;
（3）北岩含水层水体，如砂岩、石灰岩含水层等;
水体下开采所形成的冒落带和裂隙带中的连通部分称为导水裂隙带。对于倾斜和急倾

斜矿体导水裂隙带的高度以采空区上部边界以上的垂高来表示，而对于缓倾斜矿体则用矿
体顶盘法线方向的高度表示。在水体下采煤时，必须保证开采后所形成的导水裂隙带不会

波及到水体或不破坏水体下的隔水层，以防水体的水流入或溃入矿井。
水体下采煤的主要技术措施有如下几方面亦可作为条件相似的非煤矿山设计参考。

1。留设防水矿（岩）柱
 留设防水矿（岩）柱（水体到采空区上边界或矿体顶板之间的矿柱或岩柱）的最小尺

寸应满足下列条件∶
H≥Hj+Hz+ (2-2-4)

式中 H，——保护层厚度，m;
H---导水裂隙带高度，m，可参照表2-2-18中的经验公式选取;
h——-采动引起的地表裂隙深度。

保护层厚度玫，可根据下述二类情况选取;
（1）松散层底部有一定厚度的粘性土层时，允许导水裂隙带接触松散层底面，此时

保护层厚度H;按表2-2-16选取。

囊 2-2-16松微层都有粘性土层时保护展尺寸

倾 危体前
覆 岩 性 贵 71°～90°55"～70'0*～54*

B，=2选风化软器

7H=2塑、软 强

1z10Ⅱ;=3.严硬

1715H,=4坚 硬

一法向累计采厚，米;*回采分层层数

（2）松散层底部粘性土层很薄（小于采厚的1倍），或整个松散层为厚度很薄的粘

性土层时，此时，导水裂隙带离松散层底面或水体底面应有一定距离，保护层厚度H1按表

2-2-17选取。
仅在基岩出露地表或第四纪、第三纪松散层为较少的粘土层时，才考虑此值。一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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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5～20米，缓倾斜软岩取小值，急倾斜硬岩取大值。

导水裂隙带H，可参照表2-2-18中经验公式选取。

囊 2-2-17探散是集都粘性土遵厚度很卿时保护愿尺寸

71*～90S5"-7g0*~54°
凝岩性员 十E 余邮为籍全郁为帖 薄粘性土屋无粘性土剧 鑫粘性土是无粘性土展薄粘性土展无粘性土层 查土层

日1=3.遇风化软酮 H、=2.塑 H,"4"

10B 121 115，=s.四软 固 H13题H1*5

151?13 181715灯=5塑=6_

2022 24坚 硬

争 2-2-18导水误险带畜度（m）

水平、根倾斜及虫倾 急频斜煤层大面积开采覆 岩 性 员 鲜厚媒应关面积开采

10Owsh100m_议。±8，9 4,1+135*
满水性不好的坚视置岩

_100m__
感24据+2.T

10* 100wh
工iMtr目主5.

隔水性较好的中便覆岩
重_100m_生

100m
9放.K主4，

隔水性较好的软器覆岩
_10Dms_
5.0m+5.2

100mp
6nnt系苜±3.9

隔水性很好的风化软器疆岩 100mp
7 Y7±4.

说明;表中m一法肉采厚，米;*一分层款
A～-累计采高政国采阶段番高，米;
土3，90-计算误差范围。

当采用非胶结的充填法开采时，直接顶板有可能只产生部分断裂，但不形成冒落。因

此，H。的值很小。
当用房柱法开采时，H取决于所留矿柱的尺寸，采、留比例及空区充域与否。若留设

的矿柱足以支撑上覆岩层，则H，的值很小，反之，几乎和期落法时的情况一样。

2。选择合适的开采顺序和采矿方法
尽量使地表或岩层的移动均匀、缓慢，尽可能降低导水裂隙带的高度，一般情况下，

应采用充填法或者用充填料即时处理采空区。

3。疏降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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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矿体的上下 盘为强含水层或开采上限接近补给来源充足的含水层时，一般应先疏后

采;若上下盘为弱含水层时，可边采边疏。
4，处理水体补给来源

可以修建地面防水设施，必要时进行帷幕注浆堵水。
2，6.1，2 水体下采矿实例
1。锡矿山矿开采河床矿柱的经验

1）河床保安矿柱的开采条件
为保护地表河床（河流为季节性的，平均流量为0.05～0，12m'/s），保留丁大量河床保安矿柱，仅

6～11中段其储量就达143万吨。河床矿体厚度为4～25m（平均12m），倾角15°，矿体为整硬稳固的

矽化灰岩（f-12～20），预板有0.5m厚的页岩软剩层，其上为微矽化的灰岩（f= 12～16）和90多米

厚的长龙界页着（f=4～18），底板为灰岩。其力学性质见表2-2-19。河床矿柱又处于中、西崩落区

的分界带，起到了隔离矿柱的作用。矿区断层构造发育，完整性较差。

栽 2-2-19闻 床 矿区 岩 是力季性 质

抗拉强 度抗，压愚 度 7良型. 被 松 比岩 石 名 称 ((MPa) (MPa)

0.131.647~52 1.3长龙界页岩
0,286.6184～153 3.3顶板灰岩
0.15.7T148-224 7.6矽化灰岩

7.6 0,27110～137 4.1底 板灰 岩

2》采用的采矿方法
河床矿柱采用两步票固采的充填法，构成要素见表2-2-20。第一步骤采用胶结充填，第二步骤采用

尾砂充填。当矿体厚度≤10m采用整层回采，大于10m采用分层回采，胶结充填材料配比及强度见表2-2

21。实际充填混凝土单轴抗压强度只有2.4～3，9MPa，第二步骤采用-37μ不超过20??全尾砂。

豪 2-2-20采 颂 构 成 要 意

场 宽 度
采场高度倾 斜长构成要素 阶段离 第二步骤第一步测

6～110尺寸 （m） 18 50～60

表 2-2-21不同水灰比提凝王试件强度

水泥强度混凝土材料配比（盒量比） 养 护 天锦 号 <MPa)D碎 水 灰 比

2B3,10 10
286,61,60
285.12.00三 组

3）观测的岩移结果
八、九两阶段（走向长120m，斜长110m）的24个矿块回采后观测的结果;

（1）原岩最大主应力方向近似垂直岩层，0;-15，5MPa、0∶-1.8MPa，a-8，2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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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采过程中胶结充填体应力及应变见表2-2-2。

威造充填体虚力及应变值 表 2-2-22

饱 《M应 力 应 变 佐 e× 10-"

项、目 应力集中系数OmaOln ear/Patemtb Bm*xOa/0mla

0.34-1.92 200数偷. 50.85～目，4 3~5 40

（3）河床地表移动特征见表2-2-23。

囊 2-2-23河 床 地 表 移 动 特 征

最大下沉速度监 河床地表移动盆地面积河床地表盆地扩展速度地表最大下沉值 河月
第 测 日 期 $mm/月）（万m'/A》（万m*）(mm)

1.381979.7.13
81 4.521980,5.31

2,00,1311980,8,25 4.82

对地表最终变形预计，其下沉系数为0，03，变形值不超过国家规定的三级地表建筑的允许值，见表

2-2-24。

泰 2-2-24再床地表敬确的变形靠

伸张部（mm/m）曲率K《10-*/m）倾斜率T（mm/m）建 筑 物 级 别

9,24
40.4
6

3。16.,217.15上山方向预计变形值 2.80.115,25下山方肉

2。国内外河洲下采矿实例

国内外河滩下采矿的部分矿山实例见表2-2-25及表2-2-2，

2，8，2 建 筑 物下 采矿

2.8，2，1 考筑物碱坏等级
我国目前对建筑物破坏等级的划分尚无统一规定，国内有关的几个煤发矿务局各有自

已的划分标准。唐山煤研所根据枣庄和蜂峰等矿区的实测资料总结的建筑物破坏等级和地

表变形值列于表2-2-27。



表 2-2-25

河 滤 下 采 矿 实 例 衰

明

说

采矿方 法

长开采深度 图岩性易
细 走向长 j

序国家两流名称 采

上部，崩离法

正长岩、玢岩、梦
胶结充 正

读矿利用公式"-A4C，（W+r+

100

*140～-490m标高
卡岩和页岩

河河宽40l

K品），w，预计充换料在自重和要压后的收

铁矿

f=]2～16
eO0-

jm最大流

胶结充填

端。4-地表移动系数，在塔矿A-0.55，

10.0

水量250

P-顶板和充填料间空隙等于0，1米内一充

[m*/s

填料总高度，m，E，-胶结充填体弹性模数1 K-充填料压继系数，每延深10m增大1?? H，-题娘表深度，cC=西MugM-8 昌矿体位于糊底下，三面环水，距糊最近约
困岩为灰岩α =50

4035~60 100-200
?求 30-40
KIENA

采93m，糊底有细泥层厚2z m。由于下盘圈岩
F 胶结充填法，矿柱采 j93
160MP节理凝障发育

裂隙发育，地下涌水量大，靠近湖底矿体开采顺序由上盘住下盘回采，远向湖底矿体由下盘向上盘回采 ），从一期到二期的初期，矿柱和顶板岩石
分两阶政开采;

坚碳的辉绿岩和粘

<80
500

 寺井河
栅原截化E

一步骤（50??，北
板岩
370

块状矿体
河两岸有 块4
铁矿

2，二期回采期间，顶板岩右破环极少，但
部分段法事后碎石战
没有明显斯层

大量住宅

变形很大而且复杂，这种变形主要是顶盘的

和水田

丘 松动和弹缩性变形
向充填二步骤（接近 

3在二期开采达67??的程度时，未采矿
60南、北两部都

柱中及流附近岩体中的应力集中系数达2~;
用分段法胶总充填。

矿│倍

部分区股留有小量矿 桂，水不回噪 下向水平分层，尾
第四纪层厚100m

s 东40o
东300}约300

年克川 西矿体平 缓倾斜

│砂、炉蕴水砂充填，
由火山灰砂舒层及凝

陶19米，东~频斜│
秀，金、银

灰岩组成，第三纪层

】矿体平均ie

结顶板厚600mm
厚大于200m，矿体位{结 于第三纪中，靠由】

厚边70米



采 矿方 法

洲号更下体例测老商长顺解长用
围 岩性 质

验号 矿山名称 国*同流名我

灰岩与滤纹岩组成。下盘由兔谐岩和白色流较岩组成。

人工胶结便顶，下

地表为20～40m厚

缓倾斜 8

n厚 向水平分层充填法
砂层。以下由z00m观 西

│假顶厚0.5~0.7米，
的泥岩和凝灰岩组成

周配宵钢筋和金属网，
的不透水墨，矿区周1

分层厚2.0-3.0米。
墨粘土带率富

1.河床矿柱区地质构造相当复杂，节理液
一期，

床区 自河床而下8～26o）
o河床区 河床区

锡矿山陶 中

懒发育，要四条断层切壑，完态性差，河床
房柱法事后碎石胶自

250

几米不等

又处于沿走向中、西两部塌陷区的包围之中
米长的长龙界面岩，
按充填;

2，河宋下沉是大范围的渐变过程，下沉岔
二期

28m的余田检组页岩，

地量平底形，属充分采动，

约90m 厚的页岩具有

3.河床下沉缓慢、戴娆，最大下沉值为31
万充填

良好的隔水性

毫米，最大下沉速度为每月2mm;4.河床地表盆地边缘未找到可见裂缝，开采范围内也未发生蛋烈地压活动，5.由观测得知，一期矿房同采结束后，顶│板特层形成了一定高度的脱层酸环区，其高度不小于4，4m。当二期旷房全部拉开后，脱展进一步向省体内都发展，随后地教壁现稍许下沉，6，导水裂隙高度约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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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靠 下 票 骡 实 例 表 赣 2-2-26

采 厚 采爆方法及顶 龄散屋采深、除岩柱构成操层
局矿 名称 孤水变化河浇名称 全 I倾角

基岩 帖土层 】采厚比级置理方法(m) (") (m)

Mi～s2长壁陷薄法 正 常0r2~74 2~425，75（二层外白石河鸡西城子河矿-井
j37~47 淋 水单一长壁陷落法 3-637～47 01.0阜新清河T矿 清 河 3～5

常14o2,8 一长壁陷落 380 0本溃 本溜矿 4-{太子河 0-1B

正 常60[5l一长壁陷落法 192小接洞 03～L23,2北票 冠山二并
-分层;长壁陷幕7,1 ～7木得那耶河扎贵诸尔西山矿

正 常16 7,81638法
、三分层;水砂充
填

正 常8r 385.8单一长壁陷善法1.7 13天合河舒兰 丰广三井

正 常刀 柱 祛 423～585t5大西河 0.9～1,辽承 胜利矿
涌水量0.5t/min户一长壁陷落法 7.63～82，图召沟柯包头 大磁矿
正 常0单一长壁陷落法 134 58～91,5～2.5时财令河部师 郭二庄矿
正 常10T单一长壁陷落法J2和村河 5,0解峰 通二矿
正 常50a0单一长壁陷薯法 2060152.海于河开流 唐家庄矿

同局部涌水端加01208～10单一长壁陷感法1,6~2,2史家河矿铜川 史家河矿

需水量略有增加65?～57214 单-长管陷落法沙 两枣庄 枣庄矿 1.1
正 常609~133Ig 9~1s~17倾解分展陷感法绳龙河 .5枣庄 山家林矿
正 常211~1187.71B水砂充填小汶河 1,8新汶 宽庄矿
正 常3D 183040～12倾鲜分层陷落法龙支河 4,0淮北 张庄矿
正 常16 a～1028～3020-26倾解分遥陷营法废黄河 ~{徐州 新河矿
无 水Bd176.518～30单一长壁陷落法西洋江 2,1蒸都 牛马司矿

正 常0~228-3183o刀 柱东矿沟河 2.0～2,2合山 神花岭矿
正 常5-~r 1o~1sg1～s6～~1685～12单一长壁陷落法2,0渭 河义马 千秋矿

泰 2-2-27重抗物保护最及免许变形微
地变最大允许 变 形保护

速 筑 物速筑物重要积度 水平变形a e+ Ae最小曲率半径惯 斜，T
(mim/a) (ann/m)R(km)（面m/m）等级

发电厂，冶金厂炼对采动保敏感，只允许散小变· 2.0[,5202,6油厂、井架形的地面寒筑物

一般工厂、学校接对采动较被感，允许--定的变二 4.03,0125.0房、铁路。车站等形，但变形后不难修善的建筑畅 .
一般房屋，铁路支对采动不截感、能经受较大竞 9.0三 6.0 6.910,0

舞等形，加当地修即可使用的鉴筑物

石房、木房价值不高的并能经受较大采动四 12。D9.04.015,0
影响的蕴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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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2 建筑物下采矿的主要技术措施
技术措施主要有二个∶即采取适宜的开采方法，尽量减少地表变形和加固建筑物，提

高其强度。

根据我国建筑物下采煤的经验，若采取采矿措施不能完全免除地表变形对建筑物的破
坏，或者当采取采矿措施保护地表建筑物在技术上、经济上不合理时，可采用下列几种比
较有效的措施;

（1）当地表建筑物受到Ⅱ级地表变形影响时，对长度过大、平面形状不规则的建筑

物设置变形缝;
（2）当建筑物受到Ⅱ级地表变形影响时，除设置变形缝外还设置铜拉杆，钢筋混凝

土圈梁。
（3）当建筑物受到Ⅳ级地表变形影响时，除上述二措施外，还应采用钢筋混凝土锚

固板加强基础;
（4）设置地表缓冲沟，以吸收地表的一部分压缩变形。

2，6.2，3 建筑物下开采实例
（1）建筑物下采矿实例见表2-2-28。
（2）建筑物下采煤实例见表2-2-29。

2.6.3 养 路 下聚矿

2，6.3.1 安全行车对铁路下采矿的要求
根据《铁路工务规则》，安全行车的基本要求是，

（1）要防止突然下沉、小面积下沉和塌陷坑，

（2）要求两轨同时缓慢下沉，两条轨面允许高差为主《毫米;轨距允许偏差变宽为
+6mm，变窄为-2mm，方向要目视平直;

（3）线路允许坡度为;
1 级铁路，一般地段乙6???难地段≤12%;
Ⅰ级铁路12%;
E级铁路≤15%;
当车站在坡道上时，≤2.5‰。
2，6，3，2 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1）对采动影响区内的线路移动和变形进行预计，
（2）成立专门的养路队伍或加强原有的养路队伍，备足维护材料，
（3）进行专门的设计，编制作业规程，严格管理，保证地表不出现塌陷坑或呈大面

积缓慢下沉。
（4）设立观测站，配备专业监测人员;

（5）加宽路基，加强线略上部建筑，加强巡道，按《铁路工务规则》的要求及时维
修、及时更换失效及伤损部件。

2.6，3.3 铁路下采矿的实例见表2-2-30和2-2-31。



■ 外 建 统 物 下 采 矿 实 例

囊 2-2-28

细号矿山名称国家健筑物名响采严同*额周开采两配
图岩性 

果 矿 方 法

说

显奇试苏积 竖井，工 2-120~4【

急倾解确定的厚矿体区股，
上盘为绿泥片岩，

整并和糖筑物保安矿柱共五个，储量约1860万略，占

北部较

穆玉铁质岩，岩石硬
分段平巷购后胶结充填，倾斜

→

总德量的65??随深度增加而增加
~5，与缓倾刺矿体∶脉外采准的底 j

教姑充填料，水泥、护液，尾秒胶轴，完填体强度
6～8，下盘假象赤铁盘漏斗酮后胶结充填，围岩与

与 R，=8～11MP

矿、碧玉铁质岩的广m;1 ～10

运矿的房柱法鲷后救结充鳞

大森河、 黑矿在

 50米厚的砂砾?

1，尾砂，山砂，海砂胶结人

内河之间的石膏矿之
做、每、智

覆盖层，以下为蛇纹
工蒙顶下向水平分层充填法

水田，房屋j上厚度10
矿，伴有铁、

2.上向水平分属充填法

砂砾层下有米石膏矿
金，银石J

│纪岩层、层状矿体、

等，

地下 水 流j度1料

矿体与围岩较松软。

井3~770～8】

保安矿柱以内，分象空场-
竖并和工业场炮保护矿柱矿量占00??

工业端地

步量事后砾石胶结充填或尾砂胶结充填。二步障不式或水力充填。保安矿柱以外，分段空场期君度石充填。

解a*，4

保安矿柱内∶

26.6??矿量在机械广保安矿柱之内，估量约3130万

飞位乒3∶a

"

分段法放结拓填

吨、随深度刑加而增加。按规定统械厂允许变形为，颜

7~26

<2o""、4、7"》和酚段矿{
斜≤3~5mm/m，曲率半径≥L2~20km，水平变形<

房胶结充填（18"）

3~5mm/m，对于2a"*、、?"矿体当采深达76米时，

 10~10o0

保安矿柱外。

规定的顶板岩石移动值为矿体厚度的1~5??对10"矿
分段法粮阶段蛋机崩志法

│体采源达1zu8m时，其顶板岩石的允许移动为矿体薄度 栗空区全都良结充填后，在矿山压力作用下的网板岩石囊减算委撰法雉摄熟完全舆到了保护。，搭盖奏念资尧形所雷定的方提集器款，总开采中段由



囊 2-2-28

路 筑 的 下 果 靠 实 例
地表变形值

开采地圆条件

采 后 情 况

保护 措 施

F沉，由

平 颁角开采而板管

长×宽

a）（"）方离 理方法卜

1/m少m

用变形绝  东西墙，地极）

宽20m 5

状 砖墙 显架 素混

切开成二个矩形单体，变形提控开100~200

t?6x,

条带密实

[4

基苯重 和被形题土

将其中一个单体加基础mm。变医器开关开启

屋面板

钢混凝土愿噪及输口钢稍有影响，使用不
柱 宽 36

拉杆

衍湿赢

材 料 为

东返墙地板出观裂到

设基础钢粉考凝土墨

岁 一

上观蕊同上】

黛s 4、41.a

威30×105同上同

页 岩 加

北端隔墙最大裂编宽目
聚，檐口水平处外墙i

30??词

矿右矿

38 mm，供电设备正常

凝土服

多 }油变

运失

5】一电

采前来采取任何结构
开采的后均有物瓦扇

s5.41.07

油zxzm

损不均情况，但不影响
如固措施

矿石车例临混制

正常使用

油闻土基础 东机

策→次加圈后，

共进行了三次加固

53.25 制
三版 p0%~

毛石 砖石 钢断 本国

第一次，在墙体上召
纵墙出现最大缝宽为

i向长

带状基承重湿凝土架百

置三道变形蟾，使整个
0mm的八字装嫌;

盛埋聚

态院

32m和17。6m的四个单
为5mn

蓄住

第二次加困希，

体。在32，0m长的单筛
变形缝受压望，建边

上加-置基璃铜筋混旋
激挤序，地板鼓起增体
土离聚。



续表

地表变形值

开梁地损条件
下沉，倾命

保 护 措 施

采 后 情 况

采荣采厚频为开采 顶板管

长×宽 高度

m) m,km

om）（m）方法通方法

出现宽度为1~2m/m
第二次，将32m长的【

贯通裂集，门窗框变
单体两边之变形集彻底切断，即将基础及屋顶

该住院处继续安全使用
45，5m长的单体中各做一道及二道变形继，4个单体加设一道钢纺混  维修并整了供活跃期

3500 12.4
12 ?向 s

6.42.8毛石│白》

其中需维修的占23??
使用的机动房

劳村

【驴波脸;
毛石墙

最 动

迁。 读公路桥一直正常使

397 25
-16.6  2>加固基毫

全陷

0.36

16 走

麟七 ?

6.0 基础 投身

桥基之阀下部0.6m全用。仅有三个拱脚及一

高 1.6为4060

部充填素混凝土，上部个粪顶出现0，5~3，0

桥，每

【、下Jmm 的

每隔1，5m灌0，9m厚的mm的裂缝。变形缝共

部 6.6料石，

素混酸上带，带网断吸收39，θmm压墙量。

m 为 用 100

英

s，9m 高的料石带，其上

的半l

110号号水祀
第

混 凝砂浆砌

轨并以素混凝士灌平

土，上实

2>桥北头设螺冲沟

部 0.9

煤桥

m为片j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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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略 干 能 下 果 黑 泰 2-2-30

线略采动情况地质采矿条件线 路 振 况
顶板最大下趣大下顷角】媒厚采架 开高行每日贷 备 连

最率车速度 需理况 值恢速后 战略情况车对数，.
方法（mm）（对）《 （">四业m点

摸调试来经验，走向陷据 1.根据铁路轨
已将麻山矿大井道车季检;2次长鳖法煤层
在林磨级下压煤合格，6次优良22071、3
金部廓放，到2.轨距合格率
1976年为止已可为99，95??采前
采三个媒层。七为98.2??;

个工作面，采出1，水平合格率2.57370
走向陷善 主焦媒（5，8万吨。为98.5??采前
│长壁法 吨煤成本增加为87，3??;

74 T2,4 0.19元4.采动期间列
车始终按原速原
牵引震量安全运

行

根据试采怒验，J，根据铁路轨
已经扩大在一并道车季检，一次
下方的铁遮媒柱失格，五次舍格
下开采，并批准2.轨距合格率
24号煤层（厚1.0为97，7??采前
m）的开采。为97，5??172,9 走间陷耗 吨罐成本增加3.水平舍格率40d 1,B375 19 号媒

长壁法 0.73元为87.7??采前
为79，2??
4，采动期间列
车始终按【速原
本引重量安全运

2.7 地表岩移及观测矿山实例

2.7，1 石咀 子 铜 矿

2.7.1.】 可体赋存情况
矿体是以砂卡岩型为主、热液型为次的铜矿体。矿体倾角75°～82°，浅都陡，深部较复。矿体厚

度∶上都8～10m，中部最厚35m，深部5～8m。矿体走向长∶上部平均150～200m，中部平均350m，下

部平均55m。倾斜延长约1000m。
矿体戴存于50m宽的薄度大理岩、干枚板岩、绢云母片岩与黑色条带状大理岩组 成的互层带之中。

互层带中的岩石大部分已矽化、绿泥石化，受力后易断裂极不稳固。上盘为矽质大淫岩，f=10～12，稳

因性好。下盘主要为条带状大理岩，稳固性鹑上盘差。

矿区内断裂构造活动频繁，成矿前、后和成矿期都有，多集中于互层带之中，严重破坏了矿体直接

顶底板的完整性，使岩性变坏，易片帮胃落。

矿区喀斯特岩溶发育，水文地质条件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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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 路 支 战 下 果 煤 表 2-2-31

线路采动情况地属采矿条件线路 概 况
行每日货每日客 采媒j预板最火下最大下澡 开果 !项;煤厚;采深 备 注沉速度时间 管理沉 线路情况数库对量新公里 （年， mm/

（对） 月）方法方法（om） d>（对）
89 60号桥是四孔1，线略下沉后，倾陷落 1e87428102 7.0

石拱桥，位于132根据不同时期的102]
70 采区下山边界外变形情况，采取陷落1427本来107 引6，3 法 20m处，遭受破了不同速度的减

坏严重而报度。速推施，8母 倾斜陷落9 6,5 3750} 在102、10采区41.?1os 2.线路起填材1957分剧 法
大媒60 24 采完确定盾，在料初期为井下矸1985

原桥东子米处另石，后期为铁颜研陷落 s00 8497,0 建一座新桥，分层 法 炉渣1114
吨煤成本堪加3，开采过 湿

148 中，列车始终安 0.54元倾感陷落 882]《10] 2。4109 剧 法 全运行L63

2.7，），2 采矿方法和空区处理
1965年闭坑，共来了22个阶段，采出矿石284万t。所用采矿方法为浅孔留矿法，有5??采空区用

废佑充填或水砂充填（约占全部充填体积的四分之一）。

2.7。1.3 地表和层署移助
（1）在本矿条件下，捆岩移动主要表现为水平移动，而下沉值相对较小，地表18个观 测点平均实

测∶水平移动为340mm，而下沉仅146mm。
（2）上下盘围岩都产生拉伸变形，越接近崩落区，岩石协动越严重、最大水平和垂直 变形都分布

在潮落区附近。
（3）崩落前下沉并不显著，而水平移动达最大值。地表部分测点在崩落前的下沉值，越 接近崩落

中心，下沉慎越小。
（4）地表移动盆地远比崩落范围大，盆地是椭圆形，倾斜方向长400m，水平方向长300m。移动

速度缓慢，十年中陷落坑附近最大下沉值为600mm。

（5）岩移的角度
根据坑内外的观测资料所确定的值为，边界角70°（上、下盘），移动角80'（上。下盘），陷落角

85°（上，下盘）。
（6）地表移动范围内有水塔和新大并，水塔所在处的水平变 形已达5～6mm/m，恒移动缓慢，水

塔未被破坏尚能使用。新大井处在移动盆地边缘，井口有微量下沉和水平移动，但在180m至210m阶段

间，并框向西北位移了140mm，向西南位移了210mm，虽然竖井已受采动影响，但尚未达到破坏变形，

井萜完好，井壁尚未出现裂缝。

2，7，1.4 主要经验
急倾斜层状岩体移动的基本形式是;随采空区的形成，围岩 逐渐离 层，向采空 区方向产生拉伸变

形，然后折断、片蓄。开始主要表现为水平移动，以后下沉逐渐增加，水平移动逐渐减少。

各阶段围岩的崩落范围呈一隧矿体形状而异的筒体，基本上受稳定性差的互层 带所控制。由于上下

盘围岩较稳固，且采后用废石部分进行了充填，地表崩落的漏斗 仅深100余米。而围岩的崩落范围离矿

体不大于5～10m，裂隙分布范围离矿体不大于20~～30m。实测证明，影响到地表的开采深度在590m阶

段，该阶段以下的采矿对地表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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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7.2 弓 长 的 铁矿

2，7，2.1 矿体献存箭况
矿区走向长1，6km，共有六层铁矿，其中第六层窗矿最厚5～49m、从地表向下延深至-700m，总深

度约1200m。矿体倾角60°～80°。近矿围岩为具花岗结构的混合岩，f=6～8，层理发育处易碎裂，各层矿
体之间为角冈岩（1=8～9）和矽质片岩。近矿部分常伴有强裂蚀变和绿泥片岩，片理发育销构松软。

矿区断层种类较多，走向、横向及水平向断层均有分布。引起矿床强烈破坏和矿体 赋存状态的主要
是高角度的走向逆断层，分布在本区的主要有七条（Tx~Ta）。横向断层有十余条，错距虽不大，对

地压也有影响。
2，7，2.2 开采方法及空区处理

1954年以前，采用沿走向全面拉开的水平分层干式充填法。1954～1955年，采用分矿房矿柱的水平分

层干式充填法。1956年～1973年，采用天井崩矿的深孔留矿法。1673年～现在为无底柱分段崩蒂法。
包括日伪时期掠夺式开采留下的空区在内，到1964年共形成十个采空区，总 体积约92万m2。后经大

小十余次地压活动，原92万m'的空区基本上被旨喜的岩、矿石所充填，但1964年以后，由于采空区未进

行处理，又形成采空区83万m'。
2.7.2，3 岩移混测

分别在280和286勘探线上布置二条地表观测线，间距为70m，每条 有16个测 点。自1964年至1982年

中二线测得最大下沉点和下沉速度如表2-2-32。

表 2-2-32最 大 下 沉 点 观 测 资 料

策二观测线最大下沉点<206）策一观凋规最大下沉点（104）
年院 手平均下沉速度（m/a）每平均下沉速度（m/a） 总下沉量（m）总下沉量（m）

6.621 0,8270,8136.511964,5,80～1972.7.28
10.382 1.0381.26212.621972。7,28～ 1882,7,20

从长期观测资料可看出，下盘沉降边界基本保持稳定，仅沿矿体错动未向外扩张，因此 下盘移动角
即等于矿体倾角60°～80°，面上盘则随开采深度延伸而扩大，从两观测线推新，其移 动角约75°～80°。

2.7.2，4 主要经验
（1）弓长岭铁矿的岩移扩展有两种类型;在沿走向全面拉开的干式充填法区城，图 岩活动以产生

移动和裂缝的形式为主，在深孔留矿法为主的区段，圈岩活动以产生抽条冒落的形式为主。

以上两种形式，在不受其它条件（如构造）限制时，图岩移动与破坏一般都接近椭国 形向上部和两

调扩展。
（2）厚大矿体采用干式充填，绝不能防止岩移和裂隙的产生，但围岩破坏后，充 填物可影响围岩

的破坏形式，并减小其破坏程度和速度。
〈3）断裂构造既有促进岩移发生和发展的一面，也有限制。切断岩移扩展的另--面。

（4）雨水季节和解冻期，常可诱使岩移活动的发生。

2.7.3 马拉格镉矿四号采区

2，7.3.】 矿体赋溶条件
四号采区位于马拉格矿区中部，露头标离2380m，地表有厚0～20m的粘土覆盖。三阶段以上矿体分

成数支。以下至七阶段（1870m）合为一体。上段斜长320m，倾角40°～50°，各分支总水平面积约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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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法向厚度10m，走向开采长60m。下段斜长300m，倾角40°～60°，水平面积 为800m'，法 向采厚20
m，浩走向开采长30m。

上下盘围岩均为三迭纪炭酸岩类岩石，由于受到不同程度变质而量现大 理岩化，F= 8左右，开采后
半年内，3～5m厚的直接顶板冒落。

2.7.3.2 采矿方法
1953年采完，全部用方框矸石充填开采。充填率;上部40??下部约50??
2，7，3.3 地表岩募情况

1955年地表出现裂缝，1959年开始观测。经观测，地表下沉盘地的下沉围，倾斜方向长400m，走向
方向长260m。裂缝画;倾斜方向长170m，走向方向长100m。整个盘地未发生严重破 坏成爆陷，这是由
于采空区面积小、非充分果动且进行了部分充填所致。地表最大水平位移327mm，下沉速度由1959年每

月23mm到1983年每月3.9mm，而到1967年为每月1，4mm。

二阶段以上，以下沉值小于20mm或上升值小于10mm厘定的上盘移动 角 为;开采上界68°，开采下
界63°;走向方向移动角为70°～75°（有厚表土层时，其值较小）。地表裂缝范围未超出二阶段以上采空

区水平面的投影区，故陷落角≥90°。

二阶段以下1975年坑道实测证实，在矸石充填率为50??情况下，上盘岩层冒落体 积仅为采空区的

1，32倍，由此推断，在糊落法的情况下，冒落带的高度小于矿体法线摩度的三倍。

主要经验为;矿体走向短，采深与走向长度的比值大，处于非充分采动时，实际岩移 范围小于国定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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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概 述

为开发地下矿床，从地表向地下掘进一系列井巷通达矿体，便于人员出入以及把采矿

机械设备、器材等送往各采区工作面;同时把采出的矿石由井下运往地表，使地表与矿床

之间形成一条完整的运输、提升、通风、排水、动力供应等生产服务井巷，这些井巷工程

的建立称矿床开拓。为开拓矿床而掘进的井巷称开拓井巷，其在平面及空间上的布置系统

就构成了该矿床的开拓系统。
开拓井巷按其在矿床开采中所起的作用，可分为主要开拓井卷和辅助开拓井卷。凡属

主要运输矿石的井巷，无论其地表有无出口，均为主要开拓井巷;采矿时仅起辅助作用的

井巷称为辅助井巷（表2-3-1）。

3.1.】 一般规定和要求

矿山开拓系矿山基本建设工程，其投资及施工期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是一项对矿

山生产具有长远影响的矿山总体布置。考虑矿床开拓时，必需符合下述原则，生产安全、

开拓工程量少、投资省、经营费低、投产快、管理集中方便。

对矿山开拓方案通常有如下要求∶
（1）弄囗和平硐位置应保证其构筑物不受地表塌陷、滑坡、山洪暴发和雪崩的危害，

井口标高一般应在历年最高洪水位1～3m以上。

（2）主要井卷位置应尽量选在稳固的岩层中，避免开凿在含水层、断层或受断层破

坏的岩组中，特别是在岩溶发育的地层和流砂中更应避开。竖井，斜井、长溜并等通常应

打检查孔以查明工程地质情况。长平硐、长斜井所通过的地段应有工程地质纵剖面图，以

利更好地确定主要井巷位置、方向和支护型式，同时相应考虑有关 能 工方 法 和 撒 施等

问题。
（3）井筒（或平硐）位置一般位于开采 移动 带以外，否则应留有保安矿柱（见第

二章）。
（4）主要井巷出口位置既要便于布置各种建筑物、构筑物、调车场、堆放场地和排

弃场等设施，又要不占或少占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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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2-3-1开拓 井 营分 类 表

霸 室篦 水 毕 坑 道井

1.坑内破碎确室.主平刷1.竖井;
箕斗井 2.坑内卷扬机童2，主要运输石门

3，坑内卸载硐靠3，主要运输平巷罐笼井主
4.矿仓及转载硝室混合井 4，井底车场要
5，主扁风机弱室2.斜井;开

管斗斜井拓
串车解井井

胶带输送机斜井巷
3.主要韶井
4.主要辑被道

1，水泵站及水仓1.通风井 1.非运矿卷道
2.排泥站及附属设施2.通风巷道2，副井《螺笼并）
3，变电充电设施3.充填卷道3。充填井轴
4.电凯车库4.排水疏干移遭4，专用排水井助

5，调度室5.地压观测悲道5.专用安全出口开
6.火药库
7，井下维修硼室井
8，并下各种服务硼室警
9.并`下辅风机碱室助
10.井下铲运机无轨设备修理硼室

（5）井巷位置应考虑地表和坑内工程量少，建设快和到选厂（破碎站）的 总运 输

功小。
（6）每个矿井应有两个通往地表的独立安全出口。两个出口之间的距离不得小于

100m。大型矿井、矿体条件复杂，迄向超过100m时，应在端部增设安全出口。

（7）矿井的主要出口（平硐、竖井、斜井，斜坡道）一般应考滹留有一-定的备用提

升和运输能力，远景储量大的矿山，更应留有较大的余地。

（8）一般情况下主要井巷均应布置在矿体下盘以便长期使用，只有在下盘工程地质

条件恶劣时，才考虑将主要井巷布置在王盘

（9）为缩短矿并建设时间，设计应提出有效措施，使铊制性的井鸯工程（主要关

尽可能提前施工，对较长的井巷工程，一般应考虑增加措施性工程，以利加快建设速度。
（10）确定矿山主要井巷断面时，除考虑生产能力、设备外形尺寸和必要的间隙外，

还应考虑通风、排水、压气管路和供电线路等敷设要求。大型矿山更应预留有一定的管、

缆位置，以备矿山扩大生产时增加管缆。
（11）矿床赋存复杂、废石量较大时，矿山可考虑用箕斗提升废石及矿石，以减轻罐

笼提升量和简化运输系统。
（12）位于地震区的矿山，应将矿井抗震列为设计的重要内容。矿山地区的基本烈度

由地震部门提供，各项井巷设计应接有关抗震设计规范、规程等要求进行，特别对安全出

口问题要慎重对待，在开拓方案选择上，如竖井与斜井在经济比较中相差不大时，应优先

选择斜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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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矿床开拓设计必备的资料

（1）矿区地质地形图;
（2）矿区地质剖面纵横剖面图;
（3）矿区水文地质资料及矿区岩体痛洞分布图。
（4）矿床岩体工程地质、矿区新老地质构造及应力杨方向，应力数据等资料。
（5）矿区地震史及地震等级资料。
（6〉矿区内各矿体各阶段的矿石储量、品级资料。
、（7）矿山设计年产量、服务年限及中长期规划。
（8）矿山地表矿石运输流向和选厂位置要求。
（9）矿岩中有害成分及有害气体分析资料。
（10）改扩建矿山的现有井巷工程平剖面图、主要并巷断面图以及主 要井筒中心座

标、标高资料;对存在地方和国家两种测绘系统时，应收集两种座标换算资料。

3.2 矿 床 开 拓 方 法

依据矿床地质赋存特点、地表地形条件、井巷布置的位置和并巷形式的不同等，开拓

方法可按两种情况分类∶
（1）按井筒与矿床的相对位置可划分为∶下盘开拓、上盘开拓及侧翼开拓。

（2）接井巷形式的不同可划分为;平硐开拓、斜井开拓、竖井（立井）开拓、斜坡

道（斜巷）开拓及联合开拓。
矿床典型开拓方案分类见表2-3-2。

表 2-3-2矿床 开而 分舞囊

典 型 开 拓 方 案井 巷 型 式开拓 方式 分 类

沿矿床走向平调开拓，平 硐平铜开拓法
委直矿床走陶上盘平酮开拓;
垂直矿床走向下盘平确开拓。

单 脉内斜井开拓斜 井斜井开拓法
下盘解并开拓;
侧寓解井开拓，

开
.竖井多水平分区式开拓 井曼井开拓法名
竖井阶段分区式开拓。

法
直线式解坡道开拓，斜 披 道解发道开拓法
螺旋式斜被道开拓;
折返式解坡道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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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开 拓方式 分 类 典 型 开 拓 方 案井 巷 型 式

平硐与井筒联合开拓法 平 绸与竖并开拓，平确与验升或斜片
平罩号斜井开耘。
平碾与宣竖并开拓∶平硐与盲竖井威盲料井
乎确与音斜并开拓，联

明井与盲并联合开缸法 明竖井与盲竖井开拓瞒竖井或明斜井与盲竖拌台
明竖井与窗解井升拓;或官斜并

开 鹏竖并与窗竖井开拓，
拓 明新井与盲斛井开拓。

法 平驯、竖井、斜井与斜坡平朝或井宽与料坡盖联合开拓 平硐'斜坡道开拓1
斜井与斜被灌开拓;道法。
竖井与斜道开拓。

3.3 矿区选择和开采区划分

3.3.1 矿 区 和 开 采 区

当一个矿区由几个矿体组成时，可以分成两个以上地段来开采，每个地段构成一个开

采区，
矿区选择是指几个地区或某一地区的几个矿段，根据其矿石储量、品种、质量、开采

条件、运输、供电、供水及环保等综合因素，经分析比较后确定开采对象及顺序。

采区划分是指一个矿区内有许多矿体或矿段，究竟选择哪一个或哪几个矿体进行开

采?或对于一个走向很长的矿体划分为儿个开采区。

3，3，2 影响矿区选择和开采区划分的主要因素

（1）矿石储量、质量及勘探程度;

（2）矿床开果技本条件。

（3 ）可能达到的年产量。
（4）运输、供电、供水条件。

（5）环境因素。
（6）经济效果。

3.3.3 开 果 区划 分

（）走向很长的矿体，一般以自然境界划分开采区。如龙烟铁矿庞家堡矿区是以地

质构造为界划分为五个开采区。采区长为1000～200m。各采区均布置有盲斜井和回风井，

构成各自独立的开拓通风系统（见3，8，1.3庞家堡铁矿实例〉。
（2）按环境保护的要求划分开采区。如3.3.4实例是公跑长农业用水水塘，留保

安矿柱划分为东西采区。
（3）不受白然环境界限的限制的矿体，其开采区划分应辨矿体厚度，层数等因素来



东采区

图2-3-1 附锰黄晦寺矿区分区开采图1-红款宴斗斜并，2-上游斜井，s-1"矿酮井;4-2*矿留井，3-材料井，仁一材料上山，7-清水测风井，8-注砂井，9-一霞峰寺斜井，10一亩斜井，-满水病矿硅，12-沱炒共，3-鹅公墙风井114一戴公端防水矿柱，15—变电所，16-水仓;17一水仓，18-材料上出，J9一，30m阶段;20-0m阶段;21--30m阶段，2—-70m阶段，23～~110m阶段，24--150n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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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开F采区以2000m左右为宜，过长则不易管理。

（4）当一个矿区有许多矿体不易判定优劣时，开采区的选定须经综合 技术经济比较
确定。

3.3，4 溜滓锰矿黄峰寺矿区划分实例

黄峰寺矿区是湘潭锰矿三期扩建工程，年产矿石10万t，1981年投入生产。见图2-3-1。
3.3，4.1 地质及开采技术条件

矿体垦层状，走向长2100m，矿体厚度为0.5～am，平均厚度1，73m，矿体倾角20°～80°，矿床赋存
在黑色页岩中，黑色页岩平均含有机碳11.24??含硫2，9?一定物理化学条件下能自燃。主矿层矿石
含锰23.25??次矿层含锰21.05??矿石直接底板为线理状黑色页岩，起伏不平，其下为砂岩，较稳
固。矿石节理发育不稳固，由于地质构造影响出现大小断层较多，褶皱也很普遍。

3，3.4.2 采区通分、能摘及雕务年服
矿体上部清水塘是当地农业用水本旗，为保护水塘，在其下部保留有清水塘矿柱，并以此为 界划分

为东、西两采区，矿石年产10万t，生产服务16～17年。

.3.4.3 矿床开拓

<1）阶段高度为20～40m。
（2）地表移动范围的圈定，本矿区采用水砂充填采矿法，上下盘岩石稳定，选用的移动角上 盘 为

70"，下量75°，端部75°
（3）开拓方式，采用两段矿车组斜舞开拓，上部斜井在~30m水平以上，井口标高86m，井筒全长

265m。下部斜井为盲斜井，在-30m水平以下全长340m。斜井倾角25°，断面8.06m2，采用喷射避凝土

支护，
〔!）开拓运输方案;为了充分利用矿山二期现有生产系统，设计上采用东西区统一开拓运输方案。

郎利用有二期的红旗箕斗解并作主斜并，用-30m脉外阶段平巷作主要运输巷道与红旗斜井相联;另

满黄峰寺;斜井作副并，以便提升人员、材料。
清水塘防水矿柱以东采区的矿石，通过各水平的分支衢并由红旗井箕斗井提升至地表。防水矿柱以西

采区的矿石i（-30m以上及-30m水平以下的矿石）通过盲斜井提升至-30m水平，然后通过-30m水平

主要运输巷道将矿石运到红旗斜井矿仓，用箕斗提升至地表。
废石、人员、材料的提升，由黄峰寺副斜井承担，副井井口标高为+85m，井德倾角25°，坑内阶段

水平标高分别为+30m，主0m，-30m。并采用吊桥提升、甩李道竖曲线曲率半径为10m，采用1/5单开

道岔。
（5）通风系统，采用分区对角式通风系统。矿柱以东设进风井，利用二期胜科并为出风井，矿柱以

西由黄峰寺斜井和瓣公绪风井进风，Ⅰ、Ⅱ号注砂井出风。

3.4 平 硐 开 拓

3，4.】 适用条件及特点

平硐开拓适用于开采赋存在地表以上的矿体。平朝开拓具有能充分利用矿石的自重瘤
放，便于通风、排水、多阶段出矿（岩），施工简单易行，建设速度快，投资省、成本低，

管理方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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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平调开拓设计的一般问题

（1）当矿床有条件利用平碱开拓时，应优先采用。矿石采用溜井下放，人 员、材 料
设备可采用辅助竖井、斜井或斜坡道提升或运输。

（2）当矿石具有粘结性或圈岩不稳固时，矿石可采用竖井、斜井下放;或用无 轨自 .
行运输设备经斜坡道直接将矿石运往地表。

（3）在设计平硐断面时，应考虑通过坑内设备的最大件。如用平硐和辅助盲竖井〈或
斜井、斜坡道）开拓时，亦应考虑这一条件。

（4）主平硐的排水沟通过能力应考虑平硐以下矿床开采时水泵在20小时内排 出矿井

一昼夜正常涌水量，并用最大涌水量时的排水能力校验。主平硐水沟坡度一般取3～5‰。

（5）长平硐开拓应根据矿床地表地形及通过的岩层工程地质条件、矿山生产能力、施
工方法、通风措施及劳动组织和管理水平等条件进行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以便得出合
理的平硐长度。在设计长平硐时，通常考虑在平硐中间有条件的地方开凿措施井，以便加

快平硐建设和改普通风条件。如中条山锅矿峪铜矿主平硐长3600m，东川落雪制矿运矿平

硐长3400m，均在平硐中部开凿措施井，并取得良好效果。

（6）平硐坡度及单巷、双巷的确定
一般小型矿山采用单轨运输，运距大于1000m时，中间应加错车道，大中型矿山平 硐

开拓应用双轨运输。运输波度3～4??重车下坡。
采用双轨运输的平硐开拓矿山，当岩层不稳固或为方便施 工. 和通 风，亦可采用单轨

双卷。

3，4.3 平硐开拓的布置方案

3.4.3.1 季直矿体走向布置的下盘平硐开拓

当矿脉与地表山坡的倾斜方向相反时，则由下盘

掘进平硐穿过矿体。如图2-3-2所示为我国某矿下盘

平硐开拓方案示意图。矿山在 598m水平开掘主平硐

1，各阶段采下的矿石通过主润井下放至主平硐，再
用电机车运出硐外，人员材料由辅助竖井3提升至上
部各阶段。为改善通风、人行、运出庞石的条件，在

图 2-3-2 某矿下盘平硐开拓方案
758m及678m水平设辅助平硐通达地表。1一主平碉，2-主溜井∶3-辅助竖井1

3，4.3，2 垂直矿体走向的上盘平硐开拓4一人风井;5-一矿脉

当矿脉与山坡的倾斜方向相同时，则由上盘掘进平硐穿过矿脉。图2-3-3为上 盘平硐

开拓法的示意图。Vz，Vna表示急倾斜矿体。各水平的平硐穿过矿脉后，再沿矿脉漏进沿

脉平巷，各阶段采下的矿石经酒井2放到主平硐3，并由电机车从主平硐运出地表。人员

材料、设备由辅助盲竖井 4 提升至各阶段。

3.4.3.3 侧翼（脉内）平硐开拓
矿体倾角从倾斜至急倾斜，矿体出露地表，为了加速地质勘探及早期回采，一些小型

矿山常用脉内平硐开拓。其方案布置如图2-3-4所示。由I阶段采下的矿石经溜井 放 至Ⅱ

阶段，再由 2号或3号主溜井将矿石放至主平硐水平1运出地表，人员、材料、设备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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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轻井2提升至各阶段。该法优点是在短期内（基建期间）可顺便采出部分矿石，可抵
偿部分基建投资，同时还能起到探矿作用。其缺点是脉内平硐维护困难，有时须用后退式
开采或增加脉外工程。

"Yrittri为rku

困 2-3-3 大庙候矿上盘平硐开拓方案 图 2-3-4 脉内沿脉平硐开拓方案
【、I、【、I一上部阶段平酮11-主平酮，2-输助1-阶段平罩;2一溜井;3一主平洞;4一辅助盲竖井
盲竖井;3-1号主调井;4-2号主溜井;5一富井

3.4.4 实 例

3，4.4.1 某锦矿主平常开霜
1。矿区地形及矿床赋存条件

矿床西北地势较低〈标高410m）能与公路相接，其余三方都是高山连绵，最高峰达海拔1043m。全

区分北、中、南三组矿脉。矿脉生于变质砂岩及闪长岩脉的许多平行裂纹中，南北横贯各脉总宽1600m，

东西长1150m，各矿脉走向长从8～100m至50～750m，倾斜延深至+467m水平以下150～200m，各款

组之间的距离为30～400m，矿脉厚度为0，01～0.8m，倾角从50°～75°。矿石糠固，除含有蚂锰恢矿外

尚含有解铜矿、闪锌矿及某些稀有金属元素。矿床属高温气成和部分中温热液矿床。

2，矿床开拓
矿山采用平硐开拓，平硐长3650m，断面为11m2，为了提升人员、材料、设备在中组和南组之闻掘

有二条输助盲整井。两井相距50m，断面为4，04×2，9m2。

矿石从工作面经漏斗装车后，用电机车沿主要运输平巷运至溜井，卸矿至滴井下部，在467m水平主

平硕装车，再用电机车从平朝运至选厂。每组矿脉设有一个蔺井，全矿共有三个道并均设在围岩中，见

图2-3-5。

图2-3-5 某矿主平硐开拓系统图

1-主平酮，2—解井，3-风井）4-2*瘤井15-北组矿!6-中组矿脉，7一南组矿脉;

3-1*窗竖井，9-1*瘤井，103*溜井，11-2*官叠井

在确定矿山开拓方案时，普对下列两个开拓方案进行比较。

第一方案。利用标高为567m平硐与下部育竖井联合开拓;

第二方案，主平葡标高为46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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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案的主要优点是开拓工程量小，点允过间浏，投产快。缺点是乎硐口地面狭窄，且供水困

难，地表工业场地布置困难，尾砂堆存不好解状，地以下怀牢石S用盲井提升，增加了矿石运输费及
排水费。

90

图 2-3-6 小寺淘隔铝矿无轨主平南开拓图

1--675r水平主平硐;2--辅弱斜坡道;3一通风井

我 2-3-8我据熟能平硐开拓矿山实例泰

平碉开拓 主平确参数砼体 赋存条件矿山生序
采矿方法 个数产能力 长 度净断面厚 ?矿山名称 延 长 （条）位 量 (m)(x*)《m)(m)<t/d) (m)号

2，看×上盘双 22×440n0.2~0，3j晚孔留矿55～850～600o-350360-瑶岭钨矿1 平硐开拓 2.54
下盘平 8.5～ 1300 11500～ ，1~1，6浅孔留矿75～85400280～320州英山钨矿2 硐开拓 12,82500
下盘平 70012,8，2~0.改孔留矿法75～85752002800西华山钨矿3 碾开拓

9,7~上盘平 10.01～ 3650孔保矿法50～75B0～750200b大吉山钨矿 13.8啊开拓0,B
4,5×下盏无轨无底柱分 11036407013003000小寺沟铜钼矿 平硐开拓5 3.75段崩落法

分段空场社 76DC7,3~14下盘主平硐4~1160～758006S00落富铜矿6 分段鹏落法

700下盘平霸浅孔留矿法e00～ 5～15因民铜矿 q60~70ao～50d 6400
1000炭路岩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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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案虽然要掘进长3650m主平硐，但考虑矿山远景及节省的矿石提升与排水费，比 露 进平硐的
费用大得多，故选择第二方案。

3.4.4，2 小寿沟帧幅矿无轨生平硼开拓

该矿日产矿石量3000吨，矿体平均厚度40m，走向长1300m，倾角70°以上，采用无轨主平南开 拓。主
平硐设在675m水平，平朝长1036m，弯道半径为15m，新面为4，5×3.75m2。平硐大部分无支护，路面
铺设200mm厚混凝土。矿山采用无底柱分段剥落法。采场工作面的矿石用DZL-50型铲运机运搬到酒井，
下放到主平闹水平装车。该矿共使用四台戟重为25吨的国产CQ-470型自卸卡车运输矿石。辅助运输系统
用解放牌4吨汽车。

主平硐以上至730m水平各分段高16m，其间设有输助斜坡道与各分段联通。斜坡道呈嫖旋形布置，
坡度10～15??断面4.2×3.2m2，斜坡道最大坡长80m。见图2-3-6。

此外，我国部分用平啊开拓的矿山实例参见表2-3-3。

3.5 斜 井开 拓

3.5.1 遣 用 条 件

近十多年来随着高强度胶带输送机和钢绳牵引胶带输送机的出现，扩大了斜井的应用
范围，不但在国内外一些缓倾斜和倾斜矿床应用斜井开拓，而且某些急倾斜的矿床，亦有
采用胶带输送机斜井进行矿床开拓的。胶带输送机斜井提升能力很大，它可用于中型以上

矿山。
按斜井使用设备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提升方式，其适用条件如下∶

一般适用范围，斜井倾角>30°究斗或合车运输斜井
一般适用范围，斜井倾角<25°～30°矿车组运输斜井

一般适用范围，斜井倾角<18°胶带输送机斜井

3.5.2 斜并位置的确定

（1）在确定斜井位置时，要充分注意到矿体倾角和厚度的变化情况，使所确定的脉
内或脉外斜并位置保持不变，避免设计的斜井在矿体的上下部交错地通过或偏离矿体，如

为脉外斜井必须使斜井与矿体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其距离应视矿体下盘变化情况而定，一

般应>15m。
（2）采用脉内斜井开拓时，在井简两测应保留保安矿柱8～10m。

（3）对于长斜并须沿斜井线路关键位置布设工程地质钻孔，以查明斜井工程 部位的

地质情况。

3.5，3 解井开 帮 方 法

按斜井与矿体的相对位置，通常有下列三种开拓方案;脉内斜井开拓、下盘斜井开

拓、侧翼斜井开拓。

3.5.，3，1 账内斜并开拓
当矿体厚度不大，沿倾斜方向变化较小，产状比较规整时，才适宜用脉内斜井开拓，

如图2-3-~7所示。
我国一些小型煤矿常采用脉内斜井开拓。由于金属矿山矿床赋存条件复杂，矿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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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倾斜变化较大、并筒两侧髓留有安全矿柱等问题，故应用甚少，仅存下列情况下可考
虑应用∶

（1）矿体走向长，矿体厚度较薄，下盘岩体地质条件较坏，矿体稳定且矿 石价值
不高;

（2 ）矿山急露投产并需在脉内做补充勘探;

（3）由露天转入坑内开采时，从露天边坡上某一台阶掘进斜井，以节省工程量，加

快投产。
3.5.3.2 下量斜井开拓
图2-3-8表示下盘斜井开拓方案示意图。它具有石门短、基建量少、投产快、不保 留

矿柱等价点。
3，5.3，3 侧翼斜井开拓

因地表条件所限，在矿体下盘不宜设置斜井，或因矿石运输方向的要求，在矿体一真
设斜井比较方便时，可采用本方案，见图2-3-9。

2=2xxccE2

图 2-3-9 丁家山铜矿列石山图 2-3-7 脉内斜井开拓方案 图 2-3-8 下盘斜井开拓方案

矿段侧翼斜井开拓1一脉内斜井。2一沿胁平热

3.5.4 矿车组（串车）斜井

矿车组斜井，按用途可分为主斜井、翻斜井和混合斜井。主解井用于提升矿石;副斜

井用于运送设备、材料、人员和提升废石等或兼作通风、排水用。混合斜并主要用于中小

型矿山，兼做主副提升。
3.5，4.1 适周条件及优缺点
矿车组斜并通常适用于生产能力较小的中小型矿山。它与竖并相比有如下优点，具有

石门短、初期投资小，运输距离短，开拓准备时间少，施工设备简单、投产快、漏进延深

斜井比较容易。
缺点是;提升速度慢、提升能力小维护费一般高于竖井;提升人员、设备较复杂，

钢绳摩耗较竖井大，矿车组提升容易出轨，事故较竖井多;斜井中管道较竖井长，其排水

阻力较竖井大。
3.5.4，2 矿车组斜并开拓设计中应考虑的著干问题

（1）矿车组斜井开拓适用于中小型矿山和缓倾斜矿体盘区提升;

（2）坡度小于30°、垂深超过90m的矿车组斜井，须用专门人车运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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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车组斜井井筒一般应取同一角院、不宜中途变坡;特殊情况下斜井下段倾角

可适当大于上段倾角，其范围大约为2"3*、
（4）斜井倾角为7°～15°时，应设人行踏步;倾角大于15`时，应设踏步及扶手;
（5）两斜井之间的距离应符合生产安全、施工方便和井口布置的需要。当斜井兼做

风井时，应保证出风井的废风不进入风井;
（6）斜井中通风、运输、排水和管道电缆布置等应符合《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的

规定;
（7）应采用与井筒服务年限相适应的支护材料。在地震区或严寒区，斜并应采用相

应的防震、防寒措施;
（8）甩车道的提升牵引角一般不超过10°，主要提升斜井的平 曲 线 半径可 取15～

20m，竖曲线半径可取20～30mg
（9）为便于布置人行道和管道，一般不采用双向甩车，特殊情况需要双向甩车时，

甩车道岔口应错开8m以上;采用双钩提升时，斜井井筒一般应按双道布置;

（10）斜井井筒中一般应设纵向主水沟，井筒内每30～50m设一坡度不小于3??横

向水沟，将水流截至主水沟内∶
（11）当斜井倾角大于20°～25°时，敷设轨道应考遵防滑措施（详见第三卷斜井有关

部分）。
（12）斜井上部或下部停车场，须设防跑车装置（挡车器或挡车栏），下都车场须设

躲避洞。
（13）斜井进风时，并筒断面应按允许最大风速进行校验。

3.5，5 篇 斗 解 井

适用于生产能力30～60万t/a的中型矿山，斜井坡度一般大于30°，它与竖井 提升相

比，除了生产能力比矿车组斜井大之外，其它优缺点类似矿车组斜井，此外在斜井口及井

底要设有装卸矿设施及专门用做提升人员、材料的辅助斜井。国内矿山使用箕斗斜井矿山

较少。

国内冶金矿山矿车组和箕斗斜井矿山实例见表2-3-4。

3.5，6 胺带输送机解井
近20年来胶带输送机在国内外发展较快，苏联一些研究机构的资料表明∶在运 距5km

范围内、运量在1000万t/a之内，胶带输送机运输比铁路或汽车运输都经济。在地下矿山

由于高强度胶带输送机的研制成功，新型驱动装置和胶带监测控制系统的发展，胶带输送

机斜并具有生产能力大、连续化、自动化、生产工艺系统简单等优点，国外采用胶带输送

机斜井矿山日益增多。
3.5.6.1 胶带输送机斜与竖井的优缺点比较

1。优点
（1）在同样生产能力条件下，胶带输送机斜井断面较竖井断面小，斜并掘进及支护

较整井简单，掘进设备少，掘进效率高，石门短，投资省，成本低;

（2）地表无高层井塔等构筑物，土建工程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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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 2-3-4治盒矿山斜并开拓矿山实例

矿 宋 繁 存 条 件  并 参 数矿山生 斜井位置序
及提升矿山名称 采矿方法产能力 厚 J延长 延深倾，
方 式 ((x*号 （万t/a） (m)(o)6")(m) (I)

A
湘洋锰矿 32o.8警斗斜井 442水砂充填法47 2.,2300025 200
（二期）

1a'侧寓要j 832.4i13,4~11*~2515oot/d2700 54D单定铜矿 3～182 11'706,6斗斜井 22.7
矿层内矿料 19"～18*z×B00长壁崩落出s°-1g王村幅土矿 B00 0.7～占t40024
串车斜井

26'2408。06潮挥锰矿 串车解井21o0 水砂充填法2～8010 0.5~$4 W井 2K'育并井340a.06（三期）

矿车串 18"4s'621全面法大罗坝铁矿 600 2,9-3,18～221D0025.66
本解井

侧翼矿 700 19710～28 12大挑朝矿 2627004500t/8
率解井

下盘胶带箱无麟柱分邯师玉石漆 15°3×8,3 785,815~2010~30100 10o{7
送机斜并段朋落法铁矿

下盘胶带输山东明水粘 6~14°480,,27a,41长螯崩露齿4-10 1,8210.5 40o490
送机斜井土8

（3）胶带输送机解并可以同时提升矿石、废石及入员，它具有连续运输的特点，大

大促进了企业向自动化连续运输方面发展。
（4）在工程地质条件相同情况下，斜井口的选择比竖井更具有灵活性，更适应地表

总平面布置及外部运输的需要。
（5）胶带输送机斜井延深比竖井简单容易，施工安全、速度快、成本低。

（6）在地震区胶带输送机斜井既可做矿岩提升并，又可做人员的可靠安全出口。

2。缺点
（1）胶带输送机斜井倾角受到一定的限制，一般应小于18*，

（2）斜井井筒比竖井长，排水、供水管阻力增大，排水费比竖井排水费用高。

（ 3）工程地质条件比竖井工程地质严格，

（4）胶带输送机斜井维护费较竖井高。

3.5，6.2 题内矿山实舞

1。邯郸玉石洗铁矿
玉石连铁矿设计规模为10万t/a，采用斜井、竖井联合开拓。该矿主井为钢绳奉引胶带物送机斜

井，运送矿石;人员、材料由辅助竖井提升。
主偏井载度为15"，蝌井内除设有一条宽1m的钢绳牵引胶带输送机外，还铺设一条600mm轨距（单

轨）、用于检修的辅助提升设施，提升机直径甲=2m，安装在地表，绞车道与270m、220m，170m、

120m等各阶段相通。皮带输送机长795，8m，后期廷长至1182m。

矿石经采播测井下放至主运输阶段，再经800×900mm颚式破碎机，将矿石破碎至0～250mm后放入

矿演井，用100×1600mm中型板式给矿机港入胶带输进机运往地表，输送机技术性能见表2-3-5，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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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图见图2-3-10;斜井断面见图2-3-11。

玉石浅缺矿侧绳率引胶带输溢机技术性能表 羲 2-3-5

序号 单 位称名 主 要 技 术 性 能

运着矿石146，3（计算）{t/A)运输能力
运矿石，1.4 量人员，1.0(m/s)`运行速度2

(mtm》胶带宽度 1955
φ0，5(rm)钢毫直民·

2D∶5/35，5-SB 2×25（双机托动）(kW)电动报功率5
i=35,6减速机速比6
中3500职小轮直径 <mmD)7

设备益量 初期 274.5，后期 818(t)
轴送机强角 15(°)0

初期 795.6 后朋 1182输送机长度 《m)

261Q初期工程每米设备投资 （元）1i
4241（包括速表机房）初期工程每米投敛 （元）12
248.E每米放帮单价

一1650-— ⋯-210n- 8
→570=

一1000-

2t
1520;7n
33n04000 ---

图 2-3·12 明水粘土矿主斜井断面图图 2-3-11 玉行法铁矿主斜井断面图
1一题紫输送机中心线，2斜井中心线

2。明水帖土矿
明水粘上矿王家紊西段七区，矿体长490m，倾斜长400m、倾角4°～10°，矿体厚度1，3～2.62m，

平均厚度1.82m，矿石为灰白色质细南光滑，易风化驶碎。的然体重2。49t/m2，松散系数1，5，矿石含

Ai.O，37～38.5??直接顶板为铁质淀岩，厚度3 ～4m，性脆，节理发育。
依据圹体特点采用下盘主副斜井开拓。宋斜井采用吊挂式胶带输送机运输矿石，斜井 长s80，27m，

倾角5°~14°，净断简4.41m2，抛进断面6m'，钢膀混凝土棚子支护。主泮内安装有4台苷通吊挂式胶带输

送机串联运行，回采工作面采下的矿石用3吨电机车牵引0.75m'髓斗车划车场翻入50吨矿仓中，再用给

矿机向胶带输送机供矿。经胶带输送机将矿石运到地表筛分楼筛分。

副斜井在井口设有一台75 ×0.745kW绞车，提升串车。
矿山设计规模∶年产矿石18.5万吨，服务年限18年，见图2·312。胶带输送机特征见表2-8-6，国内

部分采用胶带输虑机矿山情况见表2 3?，国外情况见表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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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 2-3-6明水矿船线胶带输送机特征表

愈胶 送
名称序

5号1号 4号8号a号

6胶帝输送机倾角（） 6~1414 6
胶带输送机长度〈m） 78.58 13.B 114,51 123.814,422

SO.51-4 J62-4 JO;51-4 同左输送机电机型号 同左$ 10kW 10kW 7.5kW

JD62-650JD62-650 JD62-650JD62-650JD52-650
输送机亚号

吊 适 式吊 挂 式固 定 式 吊 挂 式吊 挂 式

上段S-4mm胶带规格 B= 650m的m普 通 胶 带6
下获革=1.3mm

阀 左PM400-I 左减速机型号 阈 同PM500-1 左6

内槽 700×1460

司 去民捕式给矿机型号 左盛 左外型尺寸7
2750×9扣x760

JO42-4想 左阈左同糟式给矿机配用电机型号B 2,8kW

1.01.01.01.2速（m/s） 1.0

5.5.6.3 国外矿山实例
1。爱尔兰Avoc4朝矿

矿山日产矿石4000t，设计最大生产能力为500t/d矿石。矿体倾角50°～7°。该矿开采庞德和南部

两矿体，南部矿体的走向长400m，厚度约为18m，储量24，6万吨，矿石为含黄铜矿的相云母石类龈混
片岩，品位0.9??庞德矿体走向长400m，厚度9m，储量200余万吨，矿有为细粒黄铁矿含愧1.20??

庞德矿体采用无底柱分段充填法，南部矿体采用垂直深孔阶段空场法回采。
矿山采用二段折返式胶带输送机斜井开拓，第一段斜井坡度为17°，第二段斜井坡度为14°。解井断

面4.5×3，6m'，胶带宽914mm，运输能力250/h，斜井内除一侧顶板悬挂有钢绳芯胶带输送机外，其下

部和另一侧可通行无轨设备和卡车。井下破碎站设于200m水平以下，有二台1200×150mm颤式破碎

机。矿石破碎块度小于150mm，开拓系统图见图2-3-13，断面图见图2-3-14。

200mn运确床平

图 2-3-13 Auvoc2矿胶带输送机斜井开拓系统图
1-胶带输送机主斜井（7"），2-波道3-第二殷胶带输送机主斜井（14"），4-次带输送机

主斜井（11*19），5一水泵站，6一联络斜波迫。7-2000矿仓的被碎站，8-老的坑内破障站
9—竖并，10-水仓及泵站，11一滤门12一通风天井∶15一两个阳井侧，14-笼德矿体采区鲜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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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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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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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绳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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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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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遥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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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x7x3 x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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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络芯间距（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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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观策层厚度（mm）

下腰1.5
2×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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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x3
75×3

1 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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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3x2a

功 率（W）

地s，e30×2
固定式

吊架式

吊架式
面定式
吊寒式

困定式面定式
固定式】

吊架式固对

机架题式

TD62-650
双电机
单电机
三电机
三电机}

单电机
单电机

驱动方式

双演青

双溴筒

单激筒

双濮筒
单演筒对

初期2ro.8

65
9

55

77.5

147,5

总置量（）

末期318

197a

19rs
1376

7│197

19ro
1971

年北矿│
矿京有色

同左│
长沙有 矿山自建
两左
上薄编
重庆铜

设计单位

略设计院 金设计 究总

用铁设计院矿机械研

重运输机矿设计院矿设计院山设计研

研究总院

计研究院

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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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4 Av0c2矿斜井断面图

2。美圈沃巴拉铁矿

位于海淘底下的沃巴拉铁矿，有三个层状矿体，每层厚1.5～9m，倾角8"，沿走向长5km，围将稳固。
1954年时矿山生产能力为180万t/a，采用算斗提升后经过改造使生产能力达到300万t/a。原有提升 能力
不能满足要求，改为胶带输送机斜井运输。采矿方法为房柱法。全矿4条斜井，其中三条开凿在矿体中，
一条开掘在下盘岩石中，斜井断面均为6×i，2m，主斜并中安装10台胶带输送机，带 宽1000mm。总长

3579m，倾角12°～14*，提升高度535m，运输能力为1180t/h。

目前圆柔工作区附海岸5km，在海底490m以下，距海平面610m，见 图2-3-15。

含，个季丰苔
T广" 率4u带A，* 化s

困 2-3-15 袄巴拉铁矿斜井开拓系统
1-解并;2—一救带输送机。8—上部运转站;4-致带走虑，5-破醇筛分间，6-废在仓，7-矿色，8-阔笼，

g—筒分机10—板式给矿机，11一矿仓，12一胶带输送机，13-矿仓，14破碎设施

3.5，7 平行双喾斜井开拓

由于无轨采矿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加快长距离胶带输送机斜井和无轨斜坡道的快速掘

进，在确定斜井（解坡道）开拓方案时，趋向采用平行双卷斜井或斜坡道布置方式，以求

安全、低成本、高效率、快速进行矿山开拓。

3.5.7.1 主要特点
（1）双卷斜井或斜坡道掘进时，入风与排风各自形成独立的逼风系统，由于采用大

风量的通风机，使长距离斜井或斜坡道的掘进工作能保持良好的工作环境;

（2）采用双卷斜并或斜坡道可使一条斜井的凿岩、爆破、支护、安装等作业与另一

条斜井或斜坡道的装岩工作等作业平行交替地进行;进一步提高作业人员效率和无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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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部 分 采 用 酸 倦 鲁

矿生产规模 体 产 
国 别 矿 山 名 称 务 度厚 度长 度 宽度 颅

K×10*t/d> (m) (m)<m>

152× 2260Lats Share 铜矿 750獒 国
181301碘林领铁矿美 包 150
～10102ts00t/d白松铜矿美 国
12-14357981.6~95000沃巴拉铁矿 s00美 国
10126 1930150150oQuesM 钼矿 185t/d美 国
1930～50 67012-2350～547Gasp 铜售静矿加拿大 150

67～906Dumbarton 擦矿 72023加拿大

2×486t 109o100Mecied 铁矿 2200250加象大
242054Ben Sonl Lake 铜矿 80t/d加拿大
17,8207870～902~10日立铜矿 a0B 本

6,1 6"45′700 10~12 x×220t1500深泽相能锌矿 30日 本

20 16.561015小板铜铅锌矿 50日 本
70～80 13～3610r41,642043细仓铅锌矿日 本

550 16.51 60～7028b00D就t/d生野多金属矿日 本
16"35*153Mazugues-Aral 矿法 国

15 20%4575,5Laks Oett 韶土矿 25法 国
172502,0～4Saln-Salvy 铅锌矿 25法 国
17│50～70g~1870Avoca 铜矿曼尔兰

a3～95369 14~18 14590Onmites 铜矿南非O
25%30oCokiep 铜矿 30意 非

5-40490Baxnecx 铁矿苏 联
15~26;35~70 162×4000150014B0Kapoa 铁矿苏 联

服 2500 15,63600 50~2055Vuoaos 射辩矿芬 兰
7-121,5~8.500012000Haoawan 磷矿埃 及

① 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绕冶下，下同，

备利用率;
（3）在二条斜井拥进完工之前，可先进行一条斜井（上部已掘部分）胶带输送机的

安装工作，以便缩短胶带输送机安装与试调时间，以利矿山早日投产;

（4）胶带输送机与无轨自行设备是在各自的斜井或斜坡道内运行，可避免无轨车辆

与胶带输送机同处一条斜井内混合运行时，车辆易碰坏输送机等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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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 视 解 井 开 需 矿 山 报 2·3-8

胶带输送机 开拓深度
附采 矿 方 法 往

《m*) (m)《mm)

阶段自然崩落法分段采矿法1967 重聚 582
矿石破碎200mm七台输逆机串联酚深 36Bd0～90o

房柱法验深 548137*尼龙带
破碎后矿石用10条输送机费力房柱法垂深 536100 1160B×4,2

阶段自然测感法垂深 38312005,B×4.6
垂深 2561067卷×5，4

分段空场法验深 150762 160

阶段自然削落法 钢绳率引胶带输送机垂聚 740

2005,7×2,4l 914
人工要顶充填法墨泽 624260750
人工佩顶下向充填法亟深 4002007604×2.8
同 上垂深173750 2003.2×2.2
智矿法幽深 254750 280

6殷普通胶带普湿胶带

1000 45015
房柱法&00
下向分层充填法垂深 29800

盖深 300920 2503.6×4.5
垂深 380g008.2×2.7

分段空场法插深 72507804.0×2.7
分段崩落法1400 垂深 S00l1,4
分段崩落法2006 量聚79930017,3

6001200
长骤法650

800

（5）双巷斜井沿线路每隔100～150m设一联络道将两斜井连通，可以很方便地从一

条斜井通过联络道对胶带输送机进行检修;
（6）为了保持平行双卷斜井的掘进，迫使胶带输送解井的坡度向无轨斜坡道的坡度

靠拢，即从通常的16°左右坡度降至10°左右，增加了胶带输送机的长度和斜井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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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2 实例
日本深泽桐铅锌矿是一座日产矿石1000吨的矿山、矿山采用平行双卷即胶带输送机斜井及斜坡道进行

矿床开拓。斜井及斜坡道坡度为9°45'，第一号佼带辖送机斜井与斜坡道长度均为22m，两斜卷中心距
为15m，沿斜井方向每隔100m将两斜卷联通，斜井（斜坡道）断面为4×2.8m3、见图2-3-1?，

矿山采用下向分层人工置顶充填法。矿石用铲运机从工作面运至矿石渭共，经破碎机将矿石破碎后

放入第2号胶带输送机（长224.3m）再转运至1号胶带输送机运出地表，开拓系统见图2-3-16。
该系统从1971年11月2日开工到1073年2月13日结束，历时399天，共掘进4891.6m，平均日掘进11.7

m，施工设备有Eimco912-B型铲运机配2-4台10吨自卸卡车，谢者采用2台气隧式菌岩机，创造了平均双
海每月铜进300m的高速度，见图2--18。

乙-350m fs5o-1200
--1000-工-2z7.5n

——15000-L-235n

图 2-3-】7 深泽双卷断面图图 2-3-16 深泽开拓系统围
1-充填曾，2-供水管，3-压风警，4-750mm宽皮带，A-1号胶带输送机斜井;2—卡车解被道，3-2号

6一推记管6~排水曾，7～电镜胶带输送机斜井，4-下盘解被道，5一废石靠井;
6一矿石额并，7~沿脉斜坡道;8～排水孔;9一沉
淀泡，10一联络斜坡道;11-录站;12一破碎鲷室

器 2-3-18 平行双巷斜并漏进示意图

1-局解遇风机，2～学运机，8-风门，4-康石装载作业，5-10卡本，1

;一喷射混凝土设备;7一联络道

3.6 竖 井 开 拓

竖井是地下开采矿山使用最广泛的开拓方法。当矿体赋存在地而以下，矿体倾角>

45°，或倾角<15°而埋戴较深的矿体，一般多采用竖井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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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竖井开拓设计中应考虑的一些问■

3.6.1.1 竖井位置的选择
选择竖井位置时应综合考虑矿体产状、工程地质条件、地表破碎厂、选厂位置、工业

场地及外部运输等因素。

（1）主副井尽可能布置在矿体厚大部分的中央下盘，在考虑运输功最小的同时，必
须注意外部运输流向，减少反向运输量，使内外部运输功最小。

（2）主副井应尽量集中布置，注意不占或少占良田。井口标高应高出当地历史最高
洪水位1～3m以上。在中央式主副井之间布置破碎系统时，主副井间距应在50～100m之间。

（s）井筒应避免压矿，并布置在开采后地表移动区之外20m; 当有可能发生山洪 和
山坡液石及岩崩危验时，井口要远离上述危险区。

（4）井筒要避免穿过流砂层、含水层和断层破碎带，若避不开时，设计上 应 采 取

措施。
（5）竖井断面及提升能力的确定，应根据矿山远景储量及服务年限考虑采矿工艺和

设备的发展，应留有应变的富余能力，详见矿山机械卷及井巷工程卷。

3.6，1，2 箕斗和罐筹升的划分标准

当矿石年产量在30万吨以下，井深为300m左右时，金属矿山一般采用罐笼提升;
当矿石年产量超过50万吨，深度大于300m时，通常采用笑斗提升。

当矿石年产量在50～30万吨时，应进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采用何种提升方式。
当开拓深度较大、地质条件复杂和施工阻难时，为减少工程量，适当减少并筒数目将

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这时可考虑采用混合竖井方案。
3.6.1.3 辅助提升设施
根据矿山生产实践，年产60万吨的矿山可设一套辅助提升设施，年产量大于100万吨

的矿山应设两套辅助提升系统，年产量在60～100万吨的矿山设1～2套辅助提升系统。
3，6，】.4 做为安金出口用的盛升
这类竖井必须设有提升设施和梯子间。梯子构件和梯子间平台构件等，要有足够的强

度并要考虑防锈慎措施，确保井下一旦发生事故时，便于地表抢救人员和井下人员从梯子
间出入或撤离。具体要求详见《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第24条。

位于地震区的竖井安全出口，当井筒深度超过300m时，每隔200m左右应在井简附近

设一休息室（硐）并与梯子平台相通，当设计地震烈度为8～9度时，处于表土段的井筒
直至基岩内5m，必须用双层钢筋混凝土作并颡;靠近并口的各种预留硐口（压气管硐、

排水管硐、通风硐）应尽量错开布置，避免在同一水平截面或竖直面上将井壁削弱过多，

必要时井壁需进行局部加强。

3，8.1.5 课升开知
各国对深井划分不一。南非把1500m的矿井称深井;苏联划分三级∶300～1000m为

中深井，1000～1500m为深井，2500m以上为超深井。根据国外一些深井矿山经验，设计

中应考虑下列问题;
（1）当开采深度超过800m、年产矿石80万吨以上时，无论矿床的倾角 如何，一般

应优先考虑竖井开拓，但也有少数矿山开采深度在800m左右采用胶带 输送机斜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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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的。
（2）深井开拓竖井断面有增大的趋势。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竖井断面，是南非 Presi-

dent Steyn金矿4号竖井，其断面为10，21×10，97m2（椭圆形竖井），深2365.2m。该井
系箕斗、罐笼混合井。

（3）深井地温随深度而增加，必须采取降温措施，井
筒断面应考虑制冷管道的敷设和增加备用管道的位量。

3.6.2 竖井开拓布置方赛

通常按竖井与矿体的相对位置有如下几种开拓方式。

3.6.2.1 下盘竖升开拓
在矿脉下盘岩石移动带外设置竖井，再掘阶段石门通达

矿体（图2-3-19）。下盘整井开拓对井简保护条件较好，一
般不需要留保安矿柱。缺点∶石门长度随着开 采 深度 面增
长，尤其矿体倾角变小时，下部石门则更长，开拓量增加。图 2-3-19 下盘竖井开拓

下盘竖井开拓适用于理截地表下的急倾斜矿体的开拓。方式
若矿体倾角等于或小于下盘岩石移动角时，竖井应布置在地1-下盘竖并;2z-阶段石门，

3—沿脉平卷，γ∶，γ，-下虞岩 表表土层移动角之外;若矿体倾角大于下盘岩石移动角时，
石移动角，L一下盘竖并至岩石

则竖井应布置在下盘岩体移动范围之外。动界线的安全距离

实例 捐胶风凰山铜矿
矿山泡表地形起伏不平，矿床以Ⅰ、I、重、Ⅳ每矿体为主各矿体赋存于花岗岩与石灰 岩的接触带

内。各矿体自北西向北东略呈弧形，长约1800m，逢深已达-303m，矿体倾角60°～的0"，矿体为稳固的

含钢矽卡岩。
该矿山为六十年代初所设计，采用下盘整井开拓方案。主井为净 径95，5m 的混 合井，并 口标离

+132m。混合井内设有L0.5吨底卸式单箕斗（带配重）提升矿石、废石，用5号单罐笼提升人员材料及都

份度石。矿山设计规模为200/d。投产后声子增产的着要利用在3线附近的食竖井（开拓～80m、-A20

m阶段时的滑庙井）与地表贯通作为翻井。在南翼24线和北翼1<线附近设有通风井（P4.5m）。

阶段高度40～50m，在-40m阶段设有两个矿石溜井及一个废石渭井。-140m设有破碎站。在-10

m阶段设粉矿间收设施。
矿石经采场演井装入7m'底卸式矿车，用7吨架线式双机车将矿石运至主井附近师入矿石薯井，矿

石经并下破碎石经矿仓装入算斗，提升至地表卸入井上矿仓，再经胶带输送机运往逸厂

废石用宾斗提升至地表，卸入度石仓转汽车运至排弃畅。
通风采用由混合并和副井进风、雨北风井抽出的对角试通风系统。采矿方法为分层充填 法。尾砂用

砂泵从选厂扬至＋102m平码经2个钻孔放到+10m，再由水平巷道经采畅天井把尾砂放入采杨充填。

3.6.2.2 '上盘整井开拓
该开拓法是在上盘岩体移动范围之外布置竖井、从竖井再掘进石门通达矿体的开拓方

法。上盘坚井开拓法与下盘竖井开拓法相比有如下缺点

上部阶段石门较长，基建时间长，初期投资大，通常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考虑采用上

盘竖井开拓法;
（1）地表地形条件。矿体下盘是高山而上盘地形比较平坦，采用上盘 竖井井筒长

度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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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0 酸凤凰山锅矿下盘竖并开拓图
a一横剖面示意图，b一-40m阶段平面图

1、I、W、W-矿体辅号，1-混合井 2-矿石翻井;3-轰石瘤井，4-1号盲井，5-2号官
井。6—通风井，7—运输阶段，8一期阶段，9～-140m破碎粘;10一矿仓，11-胶带着送机哲道，

12一粉矿回收井，13一井塔，14一选厂，15一胶带糖送机，16一水仓

（2）地表及厂区内外部的运输联系及场区布置采用上盘开拓投资省、运输费用低，
（3）下盘地质条件复杂或地表有河流、湖泊或不能避开破碎带等。

4Rzg温

图 2-3-2】 上盘竖井开拓方式图

β一上盘考石移动角，L一上盘竖井至岩石移动界线的安余距离
3～上盘竖井;2一石门，3一沿脉平巷

卖例
湖南桃林努锌矿采用上盘主副竖井中央式开拓方案。矿山位于丘酸山区，矿体庸部下 盏为地势较高

的山地，由花岗岩组成。北部及西部为起伏不大的丘酸地带。矿床由东西两矿体组成，东西延长约 300

m，两矿体之间有600m长的倾斜无矿带隔离。东矿体位于新清河下部，矿体顶部离河床仅25～30m，西

 矿体位于起伏不大的丘酸地带。矿体沿倾斜方向慈长600m，矿体厚度平均为10m，最厚达 47m。矿体向

北倾斜，倾角35°～45°。矿体上盘为千枚岩、砂岩和板岩，/=3～5，不稳固，但不透水。矿石和下盘

岩石硅化强热，特别是矿体以离为大片花岗侵入体，f= 10～12，较稳固。

该矿床采用上盘竖井开拓方案。主井和副井布置在矿体上盘中央，两井相距45m。主井净直径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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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1m'的双箕斗提升矿石。刚共净直径5.5m，提升人员、设备、材料及虎石等。东回风井为60°斜共，
断面6.03m2、距矿体下盘约10m，西回风井在-40m以上为竖井（净径3m），-40m以下改为斜井。

选厂位子矿区西北6km的鱼潭。有准轨铁路相通。
阶段高度采用40如，划分＋40n，±0m、-40m、-80m、-120m、-160m，-20m窄~240m等

阶段。
矿石经采娣滴持装车后，在粉段运输密道中用电机车拉至主井井底车场，卸入渭井，经 膜载硐室装

入算斗。矿山阶段生产能力为300t/s，滴矿系统有下述二个系统;
第一溜矿系统——+40和土θm的矿石经漕井放入-20m载载站，载箕斗提升;

第二湖矿系统——±0血，-40m、-80m阶段的矿石，经很并放至～100m 装载站，装入笑斗提升

至地表。
矿石最升至地表矿仓，再装入准轨火车，由机车拉至选矿厂，废石财由懂笼提升至地 表 运往 排弃

场。矿山采用抽出式通风系登。并拓系统图见国2-3-22。/

受知mt

图 2-3-22 桃林铅锌矿上盘整井开拓系统图
1～主井，2一副井;3一东风井，4一西风井

变卖例2
加拿大KIENA金矿设计规模1500t/d，矿体位于潮水下面，并三面环谓，距制最近 约 93m，湖底有

细泥层厚2m，形成自然隔水层，图岩为灰岩，抗压强度50～100MPa，其节理裂隙发育，矿体倾角上

陡下嵌，平均 35°，矿体厚30～40m，长度100～z00m，虽避健状，矿石储量500万吨，含金品位

8.5g/。
矿山开拓方式。由于下盘及矿体上部为制水，故果用上盘竖井、★斜进、斜坡道联合开 拓方法。竖 ，

井深400m，装有双罐笼，下虔筛斗。矿山采用分层胶结充填采矿房，VCR法国果矿柱并事后进行充填。

靠近湖底的矿体其开采顺序由上盘往下盘回采，远离湖底的矿体，采用由下盘向上盘的回采顺岸。

3，6.2.3 锡真坚井开拓
采用这种开拓方案时，其井下各阶段卷道的搁进和井下运输线路只能是单向的，掘进

及运输线略较长，掘进速度受一定限制。通常适用于下列情况;

（1）上下盘岩体工程地质条件较坏，不利设置竖并，而侧属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2）上下盘地表工业厂地或井口布置上受地形限制，而矿体侧 翼有合 适的工业场

地时，
（3）选矿厂和尾矿设施等宜布置在矿体侧翼，地下矿石运输与地表矿石流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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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面
3050

2900

2700

图 2-3-23 KIENA金矿开拓系统示意图
1一竖井;2-安全出口，3-排风并;4-矿石潮井，6一度石着井∶6-解波道，7-通风井，8-陵

碎站，g一矿仓，10-爹斗矿仓，11一矿体

致时;
（4）矿体倾角较缓，竖井布置在上、下盘石门操进量大，或矿体走向长度短、漏进

量小、运输费较低时。

oxmxYrrxzrt

图 2-3-24 侧翼竖井开拓方式图

0一矿体走向地部岩石移动角;
L一-翼竖井至岩石移动界瓣的安全距离;

1一侧翼竖井）2一阶段平巷

密制1
辽宁缸通山铜矿是我国冶金矿山第一座采用多绳提升的中型矿山。矿体赋存在起伏的山 岭地带，由

大小七个矿体组成。其中I号矿体储量占总储量90??上，长330～450m，厚度10～20m最厚达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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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商东60°～75°，矿体上下盘均为黑云母片麻岩/=12～14，矿石为黄钢矿，矿石容重3.55t/m'。
由于地形条件及选厂位置的关系采取侧翼竖井布置。主井为圆形（φ，5m）混合井。井筒内设有2×

3，1m2翻转式笑斗及一个 320×1440mm单层罐笼（带平衡懦），井流深 816m，地表升塔设有二台甲
2.25×4绳提升机。井下设有破碎硐室，将破碎后的矿石用笑斗提升至地表并用胶带输送机送至常道站再

运往选厂。废石由罐笼提至地表倒入废石仓。
用盲副井提升人员、材料、设备，也兼作进风井，污风出栅风井排出，形成单翼对角式通风系统。

mrrrwP

图 2-3-25 红透山铜矿测翼竖井开拓系统图
a一矿体纵投影围，b-13m水平阶波平面图

1-主井。2一副井，8-东员井，4-西风井;6一破碎谓室;6一矿石塞井，7一炊药窜

实例2
武钢余华寺铁矿矿体赋产于石英闪长岩与大周岩、角岩的接触带中。矿体走向长的400m，上盘为覆

激较厚的砂页岩和角岩，Ⅵ线以东上盘为大理岩，下盘为石英闪长岩。矿体倾角较徒，-150m以上倾角

六于60'，-200m以下变为57°。0m以下为地下开采对象，最深开采至-400m。矿有输矿率达33，5??

-50m水平以下粉矿率达57.03??矿石轴定性差，矿体厚度一般为5～30m。设计拉测内的工业矿石储

量为1230万吨，矿石地质品位Fe43.17??含硫3.16??矿体上部用露天开采，开采后形成长约550m、

宽150m、深70m的露天填。矿山设计规模为年产矿石40万吨。矿山服务年限为35年。

矿床开拓采用侧翼主副井开拓方式。主井《罐笼井）提升矿石，使用 1.2m2固定式矿车，地面用窄

轨将矿石运至选矿厂，副井（罐笼井）提升废石、人员材料。主井采用罐笼提升的原因 在于粉矿较多，

不易设置量酒井系统，不易用氮斗提升，并防止矿石在运输中过于粉碎，以及防止绪塞满并或 跳润子等间

题发生。
注副井布量在Ⅶ绒附近，该处为石英闪长岩，风化程度较轻，工程地质较好，地 面较宽散，布置井

口较方便;且矿量集中在Ⅶ线以南，矿石反向运输量小。废石车从副并提升玉+90m标高，可直 接翻卸

到上盘排弃场。主则井相距65m。风井为斜井，倾角30°，斜长330，距工业厂区较远，设计上把它做

为矿山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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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高度为50m，开拓阶段为＋10m、-50m、-100m，直到-400m。-10m 为回风水平。
分期开拓，主潮并第一期掘进到-222m，-200m以上矿量有600万吨，服务年限为17年。第二期开

拓先下掘风井和阶段平巷，再反氯主、副井。最低水平为-400m。
井底车场型式，主副井井成车沥采用立式环行车届，-50m投产后副井废石提升量较 小，副 并车场

可改为屋头式车场。
基建工程量14550m（138537m2），其中开拓工程量7451m，计76457m'，井下放顶溶消59080m*。

提升设施;主井采用单罐笼带平衡锤提升，罐笼规格为 1250×23umm，用多绳提作机提 升双层帽
笼，每层提1.2m馏定矿车一辆，提升机电机功率380kW，期并用多绳提升机，提升单耀筑、腾升废石，
，每次攒0.7m"翻斗矿车 2 辆，提升机电机功率320kW。

通风，余华寺矿体分布集中，在北端下盘设置通风斜井，通风方式为对角式推出，主副 井进风斜井
回风。一期~20m以上总风量?1m2/s，

排水，矿山在 -200m设水泵站将水排出地表。

10

二】【M

200m -u_·.σ=w==-j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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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6 余华寺铁矿懈翼主则井开拓系统
-主片，2-副井，3-回风斜井《安全通道），4-回风并，5一设备F，8一设条井，7-回风井，

8一水莱房;y- 华刷，Q④Q①⑦一矿体

3.6.3 澜 合 井开 拓

3.B.3.} 适限条件及特点
混合井是指箕斗和罐笼两种提升容器同时布置在一个井阶中的竖井。

混合井开拓具有箕斗及罐笼提升的双重优点，它比主副井F折）稻量少、管理集中、

地表【业场地占地面积少，投资省等优点;在某些情况下混合井案甚至可与胶带输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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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井方案相媲美●。混合井在美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南非等国使用得比
较普遍。

我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期，有一些矿山设计采用了混合井开拓。由于下列原因，
使混合井应用受到限制∶

（1）过去在设计上对两套握升装置，未设置隔板进行间隔、翻转式箕斗运行中偶有
零尾矿石撒落时易击伤人员、设备;而且当一套设备检修时另一套设备也要停产，故对生
产有一定干扰。

（2）由于矿山劳动生产率低，人员、材料、废石等均从-个单罐笼提升，使得辅助
提升紧张，从而一些混合井矿山相继增加了副井。

（3）我国冶金安全规程规定了"禁止采用箕斗井或混合井作进风井"。如再播一条

进风井，还不如采用主副井开拓。

总观国内外混合井的生产经验，做为一种开拓方式不能简单地否定，在条件适合和来

取一定措施后设计中仍可考虑选用;
（I）对单绳或多绳底卸式箕斗的混合井，改善了翻转式箕斗卸矿时粉尘及撒矿

问题，
（2）是否能进风关键是控制进风风质，应控制粉尘含量在θ.5mg/m3以下。特别是

在箕 斗装矿硐室处应设有吸尘及排尘管道等除尘设施;

（3）混合井设计中螺笼与箕斗间应设隔板或隔墙将罐笼与算斗设计成两个独立的

隔间;
（4）随着矿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把废石改由簧斗来提升时，则可减轻罐笼提升的

负担。
3.6，3，2 混合井提升及进风方式

1。混合井据升方式;
（1）采用两套提升设施分别提升箕斗及罐笼，这种提升方式多适用于大中型矿山。

（2）采用一套提升设施，提升一套混合容器（多适用于中小型矿山）即用"箕斗-

罐笼串联"提升或是用"箕斗-憾笼互为配重的并联"提升方式。

2。混合井进风方式

有全断面进风、管道式进风、隔间式进风及不出不进风等四种。

3.6.5.3 混合并矿山开气实例

1。全断面进风方式的混合井

）锡矿山南矿
该矿从五十年代末期起一-直用混合井做进风井，进风含尘量一般为 b，1～0.4mg/m2，只有个别情况

达0，8mg/m2<该矿混合井每月测4～6次，当罐笼运输水泥、砂石等材料时入风粉尘粗过0.5mg/m）。

全矿粉尘合格率长期保持在80??右，最高达88??该矿被法∶

（上）在井下产生粉尘的地点如采场矿堆、电耗巷道、放矿口等进行喷雾泗水，使矿五湿度增大，

减少装卸矿时粉尘的产生。
（2）采取在竖井算斗装矿点处酒水，减少该处粉尘的产生。

（A）采取多井入风，除混合井入风外尚有两个小风并入风，混合后的风露含尘量铰低、锡矿山南

矿开拓系统图见图2- 3-27。

● 参见3，10矿山开拓方案恣好第』-1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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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幅矿山南矿开拓系统图
1-混合竖井，2一辅助竖并;3-1"回风井，4-s回风井，5-2*风并;8-第-阶段，7~第二阶
股，4-第三阶段，9一第五阶要;10-第七阶段;11-第九阶段，12一第十一阶段，13一第十三除

段，14-放水巷，165-斜井;16一中央通路;17-二磨口

2）尖林山铁矿
该矿为一年产200万吨的铁矿山。矿体走向长度685m，平均厚度30m，倾角10°，采用下盘混合井开

抵。竖井净径φ5，5m，配置有2×3，【m2翻转式箕斗及一单层单撇笼。近年来从地表建设了一条斜波道及
一小副井。通风采用两冀进风中间回风，那混合井、斜坡道、小副井进风，回风并排风，矿山总风量150
m/s，其中-半由混合井进入。混合井进风风质较好，含尘量在0，4～0.5mg/m'左右，显表2-3-10。

表 2-3-10混合 井进 风 舍 尘 量 表

混 合 井 进 风 粉尘浓度

1985年
6.制1.q0.60.20.50.20.x0.4o.so.60.80，z0.(mg/m*)- 50rs马头门
04.1..7o.80.80.3·.s9.so.2o.20.40.5+ zDmn马头门 (ng/m")

1984年
6.so.8o.7] o.d0.2 0.30.1 0.s0.40.2 0.4 0.5(tmg/m*)-50n马头门
0.s 2.]o,50,80.40.20.s0.2o,46.40.8 o.5本 20m马头门 《mg/m")

3）溴大利亚 Moant 18n 偶铅锌矿
该矿采用中央混合井开拓。计有生产服务井4条，充填井4条，通风井10条。铅锌矿石与铜矿石分

别用R，，Un。 两条坚井提升至跑表。
R，为净径φ=7，3m的混合共，井筒内设有2×24.4吨底卸式筑斗及一个双层大型单望〈每层乘9?

人）。如图2-3-29所示，该罐笼为一曲线型键笼，一般无轨车新均可直接开进驰出，宴 接由大罐送往

井下各阶段。
竖井内除设有大罐笼集中提升人员外．还配置有一双层小螺笼（每层∶人）。竖井深 1144mn，9斗

提升机采用φ4，75m的多绳提升机，提升能力8～100t/，提升速度15m/s，电机功率420kW，罐笼

掘升机功率5400×0.745kW，提升速度10，7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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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8 尖林山铁矿开拓温风系统图
1～混合井;2-副井;$-K*设备并（兼回风井），4一斜骏道;5-+p0m届风勘4一应风共，7一

设备并

密 2-3-29 R，;测合井断面图
1一A吨原卸式复斗，2-灰展罐笼<每屈1人）;8一双服小像笼〈每墨日人）;4一平衡智插，8-水管

（φ25mm》;4一冷却水管（φ260面m）;7一井口金属波按板，一轴助罐笼平衡输;9-E气管中
00mm1，10井口安全门

R。竖井为混凝土并鉴，铜罐聚、方型铜帽道，爆笼与并壁间隙为50～60mm。R，为一进风井。新
面见图2-3-29。

2。鲁道进风方式的混合井
国外一些矿山采用混合井内设置大直径风筒把新鲜空气从地表 迷入坑内。各阶段按需要进行分风，

采区污尸经矿体二霣的风井排出。这类进风方式的瓶合并在瑞典、芬兰、商非等圆矿山均有应用。
瑞典Renstr?m多金属矿

填扩床膈披触交代型矿床，由三个矿体组成，西部系主矿体分A、B雨 部分，A逃滨规则，B由不
规则的扁豆体所遐成，矿体建向南批，倾角85°~90°。

采用下盘掘合并汗拓，矿山产量17～20万t/a。第一期开拓到《00m水平面采上部矿体。坚井为矩形3，5
，"m3，主运输阶段闻距100m，在400m水平设有破碎站。目黄已开拓到800m水平，主运妆阶段高度增
至200m。

井筒内装有4魂底每式双算斗及一双层罐氮（可乘33人/次）。算斗提开机为一台如2m的双绳提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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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笼采用一台甲1，gm双绳提升机带平衡锤。矿山通风来用竖井内敷设甲0.7～1，0m的钢 风管将新鲜风压
入井下各阶段。在采场通风天井上口用局癜将风 送入采杨工作面，废风则从采特闻风天井排至上一阶
段，最后排出地表。矿山总遇风量为900～13000m2/h。

3，隔间通风方式的混合井

混合井中设有专用的进出风隔间，即在井筒内构筑混凝土隔增，从并底一直翻筑 至井口，把簧斗和
罐笼提升设施亮全隔成二个独立的隔同，或在并筒内把提升容器用混暴土隔墙与 拌风阈隔成入风区与排
风区。

南非Presidet Steyn金矿M4号混合竖井系混凝土支护，深度235.28m，内径为10.21～10.97m，
它是世界上最大直径的深矿井。竖井内设有进风间及排风间。钢筋混凝土腐塔 从井底一直修筑至地表。
井微内进风区为57.6m2，排风区面积为28.98m'。见图2-3-30。

排风区

入风区

图 2-8-39 南非Presldcnt Steyn金矿入1混合井断而图

1-家斗（10吨）;2—O笼（3层），3一涡肠混凝土墙，4-罐笼（4限）

4。不进风不出风的混合井
程潮铁矿矿α设计能力为年产矿石150万吨。采用下盘晶 合井开拓，竖井鸭，5m，并深445，7m，井

筒内装备有2×4m'转式冀斗及-个4000×1460mm双层罐笼，宾斗用一台KJ2×4×1.8单绳提升机，

电动机功率63okW，罐道为38kg/m钢轨制成的侧面雕道，设有苏式TTK绳索式安全卡。

混合井设计上采取不进风不出风。各水平的并底车肠，石门与混合井之间联络道处设育风门，把全

矿的主风流——两翼对角式避风主风流与温合井晶开。使测井、破碎 系统的风流与全矿风流藏为二个系

统以防风流互相申联。
为防止算斗装矿啊室粉尘进入井下各阶段，设计上采用管道收尘系统。即在井下-346m水平装矿啊

室（箕斗装矿处）上部载有二个牧尘罪与井筒内550mm的排尘风管相联，并在-295m水平设有净化涂

尘硐室，把-346m水平簧斗装矿点处产生的粉尘用一台 9-95-11M12型通风机，将污风从收尘管道吸入

净化室，经泡沫顾尘据净化后，再袒污风从抖瓮中的排风管道排至地表。

国内外混合并矿山实例见表2-3-11及表2-3-12。

3.7 无轨斜坡道开拓

3.7，1 无轨解坡道的应用条件及特点

地下开采使用无轨设备之后，其开拓方式应作相应的改变，它的主要变化是要开掘供

无轨设备上下灌行的斜坡道。斜坡道有两种，一是与地表相通的主要斜坡道，另一是连接

阶段间的辅助斜坡道。前者做为地下使用无轨设备出入地表的主要斜坡通道，后者是无轨



表 2-3-11

■ 内 矿山 使 照 混 合 夹 概 况 案 要斗慢丹 投角
费升，施力 V/d
井筒短较斗提开

提升机羽号

矿山名称

格
规

提升机型号

实际羹斗型式刘
i

物
(m)

5m单缝

【450×c0双展单墙
φ5m单据

翻转式2×4
554

5500

矿 石

6.5

.畅综杖子岭前矿

o5 单绳

5）×00双层单制
2，25×4绳

翻特式2×2.3

度 石

KJM2，25×4题

2，25×4蝈∶

删转式2x2，1
～3000
z000

 石
95.5

2.红透山铜矿

单增笼

底卸式单斗10.5
～3000

200

矿石及度石
φ5.5 「

5.反黑山铜矿

KJ2x3×1.5D
5"双展单墙

题转式2

KJ2××1,8D

3500

矿 石
φ8.0

4、河北铜矿

φ3 m

φ3m

题转式
2x2.15
3000

矿 石│
φ5.5

5.胡家峪铜矿

2*双展双唯

26m 250/120

KI;3×1,5D
需转式
2×1，非

1400

1000

砜.5

6.能矿山南矿

KJ2×5×2,3

KJ2×5×2.3
8双层单细

窗转式
2×d

~10万t/

15万ta

.5丨矿

7，程潮铁矿

翻典式
2×2,1

～5849

1oo

.2 矿 石

3，西林铅锌矿

380×Y45

底卸式

1×12,7

9.5 矿石、废右
5，狮于山铜矿

XKT?x3×1.5

<篑斗-罐笼互为配用>
2*单层双峰

2.5单簧斗
座细式

800

a06~100

2.6×3.6石、废石
1，通化铜矿水矿区

JKM4×4
400×476
JKM2，25×《绳

1 期16t底如
底卸式1

一期000+100废石
φ6 石、废石

1，大厂锢矿

2期24吨底官

二期900+10威石

2×*双趋双层

φ因m单绳

96m单绳

220万t/
矿 石
φ

12，弓长岭铁矿

单层单罐笼

φ2.5m单掘

φ4m单绳
2×3.1

0~00万vV/ 断轴
100万t/

l矿石、成石
φ5，5

13。尖林山恢矿

300×i6单蠕双层
《正在施工》

10r单实斗
座卸式

矿石、成石
φs

14，三山岛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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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30
图 2~3-3l 程潮铁矿开拓系统图

1-翼斗、罐笼混合井，2一主溜并13-溜行矿仓;4一检查天井，5-欲碎站原矿含，6-一破碎阐塞，
7一实斗矿仓，8-安全出口与通风道，9一除尘硐室，1-φ$50xm除尘管，I-算斗箍矿明室，12一

西测冲，13一通风t人风道r14一东删井，15一电动风门

矿山生产中几乎必不可少的通道。它既可用来转移铲运机无轨设备，同时也是凿岩、支

护，爆破、检修和加油等无轨车辆运行的通道∶有的还可做为矿岩运撮或深部操矿开拓之

用。可以说没有辅助斜坡道，就不能充分发挥无轨设备的机动性、灵活性，也就不能发挥

设备的效能。
设置主解坡道连通地表的必要性，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在有其它井简的矿山，设置主 .

斜坡道的目的，是为了无轨车辆出入地表进行大修，并兼做通风和辅助运输之用，在没有

其它井筒的矿山，则主斜坡道主要作运输矿岩，兼做无轨车辆出入，通风等用。

无轨斜坡道开拓的主要优点是
（1）无轨斜坡道开拓，受地形、地表工业场地和岩层条件影响较小，地表无提升设

施，地表附属构筑物极其简单，井口布置大为简化。

（?）在斜坡道内既可用卡车直接从采场将矿石运输到地表，也可以从地表将人员、

材料设备运送至采场各工作面，同时需要检修的无轨设备能够方便地从井下运行至地表。

（3）应用无轨斜被道开拓的矿山，在斜坡道施工期间，吵密坩的各类无轨设备，可

较方便地于生产期间使用。这-一点对自营矿山的工程，更为经济，

（4）在矿山建设期间，能较方便地使用斜坡道进一步控明矿体，以减少天规模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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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部 分 使 用 很 舍

井筒深度矿井提升能力 井贺及斯 面
提升物料矿 山 名 称

净断面 （m）井 (m)( t/d>

矿岩、人员330矩形 日x4，7m*?40瑞典 Strssa 铁矿

矿岩、人员490ioe"着典 GaspoM0eg铜矿
矿岩、人员d30～100',精典 Garpmberg 北矿

50万it，a瑞典 Kristinebsg 铜矿

<80600瑜典 Lang4al 铜矿
矿岩、人员《20矩形 9×4,95m*25万t/a珊典 Lsgs铜钟矿

矿岩石5094.6愚形20万t/a瑞典 Ndstidw 铜律矿
3,S×5矩形17万t/a地块 Rensisom 铜矿

360o4,64O万t/a 题形瑞典 SIshonjoAA 朝锌矿
94.632万t/a 温形瑞典 Udlen 铜铅锌矿

400φ5.465万t/a 国形舞威 TwrrFjalos 铜矿
40847万t/a芬兰 Krel 舞矿
7b0苏芬兰 Kolalas 铜棒矿 50万t/a

芬兰最深井筒
1ssφ7.3瓣形澳大利显 Mowt ico. 500万t/a

铜铅锌矿
-300φ5，6固形50万t/a日本松蜂铅锌矿

矿岩及人员5D067.0圆港2270美国 Jnx*ds 铈矿
矿岩及人员660φ6.2图形美国 Na四 XasrMf 采选厂
矿岩及人员3675.7■形420美国 Mag*onI 铅钟矿

矿岩及人员1<507.0铜形268美国 Mapms 铜矿
1683,12630加拿大 Cowiweow'。 金旷

1300加拿大 Camflo 金矿
矿岩及人员947,395,94×4,26m矩形42，8万t/a加拿大 Gian Yolo Kwfa 1324.66五格间地5 矩形85万t/a加拿大 Falconbrig 输矿

1349.357116×4.57m*】1矩形7090加拿大 T5omp.0 7304.71×1.2m*N2矩形8000加章大 Shsbandowsx 镇矿

，前的探矿时闻和费用，随着斜坡道掘进到一定深度并腾露矿体之后，其掘进可与阶段水平

的采矿准备工作同时进行，提早出矿，加速资金周转，增短矿山建设时间。

（5）开采深部矿体或边缘的零散矿体时，官斜坡道可与原有井卷进行联合开拓，使

上部主井不必延深，坑内破碎站不必迁移，并可延长原有运矿系统的服务年限。

（6）无轨斜坡道开拓，其自行无轨设备运输线路选择比较灵活，运距大，所警滴井

数量少，能减少矿石运输的中转环节，便于实现集中运输，降低运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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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 2-3-12井 提 丹 的 矿 山 征 况

设 备 格升
4

第 电机功率《kW）锥 提升机型号

单 罐 笼 ①4×2.?8m1×10.5吨单簧斗
③ 2，49×4绳

2× 6吨筑斗 单罐笼需配墓15人/次 2 台多绳提升机
单 罐笼1×8吨单斗底知 640Asca，6绳

φ5 m单绳2×9吨廉卸式 -边裳斗上挂细笼 ①
φ3n单绳

边算斗上挂配重
"复斗-螺笼串联"1×6吨底卸式臂平衡帽 罐笼位于箕斗上部18人/次 多晶提升机
斗-唯笼互为配重250×0,738单罐20 人/次5吨底卸式 单筒提升机
实斗上部挂罐笼.750×0.7g14吨底卸式 A8ta、8绳3.4×2x5m
钢风筒压入新风① 435×0.7362×《吨底卸式 ）φ2.2m×2愿3.5略双层3人/次

D φt，9m×2编
实斗上部挂罐笼14吨底卸式 A8ca 多绳人/次 双胆
第斗下都柱阔笼2×φ吨底卸 审 A实B 多端双

实斗下都独罐笼l100z×13.5吨底卸式 Asa 多绳双

2×5，5电底卸式 矩 As*a 多用
箕斗 【 笼

雾斗4×I8a9×1.738双层单罐笼每层来92人 φ4，75m 多维?×24，4吨底卸式鉴斗
罐笼2×270×0，736双程小型单雌笼每层秉8人
箕斗500 罐笼240单层耀笼，乘35人2x5网翻转式宴斗 双绳素蒸轮揽升机

280 mm
实斗一■笺互为配置1个输笼作平衡额用tx13咱路斗

单 ■笼之×5.7m2 双篱斗
① 909*0,78 需斗一单笼互为能量① 1×12吨，37人/1  z0吨 φ3m× 4蝎
③50×0,738② 小掏 5人/次

双层单塌55/展/次2×14 吨流斗
① 2430×0.73s 批斗-罐笼风层单望S人/层/次① 4绳 ×17 略资干（底卸式）

30×0，7368人小罐② 6人/股 小罐
奖斗下部挂耀宠j台下串罐笼 双筒 如3，D48×2，136m

500 ×9.73常斗提升机1台18g人/煜罩笼配平衡倾2X 4 吨管斗
 翼斗提升机2 个帽宠底卸式笑斗

双简
②.电笔提升机

双储
2×60g ×0,7382台4 鸟摩擦轮提升机1个螺先 4B人层2个簧斗

1个双层螺密96人/次2×15 咆底卸节实斗

缺点是;
（1）斜坡道开拓基建工程量大，与竖并相比在同样深度下，斜坡道开拓量比竖并开

拓掘进量多3～6倍。
（2）由于无轨自行设备的坡度一般在10??15??右，采用无轨斜坡道运矿的矿

山，其开拓深度将受一定的限制。深度超过200m则运输费用较高。

（3）由于无轨开拓施工生产机械化程度高，设备需要量大，设备价格较昂贵，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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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投资大。
（4）设备维修量大，备件维修技术要求较高，加之设备效率发挥不够，故生产成本

较高。

（5）使用柴油为动力的无轨设备，由于井下空气受到污染，需增加通风量，相应地
增加一些工程，其通风费用也相对增加。

3.7，2 无轨斜坡道开拓方式

斜坡道按与矿体位置关系，线路布置形式及其用途可划分为表2-3-13所示各类。

泰 2-3-13算 坡 量 分 我_acowr
目 地按按与矿体位置关系 按线略的布置

1。主解被道，运逃矿石、入员、1。下盘斜坡当 1，直线式解彼道
材料、设备2。螺旋式鲜坡道2。上盘斜坡道

2、辅助料坡菌，阶段间直换为回3。折返式解坡道3。端部斜坡道
采服务4。脉内斜坡道

斜坡道有通地表和不通地表二种方式，从性质上又可分为主斜坡道和副斜坡道。

3.7，2.1 斜坡道的线略形式
1。直线式斜坡道

线路呈直线，除倾角较缓和不敷设轨道外，与斜井相同。

优点∶
（1）无轨车辆运行速度快，词机能见距离大;

（2）工程量省，施工简单容易。

献点∶
（1）斜坡道布置不灵活;
（2）线路工程地质条件要求严格;
2，螺旋式斜坡道〈图2-3-324）图 2-3-32 斜坡道的形式

a-螺旋式rb一折返式 它的几何形式一般是圆柱螺旋线或圆锥螺旋线，

根据设计的具体需要可设计成规则螺旋或不规则螺旋线状。不规则螺旋线斜坡道的曲率半

秘和坡度在整个线路中是变化的。螺旋式斜坡道每隔一定距离应设置缓坡段，螺旋式斜坡

道的优点是;
（1）线路较短，工程量省∶通常在相同高度条件下，较折返式斜坡道省掘进量20～

25??
（2）与垂直井巷配合施工时，通风、出碴较方便，

（3）分段水平上的开口位置一般较集中;

（4）较其它形式的斜坡道布置灵活。

缺点是，
（;）掘进施工要求高，如∶。测量定向，外侧路面超高等，都增加了施工的困难，

（2）司机视距小，且经常在弯道上运行，行车安全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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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轨车辆内外侧轮胎多处在差速运行，致使轮胎的摩损增加，
（4）道路维护工作量大，路面维护要求高。
3。折返式斜坡道

如图2-3-32，b所示，它是 由直线与曲线段组成的。直线段变高程，曲线段变方向，
便于无轨设备转弯，其坡度变缓或近似水平。其优点为;

（1）施工较容易;
（2）司机能见距离大;
（3）行车速度较螺旋式斜坡道大;
（ 4）线路便于与矿体保持固定距离;
（5）线路便于维护。
缺点;
（1）较螺旋式斜坡道工程量大;

（2）掘进时需要有通风和出硫的垂直井巷相配合;
（3）斜坡道布置的灵活性较螺旋式斜坡道差。

3.7.2.2 斜坡道开拓设计一般注意事项;

·（1）斜坡道的位置和出口，通常取决于地面选厂"位置、工业场地的总体布置，矿体
上下盘岩层的工程地质条件，矿体开采后围岩移动范围以及矿体的倾角，走向长度等因素
来综合考虑，并须作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择优而定。

（2）主斜坡道（或辅助斜坡道）通过石门直接与采场（或盘区）的分段或分层卷道

联系时，因与采场回采有关，必须考虑回采工作的方便。

（3）根据矿体的走向长短和储量情况，还需设计一些采准辅助斜坡道时，要考虑与

主斜坡道联系方便，掘进工程量小。
（4）折返式主斜坡道沿矿体走向布置时，设计应将联通矿体的阶段石门位置，有意

识地分布在靠近矿体中央部位，以减少运距。

（5）用盲解坡道开拓深部或边缘零屋矿体时，其商斜玻道入口位置应尽量靠近坑内

破碎站卸矿溜井， 以缩短运距，减少矿石中转运输。

（6）直线或主斜坡道通常沿矿体走向在脉外布置，若矿体倾角变缓时，也可沿矿体

倾斜方向果取脉内布置。
（7）折返式斜坡道很少布置在矿体的侧翼，一般沿矿体走向布置。

（8）螺旋式主斜坡道的线路布置比较灵活，对通向矿体的阶段或分段石门，可把斜坡

道设计成与阶段或分段石门大致位于同一垂直面上。
（9）单线行车的斜坡道内，为保证行车安全，每隔150～200m设一错车道，并设有

信号闭塞装置。

3.7，3 无轨斜坡道断面的确定

无轨斜坡道断面确定的主要依据∶根据无轨设备外形尺寸，设备运行速度，斜坡道用

途，支护形式，风水管，电缆布置方式以及安全规程等有关规定来确定。通常可按经验法

及计算法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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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经验法

（1）无轨斜坡道的断面（宽度和高度）可根据设备尺寸及《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第
26条及第104条中的有关规定来确定。

（2）在使用铲运机的斜坡道，可以根据铲运机斗容与工作卷道最优配合统计数据
确定。

各类铲运机斗容与巷道断面规格参见表2-3-14。

我 2-3-14铲运机出矿念道断和规格

设 备高度 卷道高度港道宽度设备宽度铲斗容积

(m) (mn)(m)(m>《m*>

2.5-~2,82.B~3,51.14～1.801,N-1.880,78
2，8士8.5太1.52～1,581.95～1.81.50
z8士3，6士1,4~1,81.6～1.BB].66
2,8±3.5~3,81,80～1,801.83～2.202,30

2,8～5,23.8~4,21.52~2,12.13～2,53.08
2.8~3,23.8~4,21,66~2.2.18~2.803.80
3.2±4.2~4.51,89~2,252,4-2.865.6
3.2~3,55.0土1.01~2,293,05～8,28.50

3.7，3.2 计算法
按无轨设备运输的行车速度、设备外形尺寸及路

面宽度等条件进行计算，以求出巷道宽度。

1。苏联矿山所用的计算法
如图2-3-53所示，巷道宽度由三个部分组成，行

车部分路面宽度A，人行道宽 度a，行车部分路边缘

至卷道壁的最小距b，即∶
B=A + a+b

(2-3-1)
A=d+1.50＋120

图 2-3-33 无轨斜坡道断面图

式中 B——卷道全宽，mm;1-风水警;2-电锚;3一电灯;4一通风

1——设备通行宽度，mm，繁，5一运输机械外形尺寸;一拱顶小半
径，R一拱顶大半径;t-设备外亮与振挂 d—设备外型宽度，mm;物的突出都分的最小闭题（>50～600

a——人行道宽度，mm;mm），A—人行激高度（≥1800mm）

b～—边缘加宽，mm，

o—--轮脸断面宽度，mm）

 -——设备运行靠度，km/h。

苏联规定在有设备和人员通行的巷道中，要设置专门人行道，其宽度a为700~800mm;

并要求高出行车路面200mm，对行车密度大又经常有人员通行的运着道，必须设置人行

道，其宽度不小于800mm，并高出路面200～300mm。
在无专门的人行道时，道路要加宽1000～1200mm;对很少有人行走的分段卷道，可

不设专门的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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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部分路面边缘至巷道壁的最小距离b，一般为200～350mm，在行 车部分与卷道

壁间设有水沟时，B为500～600mm。
2。瑞典矿山无轨卷道宽度计算法

瑞典矿山无轨设备在斜坡道或平巷中运行时，单行道自由间 隙的一般规定●见图2-3-

34，2-3-35及表2-3-15;双行道见图2-3-36、2-3-37及表2-8-16所示。

按车体宽度与行车速度所计算的单行道宽度见表2-3-17，双车道宽度见表2-3-18。

(oo o0

图 2-3-35 单车道设人行道断面自由问隙图图 2-3-34 单车道无人行断面自由阅隙图

装 2-3-15率 道问 欧

设备 空 高经 常 行人不 行 人 临时 行 人行 率速度
A 《m》P (m)c/=cr〈m> P (m)(km/h)

0,30.30.10.0～6 0.30,<0,20.65~10
0,<0.50,30,81o～20 0.50.60.41.020～40 0.60,.70.51.240-60

⋯过过工定点5n';

露影
图 2-3-37 允许行人双车道图图 2-3-36 不行人双车道图

● 指自中瑞波立领公司技术台作资料（19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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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行 本 道 词 险 宽 度 表 泰 2-3-16

临 时行 人不 行 人 经 常 行 人行 车速【

C (m) P(m)P (m)(km/h)

0.30,10～5
0.2 0,41.25~10

0,50.31.6
0。41,820-40

0.70.52.140～50

单本擅（无轨解速道和阶段送输平卷）宽复衰 表 2-5-17

运行象度本宽
了习尝道宽（m）(km/ hl(m)

0-51.7
5~101.7

10-201.7

20 - 40 E1.
W0～601.7

飞km/h ）(m) ?456】_ 参道策
_又0~52.5

5~10.2.5
10~202.5
20～42,5
好～62,5

[m) (km/h) 道宽（m）

0-53.3
6~]03.3 -—
10-20。3.3
20- 403.3
(0～603.3

 允许行人不行人

3.7.4 解坡道的道路参数及路面

3.7.4.1 坡度
无轨斜坡道的坡度，主要取决于运输设备的类型，运输量的大小，使用时间长短和使

用场所。斜坡道坡度大，长度短，工程量小，可节省基建费，但由于坡度大，车速减小，运

输效率降低，运行时的设备功率、油耗、轮胎费用，设备维修、通风等费用却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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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软车道（斜坡道和阶段运输平卷）宽度表 表 2-3-18

运行速度车宽
9甚道宽（m1〔km/h 1(m)

0-51.7

5-101.7

1~201.7
20～转1.7

40～601.7

 La/h){m) 巷数宽（m

0~32，点

5-ID，支

10~20!.

2.5 20～4

4～的2.5

《Am/,Cm)

o~53.3
s-i03.3

1~203.$

20～403.3
ca40- 603.3 工X

四 岔口.□允许行人邮 不行入

表 2-3-18国外几个无轨矿山坡度派况赛

短时期作设备转移用的长时期作设备出是通道短时期运输矿岩长时期运输矿岩
最大坡度的 最 大 坡 度最大 坡度最大 坡度因 家 (%)《%)(%)(%)

3o15-t72010
17.6~211512～1510骚 
30152010兰

世界矿业发达国家的矿山由于设备价格及管理水平方面的差异，对无轨斜坡道坡度的规定

也不尽相同（表2-3-19）。
我国《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第104条规定∶"螺旋（或折返）道和斜坡道用于运输矿石

的，其坡度应不大于10??用于材料设备的，其坡度应不大于15??服务年限短的，在确

保安全的条件下，可适当加大"。
我国金属矿山已施工的一些无软斜坡道的坡度参数见表2-3-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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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2 跨罐事径

无轨运输巷道的弯道半径，与无轨设备类型及技术规格、道路条件、行车速度及路面
结构质量等有密切关系。

弯遵曲线半径计算●∶
2

(2-3-2)127 (u+

式中 R———弯道曲线半径;r;
μ——横向推力系数，为保证弯道上行车 车辆 的平稳、舒适，地表公路运输μ=

0，15，露天矿汽车运输，μ=0.2～0，22;地下矿山由于 坑内潮湿行车条件
差，μ≤0.15;

;——道路横向坡度，一般取2～6??（与行车速度、半径、路面潮湿状态等因素有关）;
-——计算行车速度，km/A;

根据国内外实践，大型无轨设备通行的斜坡道弯道半径>20m，大型无 轨设备通行的
中段间联络道或盘区斜坡道的弯曲半径不小于15m，采用中小型无轨设 备通行的斜坡道其

弯曲半径应大于10m。
对于大中型无轨设备通行的平巷，弯道半径不小于8～10m。

为提高行车的稳定性，确保行车安全，在斜坡道弯道处应采用单坡横断面加宽及超高
等措施。

3.7，4，3 曲线超高

地下无轨设备运输线路的设计，其平曲线半径较小，应设置菌线超高段，超高横向坡

度考虑计算行车速度，半径大小、路面潮湿状况等因素。一般曲线超高控制在2～6??围

内。行车速度大，弯道半径小，路面条件较潮湿则取大值，个别的国外矿山的螺旋或斜坡

道，横向坡度可达10～20??

3.7.4.4 曲线加宽

曲线段无轨卷道加宽位一般取0.4~0，7m（某些国外资料中推荐加宽值为1m），见表

2-3-20，并可按下式计算∶
(2-3-3)4B=(R。-R)-B;

当车速高时
2-3-4)4B'= dB＋ 0.3

式中 B-——弯道加宽值，mn;
R——-设备转弯外半径，m;
R;——设备转弯内半径，m;

B;-—--设备宽度，m。
弯道超高及加宽部分与行车线路之间应设超高缓和段，一般可取4～6m，或按下式

计算∶

(2-3-5)

● 摘自1984《有色金属》2期.P20。

● 见1984年《有色金掌》2翔P20。



第三章 矿床开拓 961

使用各资蝥无轨铲满机后，轮道知庭我 車 2-3-20
__--.w

设条转弯外半径 设备转弯内学径 设备宽度 拖遵加宣铲运机型号序号 (irin) <inin)
A__-.0

302o 650250CT6000 6f7a
15852850LF-4.1型 546480
2203210 730LK-1型 61403

45018002250450Toro100DH

式中 Ls——超高缓和切线长，m; 超高煨和次及缓 和曲线

i。--—超高横向坡度，2～6%;

i，——路面外缘超高级和长度的纵坡度和线路设计纵

坡度差，取2%j
Br——道路宽度，m。

3，7，4.5 斜被道竖曲统
当斜坡道较短而变坡点多行车速度较快时，由于离心力

作用，车辆在转坡点产生颠簸，但在凸形转坡点时，司机视
图 2-3-33 典较加宽距受到影响，故采用平滑竖曲线做为变坡点的连接曲线。

由于无轨自行设备在井下行车速度较地面低，且制动能力强，制动距离短，斜波道竖

曲线一般河参考筒易山区公路标准。竖曲线弧长≥20m。表2-3-21为车 速与竖曲线长

度表。

麦 2-3-21无轨卷道行率速度与竖金线弧长囊

20以下3C 20设计行车速度（km/h》 4060

152035竖曲线弧长（m） 50

3.7.4.6 路面糖构
1。路面一般要求

地下无轨巷道的路面结构的好坏，直接影响无轨车辆运行的速度和对车辆、设备的损
坏，因而各国有关无轨矿山及矿山研究单位，对无轨巷道的断面质量及维护都较重视，下

述研究成果和实际资料，供读者使用稍参考。
提克布拉格矿山研究所，对无轨车辆行驰的路面徽了专门的研究，对路面铺设提出了

如下要求;
（1）铺设路面尽可能采用冷铺方式，

（2）路面须有抗腐蚀水的涌出及各种不同的抗岩石膨胀的能力，
（3）路面须满足使用上的要求，对服务长的巷道和服务短的卷道应有所不同;

（4）路面铺设要力求简便、快速;
（5）铺路用机械不宜太复杂，须适合井下有限空间的条件;

（6）路面铺好后，1～2天就应允许车辆通行;

（7）路面损坏后，能用简便的方法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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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服务年限各种路面的适用条件
（2）钢筋混凝土预制板路面，适用于服务年限短的巷道，预制板可多次利用;
（2）冷沥青碎石路面，适用于服务年限短的和中等服务年限的巷道，
（3）冷沥青混凝土路面，对服务时间长短都适合，尤其适用于有腐蚀水涌出的

卷道;
（4）混凝土路面，只适用于掘进完了的巷道，使用时间长，为保证质量须一次进行

浇灌混凝土。
目前国外矿山常用的路面材料和路面结构形式，多取决于运输设备的载重量，车辆运

行速度和行车密度。

表 2-3-22行走密度，路善、赔值结构表

沥青水泥谐面展厚面基略小时行车密度新） <mm)类型

3块度10-20mm块度20~78mm102下
碎石，厚度00mm碎石，厚度200mm
块度10～20mm块度2~70mm19～机
碎右，厚度100rn碎石，厚度200mm

10块度10～20m块度20～70mm>80T
碎石，厚度100mm碎石，厚度200nm

苏联哈萨克道路研究分院，对哲兹卡次卡公司的矿山条件进行研究，在运输设备的重

量小于40t，行车速度为30～40km/h的条件下，推荐下列三种道路结构，见表2-3-22。

对于辅助巷道，在无轨设备载重为10～15t、车速为12～15km/h的条件下，一般用16

mm的碎石路面，其厚度为30～150mam。

苏联哈萨克道路研究分院还根据巷道的用途、行车密度和速度把巷道分为四类，并推

荐了每一类巷道的路面（见表2-3-23）。

泰 2-3-28无 轨 卷 道 路 面 结 陶 报 鄯表

酱运输
推荐的巷道路面巷题用途类别 港道名称 运行速度聚 行车密度载类 型 (km/n辆/h）<t)

沥青水泥直类率 20—4040-60汽 20—40开 朝
运输 沥青水泥【类15一201 20-t0 20-40汽 矿 车

沥青水泥】类15一2020～40 10-20气 身采场采准
碎石路面，装较点为混藏土8—155—1020-40自行矿车骑 载 和装运2
碎石路面，装就点为混凝土8-1.5装运设备 15-2030-30矿运

平整的底板8--12周期变化16—20凿岩台李采场
平整的底板8以下分段营绪 周期变化3 辅劝车辆买 准
碎右加水泥20-30周期变化10—20辅助车辆采场采准
骼 石15-20运输人员、轴肪
平整的底板8-15材料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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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地下矿山各种无轨道路筑路费、年维修费与铲运机等无轨设备运行速度参见表2-
3-24，国外一些矿山的路面结构见表2-3-25。

苏联 无 轨 矿山道踏参 数 表 2-3-24

铲运机乎均行驶速宦路 面 类 型 型.导费 （卢布/m） (kLm/a》

50.80.6普通路面（留降石>
0.6卵石路面 3,0

150.4卵石沥青路面 6.0
196,2沥青混凝土路面

表 2-8-25图外一些矿山的无轨卷道路面罐构

就素量 运行速度矿山规模 路 面 绪 构运输设备矿山 名 称图鹏 ") (im/h>《×10t/a)

块度10-70mm的碎石，并自卸汽车 <2020Ⅱxa3rasgA 公司苏联
浇灌纯沥青水泥，路基厚30ren
续度16如m 碎石，路盖厚自卸汽车Lajsvail 矿瑞典

160mm，无线为沥青路面厚20～4020～401250Malmberget矿
s0mm300gKiruna铁矿

碲石路面自卸汽车 8～27 8～10240Gaspe 矿加拿大
厚100～300am 混凝土铲 运机 8Creighton矿

100～300nm混凝土自卸汽车 8～1010～20路林矿区 5Q0法国

混凝土板用160 mm<377铲 运 机600杜湖尔富矿加拿大

在矿房的充填体上铺木板1.5-2铲运机 5～8墨西哥 Fresaillo矿*

我国对无轨矿山车辆的车速、运距和路面类型尚无具体规定，无轨矿山设计中的路面

类型应和行车速度同时考虑。为了维护和修理路面，尚需配备有相应的筑略、修路附助机

械和配套的运料车辆。国外矿山在卷道宽4～5m时，车辆速度可达30～40km/h，主运输

水平的行车速度一般在20km/h之内。

3.7.5 金 车 擅 及 水 沟

3，7.5.1 会 车 道 及其 断 画

在长距离解坡道施工时，每次爆破循环中卡车装载和临时卸载，铲运机和坑内卡车掉
头等，通常需要设会车道或掉头处。两个会车道之间的距离为150～200m，这些坑道一旦
在主斜坡道建成后将作为永久性会车道在生产中长期使用。

会车道长度一般为15m，巷道按正常斜坡道断面加宽1～2m，具体应视无轨设备外形

尺寸并参照表2-3-16中无轨设备在井下错车时的最小间隙确定。

3.7，5.2 解被懂水沟
为了保持道路的良好条件，斜坡道要设置排水沟进行排水。水沟一般采用开敞式的，

并要定期进行清理，以利水流畅通。水沟设计见井巷工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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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 实 例

我国矿山斜坡道实例见表2-3-26。国外部分斜坡道开拓矿山统计表见表2-3-27。

解教道口 N

__L-70z[Zs37Z

105R 15
登你，

L-16S曲19!

-210-225
-20

⋯23 >L一20

ZL育施∶2

图 z-3-39 三山岛金矿斜坡道开拓平面（可行性研究）

一80i

图 2-3-4 凡口怕锌矿斜接道（从地表到240m水平）布置示意图

1一副井;2一姜斗井，s一新副共，4-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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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芬兰Virtasalml氯矿

矿体走向长500m，厚度2～3m，急倾斜，矿岩石稳定，年产矿石300万吨。上部为露采，下 部为坑
采，主要开拓工程有一条斜坡道，三条装载和运输平巷，三条通风井。

1977年建成丁主斜坡道，长2300m，坡度14??断面为4×4.5m，大部分为混凝土路面。

该斜坡道是矿山运输矿石、遇向地表的唯一运输道。正在回采的阶段为＋260m，开拓阶段为+800

m，目前正对+150～250m阶段之间的一个富矿体，用空场法进行回果。
采出的矿石用自卸汽车浩斜坡遭运出。地下采矿作业每天为二班制，每周工作5 天，全矿职工共

57人。
主要设备有，溃岩台车2台;CAT-980前装机2台，K1420自卸汽车，4新，装药本一辆，辅助卡车

3 辆，人车1辆。开拓系统见图2-3-41。

ZZ 已系区
350
490

图 2-3-41 Virtasailml锅矿开拓系统图

1-斜披道。z-C矿体;3-B矿体;4-8采场;5-A采场6-A矿体，7-通风天井，8-D矿体;
 9一E矿体;10一排风天并，11一露天采场

3.7.86.2 扎伊尔Kamotfo铜帖矿
矿体哪度12m，倾角25°～90°，矿石含铜5??含钴0.5～1??下盘为白云石化角砾岩，上盘为页

岩。矿床上部用露天开采，1976年产矿石300万吨。采矿方法为崩落法，开采的矿石用无轨卡车从工作

面运至地表。该矿有一独特的开拓系统，从露天坑底部到下部水平的开拓、采濮均用解放道《雷2-8-

42）。用坑内卡车运送矿石、人员、材料、设备，既筒单又可靠，且使开拓费用大大降低。

图 2-3-42 Kamolo铜钴矿开拓系统

1-鲜控道人口，2-1'井;3-2*井，4-4"井;5-3"井;6-5°并;7一埃型矿体;8一Kamoto主

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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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的一个区段中，掘进二条平行斜坡道，坡度6°，断面6，4×5m，二条平行斜坡道相 距仅10m，

每隔一段距离将它们用梢崧联络道贯通。
3，7，6，3 美酬波息检膏概德对矿
矿石赋存于白云化灰岩中，星缓倾斜扁豆状，走向长1000m，矿体原18m。从选厂到矿体，距离1280

m，初期为整井开拓，矿石要经过三次转运才能送到透厂，尤其在冬季地表运输有困难，加之 后来选厂

生产能力扩大，决定在矿体内掘一条斜坡道，用汽车将矿石从工作面直接运至选厂，同时还可做为无轨

设备的出入口。斜坡道长520m，断面3.65×5.2m，坡度为6°，这种规格的断面只能单向行车，为此在
斜坡道设有灯光信号装置，斜坡道口离选厂约760m，每天用三辆自卸卡车运输矿石，此外男有二台卡车
食用。从工作面到选厂平均为1800m，其中有80m为6°上坡，每车运矿10t，每班可运行16题、

3.7，8.4 苏兰Vammala阑镍矿
1878年1月投产，规模30万t/a，矿体长50m，厚度5～30m，呈急倾斜。

上部用露天采，下都用斜坡道开拓。斜坡道长100m，坡度18，下部长800m，近予水平，为了探

矿还掘进了一条长500m的斜坡道，坡度18，此斜坡道作为直接通往豪特卡矿体采区的通道。

3.8 联 合 开拓

联合开拓是由矿床赋存条件、地形特征，勘探程度、深部开采、机械化程度等因素所

决定的，不少矿山因地制宜地进行某些开拓方法的联合应用。联合开拓法分类表 见2-

8-2.

3.8，1 平瞒与井德（竖井或斜井）的联合开拓

3，8.1，】 适周条养
用平峒开拓的矿山，如果在平硐水平以下尚有一部分矿体时，则需用竖井或斜井（包

括盲竖井或官斜井）进行下部矿床开拓。

3.8，1.2 设计一般注意事项
（1）矿山主要建构筑物如矿山辅助车间、空压机站、变电所、修理厂等应设在平硐

口附近或便于平硐开采的范围内。平硐以下的矿石，经竖并或斜井提升到平硐水平，并转

运至平碾口外的扩仓或选厂;
（2）平硐与井简联合开拓，其提升机硐室应尽量放在地表，如果受 地形条件的限

制，须在地下开挖硐室时，应尽量缩小硐室跨度，以减少开挖工程量;

（3）如果开采平硐以下的矿体，利用平硐出矿和排水时，应防止平碟的塌陷。通常

应把平南设置在下盘垂直矿体走向的岩体中或设在矿体回采移动范围之外的稳定岩体中。

6.8.1.3 乎雨与富骚井默合开拓实例
潮北新准铜矿属砂卡岩类型铜将多金属矿床，有520、420、326号三个矿体。520 号为设计的主矿′

体，呈不规则脉状、透镜状，大部分埋氟于她下，矿体走向长800m，平均厚度10m，延 深800m，倾角

80°～80"，，其它矿体位于520号矿体的下盘。走向、倾角、延深与520号矿体相似，但厚度较薄，纳3m

左右。
主矿体上盘为大理岩化厚层石灰岩，稳固性好;下盘为白云质石灰岩，致密、坚硬，节理 发育，中

等稳定。矿山规模500t/d，实际达647t/d。
矿宋开拓，矿区位于山岳地区，山坡较陡，海拔在783，9m～130m之间，采用平硐盲竖井开拓。主

平踊为370m水平，其上蒂各阶段的矿石用汽井放到370m水平，人员材料的升降采用度外提升，卷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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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径为2m，井筒内装设有3号双懂笼。370m主平啊采用电机车运输，单轨巷道断面为5，2m2、坡度为
0.4～0，6??260m以下采用富井开拓，见图2-3-43。

230=
200

201=

图 2-3-43 新冶铜矿开拓系统图
1-370平明，2-260平雨;3一盲竖并，4-辅助竖井，5一矿温共，6-斜温井，?~520号矿体;8-

420号矿体

3，8，1.4 平硐与哪斜井联含开拓实例
牟定铜矿清水河区矿床为一内陆沉积含懦砂岩硫化矿床，其产状、特征、品位等如表2-3-28所示。

矿山采用平硐明解并开拓。采矿方法为全面法及分段崩落法。设计规模8.25万t/A。通风方式采用单

翼抽出式通风系统，开拓通风系统见图2-3-44。

表 2-3-28率定铜矿清水消矿区矿体待征狭

含铜品位广体倾角厚 度 屋氧化率 岩走向长矿体 矿体产状 (?(m)《m)编号

上下盘为中粒长石石獒1.56<30*6BO似展状透镜体 28,42I.
砂岩腹定1,10<30595 2.354,47似层状透镜体I

1,11<306.9142.6b-70以层状透换体了，

.8.1.5 平硐与盲鼻井联合开拓实例
龙烟庞家堡矿区矿体走向长12，5km，设计范围9，6km。根据矿摔的构造情况，自然 划分为5个采

区。出于矿体延深较大，以1080m平硐为界，分为上部及下部开拓系统。目前上部采完，下部系统为平

硐、官斜井联合开拓（见图2-3-45）。全矿用 1080 及850m水平平朝贯穿各采区。1080m平硐主要缴为

人员、材料，设备和废石的出入口;850m平硐主要徽矿石运输至选矿厂的运输通道。两平朝之间设有1°

育解井与之贯通。该斜井作为副斜井用于提升人员、材料设备及将废石提升到1080m水平，然后 再运到

择弃场。1"盲斜井长446m，倾角30°，上部断面为8，2m2，下部为5.8m2，混凝土支护。上部开拒用西部

二个斜并延深到850m平硐作入风井，两卉相距300m，各阶段采用7～10吨电机车牵引2～4m'矿车运物

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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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44 牟定钢矿清水河矿区开拓系统图
1-1820东平酮，2-1820西平酮;3一斜井（箕斗）;4一水泵站，5-1775运输巷道，6-1820运输卷
道，7-184b运输平巷，8-185回风平硐，9一炸药库;10一风耕;l1—回风上山;12-主扇风机房

图 2-3-45 庞家股矿区开拓通风系统示意图
1-八五O平葡;2-一O八O平谓，3-一区西部回风井，4-西二斜井，5--区人风共;8--宫
斜井，7一面一斜井;8一东部回风井;g-西部回风井，10-二窗斜井，11-东部入风井12-东留
闻风井，13-三采区人风井;14~新一斜并，15-三盲解井;16一三区固风并∶17一四采区人风井;
18-东一解开;10一四窗斜并，20~回采区回风并，21-五区入风井，2-东三斜井;23-大斜井

24-回风井，28一言鲜井，20一平确;27-回风井，28—二区翻井

3，8.2 明井与盲井联合开拓

3，8.2.1 明竖井与富竖井联合开拓
1。适用条件

主要适用于矿体走向长、厚度大、延伸较深的急倾斜矿体。由于深都开采第一期竖井
延伸困难，或因石门过长而另凿一盲井与原有竖井接力转载联运。

2。设计时注意事项
明竖并与育竖井联合开拓，虽然可保证原有竖井在不停产的条件下进行施工，并可缩

短石门长度，但仍存在下列缺点，设计时应做全面比较∶

（1）每一井筒蓄要装备一套提升设施，盲井提升设备须安装在井下，硐室工程量较

大，造价高;
（2）需要增加阶段矿石转载运输系统及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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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员、设备及材料运输提升时间较长，转载提升不方便，
（4）每套提升设施都要配备一套服务人员，故人员较多。
3。实例

建德辑矿矿沫属中低温热液交代型衡除浸荣含铜多金属矿。矿体曼似层状澄黄体产出。矿体走向长
800m，平均矿体厚度为11，7m，倾角10°～78"，坦深至-150m。矿石品位，懈1，42??铅1.01??硫
28.38??弊3.2??矿石体重8.bt/m'。矿体顶板围岩为白云岩，大理岩或白云质灰脊，矿岩稳固，底
板为石英砂岩与粉砂粉、砂质页岩。矿体上覆岩层全为可溶性岩层，多溶漏。

矿床开拓，采用下盘明畅井与官坚井联合开拓。采矿方法为浅孔和中深孔留矿法。
矿山规模设计为36，5万t/a，实际5～6万t/a。采矿损失率21，87??贫化率21.2??采用单满对角抽

出式通风，通风井位于矿体北舞下盘。矿井总遇风量30m2/s。
 3.8.2.2 剔开（竖井）与斜抖联合开拓
该开拓方式，一般上部用通地表的竖井，而深部用育斜井。其适用条件∶

（1）主要井筒开菌在下盘，矿床开采深度很大，且深部矿体变缓。
（2）主要井氮开量在上盘，而矿床的倾向方向在深部改变为反向倾斜。

（3）矿床上解用侧属井简开拓，矿床深部侧翼倾斜变锻，开采深度较大。
（4）竖并井筒部位的深部工程地质条件较坏，而靠近矿体的上、下盘工程地质条件

 较好。适合上述条件时，均可采用剪竖井盲斜井联合开拓法。其目的是尽量减少石门工程
量及寻找良好的并卷工程部位，以便降低井穆造价及维护费。

实例
车江懈矿矿床赋存于第三系沉积岩系中，矿体产状一般较稳定，走向北30°～35°寒，倾角8°～20°，

矿化带长达7500m，宽300～350m，最宽达60m。品位一般含铜1一1，5??最高4??冒者上参为浅灰

色铟砂岩，下盘为红色粗氧粒砂岩。
I～直号矿体划肉一个采区开采，-5m以上为竖井开拓，-5m以下为食斜井开拓，由上两下后退

式开采（图2-3-46）。

-36n

-码m

-8w

图 2-3-46 本江帽矿开拓系统示意图
1-竖井，2~平巷，B-2*官斜井;4-2*风井，6-3"进风井，6-3*官鲜井，7-4°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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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方法为房柱法，以不规则的自然矿柱和人工矿柱及金属锚杆支护护顶，全尾砂酮后充填。年 产
矿石8万吨，采矿贫化率20??损失率5??矿山通风采用对角式，矿体南北两端汝涵风井，在1，Ⅱ两
矿体间无矿带处设进风井。

3，8，2.3 明织并盲竖井联合开矩
该法是从地表用明斜井开拓，深都矿体用盲竖井开拓的联合开拓法。
适用条件;这种开拓法只在特殊条件下采用，矿床深部矿体变陡易于用竖井开拓而不

易继续延伸通至地表的斜井，深部发现盲矿体而且倾角又陡，采用盲竖井 开 拓 经 济效益
好;延深斜并可能遇到不良工程地质构造;斜井断面大，所受地应力作用较大。上述条件
都可采用盲竖井进行深部矿床开拓。

3，8，2.4 明斜井面蝌井联合开拓
适用于倾角不大，原为斜并开拓面矿体倾向延伸较长的矿体。直接延伸通至地表的斜

井往往在技术上遇到困难。例如，遇有溶洞区富含水层，或工程地质条件极为不良，或延
伸斜井将影响上部斜井生产，或延伸斜井长度太大，单绳提升矿车有困难;或由于矿床勘

探不足，深部又发现新的缓倾斜矿体。以上都可采用盲斜井进行深部开拓。
实例
云南牟定郁家河矿属湖相沉积矿床。矿体走向长3000余米，平均厚度为5.78m，倾角6°～t"，埋深

300～400m（垂深），含铜品位0.31～18.26??
矿山开拓∶采用明斜井与目斜井联合开拓。矿山设计能力为年产矿石24，75万t，采矿方法为分段空

杨法、房柱法、全面法删后一次进行尾砂充填，采用侧翼对角式通风。

6.8.3 斜坡道与平隔、竖井、斜井联合开拓

3.8.3，1 科液道与平雨联合开无实例
加拿大Madeleitne铜矿，位于山岳她区，主矿体露头在1128m，比附近选厂高300m。采用平硼开拓

<见图2-3-47）。矿山生产能力68万t/Aa，平硐设在884m水平，另一平雨设在1049m水平。波弈站设在

829m水平，它与选厂间有运输矿石的主平雨相联。运矿系采用胶带输送机，长900m。采矿方法为深孔

空场法，采用无轨没备装矿。884～1049m之间有20?度的辅助斜坡道。主平硐以下的矿石用无轨设备

往下橱进，并进行探矿。主平硐以上的矿石经溜炸转运到破碎站，经主平硐胶带输送机运出地表。

884m平硐口设一台直径为2.1m的潮风机，压入新风，总风量为3500m2/min。全矿共200人。

L104 -

123
82

1.820

图 2-3-47 Madeleine铜矿开拓系统图

1-1049m平需;2一孵坡道，3-矿石溜并，4破碎醇编;5-人风并，6-采场，7一肩风机，8-

人行天井; 9—废石溜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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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2 斜坡道与竖并联合开拓

1，适用条件

（1）适用埋藏较深的大中小型矿山;
（2）竖井用提升矿石，斜坡道用于辅助作业;
（3）大中型矿山井下无轨设备较多，为了设备出入地表和井下，以提高作业机械效

率和运输人员，材料等，斜坡道可直通地表;

（4）对于某些深井矿山，其竖并井筒直径较大，提升能力有富余时，斜坡道可不必
通地表，只在阶段运输巷道之间掘进一条起联络作用的斜坡道∶

（5）当下部矿体变小变缓，储量又不大，或为了开采边缘零星矿体，且延伸坚并在
经济上不合理时，一些矿山采取上部为竖井下部为斜坡道的开拓方式。

这种联合开拓方式是目前国外矿山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见表2-3~29。

2。实例
加拿大Creighton镧健矿，是一座日产矿石14500吨的矿山。该矿从地表至30 阶段，抛进了一条总长

3048m的螺旋形斜坡道，垂深570m，斜坡道断面为4.8×2，9m2，坡度10°，无支护，底板敷设有 102mm

厚的混凝土路面。

在每一个阶段从懈旋斜披道的倾解段掘进平行于放矿水平的阶段卷道，每隔9，14m 从这些巷道掘进

通向采场放矿酯井的联络道。只放矿湘并底部用铲运机将矿石运到主滴井，运距约150m。铲运机型号为
ST-4型，效率每台时150吨，在z8和30阶段之间设有矿仓及破碎站，破碎后的矿石用胶带输 送机运 至井

底箕斗装载矿仓，用算斗提升至地表选厂（图2-3-48）。
为了改善无轨设备巷道的通风，在岩石中掘进了苦于专门的通风天并，其直径分别为1，2、1.5、

1.8m，长61～91m。由于改进了开拓采准系统，矿石产量可大幅度提高。

5中段

8中段

图 2-3-48 Creighton朝慷矿开拓系统
1-一螺旋道，2-螺放道进出口，2-遇风井，4-箕斗井;5一主矿离并，6一供无轨设备转移的阶段糖

道，7—井下车库及修理阐室，8一破碎转运设施，9一运轴矿石的胶带输送机，10-计量室

3.8.3.3 斜被道与斜井联合开拓实例
芬兰Vuonus铜矿是年产矿石55万吨的矿山。矿体呈板状、赋存于石英岩中，缓倾斜，走向长3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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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都 分 矿 山 果 周 景 井

体 产规 模  状

能 号国 矿 山 名 称 厚』长 宽 度度 <'t/a (m)(m)

a5 7否21 3

1450ot/dCeighton 钢懈矿加拿大1
70～BO180Kts Creek 铜矿 6001400t/d加拿大2

Comincos Con 鱼背 22万加拿大

急倾解Bruaswick 船锌矿 146，2万血拿大

65～8027～2004750Kiruna 铁矿 100,000t/d瑞 典
132000Slekenjokk 解锌矿 40万霜 真

3o～702510065001250万Malmberget 铁矿墨 典
5512790140万Tuofluvara 铁矿璀 奥8

17，5万Garpenberg 铜矿瑞 典

8010~35637032万Udsen 铜矿角 典
40～509～160900巴恢络特-克洛善教矿国11

小于10300～40040p060万Keretti 铜矿兰12

35～903550o20oD88万Vinhntl 铜锌矿禁13
60～7036～85650Pyhasalmi 铜锌矿 90万5 兰14

15400一600Tuerrfjet 矿 65万 罩15
308001002B5万Suitjeina 铜矿 威]s

6510o300080～1000万Mount Iea 钢督锌矿澳大利亚

8060370170万Mount Lyell 金矿澳大利亚16
20～4036～4o250万离方铁矿苏 联19
15-2875U08720230万Tara 俯锌矿爱尔兰20
急倾斜11~3742560万Tynaha铅律矿爱尔兰21
30～90815006000400万Ba1ub 铜钴矿赞比亚22
75~909.71300300万Preiska 铜矿南 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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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解 被 道 联 合 开 范 贵 我 2-3-29
湛坡务 开果深度

主干线运输整并敷目及提升方式 断
(%)（的×m） (m)

10 12 1311 149

690o轨道雾斗井1个，增笼#1个 螺旋104.8×2,6

美斗鲷笼混合井1条 轨道 930折返5.1×3 17

螺旋3.1×3,1策斗提开 12~17

置斗井2条 螺旋20

505轨道螺旋箕斗井8条，阐笼井4条 10

330无孰折返14.3篌斗井1廉

折返 无轨1010x器冀斗井3条

155×4.3簧斗提升

折返 4go无轨1475×46簧斗雌笼混合井1条

螺院 无轨]·84,5×4算斗提升

450然旋 无轨a,5"~12.5*5×3.7装斗井1条，风井1条

直竣112202nt警斗罐笼混合井1条

60螺统147.5~115筑洋井!条，废石井z条

～600无轨螺旋8"4.5×3,7第斗井1条，罐笼井1条

无软直线1r106×6篮斗井1条，风井1条

折返117箕斗并

轨道 2D0缩旋卷·3。6x3要斗井1条，混合先1条

副共4条，风井10条

无轨1074.3×4,3真斗提升

螺统10"4,8×3,5馆斗开

a o折返20°5,6×3.7筑斗共1条

2r0无轨折返14.34.5×2,8氯斗#1泵

8·4.2×4,2雾斗共1条
900轨道9.5°其斗螺笼流含井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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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厚度6m，埋藏深50～150m，矿石储量 600万吨，平均含铜2～2.5??锌1～1.5??铁22??碱
15??还有一些钴和镍含量0，2??矿岩坚硬。

矿山采用胶带输送机斜井和辅助斜坡道联合开拓。胶带输送机斜井长2500m，坡度 15。"30，其内安
装宽1，2m、长1047m的胶带输送机一台，带速2m/s，运输能力500t/h。

斜坡道长2500m，断面5×4，1m2，坡度12*30，从地表到220m水平阶段之间的斜坡道底板铺设了

150mm厚混凝土路面，在入口处设有暖风设施，以防冬季结冰。

160m与220m之间阶段的主平卷布置在下盘图特内，断面4.5×3，7m2，主平卷的路面为 混凝土或砾

石路面。
矿石用15吨自卸卡车从采场运往漕矿井，放到280m水平破碎站，再经500m长的胶带输送机运往碎

矿仓，最后由胶带输送机斜井运到地表。
矿山沿矿体走向布置5个通风并，总风量为60000m2/h，冬季新鲜空气用油炉和空压机的冷却循环

水加热到1°C 送往井下。

二矿体平国图
应m 采空区充填

以商面图

图 2-3-49 Vuonus矿开拓系统

1一胶带输送机斜并〈长 2500m）;2一厂，3一黑天矿，4一陵碎站，5-1*天井，

6—2"天 并，7-3*天并

3.9 矿床开拓方案选择

矿床开拓方案的选择是矿山总体设计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与矿 山总体 布别．谈

升、运输、通风、排水、供电等一系列问题有密切关系。选择的矿床开拓方案，必滋符仓

国家颁布的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针政策，其基本要求如下，

（1）确保安全生产、创造良好的劳动卫生条件，建立完善的通风、提升，运输、搂

水、充填等矿山服务系统;
（2）技术可靠，满足矿山生产能力的要求，以保证矿山企业的均衡生产并能厥泛到

矿山发展远景;
（3）基建工程少，投资省，经济效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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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留和少留保安矿柱，以减少矿石损失;
（5）地表总平面布置应不占或少占农田;

矿山开拓方案选择涉及面较广，一方面它与矿山地表总平面布置、矿井提升、运输、
排水等系统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进行开拓方案选择时，还应考虑∶矿山地质勘探程度，
矿山近期及远景发展;矿石近期及长期的供需要求、矿石流向;矿山基建 投 资及返本期
限;矿区内外部运输线路的修筑;选厂、排弃场、尾矿堆场的位置，以及当前的矿山技术
政策等对开拓方案选择都起一定的影响。当所采用的开拓方案不能简单地判断出优劣时，
则必须进行综合性的技术经济评价择优而定。

进行开拓方案比较时，通常采用初选及详细技术经济论证二个步骤。
在方案初选阶段，应对矿床地质资料进行详细的研究，并需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根

据矿床赋存特点、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矿床勘探程度、矿石储量 等，结合地 表 地 形条
件、场区内外部运输系统，工业场区布置等关系，拟出几个在技术上可行的开拓方案，进

行一般性分析，删除一些在技术上存有明显缺陷的方案，并将余下的2～3个方案进行详细

的技术经济评价，以便选出最优方案。

3.9.1 影响开拓方案井卷类型选择的主要因素

（1）地表地形是确定井巷开拓的重要条件。矿床赋存在山岳地带，且遵藏在地表以

上时，则宜采用平硐开拓; 若部分埋藏在地面以上，部份 埋藏 在 地面 以下时，宜采用平

硐、斜坡道、斜井或竖井联合开拓。
（2）一般情况下，矿床倾角为15°～75°则可采用斜井或竖井开拓，倾角在20°～50°

的矿床大多采用斜井开拓;倾角在15°以下，而倾斜较长时可采胶带输送机，矿车组斜并
或斜坡道开拓;倾角0°～15°或 75°～90°时，采用竖井或侧翼胶带输送机斜井开拓。上述
矿床的倾角范围，仅供一般性选择开拓方式的参考。

（3）矿体倾角、厚度、埋藏深度等决定矿山开采深度和岩石移动范围，进而影响地
表慧筑物的布置范围及主要开拓巷道的位置，矿区构造应力场方向、大小，直接影响主要
开拓井巷的布置和阶段划分。

（4）矿山开采深度对选择开拓井巷类型真有一定影响。如选用斜坡道与竖井或斜井

相比，斜坡道开拓（指卡车运矿）一般深度不超过200～300m，超过此限界斜坡道开拓就

不一定优越（见3。7.6节中实例）。
（5）矿床规模，通常是决定矿山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而生产能力又决定着开拓井

巷类型及提升设备的选型。大型矿山多采用箕斗竖井、混合竖井或胶带输送机斜井运送矿

石，中小型矿山则通常采用罐笼竖井、混合竖井或矿车组斜井或胶带输送机斜井或采用卡

车斜坡道运送矿石。
（6）岩体的物理力学性质是决定井巷类型、掘进方法和井卷支护方法的重要因素。

当岩体稳定时，采用竖井、斜井、斜坡道等均可;当岩体不稳定时，竖并掘进及维护

较斜井、斜坡道筒单;主要开拓井巷应避开含水层、断层带等不良的地质条件。

（7）矿山地表工业杨地总平面布置与开拓方案有密切关系，通常是地表总图布置与

.主要井巷位置统筹考虑，以求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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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2 主要开拓井参位置的确定

主要开拓井巷是矿山生产的咽喉，是联系井下与地面运输的枢纽，而井口附近又是各
种生产服务设施的工业场地，故主要开拓井巷位置的选择是否合适，对矿山生产都有长远
的影响。主要开拓井卷位置除如前述要考虑矿床地质、工程地质及岩移范围的因素外，还
可按最小运输功来确定。

主要开拓井卷位置的确定，指沿矿体走向位置和垂直矿体走向位置的确定。在地形条
件允许情况下主要从地下运输费用来考虑。地下运输费用的大小决定于运输功的大小。运

输功是货载（矿石）重量与运输距离的乘积，用tkm来表示。最有利的井筒位量是适合

于最小运输费用或最小运输功之点。然而矿山地表地形条件比较复杂，以及选厂、烧结厂

等加工厂厂址等，对主要开拓井巷位置的选择关系极大，其影响往往超过井下矿石最小运

输功的影响，故在某些设计中有时最小运输功只起参考作用。但，当矿床面积较大、地表
地形条件比较简单或比较平坦时，按最小运输功来确定主要开拓并卷的位置则具有较大的

实际意义。
最小运输功计算方法，读者可参阅《金属矿床开采》等国内外教材。此处省略。

3.9.3 矿山 分 期 开拓

分期开拓是减少矿山初期投资、降低矿石生产成本和加快建设速度的有效措施。

分期开拓可分为沿矿体走向分期和沿倾斜分期两种方式。分期开拓深度及范围，必须

经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3，9.3，1 影响分期开拓深度或分区范围的技术因素

（1）地质勘探程度，

（2）水文地质条件;

（ 3）矿体赋存条件及地质构造;

（4）矿石种类及质量;
（ 5）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6）矿山建设规模、基建工程量与建设速度、投产时间;

（7）前期开拓的井巷工程和有关设施在后期利用的程度，

（8）矿床开采强度;
（9）矿山通风和排水运输系统的合理性。

3.9，3，2 影响分期开拓深度或分区览围的经济因素

（1）分期开拓基建投资和基建贷款利率，

（2）矿石生产成本;

（ 3）加快建设速度带来的经济效益。

3.9.3.8 分期开黏实例

1。沿矿体走向的分期开拓
湘焊锰矿是一个浅海相沉积的碳酸锰矿床，矿体走向长8600m，分四期建设。一期分三个分区〈即

旗家冲、石塘端、曾家塘）开拓，二期采用大区深并开拓;三期划分为Ⅰ、I、Ⅱ三个分区，固期尚未

建设。各分期区沿矿体走向长控制在2000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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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期的基本情况如表2-3-30，

着薄锰矿沿走向分爆开拓工表来 表 2-3-30
分区长度 主要井筒规格设计规澳 基建工 建设

注程 量开拓方式 周期分期 分区名称 长 度 倾危净断面
（年>(on)(t/a> (m) (m》 ;《m*)

主斜井 2?70斜 井1200 22氟家冲 H1,3
182,6

1958年建设。平 研平痛、塞并 890普放糖 6～13 242万 1958年投产，369
19074年知坑

期 主斜井斜 井 3550石塘地 5~7 201100
118

1958年开始建二 主斜井红旗井
篱斗斜井 z050 设，观处于开采衰25万 2000 8326.6（东翼） 442

道阶段期

1975年建设主井黄蜂专 112000斜 井 252402100 610万三期 日，6
利用红旗井、I、Ⅱ采区

规处1800四期 石冲井

从表中可知，一、三期采用分区分期开拓;二期采用大区深井 开拓。二期建设速度 慢、投产时间

长，能耗大（总装机容量为三期的1.6倍）。三期提升、通风、排水工程及车杨系统比二期工程量小1/2～

1/3。因此分区、分期开拓比大区深井一次开拓能更厚地发挥投资效果。

2，沿矿体领斜方向分期开拓

沿矿体倾斜方向分期的矿山较多。例如程潮铁矿西区，一期工程开拓至-840m水平，二期开拓至

一850m水平，三期开拓至-950m水平，金川二矿区一期工程开拓在1250m水平;二期开插至1000m水

平，三别开拓至1000m水平以下。

3，9.4 国内矿床开拓方案选择实例

程潮恢矿分东区和西区两区开采。第28～15勤探线为东区，第15～55勘探线为四区，西区长1200m。

西区赋存有Ⅱ、Ⅳ、V、Ⅵ号矿体，其中Ⅱ、互号矿体的储量比例较大。Ⅱ号矿体平均厚《4m，Ⅵ

号矿体平均厚76m，与铁矿石共生的还有硬石青。

西区设计能力年产矿石200万吨。其中一期Ⅱ号矿体上部20万吨。一期投产后，二期续建Ⅵ号矿体，

综合形成年产原矿200万吨的能力。

根据颗糊铁矿西区矿体赋存情况及建设条件，设计曾考虑几个开拓方案，最终 保留了2个方案即竖
井和胶带输送机斜井方案进行了 技术经济评价。

3.8，4.1 竖并开拓烯输方案
在西区果岭建1号、2 号主提升井和副井，井口标高为+90m。
（1）1号荚斗井净直径5，5m，一期建井至-640m水平，井深730m。二期 延伸至-850m水平，

最终延伸至-950m水平。坑内藏碎硼室分别设在-540m，-750m，-890m三个水平。

1号箕斗井一期担负矿石和废石提升任务，二期只提升矿石。并筒内设14m2底卸式单簧斗，选用

JKM4×6型多绳提升机、电动机功率3200kW。
（2）2号主井（羹斗井）净直径6m，二期一次端井至-850m，井深940m，最终延伸至-950m。

破碎氧室设在-750m剂-890m标高，井筒组负矿石及虚石提升。井筒内设17m底卸式草美斗，逸 J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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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 6型多绳提升机，电动机功率4300kW。
（3）副井为椭圆形断面，长轴a=4m，短轴δ=3m，一期掘至-874m，最终深度-944m，井筒内

设3号和6号双层罐笼带平衡锤提升，提升机分别为 JKM2，8×4型（电机功率380kW）和JKM3，25×4
型（电机功率570kW》。

（4）阶段平卷运输，采用10t电机车双机牵引6m2底卸式矿车运输。
3.8，4.2 胶带输送机斜井开拓运输方衡

在西区西部布置斜井，井口标高+60m，阶段平卷运输和 副 井提升没施均与竖井开拓运输方案
相同。

斜井内安设宽1200mm钢绳芯胶带输送机运送一、二期全部矿石和废石。斜井断面18.1m2，分二期
建设，一期漏进至-570m水平;二期至-920m水平（育斜井）。上下二段解井形成折返接力运输。斜井

倾角15°。上部斜井长2396m，下部斜井长1352m。破碎站设在-540m，-890m。

为了加快斜井揭进，采用平行双巷斜井，即平行子胶带输送机主斜井一侧另 开凿一条施 工措施斜

井，断面为10.6m'。
3.9，4.3 技术比较
（1）竖井方案可分期建设，斜井方案须一次建成，因此一期运输能力偏大。

（2）主斜劳井筒长，在缺乏无轨配套施工设备的条件下，其施工 技术比较困难，废 石运着距离

长，用常规有轨施工运输工具不适应，通风困难，掘进速度慢，冶金矿山无经验，

（3）竖井开凿在花岗岩，石荚长石斑岩和闪长斑岩中，岩石坚硬，有利于施工和生产。斜井 建在
花岗岩、石英长石蒸岩中，中间有约50～80m地段通过大理岩和F断层带，水文和岩石破碎情况不明。

8.8.4.4 愚济比较

1，基建投资

两方案的投资是按一、二期可比部分分别进行比较，相同部分不参与计算。主要投资项目包 括。各

方案的井筒、井底车场、石门、提升机、井塔，她面胶带运输和井口度石运售设施等。可比授资如表

2-8-31，、表2-3-32所示。

表 2-3-31竖并开拓方需可比镜资表（万元）

计合期二- 期名 称目项序号

959,94636,B2803.32竖井井筒
137.59303.321号主井
499,02号主井

2250110011s6其它井考
870981主并井底车场
230]85主、酬并石门

1014,88454,82 559。0等并塔及提升机三
454,921号并提升系统 :559,962 号井提升系统

23,26$5.61186,61矿石地表胶带着送机四
21.561号胶带系统

35.42号胶带系统
33.843号胶带系统
181,214号胶带系统 25,99,216.2废石运验五 9,1并口废石运输

《,B7,8干选度石孟输 4468.972341，招22127.55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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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并开知方赢可比部分裁资痛（万元） 囊 2-3-32

第 计-名 称月 合二序号 项 期

1558,04S6,08蚪井井筒 1089.98
1089,98主斜井〔第一段直通地表）

5B6,06官解井（第二股）
28411473其他井巷 1368二

46]主斜并井底车场 677
1as主斜井石门 96
828副井石门 695

0051481.51提升系统 496三
主斜井铜芯胶带输送机 496

75,30-570m水平平巷钢芯
胶带输送机

355,12育斜井钢芯胶带输送机
117,8117.8矿石地表运输四

56井口钢芯胶带输送机
地面席及矿仓 61,6

8.713,1废石运轴 52,9五
9.2井口废石运输〈汽车）〉 18.7
4,6干选度石汽车运输 36.2

5583.852684.373097.4含 计

从表中可知，斜井方案的建设投资比竖井方案商，尤其是斜井方案的初期投责 较大，影响其经济

效果。
2。年经营费

年经营费按提升运输内容，并根据矿石年产量分阶段进行计算。两方案相同工艺所发生的 相同主要

费用不参与计算，只比较可比部分，参见袭2-3-33、表2-3-34。从上两表中可知整井方 案年经营费此斜

井方案高。

泰 2-3-33题并开拓方素超年经营费表（万元）

度年生序
项 目 名 称 │36~37│27~a51?~28B~13 16157 14b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号

20g20026D18016013667 8048矿石产年量（万t）1 110,05310.0310.43104。43104.3104,43B2,75 95,1365.581号竖井提升费 L36,77136,7136,17112,99978876.352号竖井提升贵2 12,7212,7212.7212.7212.7212.7212,7210.,97B,41号胶带输送机运费3 16.2915,2915,2913.16I1.068,53∶号胶帮输送机运费6 1A,B219,6219.6218.1718.4313,989,.88.77,13号胶看着送机运费5 28.328.828,826,4024,0121,1314.4312,8510.54号胶带输送机运贵6" 4,34.34.33.873.442,921.721.841.1并口废石运输费r 3.23.23,22,82,552,181,281.10.8千通度石运输费。 45.93380.03325.33294.61272.6324Y.24185.08117.8183.58合 计
注，年产矿石200万电时可采32年以上，32年平均年经营费305，42万元仅采I矿体时，年产照矿8万吨，17年平均

年经紫费为181，R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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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井开拓方案愿年链营（万元） 表 2-3-34

产_生 年 皮序

项 目 名 B~13 17~37146 T 1616（每军） （每年）号

180 20013306矿石年产量〈万吨） 87 18048
121,00108,12 113.4696,51+50～一570m主鲜并胶带输送机运费 81.9176.2268,33
11,39812,63 13.35-570m水平胶带输送机运教费
72.1108.436G4.8480,20 -570m至-7即m育斜并胶带输送机运费
17,28'16.3214,5 15.45井口矿石胶带输送机运输费 11,7911.1910.33
21.3017,60 19.21d.井口废石按带输送机运输费 8.57,15.1
16,2014。412.6D于选废石取带输逍机运输费 10,86.6 5.363,85
282.08245。70229.68206.97合 108.6087.61 99,87

注.年产预矿20万吨时，可果32年以上，32年平均年经营费219.69万元，仅采直扩体时，年产a0万吨矿石，17年

平均年经营费106，85万子。

3。静态超额投资还本期
计算基础∶按设计规模为年产原矿200万吨，用生产期间的平均年经营费计算还本期T=13年;按

矿山达产后正常生产的年经营费计算还本期T，=13.3年，计算公式参见技术经济章。

即从静态超额投资还本期来看，斜井方案不如竖井开拓方案好，
4。动态超额投资收益率

根据计算，斜井方案超额投资收益率仅为2，25??说明斜共方案不如竖井方案好（投资收益率计算

参见技术经济章）。
.8.4.5 开拓运输方案比较结果
根据经济分析，并综合考虑两方案的其它技术因素，比较结果见表2-3-35。

泰 2-B-35开拓方案综合比较表

竖井与斜井比较竖井方案纲井方案位单项 目 名 称序号
～1n5446$534〈万元>可比投资

（万元）可比年经营费 +83,85345.93262.08正常生产年经营费
→85，得3305,42219,5932年平均年经营费
＋ i8121103（人）可比定员 ~27,244.371。S（亩）占用田地 -470150I3971《吨）设备重量 -13（年）静态投责返本期6

2,25《%)动态超额投资收益率7

.9.4.6 随论
出于竖井方案基建工程量小，提升井可分期建设、投资省、建设 速度快、占地少、操迁户少等原

图，设计推荐竖井方案。

3，9.5 国外矿山矿床开拓选绎实例
近二十年来，随着无软设备的发腿，采用无轨开拓的矿山越来越多，尽管各固矿山的 条件不同，设

备、燃油等价格存有差异，以及工人工资、技术管重水平等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凡能用无轨 开拓的〈包

括胶带擒送机斜井）尽量向无轨方向发展。以下几例可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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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1 苏联某铁矿开拓方案选择
苏联某铁矿为一急倾斜厚度较大的矿体，该矿山曾做了三个开拓方案比较;
（1）算斗一幅笼混合竖井开拓，采用双箕斗（箕斗载重各50吨）。

（2）胶带输送机斜井开拓。根据苏联及国外矿山经验在方案比较中采用平行双巷斜井开，拓。其中
一条斜井设有胶带糟送机和乘人员上下的吊椅家道;另一条斜井仅设有胶带输送机，带宽1200、2000mm。
带速为3.15m/s和3.2m/3。

（3）自行无轨设备斜坡道。

采用沿矿体走向方向布置。斜坡道倾角a=4，7及10°。采用40t卡车运矿。按年产800万t。矿床开
拓方案比较，见表2-3-36。

按矿山年产量800万矿床开拓比较表 囊 2-3-36

拓〕开 湍
项 目

混 含 竖 并 胶带输送机斜井 无机卡车解坡道

S4350,54 31010,88 47943,00一、总投资（干户布）
其中∶

3484320120 173891）最初投资
2）矿山基墓工程费 3320s2621]28401

二、Ⅰ吨矿石敏置的单位投资〈卢布） 0.177P,1150,127
其中，

0.1230.097矿山蒸建工程投资 D,106
善826.502370,802795.39年生产费用（干户布）
0,8560.2880,34B三、1吨矿石计算成本《卢布）

358 6四、工班旁动生产事（t）

注，其它生产规模的比较从略。

矿床开拓方案比较表明。在急倾斜，厚矿体、矿井年产量为250～350万t/a时，胶带输送机斜井开拓

方案较经济，其次为箅斗一罐笼混合竖井开拓方案，再次则为斜坡道方案。
在斜坡道方案中对深度100m，200m、503m，800m，斜坡道倾角分别为4"、7*、10°等不同运输条件进行

丁比较，其结果是∶
（1）在产量为100～150万t/a，深度100m，最大运距不超过1km的条件下，无轨卡车运矿最经济。

（2）缓倾斜厚矿体采用无轨卡车斜坡道运矿，其开拓深度200~250m时，是合理的。

3，9，5.2 加拿大某矿开拓方案比较
加拿大谋矿体走向长为150n，厚度6m，倾斜30°，铜储量为S5O万吨，已勘探深度300m，铜品位

2.5??并伴生有金慑。深部矿体未尖灭。矿石为硫化矿，主要为黄铁矿，上盘为优质安山岩，下盘为

流纹岩。矿带校少激韵断层和岩脉切断，接触带构造演弱，地形平坦，覆土层厚仅为6m，无大量涌水，

选厂原矿壁理能力10ot/d。
矿山投资分三年蓿款、四年归还，年利8??混合竖井方案∶采用一-台φ1.3m提升机和P3m提升机，

井深398m，地老设有井架、天轮、箕斗、罐笼、矿仓等设施;

胶带输送机斜井方案;包括1355m长斜井及胶带输送机，及地表122m胶带走席，

卡车斜表道;包括1786m长的斜坡道，4台工作卡车（3台工作，1台备用>，地表12m长鼻（胶带镇

送机）及地表厂房。各方案比较见表2-3-37、2-3-38，表2-3-39。

从上表可看出，年产30万t/a条件下，开拓深度为20m时，卡车斜搜道优超;深度达180m时，认为

混合井开拓优越;胶带轴送机斜井则居中间状态。



84 第二篇 地下开采

各开拓方案的经营我及总典用表（舞无） 我 2-3-37

项 胶带输送机斜井 卡车蚪坡湖混 合 登 井目

每吨矿石经营费（包括工资、材料） 0,233 0,80q0,525
2.42 3.65总 成 本 2.84

囊 2-3-38各开拓方秦的着建设资羹（搞无）

胶带输送机斜井 卡车运矿解井竖 井（混合井）项 召

324O40326B405768S4a1.承包的厂房及临时建筑
1287000914000c摩10002.并卷掘进费

5.井口赎筑物
（包括，井架、矿仓、地面胶带等）

4.设 备
230000竖井提升

718750地下胶带
26000卡 车
227040221879D1843940初期投资

6，二次开拓费
335m=1100213m=7000747m=24500阶段卷道据进

28850402287901889406.总计（三年的总贷款）
290302811272154G857.考虑累计利息后的总借款费
80492578355o506258.分四年归还每年支付费（另加8??
2,242,191.819，每吨矿石投资费，美元/吨

+5.43(123%)+0.38(＋120%)0K100%)10，每吨矿石投资相对差。美元/吨

表 2-3-39各开拓方赢开拓我用比较表（黄元）

卡车解坡道胶带输送机斜井混 含竖 井开 拓 深 度（m>

1.401.451.48120
1,*21.791,78180
2.592.142,0240
8.t62,422.8480

3.10 阶段.（中段）高度的确定

3.10.1 影喇阶段高度确定的因素
阶段高度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矿山开拓方式和开采工艺的效益，我国矿山阶段高度一般

偏低，设计中分析研究不够，特别是急倾斜矿山，阶段高度一般为50～60m。国外矿山由

于机械化水平和无轨开采工艺的采用，正向高阶段发展。阶段高度确定的主要影响因素

如下∶
（1）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如矿体厚度，倾角，矿岩稳定性，矿体底板平整性，矿石品

位，矿石粉碎程度等，均直接影响采矿工艺和阶段高度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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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矿山缓倾斜矿床阶段高度一般为20～35m，急倾斜矿 床为40～60m。国外矿
山阶段高度一般为60～120m，个别矿山阶段高度可达200m以上。国内外矿山阶段 高度统
计表见表2-3-40及表2-3-41。

国内都分矿山张用的阶段高度 泰 2-3-40

阶段高度矿体开 果 条 件
采 矿 方 法矿 山 名 称 厚倾

(*) (m》(m)

50无底柱分段崩落法14~27山铜矿 45～80
无底柱分般崩落法 6070～90 10-30河北铜矿
有症柱分段崩落法 5086-66 3～9胡家峪铜矿
有森柱分段崩落法 40-4540～65 45～7a德子沟惯矿
阶段强制崩落法 4010~1530～45挑林铅锌矿
分黑充填法 40～63-3672～85红通山铜矿
分层崩落法 4050-70武山铜矿
留矿全面法 3030～80 10新冶铜矿

20～小水秒充填法2.2湘潭锰矿 47
充 填 法 86中厚～厚40~00黄沙坪铅锌矿

60分层胶结充填法20～B070龙 首 矿
《0～50分展胶结充填法5~1040～68凡口绍锌矿

15～4015～60
100分层水砂充填法50～90 3,7~26风墨山铜矿
20～4D长 慧法1t~18 1~7王材铟土矿
20-40房 驻法10～25 2~3蜗矿山锑矿

留矿法50～a0 6-20柴河铅锌矿
60分段空场速60～70 11落雪龙山矿
50有底柱分段崩落法72～85 26易门铜矿新山抗

26-45分段崩落法150～20030向山磷铁矿
60无底柱分段扇落法15～4625～80桦树沟铁矿

无章柱分腰崩落法10～9060-90大庙铁矿
同上 7024～58<8程潮铁矿

40同 上10～10070～85弓长岭铁矿（二矿区）
120同 上147急频斜释山铁矿
60阶段空场法25-55 2～80凤瓢山铁矿

（2）基建工程量对阶段高度的影响;

当矿山工程只延深一个阶段时，高阶段的基建工程量较大;当矿山工程延深若干阶段

时，其阶段高度的总萎建量将减少。
阶段高度越大，运输水平初期的提升、排水等费用越高。清并的服务年限也因阶段的

增高而延长，从而增加年度的维修费。
（3）阶段高度与采场采准、切割工程量及阶段保有的开拓矿量密切相关。

阶段高度增大使采切工程量相对减少，采场保有的回采矿量增加，从而增大了采杨能

力，同时使阶段服务年限增长，但初期基建投资加大。
（4）阶段高度的确定必须考虑矿山装备水平并与之相适应。例如高阶段生产一般须

设置高灌并，如果矿山施工机械幕后，则新水平的开拓耗时较长，高溜井施工也更困难，

反之矿山施工机具先进，效率高，新水平开拓需时就短，揭进高溜并也就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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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都分矿山采用的阶散育度 囊 2-3-41

冒 体开 果 负件 阶段高度
采矿 方 法矿 山 名 称 厚顾

(*) (m)

80o分段空场法墨威 Tverrfjelet 契婷矿 急颇斜 15
房 柱法 100联邦制围孔腊铁矿 6~622 ~24

58～200上向分层充填法9-45澳大利亚 Mount Isa 铜铅锌矿 65
阶股空场法
分段空场法 11097S～9隋非 Priest 铜矿

100-125分段空场法846～50赞比亚 Baluba 铜矿
120阶段空场法50～7670～85加拿大 Kidd Creek 铜矿

1z●-150分段空场法45～80苏联 Txradr 铁矿
80人工假顶下向分层充填法B0法国森特萨尔陷锌矿
55分段空场法6070加拿大 Madeleine 铜矿

43-60无席柱分段胸薄法30-18075～B5美国皮里奇铁矿
78分段空场法9~15费比亚 Mofulira 铜矿
200无底柱分最崩落法10040～70瑞典 Malmberge1 铁矿
60分及充填法70~90联邦德鼠 Grund 铅锌矿

分层充填法80~1000～45加拿大 Streathcona 兼矿

3，10，2 阶段高度的选择

阶段可采矿量与阶段高度成正比。阶段高度的增加可以改善矿床回采的总回收指标，
并可降低开拓采准和回采矿柱的超额费用所摊到每吨矿石上的数额;并可使阶段回采时间

增长，为新阶段的建立赢得了时间。但阶段高度太高也会使采矿技术发生困难，会使天井

掘进、提升、排水等费用相应增大，故确定阶段高度最核心的内容是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

阶段高度的确定通常有下列三种计算方法，
，10，2，1 按年产量及设走向的回采进度

对于埋藏要素稳定、形状规则的矿床，可按下式计算。

(2-3-6)=# F亡MY
式中 A——矿山年产量，t/a;

n--—-同时开采阶段数;

F——阶段中开采翼数;

a-—矿体倾角;
L—-在阶段的一翼中沿走向回采的年进度，m;
M—--矿体的真厚度，m，
yγ---矿石体重，t/m*
7——矿石回收率，??
——矿石贫化率，??

3.10，2，2 被酚段开拓和聚准时间
在一定矿山年产量的条件下，阶段中的矿石储量能保证下一阶段的开拓和采准，并对

开采阶段的阿采时间，有必要的超前关系。依此来确定最小阶段高度Hm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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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式中 S——矿床的水平面积，m2;
i-———开拓和采准对回采的超前系数;
t——下一阶段开拓、采准所需的时间，年;

其它符号同3.10，2.1（2-3-6）公式符号。
3.10.2.3 方案法

根据几个阶段高度方案，分别计算如下内容∶
（1）计算不同运输水平间距内的矿石量及开采损失;
（2）计算不同阶段高度的服务年限;
（3）计算不同阶段高度的总投资，包括固定投资和可变投资（排固定投资）;

（4）根据服务年限及资金利率，计算不同阶段高度的年资金成本。资金成本最低者
为最佳阶段高度。

资金利率，详见第一篇技术经济章有关计算附表。

3.11 矿 山 运 输 水 平

矿山运输水平的形式有集中运输水平（即主要运输水平）与分散运输水平两类，运输
水平尤其是集中运输水平的选挥和设计，在矿山总体设计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开拓方案

中的一项主要内容。

3.11.1 分 散 运 输 水 平

地下矿山每个阶段（或中段）的矿石都直通井筒或平硐，并将矿石运出地表。
分散运输水平多用于罐笼提升或多阶段平硐开拓的中小型矿山。阶段矿石储量较大、

生产时间较长的大型矿山，也可采用分散运输形式。

分散运输水平的优点是不需掘进转运溜井，井鹤初期工程量省。
缺点是采用双罐笼提升及多阶段作业时，影响罐笼提升效率;当采用箕斗提升时，每

个阶段均需掘进装卸硐室及各阶段井底车场，故阶段分散运输方式工程量较大、投资较多。

3.11.2 编中运 输 水 平

集中运输水平是地下矿山集中送输矿石的水平，即组合阶段运输水平。该水平直接与

主;井相通，并经主并将矿石运往地表。
集中运输水平适用于大中型箕斗竖井、混合竖井或胶带输送机斜井以及主平硐开拓的

矿山。其优点是;
（1）运输水平集中，可减少车场开拓及石门、附属硐室等井卷工程量;

（2）可集中运输矿石、废石、提升、排水等作业，生产管理简单;

（3）可减少地下破碎站的设置与迁移，便于使用大型机械和提高机械化、自动化程

度，降低成本;
（4）如阶段储量不大时，可增加开拓水平层的开采年限。



表 2-42

金山店铁矿果用不同组含阶段敏固时，节约工程费用计算类 s
组合阶段数 【个）

0~-410
0～-34o
0--270
0～-200
6～-130

组合阶激标高（m）

184,04
153,870
12,6956

92,022
61,348
80,A74

节约工程量（m'）

10,324,85g
号，04，057
6,83,240
5,162,4

3,441,623
1,720,811

节约工程费0，（元）

4,G60
79,5.0
58,400
42,390
28,220

14,110

提前基笔工程量（m）

471,066
392,30
314,D46

235,53
157,02

78,511

提前基建工智量（m*

按6，1元/M'计算的
26,L26,3802
2,02,35

17,617,868
13,213,401
5,808,9834

s,04,487,1

提前基建投资额（元）

2,114,14
1,761,787
1,409,428
1,057,072
704,714.7

352.357,4

基建投资增值（增值率9）

28,540,948
29,78,122
19,027,287
14,270,473
9,513,,648,7

提前投资合计 P

10.5

7,

4.5

摄前盖建平均年限"（年）

按复和公式S=PGI+分"计算

盖建贷敏利息Q。（元）

19，3理6，796.8
i,28,747,5

2,789,216
1,353,475

441,0a6

接国内长期贷款利率i=3??

19,28,224,8
13,233,54.5
8,435,671
4,87,078.9
2,358,149
766,0s0

按国内短期贷款利率s-s，04??

49,100,132,2
32,297,588.5

11,010,540.4
19,361,296

5,095,139.5
1,574,508,9

按国外贷款平均利率i=10??

甲-2-Q，式中∶

组合阶段支付提前投资利息之后

Q.一节约工程费（元》，

节约工程费用甲（元》

Qx-基窝贷散利患（元），
-61,928.9
1,355,294,6
2,,180,9
2,393,216
2,,083148
1279,725

按利率3??约投资（元）

-4,835,497,5
-1,802,425
245,865,1
1,95,474
964,721

按利率5.04??约投资（元）

-23,895,56.5
-12,978;9050
5,84,100.4
-1,658,616.5
14s,302

按利率10??约投资（元） 注，本表悬以组合阶段数⋯-2为基准进行计算的。



第三章 矿床开拓 989

缺点是;

（1）必须设置主要矿溜井及溜井上下部卸矿硐室及其设施，需增加一部分矿石溜放
至集矿阶段的附加费;

（2）阶段上部水平层的提升、排水费有时会增加;

（3）初期主提升井基建工程量大，并需设置人员、材料提升电梯井（只 限有轨运
输时）。

3，11.2.1 集中运输水平设计时皮考虑的主要问题
（1）集中运输水平上的矿石储量保有期应按第15章所确定的原 则，开拓矿量大于

3～5年，

（2）当采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阶段崩落法以及采场出矿用无轨自行设备的分段空
场法，阶段空场法、水平分层充填法时，都可通过集矿溜井将矿石下放至阶段集中运输水
平，用有轨或用无轨将矿石运至井筒或地表。

（3）采用电靶出矿的上述各采矿法，必须在辅助中段进行倒运和安装必要的倒运设

施，否则采杨溜井太长，工程量过大;
（4）围岩条件较差，灌井施工困难的矿山，将影响主要阶段运输水平（包括组合阶

段石门）的选择。
（5）从经营管理上应考虑集中运输水平的基建工程量、投资、借款的年利率及集中

运输水平工程提前支付的资金年限和由于增加阶段而节约的井巷工程费等综合因素。

3.11.2，2 盘山店铁矿主集中运输阶段选择实9
金山店铁矿属大型砂卡岩接触交代矿床。矿体倾角57*～87°，矿体平均厚度约20m，上下盘围岩中

等稳固到稳固。设计采用中央对角式主研壁牛开拓，矿石等主演井集中到-250m水平的破碎站进行破碎

后，由赏斗提升至地表。一期工程开拓葱围沿走向2km，延深350m。

设计采用集中运输阶段（组合阶段）开拓，两个阶段为一组。
一期设计的阶段水平为0m、-6m、-130m、-200m、-270m，其中-60m，-200m为集矿运赖

阶段; 0m，-130m，-270m为辅助阶段。
以第一组0m，-60m的组合阶段与单阶段开拓（分散运输水平）相比，组合阶段 开拓节省井卷工程

350m，（约52402m*开量量），
组合阶段石门或整道数目，可按开拓矿量保有期确定，当采用两个阶段为一组时（0m，-60m），

其开拓矿量保有期4～5 年，符合规定。若按经济效益确定（见表2-3-42），则组合阶段石门或巷道的

散且"随资金年利率（）而变化。当i-3??10??，形为3～5。

考进我菌地下矿山装备水平不高，施工高漕井有困难（包括施工机具及技术二方面），绪合金山店

铁矿矿床产状变化的影响，设计选用的*值为2，比较合渣。

3.12 阶 段 平 面 图 设 计

阶段平面图是地下开拓阶段的总体平面布置图。它是在阶段地质平面图基础上，进行

阶段运输巷道、采准卷道、通风巷道、矿石溜井、废石润井、井底车场、及有关采矿生产

所需的各种硐室等工程布置，并对阶段平面图内各主要井巷工程控制点进行座标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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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3 阶股平面圈设计的一般舞定及注意事项

（1）阶段运输巷道的布置与矿体赋存条件、采矿方法工艺、采场布置和采准方法有

密切关系;，所选择的井卷布置形式必须与矿山生产能力相适应，应保证生产安全，使巷道

工程量小，维护费用低。
（2）当采用有轨列车运输时，需在平硐以及竖井、斜井的车场和石门中设置自动风

门，两风门间距不小于一列车的长度，并不小于启闭风门时间内列车运行的距离。
（3）阶段运输平巷应布置在下阶段开采后的岩石移动界线之外。

（4）从每一阶段到上一阶段，至少婴有两个以上的安全出口。这些出口位置必须表

示在阶段平面图上。

3.12.2 阶段平面酮激面主要内容;

（1）座标网及座标值，指北向标志，地质勘探线及编号，

（2）矿体及岩层界线、名称及代表符号;

（3）矿块、采区、矿柱的编号;
（4）主要竖井、斜井、充填井、溜井的座标、标高，以及其它天井位置，
（5）并底车场轮廓线及各种硐室相对位置，

（6）并下炸药库位置;
（7）通风防火、防水构筑物的位置;
（8）新老巷道、新老采区范围;·
（g）主要运输巷道运输线路工程量表及材料表;
（10）主要运输卷道岔口处控制点座标及标高（对改扩建老矿 山初步设计时有此

内容）。

3，12.3 阶段量输卷道布置原则及一般要求

（1）按采矿方法、采场结构及采准布置，采场出矿能力等要求，进行阶段运输巷道

布置。
（2）按运输设备的类型、技术规格、外形尺寸等考虑卷道断面。

（3）阶段运输量大时，可采用环形巷道布置;采用双机牵引时，可按尽头式运输卷

道布置，阶段产量小时，可采用沿脉错车道布置方式。
（4）布置阶段运输巷道时，必须在充分掌舞矿体的界线和上下盘岩体工程地质资料

的基础上，尽量避开不利岩层部位或破碎带、接触带。

（5）某些地应力大的矿山，在设计前应获得矿区地应力资料。设计时应尽量把运输

卷道布置在地应力最小方向的部位上。如避不开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合 理的卷道形

状，使坑道周边受力均匀，以增强卷道自身的抗力。
（6）涌水量大、含泥多的矿山，放矿涸井下部的装矿口应尽量布置在穿脉卷道内或

将主滴井布置在围岩中，以减少主要运输巷道因泥浆等影响运输工作。

（7）阶段运输巷道应考虑矿井通风系统的需要，并需创造良好通风条件。如下盘运

输巷道兼做下一阶段的回风巷道时，其巷道的位置应根据下部阶段、矿体开采后下盘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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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角的大小。
（8）运输线路纵坡一般按3～5‰重车下坡设计。活水量大的矿山还应结合水沟的排

水能力考虑坡度。
（9）采用穿脉装车时，靠阶段平卷最近的一个采场溜井距阶段平巷应大于一列车的

长度，以免堵塞主运输巷遵其它车辆的运行。
（10）布置运输巷道时，弯道曲线半径应大于通行设备轴距的7～10倍，并应考虑曲

线段加宽巷道及外轨增高。

3.12.4 阶段运输巷道的布置形式

运输巷道的布置有多种，设计时可视大、中、小型矿山生产规模及矿床产状和选用的
采矿方法等条件而定。

3.72.4，1 脉内或胁外错车道布置
适用于勘探程度较差的中小型矿山。采用脉内布置可顺路探矿;在矿体比较规整、或

矿体较贫不需回收顶、底柱的情况下，亦可在脉内布置运输卷道。

当矿体变化较大，矿柱需要回收或矿石稳周性较差而围岩稳固性较好时，应采取脉外

布置方式。

1.脉内布置

适合薄到中厚矿体，阶段运输巷道多布置在矿体与下盘围岩接触面处。

它的主要优点是，有利探 矿、放 矿方

便，矿柱损失小。仅在下盘岩石不稳固，而
上盘岩石稳周，以及为适应采矿方法结构的
要求，才布置在上盘的接触面处;如果矿体
变化不大，矿石稳声，矿体规模较小，则可

_azb布量在矿体中间。
在薄矿脉中，运输平巷的布置如图2-3-

50所示。当矿体为急倾斜时，应使矿脉处在

平巷断面的中间;或者使矿脉处在平卷的一 图 2-3-50 薄矿脉时阶敦平程的布置
壁附近;当矿体为缓倾斜时，应使矿脉处在 a一怠倾斜矿脉;b—组倾斜矿脉

1一矿脉位卷遵断面中间;2一位 J卷道顶板，3～位平卷断面的中间，或者使矿脉位于平巷的顶
于底板

板或底板附近。
当矿脉变化较大时，为便于探矿，最好使矿脉位于巷道断面的中间。当巷道服务时间

较长时，巷道应布置在较为稳固的岩石中。

当开采缓倾斜矿脉时，为便于借矿石自重装车，最好使矿脉位于巷道的顶板附近。如果

利用无轨自行设备装矿，则可使矿脉位于卷道底板附近。

2.脉外布置
脉外运输卷道分为上盘脉外和下盘脉外布置方式。

脉外运输巷道一般掘在下盘岩石中并与矿体间留有一定距离。在下列情况下采用脉外

布置，
（1）矿石不稳固而围岩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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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石价值较高，或有自燃、发火的矿石;
（3）矿体埋戴不稳定，特别是水平或缓倾斜的矿床的底板起伏大，不利于矿石运输;
（ 4）采矿方法工艺要求布置脉外采准;

（5）旧矿山或已采区恢复生产的需要。
3.12.4.2 穿脉或沿脉尽头式布置
此种巷道布置形式见图2-3-51所示。它适用于大中型矿井，特别是双机车牵引的矿山

最为有利。矿体不规则时，穿脉巷道的布置有利于探矿，且漏进时受到外界干扰小。

矿体规整时，沿脉布置巷道较穿脉布置工程量小，若矿体不够稳定时，则巷道维护比

较困难。
3.12.4.3 腺内外环形布置

此种巷道布置形式见图2-3-52。
适用于厚大矿体或平行矿脉较多、生产能力大的矿山。一般采用单轨环形布置;当生

产量很大时（800～1000万t / a），可采用双轨环形布量。

排轮
图 2-8-52 脉内外环行布置图 2-3-51 脉外平巷、穿脉及滑脉尽头式布置

缓倾斜厚矿体采用环行布置时，其中一条平巷可布置在靠近上盘矿体内，见图2-3-53。

3.12.4.4 脉外环行布置
此种巷道布置形式适用于中厚矿体、采场溜井 布置在下盘沿脉。该布量巷道工程量

小，但对运输干扰大，见图2-3-54。

《2

图 2-3-54 脉外环行布置图 2-3-53 靠近上盘k矿体内环行布置

3，12，4.5 脉内或解外平参运输，穿脉浆矿布置

该巷道布置形式适用于铲运机、装运机、装岩机等在运输平巷水平装矿的采杨底部结

构。视阶段运输量的大小及矿体厚度的大小，其沿脉平巷可以是无轨巷道或有轨（单双

轨）巷道。如矿体较厚时，还需增加穿脉巷道或构成环行布置，见图2-3-55所示。

3.12.4，6 电辊潮井布量
此种布置形式适用于电耙（或装运机）直接将矿石从采场运到溜并的采场底部结构，

见图2-3-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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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此伍系
4KK

图 2-3-55 脉内或脉外平巷运输穿脉装矿布置 图 2-3-56 电耙（或装运机）潘井化布置

3.12，4.7 无轨运输卷道布置
无轨运输卷道（包括出矿巷道）分为沿走向布置、垂直走向布置和联合布置三种。用

于阶段运输平卷或各采场间的出矿巷道的联络巷道，一般以布置在矿体的下盘脉外为宜，
且距矿体一定距离，以便无轨设备运行或出矿。无轨设备装矿巷道与放矿巷道的夹角一般
为45°～90°，装矿巷道长度一般不小于无轨设备的长度，其布置见图2-3-57、图2-3-58
所示。

??源需部
图 2-3-58 装矿巷道沿走向布置无轨装运水平图 2-3-57 装矿卷道垂直矿体走向无轨装运

平面图水平平面布置图
1一下盘运输平巷;2—上盘运输平巷。3一穿脉卷道;1一矿房;2一间柱;3一装矿巷道;4一运输平巷;5一
《一拉底卷道;5--装矿巷道，6一矿房;7一间柱，B一穿体巷道;s一分支灌升，7一无轨设备机修雨室
矿体边界，9—透风天井;16一回风天并;11一矿石翻井，

12-废石溜井，13一并拓料被道

3.12，4.8 矿山卖例
<1）易门铜矿，为有底柱分段崩落法矿山。阶段运输平巷布置在下阶段回采矿体移动线外5~8m，

每50～80m操进一穿脉卷道做放矿用。
（2〉大罗坝饮矿，其阶段运输平巷布置在距矿体下盘4m处，平巷内铺设单轨郁带车道。

（3）金川二矿区，1250m阶段东西采区日产矿石3000吨。采矿方法为上庖机械化胶结充填法及下

向机械化胶结充填法。矿石经采场湍并放入4m'侧卸式矿车，用14吨电机车牵引16领矿车，运往东部主井

卸矿站，经900×1200mm颚式破碎机将矿石破碎至30mm以下，经胶带输送机向箕斗计量仓供矿，装18
吨箕斗经车主井提升至地表。井下运输采用单轨环行运输系统，每5Dm沿 勘 探线设计装车穿脉，形成装

车线，其平面运输布置图见2-3-59所示。
（4）澳大利亚Mount ISa矿、年产矿石达900～1000万吨，日产矿石有时达5万t/d。其中铜矿石

的主要运输阶段在第19阶段，离地表约900w也采用脉外单轨环行运轴系统。铜矿石主要为分段空场法回

采，经采杨温井将矿石卸入19阶段的11，3m底卸式矿车中，用20t电机车牵引15辆矿车至卸矿站，将矿石



图 2-3-59 金川二矿区1250m阶段平面图 I一灰削矩;2-西新井，s-决宜括，4-西主井，5-充填井，6一西风并，7-清施生，8-VCR法采场， 9-矿新井，10-章引变电所，11-采区变电所12～电梯井，13-上盘运输阶段平移;14一材料串; 15-谓度家，16-医务室。17一机车瘤，1-电梯井，10一炸药虑。20一斜被道。21-梦运机修理酮室， 2-破碎站，23一粉矿回收斜井，24-炸药率。25一采区变电所，25-上盘运输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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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入薇碎站矿仓。该阶段每周能运输矿石10万t以上，个别情 况每日可达3万t运量。在19阶段设有一集中

控制运输中心，在该中心设有一台小型电子计算机进行运输管理。
国内部分矿山阶段运输卷道布置形式见表2-3-43。

囊 2-3-43国内每分矿山阶段运输省道布置形式

运 输 方式生产能力矿床 覆 障 条 件
采矿方法矿山名称 ×10t/运输巷道布置形 矿车容积机车重长倾1 厚延， (mi>(t>(°) (mn) a)(m)

8（侧卸）20无底性分段崩离脉外环行260147悔山铁矿 急倾条
2<固定》10脉外环行1502～B3程潮铁矿 1500 46
7（膨卸）7尾砂充填尽 头式3,7～2 60～10060～9风属山铜矿 700
z（国定）10阶段崩落脉内外环行10~15 120模林超锌矿 0～42400
4（侧卸）16胶结充奥跳外环行～118 10D金川二矿区（一期） 46-751800
0，8（阳定）同上 7,1脉外环行10~70 30～51金川龙苗矿 70B00-110d
0.7（固定）尾砂充填法底盘脉外和置16.51,4～3,52焦家金矿 年40~ 240～1200
1，2（逼定）尾砂充填法 3脉内尽头式16.51.516麻阳解矿 2000
1，6（侧闻）7,10有底柱分段崩脉外平巷运输6015-1870～80800～⋯易门制矿脚山坑

葛法穿脉装矿

3，12.5 阶段平面圈度标计算

3.12.5，1 虚标计算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1）平硐口、斜井口、竖井口、主润井的中心点座标通常是已知的或设计决定的，

它是井巷座标计算的基础点。在计算中要反复核实已知点座标，以免发生错误，影响其它

点的座标计算。
（2）要注意计算线段所在的象限和方位角，以正 确 确定座标增量的正负值及蛾段

方位。

囊 2-3-44虚标 增量的符号表
业 标 增 量 将 号力 向纯直

AYAX象 限 名 称方 位 角
第1象限（北菌东 NE）0*~90°
第Ⅱ象限〈南偏东，SE）90*-180°
第直象限（席翻西、STIV）Y80*-270
第】象限（北偏西 NW）270°~30°

（3）在阶段平面图设计中一般规定，在有轨巷道，按轨道中心计算座标;在无轨巷

道中则按卷道中心计算座标;
（4）地表及井下要使用统一座标系统∶
（5）要按校核公式进行认真地校验，以免造成错误，影响工程建设，

（6）座标计算精度要求;精确至小数点后3位;导线边长的水平投影和座标增量要计

算到±1mm的精度，角度要计算至秒（±1"）。

（7）为简明清晰，通常采用列表法计算座标，其表格形式如表2-3-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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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标 计 算 寝 表 2-3-45

坐 标 增 量 标座
方 位 角 距离魏号 方 向 角 dX dY

1

2

3.12.5.2 阶段平面图常用度标计算

按表2-3-46所示的公式计算。
表 2-3-48除段平面屈设计常周度条计算公式表

计 算 公 式名 称 及 简 l

1.已知两点座标求直线长及方向
dx=x1-*1
dy=y4-y
1ga--A

象限角 a=aretg -43 

直线长 L=√Z4x"rdy下，

2，已知直线上一点的座标及方向，求另一点座标

dx =Leo8a
*1=*)±dx
dy=Lsina
y=y±dy

考g）

2y



第三章 矿床开拓 997

线表

名 称 及 筒 困 算 公 3

3.已知两直线两点的座标及方向，求交点库标
geF1-n"L j声-*'=4s
1~y=L, y-y'=dy

r*-x;=d*。
(y-y,"d9;

脚 =1ga，m。"tgβ
4x-两L-Za =片+dx1

SA（式协> ky=y1＋dy.dy1=两;d*;
陶东Pa

[aw*+dz4x;"mL -互2
"*辩;-洲。 y"yz*d4y:4y;=网，dx，.

上面网组公式可以相互验证;4i--.4y-
两直线长

,= con
总图运输常采用下述平面塞标计算公式4，求两直线交点M的座标，

已知两直线M，M;两点的监标（*∶y），（1y）及
Y2-2±z鸟β-部1gb∶两惠线的角 0，，β. tgB,-gp:
y=(a-x:)gβ1*31

验算∶y-yt=（x-xi）t8。

说明，
1，虚标系绕为数学座标与一般测重菌标不同。x粘
和）轴互换。

z，所有已知数均按其原有将号代人公式中。
24（z;执

8.由*轴起顺着时针的方向计算锐角时 该p，为负M;zri
慎。

4.自是指直烧与z轴断时针方向的夹为

求交点坐标

小-与-上

dy= dztga

求两值翅长

AC-Los5-LFn&

BC-Lcosa-L_Bin
sn(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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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表

计 算 公 式名 称 及 简 国

求交点坐标

dx=-章p-ta

dy =drtga
求两值规长
Ac。L.SinB+Zyeobp

sin(p-4>

BC-_L,ind+L,cosa
ai（在-a）

求交点坐标

母影召 4x--ri?Pa
dy -Antg
求两值键长
Ac-4in-命9

BC-L3ing-L,co54
5inp-a)

求交点坐标
4*-LtE-互

Ay=datga
求两值线长
AC-Lind-Lco度

—Ainβ-可）

BC.L，050-L，第ing
ein(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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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表

名 称及 简 图 计 算 公 式

求交点坐标
4。LtβtIz.
tgB+ige

dy=daiga
求两值线长
AC.LinptL ecB
sIn(+o)

Bc.Lsina-L,cos
8inβ+可）

求交点坐标
dr..Lt8.L
"tgβ+tga
dy= dxtg

求两值线长
AC=LsinB+LycaA
-sinp+a)
BC-Lcosa-Lsina

11. 求交点坐标

4s=G配与理

dy=dxtga
求两值线长
AC-Lco3β-LasInβ

 ain（p+矿）

BC-Lina4Lc0&
sin（B+可）

求交点坐标

4x=骤-L

dy*dxtga
求两值线长
AC-Ltinβ-Lcos

BInKβ＋a
3C,Lsin+LveO

ein(β+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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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潮恢矿地表及增下破碎站比教囊 囊 2-3-47

地下设破碎站地表设破障站
项 目序号

〈万元）（万元）

基鸡赞，
19,51.土建矿仓及厂房

82，58《后期9万）47.832设备及安装（2台）
61.5《后期61.5）.地下碱碎谓蜜
16,4.竖井（30m）

139，0B《后期208，58）67,13含 计
经 营 费二

421，在地表设破碎站井下二次爆破炸药量
3.52.由于矿石面放到下一水平、增加竖并摄升电费
8,93，共下破碎焉风除尘黄
7.442合计

注，本表系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提供。

3.13 地下破碎及溜井系统

，13.1 地下破磷

国内外矿山生产实践表明。采用地下破碎时对提高采矿效率、降低矿石成本、减少采

场二次爆破、改善作业环境等方面都有很大效益。程潮铁矿选用地下破碎时的方案比较参

见表2-8-47。
从表中看出，该矿设置地下破碎硐室，每年 经营费节省34.58万元，其投资翘额返本

期如不计算利率时，仅2年左右返本，故程潮铁矿采用地下破碎不仅在技术上合理，而且

经济效益好。
除此之外，对于应用底卸式箕斗提升的竖井或采用胶带输送机斜井开拓的矿山，为实

现提升或运输的自动化，延长箕斗或胶带的使用寿命，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地下破碎是

一项十分有利的措施。经破碎的矿石块度一般 控制在100～30mm。据国内已建和在建的

30座地下破碎站分析，建设破碎硐室施工期一般约1～3年，工程量较大，施工条作比较困

难。设一台破碎机的工程量约1500～3000m2;设二台机 组时，约3000～5000m。在破碎

机上需要长瘤井（或贮矿仓），在其下部需建粗碎矿仓，工程量一般约1000～2000m2，用

以调节矿石运量，使其均衡生产。

3.13.2 适用条件及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1）地下破碎适用于羹斗提矿或胶带输送机斜井运旷，年产矿石量30万t以上的空

场法、充填法、有雇柱和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等矿山;

（2）用于矿石坚硬，易于产生大块的矿山;
（3）破碎系统的布置应有可靠的工程地质资料，尽可能将破碎硐室布置在岩层比较

稳定地段，避免布置在断层带、破碎带、溶洞及含水量大的地段;

.（4）破碎系统的服务年限，一般应在10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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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溜放破碎一种品级的矿石以及年产量小于190万t的矿山，可采用一条矿仓（或
溜井>;年产量为100～200万t的矿山，依具体情况采用一条或两条矿仓（或漓井），年
产量大于200万t的矿山，应采用两条矿仓（或澜井）。但一般矿石的品级不宜超过三种。
溜井高以小于200m为宜;

（6）整个破碎系统应有独立的通风系统和完善的除尘设施;
（7）破碎硐室、胶带道、计量硐室应设一个独立的大件设备出入通道，并兼做安全

出口，以便人员检修和人员通行。

3.13.3 地下破碎系统的布置形式

地下破碎系统与矿山开拓系统紧密相连，由于开拓方式和运矿方式的不同，破碎系统
的布置也各有差异。一般有下列三种∶

平硐连接破碎系统;
胶带输送机斜井或箕斗斜并连接破碎系统;
算斗坚井或混合井连接破碎系统。

3，13，3，1 分散寿侧式布量

分散旁侧式布置的坑内破碎装置，适用于开采坑

内极厚矿体或缓倾斜厚矿体、阶段储量特大和生产期
限很长的矿山。此种布置形式的特点是每一开采阶段

都单独在箕斗竖井旁侧设置破碎站，随着阶段下降， b
破碎站也随之迁移至下部阶段。这种布置的优点是第

图 2-3-60 旁侧式布置示意图一期井筒、溜井工程量小，建设快;缺点是全矿总的
a一分散旁侧;b一集中穷侧

硐室工程量大（图2-3-60 a）。 1一运输阶段卸矿硐室;2一集中矿湿井;
3..3，3.2 集中旁侧式布量 3—-碎碍1 4一整并或混合并

集中旁侧式布置，适用于开采厚矿体、阶段矿石
储量较大的矿山。这种布置型式是将几个阶段的矿石通过灌井放到下部阶段竖井旁破碎硐

室集中破碎，如图2-3-60 b 所示。
当提升井筒附近岩石比较破碎、采用旁侧式布置有困难时，应当考虑将破碎机闹室移

至适当位置，将破碎后的矿石用胶带输送机或其它方式转运到提升井的箕斗装载硐室。

我国目前采用坑内破碎的矿山有30多座，大多数为粗碎站，所选用的设备为PEJ900×

1200mm颚式破碎机，少数采用PEJ600×900mm、PEJ1200×1500mm颚式破碎机或PS900×

500旋回式破碎机。国外矿山通常采用I076×760，1200×1500，2130×1520mm颚式破碎

机或圆锥破碎机，国外地下设破碎机的矿山，最小规模年产矿石30万t。

澳大利亚Mount Isa铜铅锌矿，现有三座地下破碎站。铜矿石采用地3，M4号破碎站;

铅锌矿及废石使用N2号破碎站。这些破碎站设在第20阶段以上，均为两段破碎系统，并

安设2.1×1，5m颚式破碎机进行初碎，排矿块度<300mm，生产能力1000/h。中碎设施

位于20～2i阶段之间。地2破碎站设有2台供的碎用的1076×760mm颚式破碎机;M3，3

4破碎站设有2合专供中碎用的1200×900mm颚式破碎机。所有粗碎后的矿石都经过齿轮转

动的12kWRoss链式给矿机，再进入中粗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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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着并

图 2-3-61 Mownt Isa锅骼锌矿破碎系统

破碎硐室规格，长21m，宽18m，高10，3m，中碎设施能力350t/h，中弹后矿石块度
为265mm以下。破碎系统见图2-3-61所示。国内地下破碎矿山实例见表2-3-48。

3，13、4 遭 典 系 统
演井放矿不仅适用于平硐开拓的矿山，也适用于整井开拓矿山（采用灌井放矿、集中

出矿的运就方式），在我国不仅大中型矿山，而且在一些小型矿山应用也广泛。

3.13.4.1 温井位置送择

1。渭井位置选择的主要原则

（1）根据矿体埋藏条件和采矿方法所确定 的 运输平巷，拟定擢井位置方案进行出

较，使其在各阶段的开拓工程量最小，运距短，施工方便，安全可靠，服务年限长，经济效

撤好;
（2）额井应布置在岩层坚硬、稳固地带，尽量避开断层，破碎带、溶洞及大涌水地

区，地质构造复杂的矿山，滴井位置应补作水文或工程地质工作，以查明溜井通过的岩层;

（3）演井位置尽量布置在矿量集中，运输条件好，矿石最小运输功地段附近;

（4）阶段集中矿石溜并一般应布置在矿体下盘稳定的围岩中，以免留保安矿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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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矿石稳固而围岩不稳固或断层较多的矿山，也可采用脉内溜井或采场天井放矿，
（5）大中型矿山采用集中溜井放矿时，最好有两个矿石润井，以便当某一捆井一旦

发生堵塞、跑矿事故时，生产不致中断;
（6）溜井装卸矿口位置，应避免直接放在石门、沿脉运输卷道等主要运输巷道上，

以减少运输线上的于扰和防止矿尘污染运输巷道。

（7）若矿石粘性大、泥矿多、粉矿率高、易产生再结性以及对矿石块度有特殊要求

时，一般不宜采拥溜井放矿。

3.13，4.2 温井放矿的生产能力
灌井的生产能力波动范围很大，它主要决定于灌口放矿设施的形式（闸门、振动放矿

机、无轨转载），又取决于上部卸矿阶段与下部装矿阶段装卸矿的能力。因此，它与运

输、装卸矿设备的大小，类型、采场的出矿能力、车流密度以及搞井贮矿量的多少、澳邦

的放矿速度有密切关系，详见矿山机械卷及并巷工程卷。一般情况下，撰口装矿闻门的放

矿能力可按式（2-3-8）计算∶

/ = 36o0 AaFyVr (2-3-8)

式中 W——放矿能力，t/h;
a——闹门完善程度系数，0，7～0，8;

F-—阐门断面面积，m*;
a ——放出矿石流的收缩系数，0.5～0，7;

维—-—放矿效率系数，0，75～0.8;
V----矿流速度，0.2～0.4，m/s;
y-——矿石容重，t/m"

K——矿石松散系数，1.4～1.8。
国内矿山的实际情况表明，净直径φ=2.3～2.5m的溜井其生产能力可达30～6000

t/d。
矿山生产能力在 500万t/a以上时，应设置3个主矿石湘井。酒放段一般不小于矿石

最大块度的 4～5倍，贮矿段不小子矿石最大块度的 5～6 倍。

3.13，4.3 逼井化放矿、集中出矿

灌井放矿具有很多优越性，为此在某些条件允许的矿山，往往采用来场渭井化放矿、

集中出矿的放矿方式，以简化阶段运输、减少非出矿阶段的矿石运输系统和减少井底车场

等开拓工程量，降低经营费，提高劳动生产率。

瘤井化放矿和集中出矿一般适用于大、中、小型矿山，当前国内外溜井化放矿集中出

矿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 用电靶装运机、铲运机直接将矿石耙入或卸入主矿石演井下放至主运输平巷。

此种出矿方式对平硐开拓矿山可以取消主平硐以上各阶段的矿石运输系统，采场能力大，

劳动生产率高，适用于矿体和围岩稳固的矿山。

（2） 利用中间阶段集中运输。此种方式是把生产阶段的矿石，经下都阶段的采场天

井或少数主搁井放至主运输阶段的矿山转运系统。使用条件是允许开凿大量的采杨天井，

或少数的主溜井，否则会影响投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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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漓井化放矿，可取消在该地段矿石阶段运输和降低采场的底柱高度（即减少了底
部矿柱量），它不但简化了矿石运输环节，并为提高矿石回收率创造了条件。目前虽有增
加使用溜井集中出矿的趋势，但应当考虑其完善的通风系统和有效的通风设施。

3，13.4，4 溜井形式及其使用条件
（1） 单段式垂直瘤井如图 2-3-62a、b所示。其特点是从上到下垂直不分段。这种

布置具有结构简单、不易堵塞、使用方便、开场比较容易等优点。国内金属矿山应用比较
普遍，但放矿时冲击力大，易破坏井壁，因此滴井围岩要坚硬稳固、整体性好，滴井内应

经常存放一定数量矿石来缓冲矿石冲击。单段式垂直溜井，有单水平卸矿和多水平卸矿两

种。单水平卸矿如图 2-3-62之4所示。溜井可以采用溜井上口中心落矿，溜井贮矿，以减
轻矿石对溜井冲击。

（2〉 分段控制垂直溜井，如图 2-3-62c 所示。

当矿山为多水平生产、溜井通过圈岩较差时，为了降
低矿石在蔺井中的落差，减轻矿石粉碎及溜井的冲击
摩损，可将溜井按阶段分设闸门及转运硐室。

（3） 阶梯式直溜井，如图 2-3-62d所示。将催
井分成几段，上下段间用平巷连接，故转运时设备增 图 2-3-62 清井型式
多，生产管理复杂。一般不宜采用。

（4） 倾斜溜井，如图2-3-626所示。该灌井形式是把润井沿岩层倾斜布置在局部坚

硬、稳固的岩层内。岩层倾角应在60°以上，如图所示。这种溜井长度大，施工困难，渭

井在生产中易摩损，但可减少物料下放时的粉碎率。故有些矿山应用。

3，14 井 底 车 场

子，14，井底车塌的组成及基本形式

3.14.1，;井庵率墙的组咸
并底幸场由若于连接和环绕井筒的巷道及辅助硐室所组成，是地下运输的枢纽站。

井底李场的储车线是容纳空、重车辆的专用线路。停放材料车、人车等的线路也属于

储车线。
井底车场的行车线是调度空、重车辆的运行线路，其中包括供矿车出入罐笼的马头门

线路。
井底车场还设有各种辅助线路，如水仓通道、清理井底斜巷、通向各硐室的专用线路

等。
形凿于井底车场内的各种辅助硐室主要有水泵房、管子道、水仓、变电所、机车库、

调度宽、充电硐室、等候室、推车机硐室、翻车机硐室及医务室等。

3.14.1.2 并鹿率塌的基本翼式

1、竖井井旅车场的基本型式

竖井井底车场的基本型式有环行式和折返式两类。

根据主蓟井储车巷道垂直、平行或斜交主要运输巷道（或主要运输石门），环行式车

杨又可分为"立式》、"卧式"和"斜式"三种类型。刀把式井底车杨是"立式"车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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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特殊型式。
在设计中也可以采用混合式车场。例如，主井车场为折返式、副井为环行式，两者形

成一个混合式车场。
各类竖井井扁车场的基本型式见表 2-3-49。

 井 井 皇 率 场蓄本形式 囊 2-3-49

优 缺 点图 结 构 特 点型类

（1）调车方便
立

〈7）可两翼进本（1）储车燥与主要运输巷道垂直
（s）弯道顶库

（2）主、制井距主要运输卷道较远
（4）工程量大环 式

（1）调车方便卧
（1）储本线与主要运输巷道平行 〈2）可两属进$行

（3）弯道顶车（2）主，耐井距主要运输卷道胶近
式 （（）工程量大

式
（1）便于调整储车蝮和出率方向

（1）储车规与主要运输卷道解交
（2）考道顶幸

（2）主要运输巷道可部分用作行车 <3）工程量较小式 镜

棱 （1）可两圆进车利用主要运输巷道作主井储车
折

（2）工程量小，淘道少线和行车线
式

返

尾 （1>调车方使
利用石门作主井储车线式 头

《2）工程量小

注，表图中 1-主并，2一删井。

2。斜井井底车场的基本型式
环行式斜井井底车场也分卧式和立式两类，其结构特点和优缺点大致与环行式竖井井

底车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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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返式斜井井底车场又分为折返式和甩车式两类。折返式车场的主并储车线多设于运
输平巷内;用车式车场的主井储车线设于并筒的一侧。

金属矿山一般采用拆返式车场。

3，14.2 并露车场缀式的选择

确定井底车场型式的主要因素;
（1） 矿井开拓方式对选择井底车场型式影响甚大。例如，井简距运输大巷较近时可

采用卧式车场;距离较远时可选择立式环行、刀把式或尽头式车场;地面出车方向受限解

时可选用斜式车场。斜井环行车场一般适用于单一水平的箕斗或胶带运输机斜井开拓，甩
车场只适用于多水平的串车斜井开拓。

（2） 矿井生产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提升抖衢的数目、提升容器类型以及井底车场的

调车方式等。
设计能力很小的矿井，一般只有一个提升井筒，并用罐笼作主副提升，井底车场的调

车可以用自滴或其他调车设备，因此可采用尽头式或刀把式车畅。

大型矿井往往采用簧斗提升矿石。当用侧卸式矿车运输时，常采用折返式车场;当用双

机牵引底卸式矿车运输时，也可采用折返式运输系统。大型矿井辅助提升用的罐笼井井麻

车场，废石量不大时，可采用尽头式单面车杨;运输量大时，可采用环行车场。

（3） 主要运输平卷和井底车场的运输方式和调车方式。

（4 ） 运输设备的类型和井口机械化、自动化程度。

（5） 主要硐室的位置，防水门、自动风门的布置要求。

（6） 井底车场所处位置的地质、水文地质及矿井涌水情况。

总之，影响井窟车场型式的因素很多，选用时必须全面考虑。必要时，应进行方案

比较。

3.14.3 并联车场轨道线路及弯道迹接系统

3，14.3，1 铜轨及撇爸

1。钢轨
井底车场采用的钢轨类型，一般比阶段运输平卷的轨型大1～2号。如果矿井产量小，

服务年限不长，也可采用相同轨型。轨型选用标准参见表2-3-50。都分矿山轨型见表2-

3-51。
轨型与机车轴重的关系式;

(2-3-9)9≥5+ ap

式中 g --—钢轨单重，kg/m;

p-—机车轴重，t;

a——系数，地下取4≈ 2.5。

2.道岔
井底车场的道岔，其轨型可与线路轨型一致，也可比线路轨型高一级。道岔钢轨的强

度不得低于线路的钢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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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绪 例 轨 类 要 选 局 景 准 表 2-3-50

轨矿 车 容 积 题 钢 轨 类 型阶没生产能力 电机车置量

(kg/m)(m') 《xm)(×1*/)

600 12-150,6~1,2<80 3～1

800 15~221.2~4,036～300 7,10,14 782 ----
600

22～37824.D～5。014，10《双机>100～200
9

30或拟上>β.014～20200～300 900

泰 2-3-51都分生产矿山年场单益实例

软 型题软废石车客积矿车容积机车重量
矿 山 名 称

(kg/m)(mm)(m')(m*》<1>

BB5 18高0，7S崮1.27大茶园矿
830Q 18题0.75侧 1，6铜缘山枫矿
s0D翻0，75舞1.810尖林山铁矿
162 38樱7，0底 7.07（双机）民愿山钢矿 24800翻0.?5固 1、47,10向山硫铁矿
7o2 24固1，2龄4.0r,10,金川二矿区 2434o翻0，75侧8.01,20金山店铁矿

注∶固一固定式，筒一侧卸式;账一寐卸式，趣一氧转式，检一梭式

3.14.3，.2 章道及其连接系统

1。弯道的最小曲线半径
当车辆轴距在 1m以下时，弯道的最小曲率半径除与固定轴距有关外，还与车架结构

或底盘结构有关。如风凰山惧矿采用GV-7B旅卸式矿车，其固定轴距为 850mm，转向集

间距为2400mm，设计线路的最小曲率半径为 30～40m。

2。道岔与曲线线路的连接
道岔与线路连接的计算方法及线路平移的连接方法见表 2-3-52。

3.14.4 并廉车场的平面布置

3，14.4，】 错车线长度的确定

1。储车线范围
竖井箕斗重车线，来用固定式矿车时，自翻车机进车口至连接储车频与行车线的道岔

警冲标止，采用侧卸或底卸式矿车时，自卸载曲轨起点至连接储车线与行车级的道岔警冲

标止。
竖井箕斗空车线;自翻车机的出车口（或卸载曲轨的终点）至连接储车级与行车线的

道岔警冲标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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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2擅世与画战额略连接方法计算公式

名 称 及 简 图

@1=β-a
2=Rt2
*a <b*4+T)sin 4_

5（n 日

x7+<b+d+T)sin
Sinβ

（1）单肉分岔点联接

ao
T=R g-

d*a-(5*

L=(a*T>+(b+d+T)cona

（2） 双绶单向联接

T-Rig-一

L=a*
2一

--(5+T>d±-一-
2sin-

（3） 双线对称联接

meOt4i+Tiin在+。

人照-a）An__

4"百-（+T+Tp）>S*z鱼尾板

=(a+T1+da+T)cosβ

（4） 分岔平移联换

β;= β;+a

m-(5±4+T)inKβ-2_

n "五

d_(b+4;+T,)sβ-6-Tu
sin β

（5） 单肉道岔与双弯道联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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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an

名 称 及 简 图 式公

d ≥Sa+ 2鱼尾板长

L=27+√~(2T+aTs

a- ar等 7了a-S

（否） 线路平移的联接

β1=180°-(β＋α,)

β=β-a,
洲;=a1+《b;+a1+T）x.（p-02.

勿;=T;*（5;*d+7，）×即n因

L"m;+（角+d+断）×An

m1=a,+《b+a+T)×_in(&s-①)8In β-

;= T。＋（ba+&+T，）×x-即分

L=（n1+dr*b，）×-题者

41=〈n，td;+4;）x5是

Z3"两;+（姓;*dutb。>×-（7 ）三知岔道联接
码>a

罐笼井重车线;自阻车器的轮挡（复式阻车器以后轮挡为起点）至连接储车线与行车

线的道岔警冲标止。
罐笼井空车线;自对称道岔岔首（双罐笼提升时）或摇合基本轨末端（单 罐笼 提 升

时）至连接储车线与行车线的道岔警冲标止;当空车鳗（包括材料线）为双级时，则进出

该支线的两道岔警冲标之间的距离即储车线范围。

2。储车线的长度
（1） 箕斗井重车线，按1.5～2.0 倍列车长度（包括电机车头在内）考虑;

（2） 箕斗井空车线，采用与重车线相同的长度;

（3） 采用曲轨卸载或矿车不摘钩的翻笼卸载时，箕斗井的空、重车储车缓可按1.1～

1.2倍列车长度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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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采用罐笼兼作主副提升时，罐笼前储车线一般应不小于1.5～2 倍列车长度，
罐后不小于Ⅰ，5 倍列车长度。但矿井规模为年产矿石30万吨以下时，储车 线可按1.0～
1.5 倍列车长度设计;

（5） 副井井底车场除考虑废石所需线路（1.0～1，5 倍列车长）外，还应考虑材料、
设备等临时占用的线路，其长度约为15～30m。用人车运送人员时，应设置人车专用线

（约15～20m）;
（6） 调车线通常为一列车长度;

（7） 副井提升车场的线路，还需满足主要硐室（如推车机硐室、变电硐室、调度室

及等候室等）、防水门及风门布置的要求;
（g） 斜井串车提升时，储车线长度为 2～3 钩串车长度。
3。14，4.2 井筒相互位置与储率规长度的关系
当井底车场范围内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井筒时，各井筒之间的相互位置对储车线的

技术布置影响极大。
有条件时可考虑用最经济的车场线路来确定井筒位量。但因中央式竖并井筒相互位置

的确定较为复杂，涉及的因素较多，因此，金属矿山设计一般是先确定井筒位置，再布置

井底车场。
3.14.4.3 井底车场硐宣布量及人行道

1。主井系统硐室
主井系统硐室有∶推车机及翻车机硐室、卸载硐室、箕斗装载硐室及矿仓、清理井底

撒矿晴室及水窝泵房等。
箕斗装载硐室应设在坚硬稳定的岩层中，其他硐室则由线路布置所决定。

2，副并系统硐室
副并系统硐室有;马头门、主排水泵房、水仓及清理水仓硐室、主变电所及等候室

等。
水泵房与变电所应联合布置，一般布置在副井并筒与井底车场连接处附近。水仓入口

设在空车线车场最低点处。

3。其他硐室
其他硐室包括。调度室、医疗室、电机车库及修瑾间、防火门硐室、防水门硐室、消

防材料库、地下火药库等。其位置应根据线路布置和各自的要求确定。

各类硐室的设计原则及计算详见本手册井巷工程卷。

4，人行道
（1） 主井重车线，设单侧人行道，线路断面需考虑机车进入;

（2） 主井空车线;设单侧人行道，线路断面需考虑机车进入挂钩点附近，

（3）副并进车线∶作为上下班通行要道时，需设双侧人行道，架线高度2.2m;

（4） 副井出车线，作主要通行要道时与进车线相同，不作主要人行要道时与主井重

车线相同;
（5） 回车线，入车场设在国车线旁时，人员通行要道部分的回车线应设双侧人行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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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4.4 马头门的平面布置
1。双螺笼设置有单式阻车器和摇台时马头门线路的布置
线路布置见图 2-3-63。线路尺寸计算如下∶
1）单式阻车器的轮挡至罐笼中心线的距离s

+L,+L+Z。 (2-3-10)

式中 L。——-罐笼底板的长度，mm;

L。——播合活动轨的长度，mm;
L-——摇台基本轨的长度，mm;
Lz-—单式阻车器轮挡至摇台基本轨的距离，mm。

Z、Z。和乙4的 长度根据摇台和阻车器的尺寸确定。单式阻车暑的基础应尽量紧掌摇
合的基础。

2）单式阻车器的轮挡至对称道岔连接系统末端的距离b，
为了便于安装阻车器及满足矿车的停放要求，b。须符合下列关系式;

(2-3-11)b>S,.aex+
b>L/

式中 S;mar——矿车最大轴距，

D---车轮直径;
L——阻车器轮挡至阻车器基本轨末端的长度。

一般选取∶b>2000mm。
3）对称道岔连接系统长度 b。
计算方法参看表2-3-52，
4）复式阻车器前轮挡 至 对称

道岔基本轨起点 b.
L

此段距离要保证复式阻车器的
一10 基础与道岔在敷设时不相碰擅。一

般选取b;=1，5～2，0m。
5）出车侧播台基本轨 末端至

对称道岔连接系统末端的距离 b。

此段距离要保证搭台的基础与

道岔不相碰，并使矿车保持在直线菌 2-3-63
段上。一般选取b。=1.5～2.0m。1-顺笼，z一单式阻车器，8-复式阻车器;4一摇台活动轨

当采用下方推车机进罐时，马5一黑台基本轨。《—对称道岔酱本轨触点，7一单式阻车哪轮档

—阻车器基本轨束端，对称道岔连楼系统末端，6一对称遵岔基

头门线略尺寸的布置，要考虑到推本轨始划;10—复式阻本谦菌轮挡，11-复式阻车器后轮挡;

12一对称道岔连接系统宋墙 车 机的安装和运行问题。

2。单罐笼设置有复 式阻 车器和摇台时马头门线路的布置

线路布置见图 2-3-64。线路尺寸的计算和符号的意义与上小节相同。

3。单罐笼设置有复式阻车器和托台时马头门线路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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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布置见图 2-3-85。线路尺寸计算如下;

s=2+L,+L, (2-3-12)

式中 S——复式阻车器前轮挡至罐笼中心之间的距离，mm;
Z，——一托台基础外伸长度，mm;

L，—一复式阻车器前轮档到托台外伸段末端间的距离，mm。

菌 2-3-65图 2-3-64
1-增笼，2一复式服本昂;s-托台1一增笼r2一复式阻率器;3一报台活动轨，4一器台基本

轨，5一复式阻车器后轮挡，6一复式阻车器前轮档

3，?4.5 并虑率烯轨道缺路纵断面设计

3.14.5.1`自蓄滑行和马美门绒路的纵断随设计
自瘤滑行和马头门线路的纵断面设计详见本手册井巷工程卷及矿山机械卷。

3.14.5，2 储车镜及集道的煅度

1。箕斗井重车及空车线的坡度
箕斗井提升时，重列车一般不慎钩通过翻车机（或卸载点），这时，重车贱取平坡;

矿车摘钩用推车机进翻笼时，推车机至翻笼区段可取2～3‰的坡度，在需车机口约一个矿

车的长度，取2??右的上坡，其余部分取3～5??坡度（机车顶列车进翻笼时》。

簧斗空车线坡度∶列车不摘钩通过翻车机（或卸载点）时，出翻笼后的坡度应考虑拉

紧矿车的链环，可与空车储车线取相同的坡度，矿车摘钩翻转时，空率出翻遂后10～15m

一段取15～20??坡度（矿车容积1.2～2，0m3）。空车线其它部分坡度，应保证矿车的自

溜，一般可取6～8??空车线末端应有一段平坡，以利于阻车。

两翼来车时，重车、空车线均取平坡。

2。罐笼井重车及空车线的坡度

重车线，阶段车场重车级采用电机车调车时，取2～4??坡度;采用自溜车场时，启

动段坡度≥（2.5～3）W，（W;为重车运行时的静阻力系数，详见表2-8-53），其余

取法≥（1.8～2.5）W。
空车线∶空车鳞坡度主要与井筒连接部分处的空车线有关，连接部分处空车撰采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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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时，一般取13～18‰的坡度（0，75m'矿车），这时，空车线其他部分坡度可取6～8??
弯道处的坡度应加大1～2‰。

3。绕道（回车线）坡度
绕道的坡度主要同主酚并空重车线的长度和坡度以及车场的型式有关。金属矿山采用

0.75m2矿车和7t电机车时，空车爬上坡应控制在10～13‰以内，否则应增加绕道的长度。
10t电机车牵引空列车时，绕道坡度两略增大，但应控制在15‰左右。拉或顶重车爬上坡
时，坡度一般不要超过6～7??

表 2-3-53车辆（遗动轴承）运行静阻力系数
车辆静 阻 力系 数 W。 （kg/t）矿 率 密 积序
空 车(m*)

0.5
0.7～1,0
1.2~1、5

4.5
4

3.5410

3.14.6 并底率场通过能力

井底车场通过能力的计算参看本手册矿山机械卷。

3，14.7 井底车场总平面圈标注尺寸的方法

在施工图设计中，每一条线路（巷道）均应有三排互不相混而又彼此闭塞的尺寸线∶

紧靠里面一排尺寸专门表示巷道断面的变化、硐室的位置以及巷道的连接点的长度和

位置等。这一排尺寸，在设计中供计算巷道工程量之用;在施工时指导截道的掘进和支护

工作。
第二排尺寸专门标注道岔和轨道连接系统的尺寸及其位置、弯道参数（半径、角度、

切线和弧线长等）。
最外面第三排尺寸专门表示轨道线路纵断面坡度的变化，其数 字与轨道纵断面图

一致。
第二排和第三排尺寸在施工时供铺设轨路用。在技术设计或初步设计中，这两排尺寸

可以合并。
绘制井底车场总平面图的比例，初步设计多采用1∶500，施工图设计应采用1∶200。

3.14.8 总平面布置的计算

3.14.8，1 鼠地条件

（1）井筒中心的座标;
（2）提升方式及提升容器在井筒中的布置;

（3 ）储车线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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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车场与运输巷道之间的关系;
（5）电机车、矿车等车辆的吨位，外形尺寸及列车的长度;
（B）矿井日产量和小时产量。
3，14，8.2 基本参数的确定和选取

（1）钢轨种类，道岔型号，弯道半径的确定;
（2）主副井各段储车线长度的确定;
（3）车场型式的确定;
（4）井口机械布置方式的确定。
计算步骤。

（1）计算并简的相互位置及主副井储车线之间的垂直距离;
（2）利用投影法计算各段尺寸（即平面几何尺寸），最终进行平面尺寸闭合，
当作施工图计算时，计算尺寸的精度为毫米，角度为分;
初步设计的精度可适当降低，方案比较可用作图法;
在平面计算时，要考虑到各段线路坡度的要求，并留有一定的调整余地。如果坡度和

储车线长度不能满足要求，则要重新考虑井筒间的相互位置和井底车场的型式。

3.14.9 计 算 实 例

3.14.9.1 原始条件
1、并简座标

主井∶ Z;= 279.795

y,=740,524

副井r，X，=282，943

y,=770,358
2。提升方式

主并挺升用5号双罐笼;副井用5号单罐笼。提升容器布置见图2-3-68。

3。提升方位角
储车线与座标线的夹角即提升方位角《= N42°10'B

4。井底本杨型式
为立式车场，见图2-3-67。

5。运输设备
10t电机车章引2m2固 定式矿车和0.5m'翻斗本。列车益长度均为3，8m。2m矿车轴矩Smx°

I100mm。
6。矿石产量

阶段日产量2000t/d，小时产量72t/h。

7。运行车辆最大宽度（B）

B = 1200mm。
3，14.8.2 箱本参歙的确定
（1）采用18kg/m钢轨。

（2）采用618-1/4—11单侧道岔、618-1/4-11.5渡载道岔、618-1/3-11，65自动分配对称道

岔。其参数如图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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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8-

图 2-3-86 道岔参数

（3）弯道半径R=15m;缓和直线段长d=2m。

弯道双轨线路中心距加宽值;

= 134 (mm)

取/ = 200mm
（4）储车线长度1
主井重车、空车载长度L，=1.5×43，8=65.7m

副井重车线长度LJ1=1.2×43，8=52，56m

副井空车蛾长度L/，=1，1×43，8=48，18m

（5）车场型式见图2-3-67。

（6）主井马头门就略布置方式见图2-3-63，其有关尺寸如下，

罐笼底板长度 L。= 3.2m
播台活动轨长度 L。= 1，5m
播台基本轨长度 L，= 0，6m

罐笼中心线间距 A= 1.988m

单式阻车器轮挡至懂台基本轨末端的长度 L，=1。4m

单式阻车署轮挡至对称道岔连接系统末端的长度 b=1.5m

对称道岔连接系统长度 b。= 10.842m

复式阻车器阻爪间距 b，= 2。4m

插入段长度 b4=2m，b，=2，11m
（?）副井马头门线略布置见图2-3-64，其有关尺寸如下;

罐笼底板长度 L，=3，2m

摇台活动轨长度 L。=1，5m

摇台基本轨长度 L，=0，6m

复式阻车器阻爪同距 b，= 2.4m

抽入段长度 L=0.51m

3.14，8.3 平国阔舍计算
1。井筒相互位置和储车线同的垂直距离

参照图2-3-68对如下参数进行计算;

（1）井筒中心连线与座标线间的夹角∶

770,358-740,524
β= arctg-,—2  282,943-279.795

（2）储车战与井筒中心线连蛾同的夹角，

θ=β-a=83*s5836"~42"10'=41°48'8"

（3）井筒中心级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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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68 井筒相互位置
1一主井井筒中心线，2一主井铺率
规中心蛇! 8一副井中心线」4一副

井储车线

0,0,=v(xz-x)T+-y,)T

=√（770.35B一740，524）+（282.943-279.795）=30m

（4）井筒中心问水平距离∶

0O1=O,0,cos9=30×cos41"48s6"= 22.361m
（5）并筒中心间垂直距离

O0,=O,0sing=30×sin41*4856"=20m
（6）储车线间垂直距离

CD=00-0,C+OD-20-0.41+0,17=19.729m

6

R=1500R=150003005 _a=9"21-303195——a=]4"J5
T=124tp72 —10342-K=3730 K-2476-A01-

图 2-3-70图 2-3-69

R=15000
a=25°45' 、-B01-_T=1167
K= 19830 a=36*/

图 2-8-7?图 2-3-71

2。求连接系统尺寸
3，利用投影法计算各段尺寸
1）主井马头门缴略尺寸
据图2-3-70及井口设备布置求得。

AA,=10,342+6.8=16,942m
AA=10.342+5.7=16.04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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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井重车储车线尺寸

煨絮臂车线长度的要求，A.C>65.7m，同时为了保证有一列以上矿车在直线段 上启动 滑行，取
AB = 55m。

3》主井密车储车线尺寸
根据储车线长度的要求，A，B>52，56m，同时为了保证空车出银后获得必需的自滴能量 以达到其弯

道的坡度终点，留直线段长度A，E= 20m。
4）副井马头门线路尺寸
根据井口设备布置，GG， = 8m。
到井储车线长度在平面闭合后再复核。
5）G;值据图2-3-72计算Gr

G;zGH+AA;+A,B+BD+AHctg50°~Kj-j
=22.361+16.942+55+8,001+19.729×ctg50*

sn50--15tg-2-= 110,03
式中角50'是由运输阶段的石门方向而定。

6）L，S值根据图2-8-69和图2-3-71计算L，S，;
LS,=GH+GG,+GG+GG+GW)～(AA,+4,E+EF)-SS+(LQ-LLn)

=(22.361+8+10.11+6+15)-(16,042+20＋15)~15+(18.83~5.729)=B.584m
式中G，G-=6m，是根据恋岔点支护和街道间岩柱安全要求确定的。
7）L值据图2-3-71和图2-3-72计算Zp，

Lp=(DB+B4,+A,A+AA,+AE＋EF)-LQ-MP-QFctg50°

=(B,001+55+16.942+16.042+20＋15)-18,83-30tg-

-30,772ctg50*= 72.293m
8）根据储车线及绕道的线间距求OV

OV=(HA+FQ)-(SS,+OW+SV,+V,V>

=(19.729+30,772)-(15＋15+2+10111)=8.39m
式中S.V为弯道漫和段长度，取2m。
9）YZ;操图2-3-78计算YZ

YZ,= (MD+DZ)-(MY+ZZ;)

=(30.772/sin50°+10.231)-(30tg2-+5.72)

= 30.683m
10）ZR值据图2-3-72计算ZR

DK-1.71=-30.692m
ZR=<DK+j.+jij)-(DZ+1.4ctg50*)

 (10729+15tg9-＋2)-(10.231+1,4ctg50°)

= 28.281mn
式中js= 2m为弯道辍和段长度。

以上连接尺寸是用储车线的垂直距离计算所得，最后还须用水平距离和三角关累及座标计算法进行

复核。如计算结果相同，则证明上述计算正确，平面闭合计算可暂告结束，否则，须重新核算，直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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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为止。

3.14，10 并廉怎场服试实例

竖井井底车场型式实例见表2-3-54及图2-8-73～图2-3-84，
斜井井底车场实例见表2-3-55及图2-9-85～图2-3-87。

--87460

—-21020-

图 2-3-73 黄砂坪带锌矿环行车漏

需效学=主

900
1221_

图 2-3-74 龙苜矿1520m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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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6-

00-+-J7160—

介女152 -32410-
I00M

131iuo 抓-UU

80）直5000t
—--4800———[8s0_

图 之 3;置 铜志山钢矿 - 125m车场

j-- *-. -、 ---， .-.------一. 

2040-3500-
21u00-

 24iy31l

-000---7525-

图 2-3-77 风腻山铜矿- 40m车场
1-混合竖牛，2-较车明室，3-水泵房变电所。4-水位，5-钼矿Y，6-卸矿站，7-卸矿站

g一机修站;9一变压器娟室，14一手动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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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L11v"H3106⋯
+-12722

0.010' 0266"
zz
-N0500—

Q.0t9 0.010

2524G7e -2a0—2
F1200一2000-

65007脚g LO384子15604 s004 r

R12000
—{2062-L9423 I84d

R12 000
L64角

Tg950A0000

图 2-3-79 凡口铅锌矿尽头一环行车杨

R15000
点8460

，0089 下.面6

R15000配
一2880t-L235629

0.0030.000- 12800 32551—

y1450o!23050 —22000-

图 2-3-80 程潮铁矿-80如双环行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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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8 弓长龄铁矿-220m双环行车场

推车机操络室

图 2-3-84 武山铜矿折返式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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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8*2U'14
K,-10000
J.;- 4947
T,- 2526
9=29*s1' 1d
R,= 1000
T.=5167

23"园1 7;=264
DB其税?7500 1凶

732h

B,=503'39* θ=6】"6'3H,=Y70D R- 15000
/,z=i6ai0 I 1一1599
1;=9为t 7T;= 8854

6,=IIa"8'5*
? = 1500
1-m ?*53
二21d76

npetopi

qLiEsszi

图2386 马家桥粘土矿60n车场

g=1*25'38*
分=21861

.0-g25

-·?20训

丧∶"-3-87 湘市碳g·米认4场



第四章 采 矿方 法 选 择

费任摘写单位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参加编写单位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吴洪年 胡菊南

4.1 采矿方法的一般问题

4.1.1 影响采矿方法的矿床赋存要素

矿床的矿体形态、厚度及倾角等赋存要素，对于采矿方法的选择，有直接影响。

4.1..】 矿你原度

（1）极薄矿脉——厚度在0.8m以下，回采时需要采搁围岩;

（ 2）薄矿床-——厚度为0.8～5m;

（3）中厚矿床——厚度为5～15m;

（4）厚矿床——厚度为15～50m;

（5）极厚矿床——厚度在50m以上。

4.1.1.2 矿体形态
（1）层状矿床———多为沉积或变质沉积矿床。其特点是矿床赋存条件〈厚度、倾角

等）和有用矿物的组分较稳定，变化小。多见于黑色金属矿床和非金属矿床。

（2）脉状矿床——矿床成因主要是热液、气化作用，使矿物充填于地层的裂隙中。

其特点是矿床与围岩的接触处有蚀变现象，矿床赋存条件不很稳定，有用成份的含量不均

匀。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及贵重金属矿床多属此类。

（3）透镜状、囊状矿床——矿床主要是充填、接触交代，分离和气化作用形成的矿

床。它的特点是矿体形状不规则，矿体和围岩的 界限不明显。莱些有色金属矿（如懈、

铅、锌等）即属此类。

4.1.1.3 矿体倾角
（1）水平矿床——砂体倾角0°～3°;

（2）缓倾斜矿体-——矿体倾角3°～30°;

（3）倾斜矿床——矿体倾角30°～50°;

（4）急倾斜矿床-———--矿体倾角大于50°。

4.1.1.4 矿老允许的崇露画积

（1）极不稳固矿-—--顶板不允许暴露;

（2）不稳固矿床——顶板允许暴露面积在10m2以内，长时间暴露仍需支护，

（3）中等稳固的矿床——顶板允许暴露面积200m2以内;

（4）稳固的矿床——顶板允许暴露面积在500m2以内，

（5）很稳固的矿床——顶板允许暴露面积500~1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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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极稳固的矿床—-顶板允许暴露面积在1000m2以上。

4，i，2 聚矿 方 法 分类

采矿方法是研究矿块（包括矿房和矿柱）的开采方法，它包括回采工艺和采场结构两
大方面的内容。而地压管理则是决定采场能否安全生产、精矿 和出矿能否顺利进行的关
键，地压文与采场结构密切相关，故本手册以矿块回采时地压管理方法作为分类的依据，

其分类见表2-4-1。

4，1.2.1 采矿方法分类的主题籽点
（i）采矿方法类别间的差别主要是地玉管理中的回采空区处理方法不同。它清楚地

反映了不同采矿方法之间的对应联系，便于设计时选择和比较。
（2）采矿方法分组中的分层（包括单层）、分段和阶段的变化规律反映了每类采矿

方法对矿体倾角、厚度、矿石与围岩稳固性的适应性，也反映了每类采矿方法的采场生产
能力、劳动生产率、矿石贫化率和损失率等指标的变化规律。

（3）有利于不同果矿方法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发展。

泰 2-4-1聚 矿 方 法 分 冀 表

采矿方法采矿方法
采矿方法主要分类采矿方法名称按地压管焊分

分 组类 

（1）普通全面法全面采矿法
（2）留矿金面法

分层（单层） （1）浅孔落矿房柱法房柱采矿法
（2）中槃孔落矿房柱法空 空 场法自

（1）极薄矿脉留矿法留矿采矿法然

（2）浅孔落矿留矿法场支

（2）有底柱分嵌采矿法分段采矿法撑

（2）连续逼采分段采矿法分败空场法法
爆力运矿采矿法

（1）水平部孔阶段矿房法
阶段空场法 阶段矿房法 （2）垂直深孔阶段矿房法

〈1）长壁崩落法
（2）短壁崩意法壁式崩落法

分层（单层） （3）进路崩落法
崩 落法 （1）进繁回采分层幽落法扇腿 分层崩落法 （2）长工作面回采分层崩落法

（1）典型方案惑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2）高端营无靡柱分段删落法分段崩落法

有底柱分段崩落法
法社

（1）典型方案
阶段强制崩落法

（2>分段留扩崩落法卧段制落法
阶段自然期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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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采矿为法主要分类采矿方法名称采矿方法类别按地压管理分 采矿方法分组

上向分层充填法
上向进路充填法分层（单层）
点柱分层充填法

充 充 填 法 下向分层充魄法人
壁式充填法

工
填 分段充填法 分段充填法

支
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

撑
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法
VCR事后充填法阶段充填法

留矿采矿事后充填法
房柱采矿事后充填法

文 柱 法 方框支柱、模掺支柱法

（4）有利于采矿方法正确命名和归类。

4.1.2，2 分类中需说明的几个问题
（1）目前国内外采矿方法分类很多，学术上争议也大。本分 类 从 工程设计实际出

发，不作学术争议的论据;
（2）支柱法虽已列入分类表中，但它在我国实际应用很少，特别是新设计矿山故未

列节论述;
（8）阶段充填法实质是一种联合法即通常所称各种空场法的事后充填法。就国采1

艺而言，它与空场法是一致的，所以有人称之为空场法，但它又与无需及时处理回果空区

的空场法具有不同的概念与要求。阶段充填法中的充填工艺包括在第一步矿房回采循环之

中，是矿块回采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不能停顿的一道工序，其充效能力和时间直接影响采场

综合能力，不及时充填，则相邻的采场或矿柱便无法回采。为了回采然注，议串中．对充
填制备和工艺要求严格。对充填体强度也有不同要求，新设计矿山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充填

系统。按照这种从设计整个矿块（包括矿房、矿柱）的回采工艺的观点出发，故料用m注

内外出现的VCR法、大直径深孔采矿工艺，以及凡采后需及时充填以回收荷的均奶∶，

段充填法，而回采后空区无需即时处理的则仍属空场法。

（4）所谓'大直径深孔采矿法（技术）"它不是某种采矿方法的专称，而是高效牵

大孔穿爆技术的某种概括。它贤可用在充填法，也可用在空场法和崩落法中，既可用在阶

段空场，也可用在分段空场法。故不作独立的方法列入分类表中。

4.1.3 国内外地下金属矿山各类采矿方法的比重及发展趋势

国内外地下金属矿山各类采矿方法的比重见表2-4-2和表2-4-3。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空场采矿法、崩落采矿法和充填采矿法的比重分别为59.2??

33?5.8??其中有色金属地下矿山三大类采矿方法的比重 分别为55，5??33.1?

11.4??在空场采矿法中，留矿法的比重占2/3，这是因为我国急倾斜薄矿脉和零星小矿



我国地下金具矿山采矿方法比重（% 表 2-4-2属 矿山有 色 念属矿山照色金属矿 1978～1979年采矿方法名称 1981年s1671年183年1970年 19e2年1960年目 前;195年195年1978年 按矿山数按采矿里 2.7房柱法 296.211.05.56,5│ 15.0 4,2分段法 阶段矿房法爆力运矿法 38.2s.o4o,0 30,9│as,7 32.0.o5,2│43.44323.0留矿法 8,.2五1.0 56.5 61.060.0 48,289.4丨r5.7 7o,779.│ E.0上向充膜法 10.03,48.0│下向尧填法 樱 少VCR法 1,s2,054.8上向（于式）充填法 6.0 10,07. .10.010.0o,r│6t,1 {11.5e 1.8 4,小 计 1.74.0 0.9分层崩离法 30,9落 法 无底柱阶段崩露法整式财常法 31.026.02,。│15.1 36.058.032,4 4.8l .1o.3 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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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地下金具矿山果矿方法比重（% 表 2-4-5

事大 园外32个国家
国五 及均区 232个

英国 碳扎伊力 】比亚采矿方法名称 矿山综合
Tg大门充雨 按矿 按严利重法醋加参大瑞典美国│ 是

4.2 11.813.415.72.823.1房柱法 2,929.3 2。1
0.40.3;1,0全面法

ra,720,339,8 1?4.5分段法 53,6k,218。14.3察 B,30.8t阶表矿房法
采 o,10.4爆力运矿法

3.01。12,0 9.B12.9]11.0 24,10.2倒矿法 1.6法
38,5ioo 45,850.ai 4B。62.897.23.131.236.2小 计 ⋯～
1328。43.5上向充填法

1.1 0,783 46。4 3,411,D.0.B 2.B42,5下向充搞法 2,7充
0.41.3VCR法 2。1
0.e1,72.1支柱左填法 0.3
14,515.2 34.817,3! 35.8│2.84,83.0小 计法

o,211.3分展崩落法
26,312.145,085 42,7分设崩富法 2!:5。采
22,86,D5.0阶段崩落法 60,6 6,65.7矿胞

49,32,592.621.5小 计法落

2,31.四 其 它

体数量较大，且多为50～60年代兴建的老矿以及机械化水平低所致。

近年来，崩落法和充填法的比重逐年上升。在黑色金属矿山，采用分段崩落法是有成
效的。在有色金属矿山，由于无轨化配套机械设备乃管道输送充填料技术的应用，使充填
采矿法的工艺渐趋机械化、自动化、效率提高，成本低，金属回收量增多，经济效益提
高。因此，充填采矿法得到进一步发展。

少CR法相继在我国凡口铅锌矿和金川二矿区金厂峪等矿进行了试验，教果搜好，并将
在大厂铜坑矿和安庆铜矿等矿山应用，是有发展前途的采矿方法。

机械化分层充填法已经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机械化上向进路采矿法、机械化下向进
路采矿法正在积极试验。

高端壁无底柱分段崩落法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变型方法，它比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效

率更高，采切工程量小而贫化损失率可以得到改善，是黑色矿山一种较有发展菌建的采矿
方法。

矿块崩落法是一种高强度、高效率的采矿方法，适合开采大西贫的矿体，矿井产量高
达2～6万t/d，目前我国正在金山店铁矿、铜矿峪矿组织试验。

空场采矿法正在稳步发展，凡是有条件采用该法的矿山，一般应尽量采用，新建矿山

应向无轨化发展，以提高效率;还可将空场法与充填法组合在--起，既可以扩大它们的使用

范围，又可消除空区体积过大面造成地压灾害的隐息。

根据我国金属矿山的赋存条件、对产量增长的需求、开采深度的增加以及开采技术的
发展等情况。对今后采矿方法的发展作如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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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建矿山根据矿体赋存条件应逐步减少空场法中留矿法的比例，
（2）在经济合理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有色矿山采用充填采矿法的比例，特别是低耗求

泥胶结充填法和水砂充填法的比例，积极推广机械化分层充填。机械化进路充填和阶段充
填采矿法（湖VCR事后充填法、大直径深孔事后充填采矿法），

〈3;二色矿山中，分段崩落法和阶段崩落法仍然是最有发展前途的采矿方法;
，）∶ 色矿山中，在规终大、品位不商、矿体变化不大的矿山，可以适当地应用阶

段强制削路习或砂块自然崩落法。

4.2 影响采矿方法选择的主要因素

采矿方法在矿山生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对矿山生产的许多生产指标诸如
矿山生产规模、矿石损失率、贫化率、劳动生产率，成本及安全等等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所以采矿方法选择的合理、正确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果及其成败。但在生产
和建设实践中也还存在着某些矿山采矿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这些变化的原因有的是因选
择不当所致，但很多是受如下客观因素的影响。

（1）设计所依据的地质资料不符合要求，地质资料不能正确反映矿体的开采特征，
开采中矿体形态、矿有品位、矿岩的稳固性均发生变化。

（2）对采矿方法选择的全过程重视不够。采矿方法选择全过程包括;研究地质资料
→选择采矿方法→基建施工→采矿方法试验→试生产→投产，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忽视了这
个过程，在投产之前，没有充分做好这些准备工作。

（3）某种先进的采矿工艺或设备的引进或转移，必须通过系统的工业性试验，以掌
疆它的工艺特点，适应范围、操作规律、主要技经指标等。如VCR法由于 通过了系统的
长时间的工业试验，从而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4）技术进步带来采矿方法的更新换代。矿山建设初期，设计虽已采用较为先进的

采矿工艺和设备，投产以后不久，由于国内外采矿技术的发展，采用某些新的采矿工艺或

设备取代原有的工艺或设备，会带来企业更好的经济效益。这种变化和取代是必要的、正
常的，但在客上也是造成采矿方法多变的原因之一。

因此，要充分研究一切影响采矿方法选择的各种因素。

4.2.1 矿床 地 质 条 件

矿床地质条件对采矿方法的选择起控制性作用，一般矿山根据矿体的产状、矿石和围
岩的物理力学条件就可以优选出1～2种果矿方法。

（1）在矿石和围岩的物理力学性质中，矿石和围岩的稳固性是关健因素，它决定着

采场地压管理方法、采矿方法的选择、采弱构成要素及落矿方法，它们对采矿方法的影响

见表2-4-4。
（2）矿体倾角和厚度的影响;矿体倾角主要影响矿石在采埚内的运搬方式。急倾斜

矿体，可利用矿石自熏运※，而采用留矿法时，倾角大于55°～60°;水平矿体可用有轨运
输、缓倾斜矿体可用电把运输，倾角小于10°的矿体，可采用无轨设备运搬等。

矿体厚度影响果可"方; 初落矿方法的选择以及矿块的布置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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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者稳固性对采矿方法选择的影响表 表 2-4-4

性
较适h，的采x"万法 可排除的采矿方法

图 岩 m__-—_—⋯.⋯_
空场法章 固 崩 落 法障 固

崩落法、充填法 空 弱 法不 稳 固

分段法，阶段矿房法、阶段自然期落法费 固中等毒固或不确固

 下向近路充填法、分层崩落法 空 场法不 稳 界不 魏 周

矿体倾角和厚度对采矿方法选择的影响参见表2-4-5。

很悬矿体产状可能采用的采矿方法 泰 2-4-5

倾鲜 矿 体级倾料矿广体 急倾斜矿体水 平矿你
项目 30"-50" >50"3*~30°0*~3'

留矿法，上向分展削壁上向须斜削蠹充填法璧式削整充填法极薄矿脉 黎式削壁充填法
充填法<0,8m

爆力运矿采矿法，分层 分段法，留矿法、分层全面法、房柱法、建砌矿 体 全面法、房柱法、
崩落法，上向分服（水平崩蒿法、上向进路充填法式期落法、警式充填鹭式崩落法、壁式亮0,8~5m
分黑进路充填法。分充下向分层充填法等法，进路充填法等填法略
填法、留矿采矿事后充填
法等，

分段法，留矿法，分层、爆力运矿采矿法，分段房柱法，分段法，分房柱法、壁式充填中厚矿体
分段崩落法，分层（上向法，分层，分段崩落法，层崩落法，上岗、下向被～1Sm
分层，上间进路，下向分分膜、分段充填法等进略充填法、分股充填
墨》充填法，分段充填法，法、倾斜分层充填法
留矿采矿事后充填法等

分段法，阶段矿房法。分股法，阶段矿滑法，分段法、阶段矿房法，分段法，阶段矿房厚矿体
分肢、分段崩落法，阶段分段扇落法，分尽崩落分层膦落法，分段崩落迭、分展崩落法，分15～5Gm
崩薷法。上向分展充填法，阶段躺落祛，点柱充法，阶段崩落法，点柱段胎落法，阶段崩落
法，阶段充填法等填让，上向分层充填法阶充填法，阶段充填法菁。法，分底充薯法，阶段

段充填法等充逸法等

阶段矿房法，分段崩落极厚矿体
法，阶段崩落法，阶段充右月降 右右薄>50m
填法等

注，表中采矿方法未列念

（3）矿体形状和矿石与围岩的接触情况，影响采矿方法的落矿方式、矿石运搬方式

和贫化损失指标。如接触而不明显，矿体形状不规则，起伏较大时，采用大直径深孔鑫

矿，会引起较大的损失、贫化率，底板起伏较大会影响 使用无轨出矿 设备和爆力运搬矿

石，甚至采用留矿法的效果也很差。在极薄矿脉中，矿体的形状是否规整，接触界线是否

明显，影响削壁充填采矿法等的采用。

（4）矿石的品位及价值∶开采品位较高的常矿和贵重、稀有金属时，往往要求采用

问收率高、贫化率低的采矿方法，只管这类采矿方法的成本比较高。但提高出矿品位和多

回收各种金属所获得的经济效益会封议采扩成本的增加，反之，则应采用成本低、效率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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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崩落采矿法。
（5）如果矿物及品位在矿体中的分布比较均匀，一般不必要采用选别回采的采矿法。

若矿体很大，不妨使用大量崩落法;相反，如果矿体的形态变化大，矿物及品位在矿体中
的分布也不均匀。或者，矿体的边界不清楚，必须配合周密的取样、化验后才能定出矿体
边界时，则用崩落采矿法往往不很成功，而要考虑采用能剔除夹石或分采的采矿方法。在
缓倾斜矿体就可采用留规则或不规则矿柱、岩柱的房柱法、全面法等。

当在同一矿床中具有不同品位，且相差很悬殊的多个矿体时，可以采用不同的采矿方
法，戒采用先采富矿暂时保留贫矿的充填采矿法。

（6）当矿体埋藏深度超过500～800m时，因地压增高，有时会产生岩爆现象，采用

崩落法及充填法较为适宜。

4.2.2 特 殊 姜求

某些特殊要求可能是采矿方法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4.2，2，1 地表是否允许陷藩
当矿体开采以后，在地表移动带范围内，如果有公路、铁路、河流、讨情、居民区、

风景区、文化遗址等，或者地表是森林，绿色植被或农田水利设施（包括水率、堤坝等），

在选择采矿方法时就要优先考虑能保护地表的采矿方法，如充填法和用充填方法处理采空

区的空场法等。

4.2.2.2 加工都门对矿石质量的特殊要求

矿石的品位及品级是某些加工部门的特殊要求，如直接入炉冶炼富铁矿石，耐火原料

矿石。对品位，品级有害成分都有特殊要求，因此对矿石贫化率的要求比较严格，不能选

取贫化率可能超过某些范围的采矿方法。

矿石的块度不仅关系 到 箕斗提升、矿车规格、加工部门的设备型号、工厂规模和经

济效果，而且与果场蠕岩鬃破参数有密切关系，有时影响到采矿方法的选取。如规模很小

的加工厂，不允许采用块度较大的大直径深孔落矿或中深孔落矿的采矿方法。

4，2.2.3 有某种喘殊意膏的矿山

矿石中含碱高（取硫、碳均高），有结块自燃的或者有发火危险的煤系地层围岩，应

优先采用充填法或预灌浆的分段崩落法，避免采用留矿法、大量崩落的采矿法。

若开采含放射性元素的矿石，一般采用通风条件较好的充填法。

4，2.2.4 国家的某验特殊要求
国家对某些原料的规模或金属量，损失率等有特殊要求，凡是不能满足这些要求的采

矿方法，都不予考虑。

4，2.3 采矿方法本身的影响（柳植助性因素）

采矿方法本身因采场结构、采准方式、回来工艺等不同，可以排列组合成很多种方

案，对采矿方法选择有影响。例如∶
（1）采场结构，采场的水平尺寸、采场高度、矿层、矿柱的比例、回采顺序等，

（2）采准方式∶脉内采准或脉外采准;

（3）回采工艺，各主要工序对采矿方法方案的影响因素见表2-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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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渠工艺对采矿方法分类的影响 表 2-4-6

回 采 工 艺 影 因聘 素

 a （1）（冲击）手拖式，（2）（冲击式）台车，《3）（潜孔）台车;《φ）牙翰站

蓖 岩 径 <1）φ30～40mm浅孔，（2）50～80mm中部孔，（3）00～200mm大孔

炮孔排列 （1）倾斜，（2）扇形或环形。（3）酶直

黏炸 （1普通按油作药，（2）硝被炸药，（3）符制炸药

装包 《1）粉状的，（2）药物的;（8）特殊包装
设 4爆 破 《1）人工，《2）装药器
起爆方式 （1）人工点火;《2）电气点火
蓄落矿方式 （1）水平落矿;（2）垂直露矿

<1）人工量斗或电（气）动漏斗（2）电耙;（3）装运机.（4）铲运机（5）搬动放矿机，（6）连备设
续出矿机

出 5 结构 （1》漏斗式，（2）鳖沟式，（3）平熊式
运 （1）~2m;（2）20～30m;（3）40～50m，《4）200-300m等

设备 （1）人工安装，销杆安装台率
电 $ 型式 （1）开蟾式;（2）膨图式，（3）长短幅杆联合等

支 护 率 (1)2082>30??90%

型 式 （1）利用主扁风流（2）局皇加强覆 风
设 备 （1）14W;（2）28kW等. r_
充填材料 （1）尾砂，（2）天然砂;（3）人工砂（4）岩石（麦石）等

性 质充 碘 （1）无陕结干式，（2）水砂，（3）尾砂胶结，（4）人工胶结法，（6）者石胶储法等
充填料运缘 （1）管道自灌，（2）电耙把平，（3）铲运机运料等

4.3 采矿方法选择的设计程序

4.3.1 收稿和掌细采矿方法选择的基础资料

4.3.1.1 仔细研究地质报告
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地质报 告 是采矿方法选择最 重要的依据资料，应着重分析

研究;
（了）矿体的财存特点∶矿体的厚度，倾角的变化范围、规律，矿石和圈岩接触面的

形状、分界是否明显;
（2）矿区岩石力学特征，矿区成矿前后的地质构造和分布规律;矿区岩石力学测定

数据;包括各种岩石物理力学性质、抗压强度、弹性模量泊松比、最大主应力的方向和数

量、岩石的可钻性和可撮性资料、矿岩可能允许暴露面积的大小;地质部门对未来矿坑稳

固性的分析，建议的开采方法等（以上数据，目前许多地质报告尚未达到这些要求）。

（3）各矿体的矿石储量和品位，金展含量的均匀程度及变化规律，不同品位和品级

矿石分采的可能性，不同品级矿石的大致价值等;
（4）矿体的埋藏深度和矿区水文地质情况，含水层的分布规律和水力联系，对未来

矿坑影响程度估计;，建议的矿床疏干方案，相对隔水层的产状和分布规律等;

（5）矿区开采范围是否有需保护的河流、湖泊，村庄、铁路、公路等重要建构筑韧;

（6）矿石及围岩、硫和碳的含量、矿石自然结块性、放射元素 的含量及其分布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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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有关选矿的资料

（1）选矿厂<或冶炼加工厂）对矿石的品级、块皮要求;
（ 2）矿石的选矿回收率和大致的选矿费用;
<3 ）尾矿的产率及其粒级分析资料等，
4.3.1.3 采矿设备供成情况

地下凿岩、爆破、出矿、支护、通风、充填等有关设备的型号、价格及供应情况，特

别是使用国外设备时，对其厂家、型号、性能、价格和发展趋势等更应详细了解和分析。

国内外新的采矿工艺、设备及发展趋势方面的资料
4.3.1.4 岩石力学的现场调查
（1）现场踏勘矿区地形，地貌及矿体和岩石露头;
（2）现场参观岩心样品、核实与设计关系大的钻孔岩石资料;

（3）若巴有勘探巷道，则应对巷道的矿、岩稳固性进行现场踏勘、统计、核实地质
报告中的有关资料;

（4）可能充填材料的现场调查。

4，3.2 选择采矿方法的准则

选择一个合理的采矿方法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生产安全。这是首要的要求，即必须保证工人在开采过程中安全作业，当发生

地下灾害时，应能及时撤离作业区，保证地下各种设备、基本井卷、痢室和构筑物在使用
中不遭受破坏;需保护的地表建筑物和构筑物不因采矿面受到破坏等。

（2）具有合理的、高的采矿强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矿山的安全和经济效益有积极
的作用。而当国家对某种矿石在时间上及数量上有特殊需要时，采矿方法的采矿强度就成
为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3）应充分利用矿石中有用成分，应尽可能地提高矿石品位及伴生的贵重稀有金属
的矿石回收率，降低贫化率。对有特殊要求的矿种须考虑分采、分选的可能性。

（4）要求采矿方法工艺成熟可靠，采场结构简单合理，回采设备耐用高效。采准切
割工作量小，劳动生产率高，能耗少、成本低。

（5）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一般应留有余地。既要考虑技术进步，积极采用新工艺、新
设备，又要留有应变的余地。

4.3.3 采矿方法方靠初选

（1）按照地质报告和现场踏勘所收集到的岩石力学资料，对矿岩的稳固程度，回采

采场空区允许体积，暴露顶板最大跨度等做出估计。有条件时，可用数值分析法检验采场
的尺寸和稳定性。

（2）按照各矿体的横剖面、纵投影和阶段平面图，按设计要求的厚度、倾角范围进
;统计，确定各种范围矿段分布、比重，分别选择不同的采矿方法或果场构成要素。

<3）根据采矿方法选择的因素条件和（1）、（2）分析统计的资料及按表2-4-5，
装2-4-b的条件，分析研究选择的否决条件（即决定因素）和控制条件，就可以优选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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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个可行的方案，再按其倾角和厚度就容易进行采矿方法的分组（即分层分段、阶段）
而分组一般又与辅助条件有某些对应性的关系，如表2-4-7。这样可删去一批无关的方案，
对有代表性的方案，绘制采矿方法方案标准图，并选定有关技术经济指标。

義 2-4-7果矿方法分组与某坐图采工艺对应表

段阶段层 分分填 目
-a-u

100～200mmφ60～115 mm30-40mm孔 径
平行，扇形平 扇炮孔布置凿 行
车设 气翻式或台车备

普通、特制普遇炸 答 通药
多为大药卷和粉状药多为粉状药包装型式 小 药 卷

大型炉运机中型铲运机小型电靶
大 重 电靶鞍 运 机一般为小型铲运机

中 型电 靶

必要时长锚索加固上、下盘锚杆护顶

鲁遵式充填，干式充填，或多为管道式充填 多为无轨没备运干料充填填 两者之结合均可

一般采矿方法选择，空场法易于确定和否定，在崩落法和充填法之间则往往难于从技

术上比较选定。
菜懈铁矿床，平均含铜1.73??含铁32??矿体走向长350m，倾角60°～70'。平均厚度50m，矿石中

等稳固，围岩稳固性差，地表允许扇落。矿山要求生产能力50万t/a。

首先根据矿山地质条件和采矿技术条件来选择几种合适的采矿方法，列表2-4-8。

表 2-4-8果 矿 方 法 选 舞 寝

主要的地质及开采技术条件 排除的采矿方法较适合的采障方法序号 征锌称 -_-_-.
态场法、崩落芯，充填法允许崩落地表允许崩落的可能性
充填法、崩落法、空场法中等稳固矿石的稳固性2

空场法崩落怯、充填法楚围岩的稳固性3
其他充填法与崩落法上向分层充填法. VCR倾角80'~70*平均50m倾角及厚度

事后充填法，无胺柱分段厚
崩落法、阶毁盈制幽落法

阶段强制崩落法上向分层充填法，VCR合桐品位较高矿石的品位6
事后充填法、无底柱分段

扇惠法

根据以上初步分析，可初速出三种采矿方法和方案。（1）无底柱分段崩落法，（2）上向分层充

填法!（3）矿房用上向分层充填法，矿柱用VCR事后充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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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采矿方法的技术比较

4.3.4.1 技术比较的主要内容
技术比较主要内容包括。
（1）矿块生产能力;
（2）矿石贫化率;
（ 3）矿石的报失率;

（4）千吨矿石采切比，
（5）矿块的劳动生产率;

（6）主要材料消耗特别是木材、水泥的消耗，
（7）采矿工艺过程的紫简和生产管理的难易程度;
（8）作业地点安全、通风等条件的好坏等。

4.3.4，2 韧造聚矿方法的技术比较
对各初选采矿方法方案按上述条件进行分析研究，挑选2～3个竟争能力强的，有不同

类别的采矿方法进行详细的技术经济综合比较。
亦可采用"专家评议法"和"特非尔法"（即打分法）进行技术比较。
4.3，4，3 彼术比被实例
（1）某铜矿的东部矿体，产于凝灰料中，直接顶板与底板与含矿岩石均为同一层凝灰岩，但 顶板

岩石f=4～6，底板岩石/=6～8。矿体与圈岩产状基本一致，走向北西300"，倾向商。走向长450m，斜

深450m。厚度20～46m。倾角大于70°。矿体比较完整，储量大，品位高，平均含制品位2.02??
根据矿体及围岩的物理机械性质和赋存特点，选择了三种采矿方法作技术比较。

第一方案∶端部放矿分段崩落采矿法。在分段巷道或进路内雷岩，中深孔爆破，矿石在霍繁岩 右下

进行放矿，装运机或铲运机出矿。
第二方案;水平分层尾砂胶结充填回采矿房及水平价晨尾砂充填宣采同柱的充填采矿法。垂直走向

布置矿块，矿房间柱均为5m宽，暴露面积控制在150m2左右。分层高2m，浅孔水平分层落矿，采场内用

装运机出矿，然后进行 完填。

第三方案，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在分段巷道中堂中深孔爆破崩矿，矿石集中在采场最下部分段密

道中装运，每次爆破后仅簌运出一部分矿石，大部分矿石暂留采货中糖以智时维护顶底盘，待采 杨的矿

全部采F并放出后，集中次进行空场充填。
这二种采矿方法的技术比较列于表2-4-9。根据比较，初步选定崩幕法和水平分层充填法，由于顶盘

凝灰岩稳固性较差，从而可排除分段空杨事后充填采矿法。

表 2-4-8某铜矿东部矿体黑矿方法技术比被接

第 三方 案第 二 方 案第 一 方 案
项 日 名 * 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水平分层尾砂胶结充填采矿法划部放矿分段崩落采矿法

249100360采场生产能力（t/d）
1516萃子面工效（1）
15.66.514矿石采团工作量（m/kt）
121025矿石损失率（??
15530矿石贫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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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 三 案第  案第 一 方 痛
求 平分层i砂款结项 目 名 称
克填采矿让 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端部放矿分段崩落采矿法

固时工作矿块数〈个> 206
（1）贫化册失率能，（1）工艺简单、易撑握， （1）采矿效窄亮，能兮大枕点

（2》人在巷道队补业，条件（2）采矿效率高、能力为 （2 3我助 ;整上，
好安了∶

（3）回采工艺商单，易律握;（3）能较好地换护顶 板 围（3）人在巷遭内作业、条件
，地表不塌陷好、安全;

（4）事后充填能痉偶地压保（4采准工作易机械化; （』 >葡为地表防洪排水创题
护地表;条件∶

（6 ）统本消耗少（5）统东梢耗少

（?）回采时无法条证控刨顶（Ⅰ）作业环节多，警理见杂，（1）贫汇微失率高，缺点
板不潮离，生产能力低;

（2）采助工作量大，（ 2）采准 Ⅰ作量大r （2 ）允填料耗水泥量大，
《3）耗水泥量大;（3）回采成本高（ 3）工作面通风条件较差
（4 ）回采成本高

注。比较中的指标为本识;，不能F为设计引用指标

（2）利用展钢铁矿和2⋯4-A的资料，用"特非尔法"选泽采矿方法的情况见表2-4-10，

特非尔法选褥果矿方法表 囊 2-4-10

分 房用分悬充项日影响 无底柱分 !尚分服
质崩落法伪 充填 法 VCR事）

1赋存条件，静固性的适应性 B 8 7
2，顶底板变化火，不规则 34
3.安全条件
4.工作面通风
5，采矿方法变化的可能性
B，充填工艺的可能性
7.采切比的大小

a.生产效率和劳动生产率（P）采切、充填、准备工作量
（2）轼逊作业机键程度
（3）转运和铲装条件

9.矿i回收率
10.矿石贫化率
11，同很或本
12。结责效益
13，l类矿山新工艺徐骗程度
J4。"1，rP 规博的保证
15，生严曾理

73 &较育L12起it
次

浅．1.影响指数n=1（次要），2（般）、3（重要》、4〈重大）
z.打介值只作举例用，不作设计 采用侬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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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4-10可知，上向分层充属法和矿房用上向分煜充填法、矿柱用VCR事后充填法的得分相等，
而它们又与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得分相差不太悬殊，前两种方法又同属充填法，故三种方法可同时参加

技术经济综合比较。

4.3.5 乐方法的经济比较

4，3、5， 几个基础败据计算
1。矿块的贫化率

_Y(?1+Y,Q2+Y,Q2 (2-4-1)

(2-4-2)Y=Y;所 + Yr" 十Y;"s或
式中 y-矿块的贫化率，%;
V、Y、?s——矿房、间柱、顶底柱的贫化率，??详见第十四章），

Q，、22、2，——矿房、间柱、顶底柱的工业矿量，万';
"1、"2、n-——矿房、间柱、顶底柱的矿量百分比。

2。矿块的损失率

_PQ+POn+ P,Q. (2-4-3)

(2-4-4)P=P1附+P2"z＋P?"或
式中 P---犷块的损失率，%;
P，P。，P2——矿房、间柱、顶底柱的回采损失率，??详见第十四章）;

Q、（x、0。、"、"2、"n，符号意义同（2-4-1）式。

3。出矿品位
按第十四章表2-14-1中公式计算。
利用矿块贫化率和矿体平均品位算得的出矿品位只供采矿方法用静态法算经济效益时

用，若用动态法算企业的经济效益时，需按回采进度计划、排出历年的出矿量，并按每年

各种采矿方法的比重及其回采对象算出其总的贫化率和出矿品位。

4。元素换算
当矿石含有多种有用元素时，可将附产元素换算成主元素。

求换算系数

(2-4-5)f =9i

式中 f ——换算系数;
φ-——主元素的精矿含金属的价格，元/t;

e-——矿石中主元素选矿回收率，%;

φ;——附产元素精矿含金翼的价格，元/t;

e;——矿石中附产元素的选矿回收率，%

求矿石中换算后的' 三端品位
(2-4-6)!=ax+apf+asJ+⋯+αd

式中 u-一换算后的上素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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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换算前的主元素品位，%;
4;，z，α;——矿石中附产元素的品位;

f，，f⋯】;——-附产元素的换算系数。
4.3，5.2 综合分析比较的内容

（1）表征经济效果的指标有。采出矿石成本，最终产品成本，年盈利、总盈利或其
净现值;基建年度投资、投资收益率，返本年限等;

（2）年采出矿石规模，或全部服务年限内年产有用成分的数量和质量;
（3）主要技经指标;矿块生产能力，千吨矿石采切比，劳动条件和生产率，水泥和

坑木等大宗材料耗量等。

4，，5.3 选额方法

1，全面综合比较
参与比较的采矿方法方案，因矿块生产能力，贫化、损失率指标不同，从而使确

定的规模及每年的产品数量和质量也不同，有时它们还会引起基建投资相差很大。因此，

需进行全面的综合性比较，才能判定其优劣。比较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4-11。

2.简化比较
（1）若参与比较的采矿方法方案的贫化、损失率相差较大，而全部采出矿石量、与

采矿有关的投资相差不大，以及规模相同时，只需比较两方案的年盈利、总盈利 的 差 额

郎可;
（2）若参与比较的采矿方法的贫化、损失率、矿块生产能力、与采矿有关的投资基

本相等时，只需比较其采出矿石成本即可;

（3）由于各矿山情况千差万别，采矿方法方案种类繁多，故除第一种情况外，可因

地制宜地加以简化。
j品位4.3.5.4 敏感性分析

允许贫化率、品位、1。静态法
同时变化随围

现场地质条件的变化是影响采矿方法经

济效果的关镜因素，集中体现在品位，采矿

贫化率、采矿成本上，用简化比较法的矿

山，建议用图解法来作敏感性分析，
（1）在保证与拟排除的采矿方法一吨

矿石盈利相等的情况下，假定成本不变，用

图解求出允许采矿贫化率增加范围;
（2）同样假定贫化率和品位不变，可

贫化率
求出采矿成本允许增加的范围;

（3）同理还可以求出允许出矿石品位

成本降低的范围
（ 4）由图还可以求出允许贫化率，采 图 2-4-1 图解分析功能示意图

矿成本和品位同时变化的范围。
上述求出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范围，如果预计实际生产中难以超过，说明选择的采矿方

法可以保证其竟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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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法比较的敏感度分析亦可按第2!章的有关要求进行。

2。动态法
用全面综合经济比较法的矿山，可以用动态指标分析法，详见第21章。

4.3.5.5 实例

某铜铁共生矿床，矿体埋深 200m，为盲矿体。矿体走向长度分别为 900m和 600m，平均厚 度分别

为4m和60m，矿体倾角40°～80°。地表为荒山，地表允许陷落。根据矿体献存情况及开采技术条件，设
计重点作了以下两种采矿方法比较。第一方案，无底柱分段崩落法，采用CTC700型深孔雷岩台车，配80

型戴岩机打眼，C一30型气动装运机或DZL50型荣油铲运机山矿。
第二方案，胶结充填和尾砂充填法，即矿房浅孔留矿，事后-次胶结充填，矿柱尾砂分层充填，采

用YSP45型凿岩机打眼，C--30型气动铲运机出矿。

采矿方法第一，二两个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如表2-4-11。

囊 2-4-11采矿方法方靠技术彪济比被装

第一方案比第二第二方案第一方案名 称指 标 名 方案多（$）D（-）序号

3
25002500工业储量（矿石）（×1041
1qD100顺矿年产量（×10*t）

采场生产能力5
88o分段崩落法（t/d）

180思砂充填法（t/d
90胶结充填法（t/d>

采矿方法比重
100分段潮落法（?? 70尾砂充填法（?? 30胶结充填法《??

平均地质品位5 0,710.71铜（??
33,23.2铁<??

t1420采矿损失率〈??
+]472L贫化率（??
+d12矿石采准切削比（x/kt）8

采出源矿品位 一0.100.660,56铜<?? 一4.630.826.2铁〈??

选矿回收率10 -19554铜（?? 8880姜（??

年产采矿含金属量171 - 100066005600铜《t） ~- 3E0a030800D26200铁（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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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一方案比第二第二方案擅 标名 称 第一案序号 方案多（下）少（- rm·-⋯---
51

采选总回收率12
,3 -14,375铜（??

-14.883,6铁（??

精矿品位13
18铜精矿（??

铁精矿（?? 646d

开采年限（年） 25.26 +0.0525,31
销矿产量16

34B33 -S689制精矿（t/a） 7974
42350b -7143铁精矿（t/a） 352062

+ 250350采矿金员劳动生产率（） 60016

- 11912857采矿职工总数〈人） 166617

采矿基建投资（元）18
-885?7按每略原矿

按精矿含金属量分排
+ 65D63717021按每吨精矿含铜量
+13166I79按每吨精矿含铁量

-925每吨派矿成本 162o
10每吨承矿选矿知工费 1021

每吨精矿成本（元）22
-45.472,2426.8钢精矿
-6。443.83B.4铁精矿
-93756824745企业年总产值（万元）23
-433269G2263其中，铜精矿〈万元）
- 502982482铁精矿（万元）
-900a5to2600企业年总成本（万元）24
-3B716451248其中∶铜精矿（万元）

1865 -503352铁精矿《万元）
37218Z2145企业年盈判〈万元）26

21.6追加投资回收期（年）26
+1,1313.6614,8投资收益率（动态）（??27

2176 + a122988净现值（1=10??）《万元》28
+0.18G,320.48净现值指数（i=10??）29

从上表可以看出∶
资源利用程度，第二方案比第一方案高，铜铁来选总固教率分别高14，3?14，8??

精矿年产量，钢精矿和铁精矿第二方案比第一方案分别多5589和7138t，即分则多19?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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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投资，.方案比第一方案多8（ 万 
企业盈利和追畑投资回收期，第一方案有低多聚利3万示（按达产年），但投资多800万元，追加

投资回收期达21，6年。
投资收益率和净现值及净现值指数，第一方案比第二方案分别高1，13??812万元及0.16。

根据以上分析，尽管第二方案在资源利用方面较好，但经济效益比第一方案差。此外，从 生产管理
上，第一方案工艺简单，采矿强度大，机械化程度较高，第二方案多两套充填系统，生产 工艺复杂，回
采、充填各工艺工序都要密切配合，否则影响产量的完成。

因此，从技术上、经济上综合分析，推荐采用第一方案。

4.4 采矿方法选择比较的优化

采矿方法选择比较是一项既重要又复杂的设计工作。前述的传统的选择方法要求设计
人员有丰富的经验和明智的判断，其经验成分多于科学性。目前国内外正在用电子计算机
处理采矿方法选择的优化，国内主要有以下几个作法∶

（1）针对传统选择方法的不足之处，借助多目标决策中的方案排队法，以取代传统
选择采矿方法的作法。即对某一矿体，根据其地质特征和采矿技术条件，有Si、S.⋯，S
共m个采矿方法备选，对应每一个方法有，f，⋯⋯f，共"个技术经济指标 参与比较。问
题的终结是将这m个采矿方法，针对同一矿体综合它们各自的技术与经济的优劣，排出次
序，以便决策。

（2）采矿方法最优化的内容和步骤如下框图●;

矿床开采条件分析

采矿方法可行性方案分析

"最优"方案的综合评价 工艺过程的最优化 采场机械化的最忧选择 采杨生产的组织保证

夷场观测 过程模拟工业试验

技术经济效果评价

上述框图，实际只进行了"最优"方案的综合评价、工艺过程的最优化，采场机械化
最优选择和采场生产的组织保证等。

（?）用平面有限元●分析检验采场尺寸、逐步回归求工艺效果的统一描述，用专家
评议法进行采矿方法各方案的技术比较，用期望效用法研究经济效果的不确定性，用期望
值极大、极小中极大、极大中极大、悲观与乐观指标、反懈基准等构成的得益表提供五种
决策基准，为采矿方法的优化，提供客观而有情意性的结论。

（4）选用模糊数学中模糊度量和模糊关系方程，（文献C42）揭示采矿方法选择中的
●引内云庆夏等《模糊数学在采矿方法选择中的应用》，1386。
●引自活鞭《充填采矿法优化设计初探》，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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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内在规律，使选出的采矿方法更合理。用计算机程序在选择采矿方法的过程中，用相
似优先比法初步选择采矿法，用模糊关系方程推测技术经济指标，对用价值表示的采矿方
法经济效果指标、矿石和有用成分的实际损失指标、劳动生产率指标、采切工程量、矿块
生产能力等多目标决策进行最终选择。

上述请优化方法中，能部分或相当一部分运用电子计算机处理采矿方法选择中的某些

工作，是非常有益的。它们有的简化了常规选择中的某些繁杂的计算，有的使选择比较工

作中某些由经验、明智的判断，逐步富有科学性，由于采矿方法选择的影响因素很多，需

要解决的问题又十分复杂，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连用某种数学模型又往往难以表征。仅以
前述的采矿方法影响因素中的控制因素，否决因素和辅助性因素的各种状态排列组合，就
可构咸成千上万种状泰，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问题。整个采扩方法的优化，还需进行完善

和研究。

4.5 国外采矿方法选择实例

LousavaAr铁矿是瑞典Klruna扩区较小的一个防山。矿体长200m，平均厚20m，颜角60°～85°，
通高115m，面积约4500m2。矿体上下盘为有英斑岩或正长舞岩，RQD值在75～9之间，矿岩比较稳固。
矿体上都为过去用分段崩燕法开采后的剧幕岩块，矿石为藏快矿。

为了在该地区导求食题的采矿方法，该矿体分别由芬兰Outokump（奥托尾静）公司、瑞典 Lle《

大学和Klruna铁矿对分段空杨法、大直径深孔采矿法（即阶段矿房法）和分段崩幕法等三种方法，进行
了系统的技术经济比较。这三个方法分别用电子计算机计算了流量、始制分段制面图，配备了当前最

先进的采掘设备，安排了采切工作和渠都进度计划，计算了投资成本，以及各种来矿方法获得 同样糟
表 2-4-12各方富矿装及其随构多撒泰

分段 崩 蓄 法分 股 空 场法阶 股 矿房 法项 目 名 称

3～4条沿走向进路1（4房2柱）1（d房z柱）1.矿块数《个）

200 每条进路4～1202。矿块长度（m）
1151161153，矿狭高度（m》
16304，分款高度（m）

（周左）（同左）（系基缝阶段）6，开拓来准工程（a）
11901176170其中，斜波道（25～40m'）
422546102586其它井巷工程（5~22m'）

6，菌岩施孔（m）
410410410其中，探矿

2170021700锚索及调试孔
3655001836&087400园采地孔

0,21,21,27。装药系敷（k/m2）
17805000138o4。每次爆破量（）

75～83100（房）7<柱）10（房）76（柱）9。团教率（??
1-2653（房）20（柱）3（房）20（柱）1。氮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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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编经济比能兼（百万看具克期） 表 2-4-13

大直径深凡分段崩落法项 阶爱矿身法 分段空场法 传统分段崩落法段
□a

303510 33301 投资 4150

4650371a 374o 39103成本

798g78072903 总开支（投资加成本） 7240

8580B750 773085106 总收人

5 总利词
B6b 4901220其中，考总利息时

1870138024502950不计利息时

216,5171.4170.3158.56 总采出扩量（Lo气》

120,3107.41Z3。6120,07可获糖扩总量（10">

8 要求能满足同样辅矿
1.381.282.160.0的能力（×10*t/a）
$60032502480244o(t/d)

9与阶段矿房比的比例
B393I16100其中，投资（??
12610600成本（??
48,270.6 40.2100利润（??

矿量所要求的矿山生产能力。三方案的矿块培构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 2-4-12，技术经 济比较表见

表2-4-13。
通过比较，决定采用利润最高的阶段矿房法进行试验生产。实际采用的雷岩设备是一台由Atlag Co-

pco公司特制的能静100m孔深，直径165mm，千式菌岩的Promec M188潜孔帖打廉的销 车。装矿采用

EST-8电动铲运机藏入25t卡车往10?度的斜坡道运往破碎站。试验阶段，共有埔下工人50人，通过
二年建设，予1983年1月投入生产，投产以后的7个多月，平均日产量仅500～100t，从1983年8月开始到

985年5月止，产量一直保持在日产3000t左右。瑰内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达60t/d。



第五章 采矿准备与切割

贵任编骂单位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参加罐写单位 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

编 骂 人 孙昌先 郭春林

5.1 采切工程划分及采准方法

5.1，1 采 切工霍 划 分

按冶金部（64）冶计字第 5102 号文《关于改变有色金属矿山切割与采准工程划分标
准通知》原则，结合不陶采矿方法情况，按下列二类进行划分;

（1） 采准工程，即为获得采准矿量●，在开拓矿量的基础上，按不同采 矿方法工艺
的要求，所掘进的各类井巷工程。如在采场（或矿块）底部所开 掘 的 沿 脉和穿脉运输巷

道;运输横卷、通风平巷;采场人行。设备材料、充填料、凿岩、通风、矿岩等专用天
井;为开采平行矿脉作准备工作的阶段运输横卷（不包括于线运输巷道），靶矿巷道、格

筛巷道、峒室、放矿小井;通往采场和主要运输平巷的安全出口等联络道;采用空场法的

分段滑脉巷道; 崩落法的沿脉巷道等井巷掘进工程。

（2） 切割工程，即为获得备采矿量●，在开拓及采准矿量的基础上按采矿方法所规

定，在回采作业之前所必雷完成的井卷工程。其中包括采场切割天井（或上山）、切割平

巷、拉庙巷道、切割堑构;放矿漏斗的漏斗颈，深孔凿岩硐室;空场法的分段穿脉巷道;

分层和有底柱分段崩落的分层和分段穿脉巷道及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分段沿脉巷道;分层

崩落法的贮矿巷道，贮矿小井等井巷播进工程。切氯工作施工方法和顺序详见本篇第 6、

7、8章各有关采矿方法部分。各类果矿方法采准及切割工程划分，详见表 2-5-1。

5.1.2 采准 方法 分 类
主要运输卷道一般属于开拓工程，但由于其靠近矿体部分的布置与采淮关系极为密

切，通常又把它划为主要采准巷道。
5，1.2.1 按主要桨准参罐与矿体位置关系别分

（1）矿脉内采准，
（2）矿脉外采淮;
（3 ） 脉内、献外联合采准。
上述采准工程不仅限干主要运输水平上的主要平巷和穿脉工程，还包括采区天井和斜

坡道等其他许多垂直的或倾斜的井巷工程。

● 见猪十五章第三节，三级矿量。
● 见第十五章策三节，三级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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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5-1各养燕矿方法采准及钥制工叠划分赛

采 矿 方 法 示 意 图采矿方法

全面采旷法 采准工粗

1-阶段运输善董

z-矿石漏子

8—天并《或上山）

初翻工程

4一位底平卷

5-切割上山

采准工裂臂矿全面采矿法
1—迟输平卷

2-天井

）一天并联络道

4一矿石灌子

B一电把硐家
-痕

如留工程
ε一切随

采准工程浅孔假矿法
1-阶段卷道

国操象自2-天井

3-天并联络温
切制工强

《一阔斗
3-切创展或初割巷道

采准工程房 柱 法
1一底盘运验移道

z—上部盘运输巷道

3-天并（戴上山）

4-电庶调家
6—妃矿井

F兴端F6一获结道
初剂工额 II-I

7-切削层或切割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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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采 矿 方 齿 示 意 图采矿方法

分政空场法 采准工程

1-底盘沿脉运验都道

2-天兼
8一分娶联络道

4一分段器脉卷道
5一电肥些为

e-电把联络道

7一靶矿小并

切制工程
1-I用一敌

8一溜斗到

9一拉烹卷道
ArzzzRrZ配10一切翻天井（初创槽）

11一顶柱菌岩啊室
If-I

采准工程 L具阶段空场法
1-阶段蒸输巷道

（课孔留矿法） 2-一天井
3一电松道
4-把矿井

切制工程
5-漏斗
6一危岩确宣
7一切氰槽及补营空间

采准工程上向分墨充填法
1-沿脉运省卷
一天并
3一充填井

初割工粗

4一放矿井
5一滑斗
6一切制巷道

采准工程方框充填法

1一沿脉忘输卷道

2-天井
》-充填井

切解工藏

-一放矿井

5一第一分条方框初部层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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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

采 矿 方 法 示 意 里采矿方法

下向领斜分愿充填 采准工稳

畅液凝。
1-人行天并法
2—矿石避井
8一穿脉充填道
4一第二层充填道
--充填井
6一分层道
7一穿脉运输巷道

采准工程分段充填法

与分粱空篇法和无底柱分段加

落法相似

1一分段巷道（凿岩）

2-上部分段老道（充填用）

8分段联络道

其他，矿籍井解波菇等

切制工程

4-切割檀（或切韶天井）

采准工程长壁湖蓄法

1-运输平巷

2一联络道

3一装矿平卷

切割工程

4-切翻平卷

5—安全出口（兼风巷）

6一溜于
J一t1

7一切繁天井

采准工程分屈崩薯法

模酸<无贮矿卷道） 1一沿脉阶段运输巷道

2一靶矿井（天井）

8-第一分层沿脉粘道

切制工程

4一第二分层沿脉巷道

5一初字脉



第五章 采矿准备与切割 IOs9

续表

采 扩 方 法 承 意 图采矿方法

分层的落法 采准工程
《有贮矿巷道） 1一阶段运轴巷道

z一阶段穿脉巷道
3一采端脉外天井
4一矿石要井 4T56→分段贮矿平巷 值-u
β一联络道

切制工程
7一分层平卷
8一小溜子
9一回采进略（切制穿脉） nt-It

有底柱分段崩落法 采准工程

1一底盘运输巷道

2-人行天井

s一放矿井
采准矿量4-分段沿脉巷道
/并拓矿量泽5一分段穿脉卷道

切部工程 n-nt
6一量斗
T7一切削穿脉

其他∶切削天并切X糟等

无底柱分段蜗落法 采准工程
1一人行天#、设备井

2一矿石溜井
3一分段沿脉巷罐
4一阶段运输巷道
5一切解平卷
6~切削天并成切割褚
7一回采进路（分段凿着卷道）
8—联络着〈（通矿石溜井）
9—题人行并联培道

切割工程
其他，为形成初蛤量盖层而开 T-1

握的-次数顶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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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表

采 矿 方 法 示 意 阳采矿方法

采准工程分段空场充镇法
3一斜报道（脉外采准斜波满）
2一充填井
3一矿石潮并
4-阶段运轴平卷
5—分段联络端

切前工程
6一分段雷岩巷道
7一底部补蟹空间

下向分层充填法
采准工程

（脉内采准解波是）
1-主要运输平巷

2—脉内采准斜波道

一度石毒井

4一矿石翻井

150水平"Eg切制工程
170水型6一分层平巷

t-t

5.1，2.2 获主要采准善道内通行的稳蒙运输设备分类

（1） 有款殊准，系指采用轨道式装岩机装矿或轨道式自行矿车运蒙、电机车牵引

（或人推）轨轮式矿车运输的常规设备的采准方法。

（2） 无轨采准，系指采用无轨自行设备（如 轮 胎式装运机、铲运机、坑内自卸汽

车、电铲、推土机等）完成矿石的装、运、鲰和主要运输作业的新型设备的采准方法。

（3） 有轨与无轨联合采准，固内外一些矿山大力推广无轨铲运机出矿。出现了有轨

与无轨并存的采谁系统，称有轨与无轨联合采准。

5.2 主要采准巷道的布置

5.2.1 阶 段 平 卷

阶段平卷通常与阶段运输卷道相结合，按采矿方法工艺特点进行布量，详见第三章第

十三节阶段平面图设计。

5，2，2 采 准 天 弊
天井的布置，按照它与矿体的关系划分，有脉内和脉外。请种形式布置见图2-5-1。

脉内天井，按其与回采空间的联系方式划分，一般又有四种，如图2-5-2所示;4，天

并在间柱内，通过天井联络道与矿房连通，b，天井在矿块中央，随着回采工作面向上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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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逐渐消失;为了保持工作面与下部的阶
段运输水平的联系通路，需另外架设板台或

以妻擞团围梯子;c、d，天井在矿体中央或两侧，它

随着回采工作面向上推进而逐渐消失，在它

原有空间位置上从采场废石充填料中或矿石

中，用混凝土燥盘或横排支柱逐渐地架设并
图 2-5-1 天 井布置示意图

形成一-条入工顺路天井，借以保持工作面与

下部阶运输水平的联络。

图 2-5-2 脉内天井与回来空间的 联系方式

天井的布置通常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保证使用安全，与回采工作面联系方便;

（2） 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
（8） 便于矿石下放和人员、材料、设备进入工作面，有利于其它采切巷道的施工，

（4） 老道工程量小，维修费用低;
（5） 有利于探采结舍;与所用的采矿方法相适应。
天井断面大小与是否分格，随其用途不同而异。除专用天井不分格外，一般采区天并

均分为2～3 格。在分格天井中，用于人行和通风的一格。其断面要根据梯子的布置情况

和风量大小而确定。《冶金矿山安全规程》规定，梯子倾角不大于 80°;上下两梯子平台
间距不大于6m，上下平台的梯子孔要错开布置，梯子孔长不小于0，7m，宽不小于0.6m;
梯子上端要高出平台 1m，下端距井壁不小于 0，6m。人行格与放矿格、材料格要用木板或

其它坚固材料隔开，上口设置盖板。天井不能直接开握在运输巷道的顶底板上，要漏在巷

道一侧的壁务内，一般壁寓深 1，5～2，5in。

天并在采切工程中所占比重很大，一般为 40～50??目前，天井的漏 进方法有四种;

吊雕法、爬罐法、深孔分段燥破法和钻进法。它们各自的特点及适用范围见表 2-5-2。

5.2.3 采 区  井

在一个阶段之内，用来为一个采区或一个盘区服务的采区澳井，属于采准工程。

采区滴井与所用采矿方法的关系十分密切，各种分层、分段崩落法和充填法，一般均

需设置采区滴井。
采区湍井的布置，也有脉内脉外之分。为避免"压矿"，一般多布置在下盘脉外。只

有当下盘岩石不稳固而矿石或上盘围岩稳固时，才布置在矿体中或上盘脉外。当矿体极厚

时，为减少矿石运搬距离，也可采用脉内布置。
采区滴井的间距，直接与使用的采矿方法和采场出矿设备有关。当采场用气动装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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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几种天并氯缝才法的适期范愿

用适 图范
特点方法名称

断面规格 倾 斜 高 度 岩 性 其 他色 出

1.高井作业不甚安天井上部爬维法 中硬域硬(2.0~2,3> 48°-90*方形、圆形 46～200m
岩，能将导 不一定要有 全;×(2,8-2,3) 甚至更高各种角度

2.导向孔有助于提轨可靠地固 章道，可开或更大
高燥破效率，缩短工含窗天并。定于井壁。
作面透风时间;天井的上必要时可近乎垂背 30～100m,视吊罐工吊雌法 直径1.5~ 3，效率较高，成本下都要有通支护，某些取决于超（85以上】作台的形状2,0m
低。避软岩、硬岩前孔的偏差而异，国形，

均可│方形均可。

1.作业安全同上致密的中最高50 m与爆破方 圆形、方糜孔分 取决于钻
2，如爆被方法得当，硬和硬岩。一般以30～段慢破循 机性能，60法有关，一

可增加循环进尺，取35 m为宜，以上为宜。进法 般不受限制，
得高铜进效率;取决于钻孔
3.成本低，偏差。
4，要有熟练的操作

技术。

1.作业安全，可用于统 同上45～300国 形 0～90",天井帖 直径1.2～
2.并壁不因爆微而压强 度850m，最高可进法 60°以上为宣2.4m，最大

松夏。整面光滑利于MPa的硬岩达600m。取已达3.6m。
通风;石决于钻机性
3.测进效率高能和成本，
4.成本较高，但有以200m 以

的已搜近或低不胞罐内为宜。
细进法。

机出矿时，采区滴井的间距一般为50m左右;当使用铲运机出矿时，其间距可达150～

300m。
采区溜井的位置，一般应满足下列条件;

（1） 鹰井穿过的矿岩应坚硬（C>6），稳固、整体性好，应尽量避开断层、破碎

带、折皱、溶洞及节理裂隙发育地带;
（2） 对于粘性大的矿石，最好不使用戳并放矿，若必须采用糯井时，应适当加大露

井断面;
（3） 当溜放的矿石成品有块度要求时，为避免粉矿增多，溜井需采取贮矿措施，

（4） 采区溜井应尽量布置在阶段穿脉卷道之中，以减少装卸矿石对运输的干扰和粉

尘对空气的污染。
采区湍井应尽量采用垂直的，若必须采用倾斜翼井时，其擅矿段之倾角应大于矿岩的

自然安息角，一般不小于55°。如设贮矿段，则贮矿段的倾角应大于或等于所澜放矿岩的

粉尘堆积角，通常要大于65°～70°。漓井的分枝斜滴道，由于不作贮矿用，且长度不大，

其溃道底板的倾角可在 50°～55°之间。
由于采区生产能力有限，而搁井的溜放能力很大，一般采区渭井均不设备用。

采区翼井的断面形状有∶方形、圆形和矩形。圆形断面具有稳固性好、受力均匀、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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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利用率高、冲击磨损较小等优点，垂直采区滴井最好为圆形。倾斜溜井及分枝溜井，除
上述三种形状外，拱形断面使用的也较多。

采区溜井的断面尺寸可按表 2-5-3 选取。

囊 2-5-3采 区 渭 并 的 断 ■ 尺寸

溜井的最小直径或最小边长留井的通过系数斋放矿岩的最大块度
D==4(onm)4 <mm》

≥36%≥4~5>800
≥2500～3005D～800 ≥4～5
≥20的-2500300～6b0 ≥4-5
≥1500～ 2000≥4-7<300

5.3 采准方法的选择

5.3.1 影响采准方法选择的主要因意

（1） 矿体及上下盘围岩的稳固性;
（2） 矿体的厚度及倾角;
（3）选用的开拓运输方案及采矿方法;

（4） 阶段运输能力及矿块生产能力;
（5） 矿床的涌水、发火、放射性情况;
（6） 矿床的分枝、多脉等产出情况;
（ 7 ） 矿床的研究程度及生产探矿的手段和网度;
（8） 井下通风的要求等。

5.3.2 一 般 集 求

设计选用的采准方法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保证人员、材料、设备进入工作面的安全与方便，一个采区内至少有两个安全

出口;
（2） 保证矿石的运搬、装车和运输方便，并具有与阶段运输量相适应的生产能力;

（3） 保证采区整个回采过程中具有 良好 的 通风条件，当采准卷道兼作下阶段回风

时，必须使其在使用年限内不受破坏，经常进行二次破碎作业地点，应有独立风流，并且

防止污风串联;
（4） 采准系统与矿块底部结构应简单，施工方便，采准工程量小，维护费用最省，

（5） 矿柱矿量小，并且损失与贫化最低;

（6）能及时排出矿床中的涌水;

（7）探采结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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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无 轨 采 准

5，4.1 无轨采准系统的布置

无轨聚准系统，是指采用无轨自行设备回采出矿的矿山，为适应采矿方法的要求，在
矿床开拓的基础上，所掘进的一系列无轨采准切割工程。

无轨果准工程主要有两种，无轨采准平卷和采准斜坡道。但用来为无轨采矿服务的各
种垂直并巷工程（如漓井）和硐室（如检修硐室），也属于无轨采准系统的工程。

无轨采准平卷，一般包括阶段平巷、分段平巷、分层平卷及其与采场、滴井和料坡道
之间的各种联络平巷。

无轨采准斜坡道，是指专门用于采场（一个采场或一组采场）服务的，阶段与阶段、

阶段与分段、分段与分段或它们与采矿场之间相互联系的各种斜坡道及其斜坡联络道。为
了便于对开拓斜坡道和采准斜坡道的区分，通常将采准斜坡道称之谓辅助斜坡道。

5.4.1.1 斜坡道的布置形式
、斜坡道各种布置形式的优缺点详见第三章第七节。

按采准斜坡道与矿体的相对关系，一般有下盘、上盘、端部和脉内斜坡道。

1。下盘斜坡道
此种布置广泛用于采用崩蒋法、充填法、分段法等采矿方法开采的倾斜、急倾斜的各

种厚度的矿体。图2-5-3 是凡口铅锌矿机械化胶结充填法采区斜坡道下盘布置的实例。
2。上盘斜坡道

主要取决于围岩条件，一般在下盘围岩不稳固而上盘围岩稳固的矿山使用。图2-5-4

是日本神冈矿在分段采矿法与矿块崩落法联合应用时的上盘斜坡道布置实例。

rI

It-ILII J-I

===a)

图 2-5-4 上盘斜坡道布置实例图 2-5-3 下盐斜放道 布置实例
1~-废度石，z一崩落矿石，3一瘤矿井;4一充填井;5—

上盘解坡道

3。端部斜坡道
这种布置用于走向长度不大的矿体。图2-5-5是臭密特斯矿的斜坡道布置实例。该矿除

应用了沿走向的二条胶带输送机斜井之外，还在第8至 第18分段间（分段间垂距2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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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两端尽头，布置了联系各分段平卷的端

部折返式斜坡道。

。4。矿体内斜坡道

这种布置与矿体倾角和使用的采矿方法
关系密切。图2-5-6是.苏联阿奇赛多金属公

两用房柱法开采倾斜矿体时的矿体内斜坡道

布置方案。对急倾斜矿体当用充 填法开 采

时，斜坡道也可直接布置在充填体上。

n一Ⅲ

图 2-5-6 用房柱法开采时的矿体内斜被道布置实例图 2-5-5 端部折返式斜驶道布置实例
1-斜坡道，2-阶段运输老道。3-采场温朱1-矿房;2-矿柱∶3-分段巷道;《一天井，5一衰

矿点，4一端部斜坡道;7一胶帝轴送机料并

5，4.1.2 影响采准斜坡道形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1）矿床的埋藏要素和形状;

（ 2）矿石和圈岩的稳固程度;

（3）开拓巷道的位置和采矿方法;

（4）采准斜坡道的用途和使用年限;

（5）开掘工程量（本身的、辅助的及其联络工程）的大小;

（6）遗风条件;

（7）采矿方法对斜坡道开口位置的要求等。

一般来说，折返式优点较多，使用较广，但如能解决施工困难，则螺旋式斜坡道有可

能节省总掘进量的25??右。斜坡道多布置在矿体的下盘，有利于矿块之间的联系，但如

具备端部侧翼布置的条件，则端部布量具有工程量省，联络方便的优点。

5，4.1.3 无轨采准采场联络参道的布置

1。采场（或盘区）斜坡联络道
无轨采准采场斜坡联络道，按其水平位置划分，一般有两种布置形式∶矿体底部解坡

联络道和分段斜坡联络道。前者，在目前我国有轨改造矿山使用的较多，主要用于阶段出

矿的一些采矿方法。图2-5-7是寿王坟铜矿采用这种布置的一种实例。后者，多用于高强

度出矿的一些无轨矿山，采用分段或分层采矿的各种采矿方法。图2-5-8B是凡口铅锌矿采

用胶结充填采矿法分段斜坡联络道的一种具体布置。

2。采场联络平巷
在阶段或分段水平上，各采场之间用联络平巷贯通，联络平巷一般布置在矿体下盘脉

外，并且与矿体下盘的围岩接触面保持一定距离，当装矿卷道直接与联络平巷相连，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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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垂直布置时，则该距离不得小于最小装矿
长度，即∶装矿设备的长度、崩落矿石占有
长度和装矿设备装矿时必须的前后活动最小
距离的三者之和。在一般条件下，根据矿岩
稳固性和无轨出矿设备的规格，该距离可在u
8～15m范围内选取。

I-I

tI-[t

图 2-5-8 胶结充填采矿法分段斜坡联络图 2-5-7 阶段水平与矿块底都出矿水平间的料痰

道布置实例联络道布置实例
l一分段联咯平卷。2一解坡联络道1-阶段运输卷道，2-出矿卷，3-醋岩穆道，4一人行天

井;5-看井;6～斜被联络道，7-检修南室，B一回风井;
9一主回风卷，16—回风横巷

3。无轨分段平卷间距（高度）的选定

1）设计时通常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1）分层回采后采场实际回采高度的控制和测量技术水平;

（ 2）采场掘进及回采机械化程度;

（3）矿体及围岩的稳固性;

（4）井巷工程量的多少，
（5）联络道上掘时，充填料浆和泥水的控制和管理水平。

2）工程量比较
需进行分段平卷间距不同时各方案的工程量比出较，这些工程主要有，

（Ⅰ）分段平巷工程;
（2）斜坡道至分段平巷的联络道;

（3）脉外采准时的分枝漓井量，

（4）分段平巷至矿体的采场斜坡联络道及其回采扁形面积的工程量。

这些工程彼此间有相互制约的关系，分段卷间距高度大了，平巷及联络道分枝、溜井

工程可减少，但是分段平巷距矿体的水平距离将增长，采场联络道及其回采扇形面积也相

应增加，见示意图2-5-9。
如一个120m阶段高度的倾角为30°的采场，当分段平巷间距为24m时，共有5条分段平

巷，5个分枝湾排及联络道，而分段平艳至矿体的距离 至少应在60m以上。当段高为15m

时，则需8个分段平巷及其相关工程，而分段巷道至矿体水平距离 仅为37.5m，扁形面积

将较前者变小。
现就分段高为15m、18m、21m⋯⋯至45m（即6、7、8⋯⋯15个国采分层）的分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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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图 2-5-9 某矿无轨分段平卷距离比较图
a一分段高24m采场布置尺寸;b一分段高15m采场布置尺寸;

1-分段平卷;2一斜坡道至分段平着嵌络道，-翻井，4一分枝滴井，5-采媛联络道;6腐形体
（面积》;7—回采分层

度比较，见图2-5-10（30°倾 角 的矿体，分

层高度3m）∶

从上图工程量比较说明，分段 高 度 以

7～10个分层（即20～30m）设置一个分段平 1c000o0
巷较合适。如加拿大的Strathcona 镍矿某些

按离度（m ）矿块的无轨分段平巷间距（高度）达 36m， s0001 分段巷遗至料废段道（包拆分支需井〉
可服务12个回采分层。三山岛金矿设计时， 25000
考虑到国内矿山无轨开采经验不丰富、技术

及管理水平较低，底盘扇形掘进量过大等因 200047
素，设计上采用5个回采分层设一分段平巷， 果场联遗央形则工程量

I50o0og分段间距为15m。
4。采场溜井的布置 ]0o0o
无轨采准时的采场覆井的型式与有轨采

500o准时完全相同，只是由于无轨自行设备的经
总计工乘量济运搬距离加大，采场溜井的 间 距 随之变 25000-

长，当一个盘区由1～3个采场组成时，溜井在
z200ol

飞直者算易贸W腐38沿矿体走向方向上的间距可达 150～300m。

5。无轨采准卷道的通风
图 2-5-10 某矿无轨分段平巷同距（高度）、

对采用柴油驱动的无轨自行设备运行的 回采分层及采准掘进工强量关系图●
采准巷道，都必须进行通风计算，对设备通
过频繁的采准卷道，要开掘专用通风巷道来保证独立的新鲜风流和足 够的风量。风速要

求，必要时，可采用机械强制通风措施。无轨卷道通风计算见第十六章矿井通风防尘。

◆指某矿矿块高240m时，矿块的全部无轨采准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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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无松采准系统的主要技术标准

无轨采准巷道的断面布置、形状和断面尺寸的确定方法及有关设计技术标准见第三章
第七节无轨斜坡道开拓。

国内部分无轨设备矿山辅助斜坡道断面及坡度见表2-5-4。

5.5 矿 块 底 部 结 构

5.5，1 矿块意都德构类型

设有底部结构的矿块，其下部由受矿巷道、二次破碎巷道与放矿巷道所组成。它的工

程量约占采切总工程量的50??右，而且施工条件复杂，设计中应予以充分重视。
矿块底部结构的类型很多，按矿石的运搬形式，可分为四种，见表2-5-5。

5，5.2 自重放矿康部储构

这种底部结构可分为有格筛漏斗和无格筛潇斗两种形式。

5.5.2.1 有格節漏斗自重放矿底部糖构
如图2-5-11所示，它的特点是崩落的矿石借重力经漏斗到达二次破碎水平的格弊上，

合格的块度经格筛进入漏斗颈，通过闸门装车，不合格的大块矿石直接在筛面上进行二次

破碎，也可移到格缔卷道内破碎。在运输水平与格筛水平之间设有人行小井，以便通行。

Ⅲ

拉底水平1

（44二次破碎水平

N-u

图 2-S-11 双侧格筛卷滥成都结构
一运输糖薄，2—滑斗闹门，3一将筒，4-二次破醉水平的格管卷道，5-受矿喇叭口，6-人行联络

小井，7-桃形矿柱，一需斗强

格筛巷道有单侧（平底受矿时如图2-5-12）和双侧（漏斗受矿时如图2-5-11）两种布

置形式。单侧布置用于矿体厚度不大或矿石稳固性不十分好的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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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软廉部站构 分费 表 2-5-5

底 部 绪 构 特 征序
席 部 结 构 类 型

运 数 著殖 运 墨 方式 二次破碎道号 受矿卷道形式

漏 斗 式自重放矿闸门轨车座部 1，有格筛调宣矿石自盒 泡放1
2.无格筛谓室值构

电犯起矿底部结构 1，翻斗式电 把 免 矿
2.重沟式
3。平鹿式

1.漏斗式装载设备出矿密部结构 1.装矿卷端1.装岩机装矿—矿车或自行矿车运蛊3
2，钩式2，矽矿口或专用2，凝动放矿——运输机运景

硐室 3.平底式
1.螯沟式救 矿卷 道警运机或装运机装、运、卸目行设备出矿底部结构
2，平底式

注，上述各种底部结构，又都可以徽成人工程底底部结构。人工假点的材料有木质、混凝土和金属袁架式等。

"整验
[-1II一II

I-I

I-I
图 2-5-12 单髓格筛巷道（无漏斗）底部绪构图 2-5-13 无格筛漏斗自重放矿的底部结

a一脉外;。-除内1—运输卷道，2一格筛卷道，3一格障

漏斗中心距一般为5～7m，它决定着每个喇叭口的受矿面积。房式采矿 法每个喇叭口

的受矿面积为30～50m2，喇叭口斜面倾角为45°～55°;剿落采矿法的受矿面积为20～40m2，

斜面倾角为60°～70°。喇叭口有圆形与方形两种。漏斗颈应大于矿石最大块度的2.5～3

倍。格筛斜向二次破碎巷道有2°～3°坡度，从漏斗滴出的矿石堆不应超过格筛总面积的三

分之二。
这种底部结构的底柱高度一般为12～14m，其中从运输水平到二次破碎水平为6～8m，

从二次破碎水平到拉底水平为6m左右。底柱的矿量约占整矿块矿量的20～25??

该底部结构的优点是∶放矿能力大，出矿成本低，且容易控制漏斗的放矿量，因两对

要求均匀放矿的崩藩法降低损失贫化有利。但由于采准工程量大，底柱矿量多，放矿劳动

条件恶劣及降低了底柱的稳固性等严重缺点，目前在国内外矿山已很少应用。

5.5.2.2 无格简漏斗自重放矿底部结构

这种底部结构的特征是，采下的矿石借自重经放矿漏斗及闸门直接装入运输平巷的矿

车中，少量大块在漏斗闸门内破碎。底柱高度一般为5～8m，漏斗间距4～10m，它常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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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较薄矿脉时的浅孔落矿方法。它的优点;结构简单，无需运搬设备，底柱矿量少。缺
点，放矿能力低，处理大块时易将闸门崩坏，维修工作量大，放矿条件较差，见图2-5-13。

5，5.2.3 人工但醒自重放矿庵部结构
比较常用的人工假底主要有两种∶人工木质假底和人工混凝土假底。

1。'.工木质假底自重放矿底部结构
这种底部结构，用坑木支护巷道和架设漏斗与闸门，代替矿石底柱，从而提高了矿石

回收率，并简化了回采工艺。但它只适用于倾斜、急倾斜的厚度在2，5m以下的薄矿脉，

并要求矿石与围岩均稳固。这种底部结构在我国盛产木材的中南地区有色金属矿山（钨儒

矿床）采用留矿法采矿时经常使用。
按木质假底的形状分类，基本上有以下四种，
（1）封闭式翼状假廉（图2-5-14），
（2）非封闭式翼状假底（图2-5-15）;
（3）平底式假底（图2-5-16）;

（4）有二次破碎水平层的假底（图2-5-17）。

路简d
图 2-5-15 非封闭式翼状很底图 2-5-14 封闭式翼状假底

a一三角体用庚石充填假底;b-三角体空心做底，c一三
 角体坑木垛积假底

pm年r4人d6u

I-I
国

图 2-5-17 有二次破碎水平层的假底图 2-5-16 平底式假底

a一密集横掉式，b-拍聚式

2，人工混凝土假底自重放矿底部结构

在开采品位和价值较高的矿石时，为了提高整个矿石的回收率，减少顶底柱的损失和

贫化，可采用抗压强度为5～8MPa的混凝土人工假底底部结构。它常在充填采矿法中使用

（图2-5-18、图2-5-19），有时也用于浅孔留矿采矿法（图2-5-20）。

5.5.3 电把把矿感部结构

电靶把矿特运搬与装就合一，设备简单，电犯绞车又远离二次破碎地点。它同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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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

1200--2400—

L20p
12290

I-1L[

图 2-5-18 凡口铅锌矿混凝土很顶的底部结构

1-随充填体形成的矿漏子，2—木板，3-人行提升顺路天井，4一钢筋混凝土预制板，5-朝案

1.4F2.2-3
LI  T-L

图 2-5-20 平巷顶板浇鉴混凝土的底都结构图 2-5-19 充填料作假顶的混凝土底部结构
1一钢筋混凝土，2一混凝土; 一洞口雨了

相比，移动和安装费用小，同格筛巷道底部结构相比，采切工作量小，作业条件好。因

此，电靶犯矿底部结构在国内至今使用广泛，国外也有一部分矿山仍然使用。它的主要缺

点;放矿能力较小，各漏斗口放矿计量困难。所以，有的矿山将振动放矿机装入放矿口，

与之联合使用。
电杷帽矿底部结构的种类很多，一般按受矿结构不同分为三类;

5.5，3.1 漏斗放矿电靶辊矿的康部结构

按漏斗排数及其与电粑巷道的位置关系，又可分为单侧漏斗布置和双侧漏斗布量（图

2-5-21及图2-5-22），
在双侧滑斗布置中，又有对称（图2-5-22a）和交错（图2-5-21，图2-5-22b）两

种。一般交错布置漏斗的放矿口分布均匀，对底部结构破坏较小，但当采用木材或金属支

架维护电把道时却不宜采用。
5.5.，3.2 置沟放矿电把轭矿的康部结构

这种结构的受矿部分在沿电耙道方向是一条连续的堑沟，用放矿口与电粑道相连。堑

沟放矿口可布置在电粑道的一侧（图2-5-23）或双侧（图2-5-24）。为了减少漏斗的堵塞

事故，应尽量采用短颈堑沟结构（图2-5-23），即拉底巷道在电粑道顶板的侧上方或直接

与电耙道在同一水平;但此时要求矿石稳固性强。

堑沟结构与漏斗结构比较有下列优点∶

（1）开凿堑钩同矿块拉底一次进行，简化了工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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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 额88，灰
等， t-I

C向

贸 2-5-22 漏斗布置形式图 2-5-21 漏斗放矿电把靶矿底部结构
a-对称布量，b一交锥布置1一运输平;2→聚矿小并，8-电吧巷道;4-铜斗穿;

6一滑斗

T
e

-I

分
Ⅱ-四

图 2-5-24 V型堑沟受矿双侧对称电把卷道图 2-5-23 短颈堑沟底部结构
底部结构1-切削械;2一电犯卷道;

（2）开薰鳖沟可用中深孔，提高了劳动效率，

（3）放矿口尺寸较大，减少堵塞事故。
但是，它只适用于矿石较稳固的条件。

5.5.3.5 平廉的电妃轭矿底都结构
这种底部结构的特点是拉底水平和电耙道在同一水平，采下的矿石在拉底水平上形成

三角矿堆，上面的矿石借自重经放矿口润到电靶道中（图2-5-25）。在矿石极稳圆时，放

矿石也可双侧布置或单侧布置。
平底结构具有很多优点;简化了底部结构，减少了采准工作量，提高了劳动效率，改

善了劳动条件，减少了底柱矿量。它的缺点是底柱上的三角矿堆不能及时回收，且相应增

加了该部分矿石的损失与贫化。

5.5.3，4 电耗爬矿底都结构的参数

1。受矿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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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巩口受矿时，一般为5～7m，堑沟受
矿时，一般为10～11m。 4-E

2。斗穿间距

一般为5～7m。 )Ea2+

3。受矿坡面角
I-I

采用房式果矿法时，一般为45°～55°，
采用崩落采矿法时，一般为60°～70°。

4，斗颈轴线与粑矿巷道中心线间距离
该距离直接影响到桃形矿柱的稳固性，

耙矿卷道内矿堆的高度及靶矿效率等，一般
为2.5～4m。

该距离取决于下列因素∶ 1-I

（1）松散矿石的自然安息角，在其它 图 2-5-25 平底的电把着矿底部结构
条件不变时，自然安息角（矿石多为38°～ a-两条电把巷道;b--条电把巷道

1-滴井; 2一电署绞车酮应;8一电肥巷道; 4一放矿口45°）越大，该尺寸越小;
（2）所要求的矿堆宽度，在其它条件不变时，矿堆宽度越大，该尺寸越小。矿堆宽

度一般为电粑巷道宽度的1/2～2/3;
（3）电和巷道的规格;，矿堆高度与电粑巷道规格成正比。

图2-5-26是滑斗结构的细部图。为 保 证 底柱的 稳固性，一般漏斗颈与漏斗斜面的交

点，应在电糖巷道顶板以上1.5～2m处。
5。电靶卷道、斗穿、斗颈的规格
我国使用28～30kW电靶绞车的矿山较多，其上述巷道的断面规格一般为2×2m 或1.8

×1，8m。为了减少卡漏现象，有些矿山加大到2.5×2，5m。一般漏斗颈的尺寸为允许最
大矿石块度的2.5～3倍以上。

根据图2-5-27可以确定 这一断面尺寸。随着耙矿的进行，矿石堆的坡度增大到45°

时，应有一宽度不小于0.8m和高度不小于1.8m的人行通道，以此来确定斗穿前缘的正确

位置。

F公30

图 2-5-27 电粑卷道与放矿参道连接处计算矿图 2-5-26 漏斗结构细部图

石自由流动带》的示意图t-电把巷道，2-一斗穿，3一滑平强，4一谓斗，5—

满形矿柱 1-把运时矿石维表面，
z-必须的人行通道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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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流动带尺寸按下式计算∶
b= Csin45°,m

C=h-1.8＋a-0.8=a+h-2.6,m
式中 h——一靶运卷道的高度，mj

4——电粑靶运宽度，m;
c-——耙运巷道中矿石堆的宽度，m。

6。电粑巷道间距
设置两条以上电栀道时，其间距一般为10～15m。
7。电耙卷道的长度

电粮巷道一般为水平布置，低必要时亦可倾斜布置。电爬卷道的长度应与电枢的有效
粑运距离相适应，并满足下列要求<图2-5-28）∶

（1）电粑巷道应超过最后一个斗穿，其长度不小于5.5～6mj
（2）绞车硐室的长度一般为4～5.5m，其中放矿渭井侧 边至绞车的安全距离为

2～3m;
（3）第一排漏斗颈至覆矿井的距离不小于4ms
（4 ）电靶的靶运距离通常为25～30m。
8。底柱的高度

电把卷道一般设在主要 运输平卷上部3～6m处，此时可在聚矿清井中贮存一定数

量的矿石，对运输有调节作用。有的为了减少底柱高度，将电耙道直接设在运输平巷的顶

板标高处，电粑靶运的矿石经装矿口直接装入矿车而无须闸门装置。但这样的布置将会造

成粑矿和运输工作的互相干扰。还有的将电靶道直接设在阶段水平，矿石把入演井后放到

下阶段水平运出。
除最后一种阶段溜井布置的底部结构 外，底柱高一般为6～8m或12～14m，痛柱矿量

占整个矿块的15～20??

我国有底柱分段崩落法矿山多数使用电船耙矿底部结构。部分矿山使用的底部结构尺

寸见表2-5-6。
除上述各种留矿石底柱的电靶粑矿底部结构外，有的矿山为了充分回收矿石面不留崴

柱而用混凝土或砌筑片石建造了人工底部结构。如、金川龙首矿建造的混凝土席合底部结
构见图2-5-29。

zzuugZu
BEKnnr

窗广产管产析"
方

5.56———25-50—十

图 2-5-29 金川龙首矿混凝土台底部结构图 2-5-28 电铅卷道长度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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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循都分有息柱删落法矿山姜病的电想犯矿患多结构尺寸 我 2-F-6

因 民乃 中 条 山易
结 构 尺 寸 松判脚松树山

胡家峪能天沟 大费管凤 山争 山

堑沟式 翻斗式看斗式 滑斗式派斗式壑沟式彩 式 解斗式底部

4.5~6 7高座（m）结构 10-116,05～6 6～了

间距〈m） 16 19 1210-12 1510
2×1,B规格（宽×高，m） 2×22.4X2.5 2×22×2 2×22.5×2.5电

支护形式 胺射视凝土癌囊木支涉 观凝土浇混凝土岗灌木支护船
支护比重（?? g～851D0 70遭 B0 30

3-55耙运随寓 （m） 44～552～3025～36 40～7530～5e 22～$5

单侧或交错 交错式单侧或交铀 交错式漏斗排爽形式 交惜式对称式 对称式

滑平间距（m） 66
1.8×1,a漏斗规格（宽×高，m） B2×2或1.的2,B×2,42×1,a 2×2 1,8×1.B)2,4×2,4

结
5 30~7oL～50606?漏斗披面角（"） 6565

0.71.01,2 1.6放矿口有效高度（m） .8
3.5把道与幅斗中心矩（m） 3.03.7 2,A-2,Sa2.7 3.0

5.5，4 模蒙设备出矿的底部结构

这种底部结构的特点是，矿石借自重落到运输平巷水平（或平巷顶部），用装载设备
装入矿车，二次破碎在装载地点进行。装载设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振动放矿机。另一类
是各种装岩机。运输设备一般为矿车，可以是轨轮式，也可以是无轨自行式。

5.5.4.1 编动坡矿机膜矿的廉都随构
按底部结构受矿部位的形状不同，分为漏斗式、墅沟式和平底式三种。有关该底部结

构的形式和参数，详见第十一章回采出矿。
5.5.4，2 我岩机磺矿的赢都结构

这种底部结构的特点是，采下的矿石借自重落到矿块底部，经堑沟或平底放矿口滴到

装矿横巷的端部，用装岩机装矿，二次破碎在装矿横巷中进行。这种底部结构也有重沟式
（图2-5-30）和平底式（匿2-5-31）。由于使用了高效率的出矿设备，简化了矿块底部结
构。其它优点与报动放矿机出矿相似，但它的设备不需要安装，灵活性大。它的缺点屋∶
装运采用两套设备，占用人员较多。当采用轨道装岩机出矿时，由于装载宽度受到限制，

对矿石同收不利。

5，5.5 无轨自行段备出矿的塞部结构

这种底部结构与装载机装矿底部结构基本相似。但由于获运机和铲运机都是一种既能

完成装、运，鲫全部作业，又能无轨行走的设备，其出矿能力远较装岩机大，运搬距离也
长，尤其是铲运机的广泛应用，显著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对于简化底部结构、改善放

矿条件、提高矿块的总同收率，起到了良好效果。有关底蓄结构参数详见第十一章回采

出矿。



1078 第二篇 地下开采

O.-⋯×*301

I-I
I-I

图 2-5-31 袭岩机装载矿车的平麻靖构图 2-5-30 有轨装载机装矿重沟底部结构
1-脉外卷温，2一狭扩急端，3-驱场，4-轨道1-坡截机;2一削落矿石，8-运输平巷，4-装车运输平

6-班岩机;a一扩矿车」7-视率称，5一绕盖（每100~200m布置一条》，-敦车损毒
7一轨道中心线，8一矿车

5.6 采准及切割工程量计算

5，6.1 一 微 问`晶

5.8.1.1 计算内容
（1）求得矿房与矿柱出矿比例关系;

（2）计算国采与掘进出矿的比例关系;

（3）计算采出矿石与操进巷道的比例关系;-

（4）计算废石产量;
（δ）确定矿房、矿柱和卷道掘进的同时工作面数;

（6）确定人员，设备的配备和材料消耗等。
5，8.1.2 计算时虚读注意的几个间题
（1）若采用矿房、矿柱分步骤回采的采矿方法，或者同时使用几种采矿方法时，要

注意应该分别计算;
（2）采切工程的计算，要注意分析矿山的实际具体条件。当矿床埋戴条件和施工技

术力量无法在计算中反痰时，应按如下影响采切工程量的因素对计算结果进行修正。

施工中可能出现的部分废巷;
由于矿床构造复杂、断层较多，可能出现的未预计工程量;

因矿体走向、倾角，厚度的变化，而引起巷道长度的增加（如，当在薄矿层按底板等

高线量取卷道长度时，其长度应乘以1.2的系数）;

施工中必然出现的超揭工作量等。
鉴于上述因素的影响，计算所得采切工程量，应该用系数K加以修正，一般K=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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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当矿体形态比较简单、勘探程度较高、矿岩稳固性敦好，又是中厚以上的矿体时，
取小值;反之，取大值。

5，6.1.3 计算所需的原他责料
（1）所选定采矿方法的图纸，矿房、矿柱的构成要素，以及回采步骤等;，

（2）采准、切割、回采（矿房和矿柱）各项工作的损失与贫化指标;
（3）矿房、矿柱的生产能力及机械化程度;
（ 4）各种采切巷道的断面尺寸、掘进速度及主要掘进设备;
（5）开拓、探矿的掘进工作量，阶段平面布置等。

5.6.2 标准矿块的采切工程量计算

为便于说明问题，现以分段空场采矿法为例，进行计算，标准矿块图见凝2-5-1分段
空场法图示。

已知条件是∶矿体水平厚m=12m;矿体倾角a=80°，矿石体重r=3.5t/m2;岩石体
重y'= 2.5t/m2，矿石围岩均稳固，围岩不含品位。

矿块沿走向布置，长60m，房间矿柱宽8m，矿房长52m，矿房宽12m，顶柱厚6m，采
用电靶漏斗底部结构高12n，阶段高度60m，分段高度10.5m，潇斗间距7m，自矿房中央
向间柱回采。

回采矿房时，损失率为5??贫化率为5%;

回采矿柱时，损失率为20??贫化率为15%;

矿山年生产能力为66万t/a，年工作330天，每天三班作业，每班工作8小时。
（1）按标准矿块采准切割工程量及出矿比重计算见表2-5-7）
（ 2）采切比计算公式见表2-5-8;
（3 ）千吨采切比举例计算结果见表2-5-9;

（4）我国部分矿山采准切割见表2-5-10。

5，6，3 基意采准切割工程量计算

设计基建中的采切工程量与正常生产时期不同的是。
（1）所有的矿块（包括采准和备采）均系完整的、尚未国采的矿体;
（2）两步骤回采的矿柱虽已作了一定的采切工程，但不能形成生产能力成所需的采

切矿量，特别是投产初期基本上是回采矿房，而间柱和顶底柱在这段期间不能算为采准或
备采矿量。这也是基建采切比要比正常生产时期采切比大的原因之一;

（3）不能用设计中通常的标 准矿块来估计工程量，而必须根据来掘计划安排的矿

块，据已有的地质资料实际情况进行估计（包括采切工程量和计算采准和备采矿量）。

因此，按国家要求的三级矿量标准（特别是按采切量所能获得的备采和采准矿量）来

进行衡量，或控制计算量（采准和备采矿量）时就会有很大差别。例如在采用分层崩落法

或下向充填法的矿山，按达产矿块数计算所能获得的备采矿量将很小《因为每一分层的矿量

有限），往往达不到国家规定标准，而采准矿量可能相当可观（因为采场能力低，矿块数目
多，矿块矿量多）;采用高阶段（100m段高以上）回采的空场法或充填法回采时，备采

和采准矿量可能相差无几，而且可能大大超过（因为每一矿块的矿量很大）规定标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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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的分段崩落法回采时，采准、备采矿量可能又不够规定的标准（因为效率高、采场
矿量不大）。所以基建时期的采切工程量及由此而获得的采准、备采矿量，必须根据编制
的采掘计划，通过对初期投产的实际矿块进行具体计算，并在设计说明书中加以具体阐明。
一般情况下，三级矿量标准可作为计算的检验和分析之用。

囊 2-5-8聚 团比 计算 公式表

用长 度 表 示 用 体 双表 示
强 标 名 称

<m*/kt>(m/kt》

K!'-100空 K=00EY千吨采切比K。

k⋯-109o买K结-1002L千吨采准比K。其

Ka'-1000F Kss=1000-共干吨初糖比K.;中

 L四、L。、L一分到为采切鲁道、采准巷道和切翻鲁道长度（m）;

注备 Vas.V。、V。-分别为采切巷道、采准善道和切韵巷道的体积（m'）

T，-为矿块采出矿量（包括采切韵产矿石）（kt）

囊 2-5-9千吃张初比率例计算着聚表
参 正 后 值算 值计多

备 注修正系数指标名称 用体积表示用长度表示用体积表示用长院表示 (m*/kn)(m/K)《mi/kt)
当用"万吨采

切比"时，表中27.00s.001,25干随采切比K』 21,604,80
数散果10

20,013,881.2516.01j千吨采确比K。 3.19
6.992.121,285.595 干吨切削比Kas 1,70

泰 2-5-10我国部分矿山果准切翻
录 切 比矿体产状矿 块 尺 寸序

矿山名称采矿方法 (m'/k》(m/k)厚度（m）频角（*）高（m）宽（画）长（m）号

10988641 2
空肠采矿法 1s18-20 2斜长50矿厚75新江铁矿金面采矿法1. 10.7833～435o矿厚30～49刘冲磷矿

17,5采箱1~130～5030矿厚50通化氧矿
10.3o3～5,636～4235矿厚4o杨家杖子钼矿
 ～1510～2010～2086矿厚15~20辆矿山梯矿房桂采矿法 7~14～1015~2626-25矿厚11~15長山铁矿 20,3永平厚5-40～65550矿罩50~60胡家峪铜矿分段采矿法8。 10～1382-35 3～140矿厚65～70开阳碑矿《分段空场法） 6.2510-300~9860矿厚50河北铜矿阶段矿房法6。 6一82~1272-83矿厚35-40江透山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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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体产状 采 切矿 块 尺 寸序
扩山名称采矿方法 m'/kt)倾角（"）厚度（m）长（m） (m/kn)高（m）宽（m》

1052
留 矿 法二，

5z0"矿s0矿厚 26~53 250-60浇孔留矿法 新冶钢矿 501.
l20*矿10.15
17.5采幅1~1.430～50矿厚 30通化满矿 50
26～315,A7深孔镇矿法 矿用 B～858～60小西林铅锌矿 30～502。

崩落平矿法三、
15,945 1030 矿厚 80～60青嫉子铅矿有康柱分段烤落法
16,18水平厚30～30～4645矿厚中条山能子沟铜矿 25～30

60～100
4，54~5，29 51。打10～5D矿厚 30-9050～7050大新铁矿无底柱分段崩喜法。
14,672～2060～80601o-2050小铁山铅锌矿
7,3188～2003028～4921向山确铁矿 50
4～517020～EB806o60集山铁矿
19。1054467050程满铁矿 50
9,6斜长55矿厚王树幅土矿独式脂震法 250～4oq9。 平均2，5 平期i～7.非平均18（东室山这）
11.62,B~3.7矿厚 9～24斜长35～60LO0～期水粗土矿

注百成区） 1L450
12~16银山L535～4040矿厚20~30搞林船锌矿阶股制落法4,。 上增冲2z（

充填采矿法四、
16.7520～37050矿厚胶结充填法 26～50盘川公司龙首矿1. ~80 177.418～803～6040B ～1020～B0凡口妊钟矿
6～18矿体17，2*矿体50~8e矿厚70～100风显山辆矿尾矿充填法 75～

2*矿体 矿体36，4
60～78
上常3D 0,5~3解长a～s0矿军70潮厚锰矿水砂充滴法 下部浇

,B～1640～B036黄砂坪幅纬矿千式充填法 矿厚45
B2,34G70eo矿厚凡口努铸矿 BVCR读



第六章 空 场 采 矿 法
-.xnm—am.rr⋯.rx

责任编写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亮
参加编写单位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沈阳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鞍钢矿山公司设计院

编 胃 人 沈伯康 赵永安 胡光炎 王新荣 项世文

6.1 概 述

8，1，1 空场菜矿法的适用条件和特点
空场法一般适用在矿岩稳固的矿体中。空杨法的特点是。
（1）除沿走向布置的极薄及薄矿脉，部分房柱法外，矿块一般分矿房和矿柱两步骤

回采;
（2）矿房圆采过程中留下的空场暂不处理并利用空场进行回采和出矿等作业;
（3）矿房开采结束后，允许一段时间进行采空区事后处理;根据开采顺序的要求，

在空场条件下进行矿柱回采;
（4）根据所用采矿方法和矿岩特性，决定空场内是否留矿柱及其矿柱形式，留矿法

的矿房内留有崩落矿石来暂时支撑顶、底板围岩。

8.1，2 屋内外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研究方向

国内空场法在有色金属矿山中，所占的比重虽在六十年代为70??右，而到了八十年

代为50??右。但是空场法仍将为今后生产中应用的主要采矿方法。

（1）国内赋存大量的急倾斜薄矿脉和零星小矿体需要应用圈建法开呆，同时有了适

应各种情况的变形方案，留矿法虽从六十年代的49??降到八十年代的36.3??但此比例

仍能保持较长的时间;
（2）长期以来，国内采用单一的洗孔房柱法，而在七十年代末期，在铁矿、群就中

相继出现了较高效率的中泽孔房柱法，并在采场内果用了顶板横固技术和无轨设备

（3）形态复杂的倾斜矿体中应用了留矿全面法，由单一式向组合式采矿法发展;

（4）过去采用间断画采分段空场法的矿山，目前正在试验无间柱连续退采分段法，

（5）夏为先进的技术必将为空场法矿山所掌握。

在国外，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采矿配套设备，以及结构简单的采矿方法逐步替

代生产能力低、积压资金的空场法，如留矿法虽在法国的比重为24.1??日本占12，9??

但是其他国家的留矿法，其所占比重已很小了。

（1）国外房柱法，由于自行设备和储固技术的有效应用，解决了采场内运撒和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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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并由于充填工艺的发展，解决了采空区的事后处理。房柱法在金属矿山采矿方法的
比重中，法国占73.1??美国占29.3%;

（2）分段空锅法由于生产能力大、成本低，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如英国占83.2??
赞比亚占53.6??日本占47.0??扎伊尔占39.8??

（8）分段空场法回采的厚矿体部分和阶段矿房法的大部分矿体，将与事后充填和V。
C。R法相结合。

国内空场法的研究方向大致有∶
（1）加强空区地压活动和空区处理的研究，对矿山出现程度不同的地压精动能及时

控制;
（2）进行降低贫化、损失的研究，目前空场法内，留下大量的顶、底、间柱，某些

采矿方法甚至留下大量的场内矿柱，目前回收率均较低;
（3）设备应用的研究。国外采漏内已经应用了衡岩、出矿、装药和支护等的自行设

备，振动放矿设备，连续回采工艺以及大直径深孔国采等综合机械化，两国内尚无进入采

场内的大型设备，火多数矿山仍处于电靶运搬的现状，仅少数顶板稳定的矿山采用了装运
机等自行设备;

（4）简化采场结构和适应自行设备的采场结构研究;

（5）发展以空场法为基础的多种组合式采矿方法的研究，如房柱充填法、房柱崩落
法等。

6.2 全 面 采 矿 法

6，2.1 警遇全面聚矿法（又称全面果矿法）

B，2，1.1 重同条传
（1）一般要求矿岩中等稳固以上;顶板的暴露面积应大于200～500m2

（2）矿体倾角≤30°;
（3）矿体厚度在5～7m以下，国内大部分矿山开采1.5～3，0m的矿体;

（4）一般矿体产状较稳定;

（5）该法留有采场内矿柱，最好在贫矿中应用。

我国采用全面采矿法矿山的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6-1。

6.2，1，2 全直采矿法的特点
全面采矿法一般沿矿体的走向把阶段划分成规则的矿换，由矿块进行国采。如果顶板

不太稳固时，需用杆柱加国，或把矿块沿走向、沿倾向划为段，使矿块内形成济多区间

（即小矿房）进行开采。
矿块（或区间）内的各项回采作业，均在暴露的顶板下进行。

视飛场顶板的稳固程度、矿石品位、顶板弱面的分布等来确定采满内是否留设矿柱、

矿柱布置及其代用形式。参见图2-6-1、2-6-2。

6.2。1，3 矿块布置和构成要素

1，矿块布置
一个阶段内，沿矿体走向划分成若干个矿块，而当矿体的开采面积>15000m+以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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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2-8-1部 分 愈冒采矿 法矿山开果技术条件

矿体频角矿体厚度
7 石页 矿山名称 底 板

(")《m》 -_w
键化矿，/=大理岩， 孕求营，F-12~14，稳固云锡松树脚保矿 25～40,4-3,0

/=8～10，稳固 10～12较稳固

固 砂页若，f-5-7，欠得固f=6～i0，稳固车江儒矿 8~12 砂 岩1,2～4.0
石英砂岩， 发页著，了=2～3蒸江铁矿大罗坝矿区 赤铁矿，/=5~818～220.9～3.0
f=10～16

石英岩，板岩，"4~T， 板岩，f"4-~7，欠稳固湘西金矿沃溪矿区 20～384.5
f8-12，稳固中、不稳置

板岩，f=s~7， 石英岩， 板岩，了=5~7，欠描固湘西金矿西安矿区 301,5-3.5
/=10-12，稳固中、不稳固

灰岩。页岩， 较 称 固大厂巴里锡矿 <302.5
f=9~15，稳固

闪长岩，脉 月 ，/=8～12，难固f=8-1z，稳固20～29通化铜矿 1角页岩"f=8～12，稳固0,1-0.3

胶磷矿， 硅页岩，f=8灰岩，/-15，稳简贺兰山碑矿 I7~301.0 f=12~14

_1-*
招ZZZZZZZ

-I-[

图 2-6-2 车江铜矿全面采矿法图 2-6-1 大罗坝铁矿区全面采矿法
1-运输平巷;2-溜扩井;3一人行小井;4-人工1-阶段运输平巷，2-矿需子，s-切削拉底平巷，4一切

矿柱，5-顶柱，6一窟柱，7一间柱翻上山，5一人工废石岭

亦可划采区开采。
矿块四周留有顶、底、间柱（但多数矿山不留间柱）。

国内矿山，大多数矿块面积在1000～200m2之间。但在允许的暴露面积<1000m2、

品位分布不均匀需加密探矿坑道的采场时，矿块需划成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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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采用区间的全面法矿山有∶巴里锡矿、湘西金矿等。而区间在矿块内的布置形式
有如下两种情况。

（1）仅沿矿块长度划为数段而形成的区间;
（2）沿矿块的长度和倾斜同时划为数段面形成的区间。

视矿岩的性质，有时区间周围留有矿柱，并且形成独立的出矿单元。
"2。构成要素
（1）矿块长度一般取50～60m，个别矿山为30m;

（2）阶段高度受矿块斜长的限制，一般在20～30m之间;
（3）矿块斜长受耙运距离限制，一般40～60m;

（4）顶柱厚2～3m;
（5）在采用自重漏斗和电视直接装车底部结构时的底柱高度为 2～3m，个别为5～

7my
（6）间柱宽为1，5～2.0m，个别6～8m或不留间柱;
（7）区间长度有为20～30m;有的为12m，

（8）分段斜长一般为20～30m。
各矿的矿块构成要素详见表2-6-2。

囊 2-6-2矿 块 陶 成 要 章

柱 宽 度（m）暑斗间距矿决斜长矿块长度阶段高度
矿山名称 闻 柱顶柱 底<m)(m)(m)(m)

8~81250～7050～6025～30讼树脚矿
不留不留20～304b～5026～30车江铜矿

1.5-2,,012-1640～50雨?5大罗坝矿
老8～4O

30-12506030西安矿区
30-805030通化铜矿
58贺兰山确矿
40-6024~6618～50杨家杖于钼育

6.2，1.4 果准初翻
（1）沿脉运输平巷的位置，在走向长度不大并利用旧有勘探滑脉坡道时，一般采用

脉内布置，阶段出矿点多时，一般采用脉外布置，脉外平卷一般距矿体底板>6～8m采用

放矿滴井和采场相联系，溃井容积应大于一个列车的运载量。采用固定电靶皱车点时，渭

并间距为50～60m，个别为30m，而用移动绞车点时为10～12m;当采用脉内平卷布置时，

用漏斗和采场相联系，漏斗间距为5～10m，有时达12～16m，

（2）绞车硐室位置，当采用移动绞车点时，安置在切割平巷;采用固定波车点时，安置

在溜井（或漏斗）上口顶板的硐室内;运输量不大时，也可设在漏斗口下部平卷另侧内，

（8）切割平卷一般布置在矿块的下端部，滑脉运输巷的上方。切割平卷位置主要根

据回采时的推进方向而定。

6.2.1.5 国采

1。回采顺序
根据矿山的规模和采准要求，阶段内有前进式或后退式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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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阶段内，由于工艺要求，切割采场应 超前回采采场50～60m，为了控制地压活动，
上阶段应超前下阶段回采采场50～60m。

2，分层开采
对中厚矿体，婴进行分层开采，具体要求如下;

（1）矿体厚度<3m时，全厚一次开采;

（2）矿体厚度>3m时，分层开采。

分层开采的方式有∶
（1）横杆护顶时，采用正台阶回采较安全，上分层高度一般采用2.5～3.0m，上分层

超前下分层3，0～4.5m。优点是可不设酯岩台架;缺点是台阶上的矿石清理较难。
（2）矿岩稳固，不采用锚杆护顶时，则采用倒台阶分层开采。
下分层高度为<3.0m，下分层超前上分层3.0～4.5m。
优点是顶板暴露时间短，矿石损失少，缺点是需增设凿岩台架，又易受爆破的损坏。
3。回采工作面的推进方向

矿块内回采工作面的推进方向有如下三种情况;
（1）沿走向推进，适合在倾角<30°的矿体中，推进的工作面长度即矿块（或分段）

的斜长。从矿块一侧的切割上山向矿块的另侧推进，工作面一般呈直线形或阶梯形。各阶

梯长为8～20m，阶梯间超前距离为3～5m。
（2）逆倾斜推进，适用于倾角>30°的矿体，切割上山布置在矿块的中间，工作面

的推进宽度即矿块的长度，工作面形状一般呈直线形，也有呈梯段形。

（3）顺倾斜推进适用于倾角>30°，采场顶板稍欠稳固的矿体。切割上山布置在矿块

的中间。工作面呈伪倾斜扁形。推进工作面宽度即矿块长度。个别矿山，借用采空区作自

由面，推进工作面成半扇形。
矿块划为区间时，上、下分段的区间，则采用自上而下的回采;左右区间，由矿块的

一侧向另侧推进，区间内一般采用逆倾斜推进。

4。落矿
使用YT-25、YT-30、7655型浅孔酯岩机
开采<3m厚度的矿体，在底板上打眼，开采>3m的矿体，簧在台架、台阶或矿堆土

打眼。
炮孔呈梅花形排列，孔径一般为38～44mm，孔深为1.2～2，0m，排 距为0.5～1.0m，

眼距为0.6～1.2m，一次推进距离为1.2～1，4m。
有关凿岩爆破参数详见表2-6-3。

5。出矿
国内全面法果场一般利用2DPJ-28、DZ-28、30、LY-15型（小采场使用14~17kW绞

车）电耙运搬，个别矿山采用二段电靶运搬。
工作面电耙运搬台班效率推荐为50～70t，各矿的运搬效率详见表2-6-4。

6。放矿
脉外布置，采用漓井放矿;脉内布置，通过漏子口放矿。

7。采场支护
目前实际矿山的采场支护有如下几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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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岩 烦 破 ● 败 表 2-6-3

项目名称 车江铜矿 巴里幅矿松树脚矿 大罗坝矿 潮西金矿

回采推进方向 沿走肉，逆倾料顺倾斜 沿 走 向 沿走 同沿 走 向
YT-2 YT-25博岩设备型号 7656YT-26

工作台敷 1～22
83～8B设备台班效率《t） 21～4040-50
捣 花 登鉴 花，强炮孔布量螫式 棒 花 型 三 角 型交 错 型

炮孔直径（mm》 88～4336～42 婚～4438～4?
1.3-1,6炮孔深度（m） 1.5~2.01.B~2,01,2~1,8
0,a～1。0她孔排愿（m） 0,5-0.6
0.8~1.20.6-1,0知孔源距（m） 0.8～0,80.8~1。命

硝喊，被油 2"者石、被松暑胺 松 是炸药材料 2*岩石，确被
号纸亮冒管点火方式 火需量，导火披火雷管。导火线级料够燥警

报 2-6-4工 作面运 微效事

春馆  备 台班效率运 距
注备矿山名称 肥斗规格 (tD软本型号 (m)(mo*)

硫化矿采场用大电把80～702DPJ-28,80 50～600,25～b.3松树脚矿 氧化矿采场用小电把14~18kW 0,15～b.20
50～602DPJ-28,30率江辆矿
424-6Q2DPJ-50大罗频矿 0.3

槐式把斗30×406,214-17kW 59湘西金矿
60～802DPJ-30巴国偏矿

50～402DPJ-30 80贺兰山确矿

1）矿柱支护
较多的全面法矿山是采用单一的矿柱支护，采场一般留有规律或无规律两种形式的矿

柱，个别矿山的采场以滴井为中心呈放射状布置矿柱。
矿柱为方形和圆形，方形尺寸多为2×2～3×3m，圆形直径多为8.0m，间距为8～

15m。
2）矿柱和石块的混合支护

矿柱为主要支护，石垛为辅助支护，有时也作主要支护。
每个矿柱的负担面积，如松树脚矿为150～300m2（其中硫化矿为200～300m2，氧化矿

为150～200m'）;湘西金矿为80～240m2，秦岭金矿为150m2。

湘西金矿混囊土垛的形状有四、六、八边形和长、圆、椭圆形。材料多为预制件和石

材等。石垛的尺寸为4×4～5×5m2。六边形垛的支承能力为115t。支护弗用约占采矿成本

的25??
3）石垛支护

矿石品位较高时，一般采用石燥来代替矿柱，如大罗坝矿区石燥的尺寸为4×4m2，排

距为11～12m，间距为6m。
车江铜矿砌块效率为0.3～0.425m*/工班，单位成本为6～7元/m3，每立方米石垛的

承担面积为10～13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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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矿山除上列主要支护外，采场还有顶撑木柱、锚杆等，以防浮石脱落。
目前，车江铜矿采场锚杆网度为1，5×1.5m，锚杆长度为1，8～2.0m，锚杆孔直径为

22～25mm，锚杆承担面积为7～9m2/根，安装效率为9根/工班，金属锚杆的成本为17~18
元/套。

各矿的采埚支护见表2-6-5。

囊 2-6-5景 墙 支 护

称名山矿规格和间距
支护形式

车江铜矿 大罗填铁矿 资兰山确矿遇化钢矿湘西金矿松树即矿(m)

方、圆形 φ-3，04=3~5 3×3尺
矿柱文护 φ-2-~3

1o闻 距 6～1810-20
A～S×B确医、■、方形 ×4尺寸 多边形石操文护 2×3

题. 6～1210~13t/m*

6.2.1.8 技术经济擅标
某些矿山的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2-6-6。

囊 2-B-1技 术 经 济 增 绿
山 称名矿

项目名称
巴里解矿大罗坝铁矿 湘西金矿本江娟矿松树脚矿
50～340～307080～850～30矿款生产能力（t/

3025～3012,4~1d,013t~11采掘比（m/k》）
8～13S~51014~20 4～6损失率（??
<15d~6～918~208～17贫化率（??

10～136,0~6,512g～103.5～7,0掌子面工班效率（t）》

5,51～0.86,32Q。250.2～0,540.47炸药 （g）
0.41~0,5*0.40.190.59～0,B0.32~0.67器管<个）
0.92～1,06.700,370,90～1.820.3～0,69导火提（m）

0.030 0,06～,0o,0250.09b.0Y7-0.082杆子锈 （kg）
6，07~0.49K个）0.0z（个）0,460,62～1.5，014~0.02个硬圆合金（g）
0.92～9,00740,040,004～d.ro0590,011～8.0057木材《m*）

β.2.1.7 实例
湘西金矿四安矿区为中低温热液充填和交代矿床。目前主要开采2、3号矿层。

1。开采技术条件
矿体沿走向长度为2500m，厚度1，5～3，5m，局部达5～9m，倾角一般为30°，局部变化急剧。矿石

稳固，1=10～12。上下盘均为板岩，从不稳固至中等稳固，/z5~7，与矿体换触明显。直接顶板为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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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板岩，厚度1，0～3，5m，断层，节理较发育，大面积暴罐后，易于冒落。
2。采矿方法

基于上述特征，该矿一直沿用全面法，目前全面法的方案有（1）沿走向推进 的长整式工作面采矿
法;（2）向上回采的分段矿房采矿法。前者适用于顶板稳固，含矿板不均匀的缓倾斜中厚矿体 后者用

于顶板中等稳固，厚度小于细m，倾角由缓变陡以及埋戴较深的矿体。沿走向推进采矿法见图2-6-3。

图 2-6-3 沿走向推进壁式全面法

1~阶段平卷?-底柱，3-漏斗，4一切巷，5一探矿天井;6-矿柱，7一分段平巷;8一采准天井1

9一上阶段平考，10-水泥染;11-上阶段底柱;12~电把研室，13一底板运输平巷

3。矿块布置及构成要素
矿块滑走向布置，以采准天井划分矿块。阶段垂高为30m，斜长约60m，矿块长度50m，不留顶柱，

只留底柱，高度为5～~7m。如遇品位不均时，加抛分段平卷，另开小天井，分切葚等，将矿块分割为多

个小矿块，如图2-6-3及图2-6-4。

 2

H-50--50-十-50—

图 2-δ-4 矿块布置示意图

一阶爱平卷，2一底柱;3一部斗;4-切卷，5-一分切意，6一分段平善，7-上阶段平磬;8一
天井;9一平准天井

4。采准切翻
采准切制布置及其工程见表2-6-7。

5，国采
1）回采顺序

（1）沿走向壁式推进时，分成上下两块（见图2-6-5），上块超前下旋3～8m推进。

（2）将矿峡姻分成多个小矿房时，小矿房在矿块内是自上而下，由矿块的一侧向另侧推进，小矿

房内则采用自切制卷道逆倾斜向上推进，见图2-6-5。

对于3m以上矿体的回来有两种方式∶（1）用锚杆情固顶板，先采顶层再采底展;（2）暂借矿石

护顶，先采底层，后来顶层。
2）惯岩

使用7855型凿岩机。炮眼呈梅花形排列，孔径40～4mm，排距0.5～0.6m，眼距0.6～0.8m，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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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7采 准 奶 朝 工 温

底部结构及分段平卷及
卷道名称 阶段远输平考 底板运轴平卷电粘绞车弱室采准天芳

切制卷遍 放矿器斗

矿体下盘，距阶底柱上部，5脉内底板， 自重放矿底部结构，位 景 脉内，沿走向 讼斗二部
及平卷10～12m在采场网侧 为沿走向 个采场3～4个凝斗

2.2-2.5×1.5×1.5规格（m） 2,2×2,32,2×2,2 2~2.2×1.7 1,B×1,8
2×2,5～3,D闺距?0～12m

阶进式开采，开舞矿，回来自 放 矿通风、行人探矿、运输
含此莓由面

负y

与wi.L
A向《敢大）

9gyk大S下<TTTfvuF

1-I

图 2-6-5 阶梯工作面向上同采的分段矿房采矿法
1-阶段平卷;2一底柱，8-漏斗，4一切巷;5-水泥垛;6—矿柱，7一采准天并18一分舒平卷，

5一分切卷，10一上阶殷平巷，11-探旷天井;12一上阶段底柱，13—电靶碉室

深1，8～2，2m。自制恢松腊炸药，火雷管，大块率8～10??

3）出矿
大部分采场采用电粗爬矿，使用14～17kW绞车，0.2四'漉式肥斗。效率30～40t/合班，两台电表时

50～70t/台班。
4）采糖支护

贫矿或部分低品位矿石简作矿柱1面对高品位开采段，当采话暴露面积大于25m2时，则架设混凝'

土垛来支护顶板。
6。技术经济指标
该矿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6-6。

6.2，2 壁 矿全 面 法

8.2.2，】 适用条件

（1）矿石和顶板岩石为稳固或中等稳固;矿石不粘结，不自燃;

（2）矿体倾角由缓倾斜到倾斜（即26°～55°），以倾斜矿体为主;

（3）厚度由薄至中厚的矿体，以博矿体为主;
（4）可用于形态较复杂，厚度和品位变化较大，以及底板沿走向和倾斜均有起伏的

不稳定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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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采用留矿全面采矿法矿出的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6-8。

表 2-8-8矿山 开 张 执 宋 条 件

矿体倾角矿体厚度
矿7 座极顶矿山名称

(m> (*)

含铜黄领矿 灰 岩灰 岩
F=8~10 f=7~810 40～50新冶铜矿

中等稳固独 固

贯 署磷块岩白云岩
f=4-5f-12f=8-135～50刘冲确矿 4

不微固中等稳赋随风化而异，一般称固

片 岩含铜武铁矿片 岩
J =8～10/-4-840-452,8彭县铜矿

鸦 固不至中等弹固
云母片岩、钾花岗岩片岩。大理岩

青城子铝矿榛 f=6-8、f=12-14f=8~1bfa4~8、f=18~128)-450,8～4,0于沟坑 不稳固、稳因稳 因不植固、稳固

石英弥、黄铁矿舞绿岩
f=10~12f=8-16f=]0-1240～55哈图金矿 1.23

获稳固较益因中等融固

变质砂岩灰岩及大理卷
f=10~14f=8-1bf"8~1036～551-4香花岭镉矿

强 固较稳固验 固
石灰岩，大遇兽石灰岩、大理岩
f=8-1fx8-1φ20～450.5~4.0东坡多金属矿

抽 固稳 固
角页岩，闪长岩黄铜矿石英闪长岩30～60东1，0~2，6
F=8~12f-a~12f=8～1南4，0～10.0 30～65通化铜矿
急 园意 固

歇质灰岩矽质灰卷4～65假罗并低矿 2.2
成片状冒落

8，2，2.2 采矿方法的特点
本法是一种组合式采矿方法，它采用了浅孔留矿法的采场布置，落矿方式，又采用了

全面法的运搬方式和顶板管理。实际矿山到目前为止，已经发展了很多变形方案。

（1）场内留不规则矿柱的留矿全面法，如新冶钢矿，见图2-6-6。

（2）场内留有规则矿柱的留矿全面法，如彭县铜矿，见图2-6-7。

（3）场内不留矿柱的留矿全面法，如通化铜矿。哈图金矿，见图2-6-8、2-6-9。

（4）伪倾斜推进的醒矿全面法，如铜罗井锰矿，见图2-6-10。

8.2.2.3 采场布置和构成要素
留矿全面法一般沿走向划分成矿块（矿房和矿柱），多数矿山在矿房内留有规鹦和不

规则的矿柱。



第六章 堂场采旷法 1093

126" 4oe

n-U

>+
而-I

图 2-6-6 新冶铜矿留矿全面法 图 2-6-7 彭县铜矿留矿全面法
1-运输平巷，2-联络鹊，3一电把较车阐室，4一矿柱， 1-天并，2～联络道;8-运输平巷14一切割平

5-矿石溜子，6一电题皮车;7—天井，5一底柱 巷i5一滁斗须

-30--—

我

图 2-6-8 通化铜矿阔矿全面法 图 2-6-9 哈图金矿电靶出矿留矿全面法

I一人行梯子，z-间柱联绪巷，s—电粑较车;4一副段1-阶段运输平稳;2一阶段回风卷，3一端部天井1
矿柱;5—暂存矿石;6一谢为7一钢彻井，8～同柱天4-切帮巷道，5一电靶象车;6-中央天井;7一放
井，9-混凝土间柱∶10一入工混凝土段底;11-阶废矿品斗;8一轴助漏斗

运输V得，12铜筋混凝土底板

根据各矿的情况，矿块的构 成要 素 如
下;

（1）矿块长度一般为30～60m。哈图

金矿为 20～30m。

（2）阶段高度需根据矿块的斜长和倾

角来确定，一般为 20～30m。哈图金矿的采

场中部位置有分段卷道，把采场分上、下两

个矿房，阶段高度40～50m，分段高为20～
图 2~-10 佩罗并锰矿伪倾斜杆柱督矿全面法25m。
3一脉外运输巷，2-放矿额井，3～电耙，4-拉底卷，（3）矿块斜长受电耙运距的限制，一 5-间柱，6—定写，7~激风上山;8一滑轮绳密;9一题

般为 30 ～'tOm。 风穿纵;10-联格善，1一工作面推进方向，12一楼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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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顶柱宽度为2～4m，但个别缓倾斜矿体不留顶柱或留得很薄。
（5）底柱宽度3～5m。哈图金矿在分段巷道两侧留有宽度为1，5～2.0m的矿柱。

（6）间柱尺寸与倾角大小有关，当倾角在30°～50°时，宽度为4～8m，倾角<
30°时，间柱宽2～3m。

（7）有些矿山的矿 房 内 留有φ=》～4m的场内矿柱支护顶板，矿柱数量和间距视顶

板压力而定。
各矿的矿块构成要素详 见表2--9。

采 场 结 构 表 2-6-9

间 柱底柱矿块解长 顶1阶段高度 j矿块长胶
采 矿 方法矿山名称 (m)〔0) (m)(m》(m)(m》

0~2.5 5.05,05050留矿房柱法新冶铜矿
30～4030～5留矿房柱法刘冲醇矿

6.63~5 3～540~A030留矿金面法彭县惘矿
飞～a30-4030窗矿全面法青城子铅矿 6-820cm钢筋提源土20-3040～50留矿全面法哈图金矿

4,0-4,535640一6027～32留矿全面法香花岭铜矿
3.0～4,02.5~3。025-30斜工作面电粑留矿法东墟多金属矿

3- 60 2-330通化铜矿
31.540～5050～6020巴单镧矿

85，0（斜长）35～4030～40盖矿.│伪倾斜杆柱起矿图

6.2.2.4 采准奶制
留矿全面法的果准工程布 置 和留矿法相同，在国内均用于复杂的中、小型矿山。因

此，大多数矿山是利用旧有勘探工程。留矿全面法包括如下的采准切割工程。

（1）沿脉运输平巷，一般利用布置在下盘接触线处、矿体内的沿脉勘探平巷，个别

矿山开凿下盘脉外沿脉平巷;
（2）采准天井一般布置在间柱内，天井每隔4～7m开凿联络卷、作行人、通风等

用;有时采场下部是极贫矿石，则矿石留作永久矿柱，这时把天井作靶矿道用;

（3）放矿小溜并的布置，由于各矿采场顶压大小，工作面的推进方向，场内靶矿方

式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区别。
例如。在采场中央或一侧设置一个放矿滴井;在采 场内两侧，距间柱5m处各设一个

溜井;在采场内沿运输平悲每隔5m设置一个小溜井等。

（4）矿房回采采用逆倾斜工作面，切割平卷均布置在矿块的下端部及沿脉运输平巷

的上方，并与沿脉运输平巷相平行;

（5）底部结构主要采用漏斗自重放矿的形式。

6.2，2.5 翻采
1。工作面的回采方向
回采方向和浅孔留矿法基本相同。

在倾斜矿体中，采用了逆倾斜推进和在矿堆上蓄岩，避免了沿走向推进时产生凿岩困

难和滚石伤人，以及底板起状矿体中的扒矿困难。

逆倾斜工作面存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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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体形态较复杂，则采用逆倾斜∶线工作面1

（ 2）采场尺寸较小。矿体较规整.※邛倾斜工作面。
而逆伪倾斜工作面又细分为按一个⑧ 定 不变的伪倾斜推进或按由缓变陡的伪倾角推

进，前者如东坡多金属矿。后者如香花岭锡矿，铜罗井锰矿。
2。回采顺序

（1）倾角30°～阳0"的矿体，厚度<3.0m，采用逆倾斜单层一次推进，
（3）倾角30°～50°的矿体，厚度>3，0m，采用分层推进（下分层或上分层先回

采），或超前推进（即上分层超前下分层一进尺）;
（3）倾角<30°的中厚矿体，下分层先沿走向推进，以上各分层划分成条带，采用

顺或逆倾斜回采。

3，落矿方式
采场内采用浅孔落矿。凿岩设备一般采用YT-25、YT-30、7655等气腿式凿岩机，打

压顶跟，个别矿山采用01-45型上向凿岩机，打挑顶服。

在留矿堆上凿岩，留矿堆至工作面的空间高度，保持在1.8～2.5m之间。

炮眼采用梅花型排列，孔滚在1，2～2，0m，眼距为1，0m，排距0.7m，孔径38mm。
爆破后的块度。彭县铜矿为∶>0.4m占17，7??0，4～0.1m，占25，3??<0，1m，占

57.0??
有关凿岩参数详见表2 610。

表 2-8-10雷 岩 参 欺
距置孔 径│孔 漆同时开动设备台班j孔布置

设备型号 效 率采场回果方向矿山名称
(a) 塑 式 (m)(mm) 《m》设备台勃
62海花型YT-25逆阀斜克线工作面折冶衡8

38 2.028。5m7655逆频斜直线】.作面刘冲绩B
0。7花型 1,2~1.535～403～401-45逆倾斜直线工作面彭县铜矿

<倾角40"～60*）
YT-25,YT-80
（倾角<30°）
YT-25,7055逆烦斜袁线工作面声城子铅是

遵倾斜直茂工作面哈图余矿
物花型 l,8-2.q1,0～1,z7?q1-35逆倾解倾斜扇形工作面香花岭偶矿

.8-2,d海花型795逆倾解伪颅斜工作面东蚀多企属件

4，出矿

】）运搬方法

该法的运搬方式 和令面陕萃 本相同。
采场运搬设备;多数矿山是用电耙出矿;有些矿山以电视为主，并配备其他辅助

设备。
电何运②搬方式分单段电粑运搬和主、辅两段电粑运搬。
，单险电吧台2场内的靶行方向有∶沿倾斜粑行、沿伪倾斜靶行和沿走向把行;
（2）两i虫?础行以，主段采用固室绞车，性Ⅰ溜井上口处的硐室内，把斗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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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矿堆上的矿石耙全放矿溜片内，辅段是f一绞车，装于天井联络道内，随矿房闻采而向

上移动。耙斗起平场新矿云集中的作用。
2）出矿步骤

出矿步骤和浅到留矿沙基本相同，分 局 部 出 矿和采后的大量出矿。但局部出矿的矿
量，只要求留下的矿谕能保持必要的操作空间。不婴求点营江支护。因此，出矿比例不
象浅孔留矿法那样严格要求。但出矿比例也不尽相同。例如销汐!硫矿、东波多金属矿、
略图金矿的局部出矿的出矿出（指崩落下的矿石与局部出矿量之比，为40～60??巴里锡
矿为30～40??荆襄、刘冲磷矿为50～60??

大量出矿，待矿房回采结束后进行，余下40～70??矿量，在一定时间内出完。

各矿的出矿设备及效率详见表2-6-11，

表 2-6-11出 矿 设 备 及 效率

车 式装矿出
矿 山 名 称 溜井<漏矿口）间距设备效率同时工作 平巷位置设 备 型 号 <m)(t/d>台 散

每个采场有2个漕井，新冶铜矿 4-602PK·i4

脉内5-730kW刘冲磷矿 1~2
脉内2PK-4,zPK-14、彭县铜矿

5。采端支护
留矿全面法的滚场支护形式，基本上和全面法相同。
为了防止矿岩自行冒落和有效控制地压，回采过程中即刻进行采场的支护。按岩石的

稳固程度、朵杨跨度的大小、顶板的透水性，矿石品位 等情况来选挥支护形式和矿柱的

位置。
支护的形式有加下几种情况
（1）随回采的推进，在矿房内留下少量的不规则护顶矿柱。例如新冶铜矿等;

（2）顶板不太稳固时。除留护顶示柱外，并以杆柱，立柱等辅助支护配合。例如彰

县铜矿;
（3）采场直接演板稳固，但中间有软夹层，则可不留杨内矿柱，仅采用锚杆锚固顶

板，例如铜罗井锰衬。
各矿的采场支护见表2-6-12。
6.2.2，6 技术经济指标

各矿的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6-13。
6.2，2，7 实例

新冶偶矿属热液交代矿床，分别有520，420、320号三个矿体。矿体形状不规则，产状不雅定、形
态十分复杂。

1。开采技术条件
新省包*"开采技术条件如表2-6-14所示。
。深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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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跨绳形规 4 彭丹钢花支护形式 虽谢矿新治 简矿 耐罗丹锰矿
.ax⋯u-

尺寸（m） 中3，4φg，0 下入r～4y; 2对出~2x3-----.矿柱支护 每个采场留 对的内1~210x10~t3×F间距（tm）
1~2个矿挂 矿__—-⋯.. -.--_--⋯-⋯⋯-.-

锚杆形式 注浆链杆
辑杆支护 1.6×1，6m等间

边三角形

技 木 经 济 指 脉 表 2-6-13

动生， 单 学 虫 打 料 消 耗技 示 所 标
矿u名称 育块生【采掘比'. 3、ri 餐子长制比，预失率流贫化彩华发记事示间 导火线 坑 木合金片产毗力（tnz i: (mi( F （面n）(%) <kg) (g)_kt>!itid) .-w⋯,L

0.0270,0419，287这·!6-9 1,58i,4新冶钢矿 21.4
10,t1 1,1342,78268 9,00050.5刘冲磷矿 0.46.$.

19.23F,923.9彭县铜矿 2.30 0.0007930～40 ".
10.0}Li.Ei,~80]0~～青城于铅矿
15.03a50哈图金矿

中，E.4~!、20.02-17 1;11～24J3 .;污 ,9~1,80香花岭锡矿
0,027

7.2河东坡多金属矿 50～6o
15,0通化洞矿

.19} : 0,0032铜罗并骺矿 5.3t31 D,415

果 搜 聿 条 囊 2-6-14

体厚度矿体倾 板
g 体 硬度 更，度稳国性 i矿 当 石 稳国性冷固性者 石(">(m) D) Gf)

石灰岩趋园客质性 ~11称随 稳因石灰岩26～5 }-病520 7~87,0
瓮上 同上26-55 稀质 同上z灭!420 2.0

注，52和d20矿体相距60rmn

读矿开采技术条件复杂，经过几次改用采矿方法，以留矿主面法最适合地质特征的要求。
3。矿广块布置和构战要素

一般铅阶段走向郁置矿块，扩块内有矿序和预、底、间柱。其构我要亲见表2-6-9、
4，采准切翻
1）采准

脉内布置单轨运输平巷，大部分不支护，回风利用上部阶段运输平卷。采准上山布置在采场两端的
房间矿柱内，每隔4～5m用横穿与采场联通。放矿漓井每个采场两个，一般布置两端阅柱处，与间柱
距5m。

2）切割
以切割平格为自由配浊矿所浓证门身战让民它、形戟新搬*?m，反度为矿房长度，宽度为矿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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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的空间，作为补偿空间。
5.圆采

本法是分两个步骤进行回采，先采矿房，后采矿柱。
1）矿房落矿
主要采用浅孔落矿方式，用YT-25型等凿岩机打眼。自下而上的遵倾斜逐层回采，分层高度与矿体

惯角有关，一般1m左右。该矿多数工作面为下盘超前开帮，用压顶服嵩矿。
2）运搬

一般利用电杞运搬，特别是底板起伏的工作面。每个采插布置4台电耗，拉底层两侧电都朝室内2台
出矿，另2台随工作面上升，作乎场之用。矿石经接力靶运至测井自重放矿。

3）矿柱回采

620矿体矿柱量占果场守采出矿量的16.7??420矿体占11.7??
一般矿房中所闺的不规则矿柱不予回收外，其他矿柱（顶、底、间柱）适当给予固收。
该矿矿柱，均在未充填的果空矿房中进行浅孔爆酸给于回收。
顶柱视回风平卷的保存与否，一般可并入矿房一次回采，也可利涵运输平巷进行回采。

库柱除采拉底层有大量废石衷回采条件有特殊困难外，一般并入下部顶柱或矿房一次回采，或采
用后退式分段回采

陶柱，除每隔200m留一个间怯以支承架空区外，其余间柱利用采准上山给于宜采。 ，

6.3 房 柱 采 矿 法

国内所使用的房桩采矿法，为浅孔房柱法和中深孔房柱法。

6.3.1 浅孔房往果矿法

6.3.1.1 适用条件

（1）主要适用于矿石和围岩稳固与较稳固的矿体，

（2）矿体频角30°以下;
（3）矿体厚度小于8～10m;

（4）价值不高或品位较低的矿石。
有关采用浅孔房柱采矿法矿山的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6-15。

，6.3.1，2 基本方索和特点

1。基本方案

（1）浅孔普通房柱采矿法，见图2-6-11、2-6-12。

（2）全面房柱采矿法为一特例，详见图2-6-13。

2。特点
浅孔房柱法根据矿体产状和设备的要求，一般沿走向划分采区或矿块，矿块又分为矿

房和矿柱（少数矿山垂直走向划分），而全面房柱法的矿块由若于彼此连通的矿房所构
成，矿块内的矿房为非独立国采单元。为了支撑回采空间的顶板，空场内留有规则的矿
柱，可使人员在空场下顺利完成各项作业。

6.3.1.3 采区的布置和构成要素

1。采区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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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2 贵州汞矿房住法图 2-6-11 锡矿山锑矿房柱法
1-下穿脉运输都，2一放矿漏斗;3一电粑较车，1，9一切割上山;2一溜井;2一切翻平卷;4一端输大粉
4~下穿脉运输巷，5一切新上山 6一矿柱，7一上5一绞率确室，6一圆风平卷;8一回采层高，9-顶柱

穿脉巷（切简平卷）;3一切阔立槽

T-n ,

25"~20°

I-098L-FiL14.
I-I

图 2-6-13 白石潭铁矿全面房柱法
1-阶段运输平卷;2-切割平巷。3-漏斗;4一回风勘，5-切翻上山6-顶柱，7一房间矿些;

g-电靶较车

一般情况下采用沿矿体走向划分若干个采区。采区内，一般划分5~7个矿块;个别情

况可增至8～10个矿块，亦可减至3～4个矿块。
遇有顶板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倾斜区城性矿柱时，亦可按此矿柱划分独立的采区。
当矿体走向长度较短、规模较小时，可不划分采区，而直接划成矿房、矿柱。
采区之间为了确保安全，须留连续性的永久矿柱。

而全面房柱法是沿矿体走向划分矿块。矿块内再划分出非独立的矿房、矿柱。

2。矿块的布置
矿块的布置基本上受粑行方向的影响，即矿房的长赖沿矿体倾斜方向布置。有防由于

矿体产状的原因，决定了房柱法的矿房长轴有时沿走向，有时沿倾向布置。
目前极缓的石膏矿体，其采场内采用了T，G型装运机出矿，为了提高效率和减少工

程，采用了矿房长轴沿矿体走向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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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成要素

（1）阶段高度为15～25m时，不再划分段，高度为30～50m时，一般分2～3个分段;
（3）矿块斜长主要受电耙运距的限制，一般为30～60m;
（3）采区长度一般30～80m，5～7个矿房;在全面房柱法为80～100（如白石潭铁

矿）;
（4 ）矿房宽度波动在5～18m之间，一般为6～12m;
（5）房间（采矿内）矿柱一般采用圆形和方形矿柱。其矿柱规格，圈 形φ2～5m，

方形为3×3～4× 4m。矿柱间距为5～8m，个别达8～12αa，
（6）顶柱宽度一般为1～3m;
（7）底柱宽度一般为2.6～7.0m;
（8）采区间矿柱宽度一般为4～6m。
浅孔房柱法结构参数详见表2-6-16。

浅 孔 房柱 法 罐构 参 微 表 2-6-18

长 操区长弯;梁区内纹块矿块宽度j矿"质宣度矿决斜长!中段研度 间柱宽度顶柱宽查底柱宽度】采区矿柱矿山名称 (m) （个）（m(m) (m> 《mn) <m] 宽度（r）(m)

30～60 4～60得矿山梯矿 6~7 J12~1515-20 φ4～5 ～日 3~43～6.-
福山铜矿 4～50 φ2~2，5b～β g～1030 5o 8～8-、-

30 b3~56～15静州隶矿

2x2100
剂钟研矿 6035 3×3 2.6~35 3～1

分段3~37 4×4
3D～40分验26～350刘冲矿 1~i62～48～l6

A.- --
2×3出~10马甲监铁矿 ～s30～50 1 2~3 6,04
3×4

25酒顶铅锌矿 25 ⋯⋯⋯⋯
55～60 40～a0湘西金矿 25 b-73×45

63断亮酒店分矿区 6 3.012 3,0 3.0

40-80白石薄铁矿 15~26 )~L2 i~7×3-jzu~120.--
12~16 φ3～5黄山畸铅锦矿 4.060 3～4 4.0

6.3.1.4 采准切翻
浅孔房柱法有脉外和脉内二种布置形式。

（1）沿脉运输平巷的布置，根据矿山生产能力，阶段矿石储量大小来确定。一般兴
矿山能力和储量大时采用脉外或脉内外联合布置，反之，用脉内布置。

一-般沿矿体与底板接触线处布置脉内平巷，底板以外大于5处布置脉外平卷;
（2）穿脉平巷出现在矿体较缓、分段出矿，以及运输卷与矿房长轴平行时，才在底

板内布置穿脉巷;一般穿脉平巷与分段溜井相通;

（3）切割平巷布置在矿房下端部的下盘矿体内，与滑脉大巷平行（个别情况与穿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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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平行），作切割自由面。采用脉内大卷时，有时省去该巷;
（4）切割上山在每个矿房中间沿底板脉内布置一条，而全面房柱法则一般在每个矿

块的一侧布置⋯条脉内上山。该巷作切割自由面、回风之用;
（5）电粑绞车硐室在浅孔房柱法内，布置在切割上山下端部的上盘内。全面房柱法

是采用移动绞车，绞车一般安置在切割平巷内。
根据需要还布置有矿房联络平巷、废风限、人行井等。
底部结构。当采用脉外大卷时用集中溜并放矿;脉内大巷时采用漏斗口放矿。
6.3.1.5固浆

1。回采顺序

采区回采应避免地压集中。沿走向一般采用中央向两侧推进或自一侧向另侧推进，不
采用两侧向中央推进。
采区内为了提高开采强度，可保持三个矿房同时作业。三个间采矿房的作业一般是切

割、拉底回采和压顶回采，为了有效控制地压，各工作面间应保持相距10～15m。
2。分层开采

（1）矿体厚度<2～3m（个别亦可为<4m）时，采用整层开采;

（2）矿体厚度>2～3m时，进行分层开采，

（3）矿体厚度>5m时，采用留矿堆的办法进行凿岩。

浅孔房柱法存在松石处理比较困难，开采厚度应<8m。
当矿体厚达12～20m时，采用分段回采。

3。回采顺序

1）拉底与挑顶的关系

矿房内的回采，一般采用先拉廉。后挑顶的上向回果，上向国采有如下的优点;
（1）上向回采比下向国果效率高;

（?）上向回采清扫底板容易;
（3）在高空 下炸业的停留时间短。

一般采总抗完腙后，再进行挑顶;而不采用边拉底、边挑顶的办法。
2》挑顶方i

当矿体轻厚，采用多分层浅孔挑顶时，·般有网种挑顶方式。
（!）下分层回采后，再回采上分层;
（2）几个分层同时国采，形成倒梯段工作面，在留矿堆上打眼，

3）工作面推进方向

（1）整层和分层感采，为了提高爆破和靶运效率，一般采用逆倾斜拉底推进。个别
情况下由于采区顶项板较差而采用顺倾斜推进。

工作面推进的形状有直线形、阶梯形和倒V形，
拉底高度一般为2.5～3.0m，个别为4.0m。
全面房柱法采用沿走向推进;
（2）挑顶有逆倾斜、顺倾斜和沿走向三种推进方向。每次推进的分层高度一般

为2。0m 

（3）浅孔房柱法，每个矿房内有一条切割上山，因此，一般以矿房下端的切割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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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上山交汇处为画采的自由面。个别矿层上部为软质矿石时，可把切割上山扩大成4m
宽度，而直通项板的切割空间，并使回采工作面形成正台阶，沿走向分段分层推进。

全面房柱法的矿块，仅在矿块一侧有一条切割上山，利用切薷上山作自由面沿走向推
进，开采到房间矿柱后，则利用超前导硐作自由面，再开采下一个矿房。

4，落矿
落矿使用的气腿式凿岩设备有∶

（1）拉底及压顶落矿一般采用YT-25、YT-39、7655型凿岩机;
（2）挑顶落矿采用YSP-45、01-45型凿岩机。

矿体厚度大于5.0m时，在留矿堆上打糜。工作面的空间高度，一般应保持在2.0～
2.5m。

炮孔孔径为36～44m，孔深一-般可用1.63.Cm，亦可为3.0～6.0m，特殊情况下用
1，2m;排距为u.8～1，2m;跟距为0.6～1.2m，崩矿量为1.5～3.0t/m。

有关各矿凿岩参数详见表2-6-17。

备矿雷岩参 量 囊 2-8-17

设备台班孔 径 排 距 最小抵抗线孔 深 根距幽 岩设备型号作业方式矿山名称 《m)(m) (m) (a>
p-aw

YT-25 语矿体颅则拉底、压 YT-30辗矿山梯矿 打垂直或急 2.4
顶、挑顶 ,YSP-45

福山银矿 拉底、压顶 平行上山7855 1,8~2,2) 0,s～0.T

剂钟确矿 766B 110～56 2.0-3.5j ·,B～1.0
36～38刘冲骗矿 7655 3.0 1,2～1,3

YT-28马甲脑铁矿 3B j1.2-1.5! 1.2 1.0

YT-26,30酒预佣铸矿 拉底、压覆 0.8~1,01.d~3, 0,3<0
7655

沃满金矿区 2.0～3.0 0.8-1.240-44
自石潭铁矿 2。0~3。036～A2YT-25

5。出矿

1）电耙运撒
较大矿房一般用2DPJ-28、30型绞车，配0.3~0.{m'靶斗，较小矿房用2PK-13，14型

绞车，配0.2m"把斗。
采用2DPJ23、30型绞车，其台班效率为100t，采用2PK-13，14型赞车，为的~70。
采场内一般采用直线吧矿，当个别矿体倾角>30°时，为了预防滚石伤人，采用转向

95°耙矿、矿房内一般设置绞车硐室，向溜井内靶矿。
全面房柱法采用移动绞车，随工作面推进而移动，一般利用切割平巷作确室，并每隔

6～1Cim设一漏斗口。
2）装运机（或装岩机）运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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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运机出矿的效率，受运距、爆堆高度，大块率、风压、维修制度的影响较大，在

30m的运距下，ZYQ-14型装运机的台班出矿效率为130~150t，TG型装运机处理残矿为

70t。
在极缓矿体中，使用装运机效果较好。
浅孔房柱法中，当矿体厚度>8m时，可用底盘漏斗出矿。
各矿"的出矿设备和效率详见表2-6-18。

表 2-6-18出 矿 效 率

设备效率（t/d）靶 行 方 向 粑运距离（m）没 省 型 号矿山名称

50～80倾斜，向下2DPJ-28、30 40-60馏山说矿
89~120水平，短解 40～5030kW,13kW福山制矿
60～100倾斜 3013kw,14kW,28kW,F,0贵州添矿
150～209倾斜、水平 30～372DPJ-30招钟磷矿
28,7342PK-I4,2DFJ-28刘冲磷矿

30～50倾斜2DPJ-28马甲脑铁矿
252PK-14,2DPJ-28,30習顶铅锌矿

ab～60倾斜2PK-14白石潭铁6 42
2DPJ-30黄1】峻铅注

6、采场内支护
浅孔房柱法除留有顶、底、间柱来维护采场外，而房间又留 有规 则的矿柱来支护

顶板。
场内每列矿柱之间的间距，视矿房宽度而定，房间矿柱的形状、尺寸和沿倾斜的间

距，根据各矿的情况，综合叙述如下∶.
圆形矿柱，φ2-6m，一般为φ3～5m;沿倾斜间距为4～12m，一般为5～8m。

长方形和方形矿柱为2×2～4×4m，2×3～3×5m，间距为5～12m，一般为 6～9m。

确定房间矿柱尺寸，主要根据实践经验，通过计算方法确定的尺寸仅起校验性作用。

计算法一般采用简化法，假设矿柱处于简单的单向均匀受压状态，即每个矿柱支撑一
个正方形覆盖岩柱。

1）求矿柱所受的压应力

(2-6-1)6 = 了p

O.=γH
式中 o;—-矿柱所受的压应力，t/m2;

pP-—回采率，??
dr---原岩均匀分布的垂直应力，t/m';

γ—-覆盖岩层平均容量，t/m;
H-—覆盖岩层焊覆〈包括表土层），m。

2) i*S,
(2-6-2>S = "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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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矿柱抗压强度，t/m2;

1 安全系数，一般取 2;
3）问隔矿柱受力计算，按下式进行

o= 年Ad-=业f4 (2-6-3)

式中 A?—--正方形岩柱底面积，m2;
-----矿柱的霞径，m.

6.3.1.6 蓣术经济指标
某些矿山的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6-19。

搜 术 经 济 指 镓 泰 2-6-19一e-
每吨矿石材料制耗掌子面矿决生产 部货化率采切比损失率f

工穷效率能力矿山名称 炸药 需管 子朝│硬合金木材(%) (%)(m/kt <t) 《个》(t/a> (m)(kg) 〈kg》(m> (g)

10～145-1t60～10 z20～35～15媒矿山锡矿
io13 0.03 '12,22.8o0,3515 0.5033o～110福山领矿

5.456～35薄矿体50
0.027 1.4870,548D～167~25 0.2183-5 0,284中厚矿体贵州汞矿

170～290
0.541 0.0oe50.3060.18711.44 0.2054.516.611.7150～200j翔钟磷矿

a,0320.50c o.os0,2800,229~11 1,007.8419.0612,0j10～150刘t'满矿
b.4003.923.7a20 30.L40马T初铁矿

0.018 0.0e240.934 1.030.396 0.A18I4,2517,211,56.513s韶涵约锌矿
9,01s 0.0002o,62o,275 o,170.280l3.8～ 5~1013.570讯西金营

17.4
6,03- 0.001～1.0～0,26～ o,~0.4~T~1015-25赣泡承矿 0,0030.oS 1,B0,80 1,10.5酒店厅以
0.030.32 0.85 0.957,31 0.293a,822,7s[1840～48点石溯*矿

0,0*o30.3616,7116.～~l33.5 6.9～49黄山关铅锌位
13.7]1.65

6，3.1.7 实例
侮矿山锑矿属低温热液矿床，晕似层状产出。从上至下有三个主要含矿层。采用房柱法簿区的开采

技术条件见表2-6-20。

我 2-6-2开 果 技 录条 使

石 底教倾 角厚度 顶.矿屏
岩 石 稳固性稳固性 硬度（/）矿石覆度<分(") 硬度（/）稳固性靶 石《m) --

链化灰誉或 轴固雅固不稳固碰化灰岩12~16页岩 d~1215~30 建～色2号 1～4
厂灰署

接化灰岩减 我矩检固 8-12仲等醋固硅化灰岩12-18砂化灰岩或15～302号 6～8
灰当页署万局

科固硅化灰岩或$~12稳固页岩 中等看圆硅化灰岩 12~1615～30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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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采矿方法
该矿选用的采矿方法有普通房柱法、杆柱房柱法、入工蜜柱房柱法和廊盘漏斗房柱法。其适 用条作

见表2-G-21，

适 用条 特 囊 2-6-2?

矿体倾角 （"）矿体厚度（m）顶板称固性矿石价值和品位矿石验面性采 矿 方 法

陶至中厚 <30"总 括品位较低称因普通房柱法
<30°薄至中厚不够稳固稳固杆柱房柱法

薄至中厚轻固至不够称肾较 高稳i人工壁柱房位法
>8种固底盘漏斗房柱法

这几种方法的特点是矿体澄阶段走向划分为规则的矿房和矿柱。用矿柱支撑空区顶板，使人员直接
在空场下完成各项作业。图岩不稳固时，采用锚杆加固顶板。

2。矿块布置和构成要素
矿房和矿柱一般沿倾向布置，其具体布置尺寸详见表2-6-22。

表 2-8-22构 成 要 袁

采区矿桂顶底住宽房间矿柱懒房闻矿柱矿房跨度采区内8采场解长
采矿方法 斜间距（m） 宽度（m）度（m）宽庭（m）(m)块数〈个）(m)

3~45～8 8-4φ4～512～15普题房柱法 40～8 4～6
3×s40～60扦柱房柱法

表 2-B-23搜 术 经 访 指 标
充万吨锚料锚籽安装切比 回采率贫化率工作面效含岩台班j药剂采场生
剂既量产能力采矿方法 !《m*/t) <报》??（??率（t）效率（t）（kg <般）(m/kL>)〈(t/ d)
*m加

8912-155～1o t5～15l70～8030普通房柱法
126n-- 15～20s25～3670~?s整震开采50～60 1500

杆柱房柱法
15~20500-800分系开采 8(

O,nng70.3580-120l14-2081100～200 10～20 l86～85 6～g│14一深盘酮斗良柱法

3。采准切附
普通房柱法在矿体底板沿走向拥进来区运输道。其一侧向矿房下端囱-放矿蔑井。以醒井为起点，

沿矿体底板倾斜方向掘一脉内采椎天井。直通上部刚风巷道，再沿矿体走向在矿房下部器进访衡平移。

4.回采
采场国采分拉密和压顶两个步骤，而先拉底后压顶。

拉底以矿房下部的切割平巷和采准天并作自出面，由下而上沿倾斜方向强倒阶梯形工作面进行拉底。

粒底高度为2.5～3.0m。
采埚全部拉完底后，进行分层压顶，分层商度一般为2.0m，在所矿堆上用水平或瞬斜孔结验，孔容

2～3m
5.矿石运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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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场用28~30kW电靶绞车出矿。拉底诉常百满全.空。压顶时靶出3/去有，膏全部压完!，
才进行大量出矿。

6，采空区处理
采场出完矿石后，封闭好空区，用度石或尾砂进行充填。
7。技术经济指标
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6-23。

6.3，2 中深孔房柱采矿法

8.3，2.1 适用条件

（1）矿石稳固和中等稳固。当顶板雷岩稳固或中等稳固时，采用不切顶 或 不 预 控

顶;当顶板不太稳固或局部不稳固时，可采用切预与预控顶，
（2）矿体倾角≤30°;
（3）厚度≤8～8m的矿体，采用不切顶房柱法;厚度8～10m的矿体，可采用浅孔切

顶房柱法;厚度11～12m的矿体;可用中深孔切顶房柱法，
（4）顶板接触面平整，可采用不切顶房柱法，顶板接怎面 不平整，可采 用 切顶房

柱法;
（5）使用于低品位、价值低、凿岩性较好的矿石中。

国外房柱法一般用来开采水平或缓倾斜、矿岩稳固或中等稳固的矿 床。但是随着采

矿、充填工艺和自行式果、装、运、支护设备的发展，现已用于顶板不太 稳固的矿体中

（如苏联哲兹卡兹干惧矿、法国洛林铁矿等），或缓倾斜、倾斜的厚大矿体中（例如加拿

表 2-6-24算鉴中源孔房柱注矿山的开采技术条件

板窟顶7 石 板矿体厚度矿体横角
矿山名称 >墙固性右炎型硬度（t））抽》│稳固性类型，寝度 （》}稳固性矿石类型硬度 （f）t?)(m)

绿泥石二云母避铁奥山铁矿 按验蛋遍图1b~12确置12～3410～304~10 5英片物石英片薯太平山矿区 石莫料 --
白云质 白云质剂纳矿 中等稳固8～1o中等稿固6～10障固6～12磷块岩30B 尾灰着泥灰岩主集矿

不穆至层 泥_质碳型质 稳固渣泥坪铜矿 8～104~8校欠程固6～8152～8 白云善百云岩氯矿尖子8
中等税固长石石卖中稳至中等稳固长石石英长石石英 3~19单定制矿 8-101~12 至稳固10~157 稳~iTj砂至稳因都家为扩

[.—- 板岩，中等确固砂岩瑞 典 石英砂料 砂者16-27 至善因Laisva省
中等稳图黄铜矿、 中等题固属石灰料加拿大 2333,5 至称应斑钢矿针山矿

砂岩.苏 联 砂普不太雅固10～160～51.5～X6Ⅱ家e3xa3- 泥板岩rancxoc矿-v-— 中，硬│觉灰岩、 中等烧绳，状法国 6～B 圣确阀】2~7、7~7.6 右灰着室中鑫 福铁矿料杯铁矿

验_固 宏A页岩美国 稳固黄铜矿102,6-4.已松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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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气铜矿，，代沱里态铁矿寒。 ";还可用来开采建筑物和水库下面的矿体，
也可开采海底矿 体 〈列如加拿十代华q-~ 臼r中．塑托孔普矿等。

有关中深孔房柱法的开采技术条件详见.表2-6-24。
b6.3，2.2 基本方案和特点
1，基本方案
国内中深孔房柱法的应用时间

较短，采场锥固技术设有得到有效
的解决，并受到顶板管理和装备水
平的限制，基本方案较为单一。臼
前只有中深孔崩矿人员不进采场空
间的电粑出矿房柱法。可按具体情
况选用不同的切顶方案。

1）切顶中深孔房柱法
（1）不预控顶中深孔房柱法;
（2）预控厦中深孔房 柱法

〈见图2-8-14）。
2）不切顶中深孔房柱法
图2-6-15所示为剂裹磷矿王集

体硫国率 矿不切顶中深孔房柱采矿 法 布 置

图。
国外房柱法对采场地压控制和0⋯-.J-

运搬有了较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

许多方案;有沿走向或沿倾斜布置图 2-6-14 良山铁矿太平山矿区锚杆预控顶中深孔

房柱法 矿房的房柱法，有切顶或不切顶的
01-运输平些。2一沿脉平悲;3一入行操 升并，4，5、6-切顶屡 房柱法;有崩落顶板的房柱法;对

的下矿并、初割平巷。切割土山7、8、9-国采展的下矿井、切
较厚、倾角较大的矿体采用了沿走割平巷、阱岩平感;10一采场中部下矿并，1t一遇风小井;12一

嵌络平巷，i3-240m回风水平;14-切顶空间∶ 15一切断着，18 向成对矿房布置的房柱法等。见图
-中聚孔17一注浆锚杆，1一电耙较车19一房内矿柱，20一断层;

2-6-16～2-6-18。I～覆一各切割平截施工顺序;a、b一起爆顺序

2，特点
一般沿阶段划分成若干个采区，再按采区分成若干规则矿房和威列的房间矿柱。矿房

长轴和矿体倾向一致。每个矿房内有一条中央凿岩上山（个别情况下可沿矿房的两边界各

布置一条上I）。工作面顺或逆倾斜推进。凿岩在上山内进行，出矿在采场空间内靶行。

在国外，当用房柱法回采水平矿体时，一般不划分阶段;开采缓倾斜和倾斜矿体时，

才划分阶段并视矿体倾角及使用的设备，矿房可以沿倾斜或沿走向布置。采用自行设备

开采的矿体、一般矿房长轴沿矿体走向布置。工作商也沿矿体走向推进。凿岩和出矿均在

采场空间内进行。
6.3，2，3 采区布置和构成要素
2.国内房柱法

（1）采区长度一般为30～100m，例如王集矿采区内包括有5个矿块;牟定 铜 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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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5 荆襄磷矿王集矿不切顶中深孔房柱采矿法
1—运输平卷，2-联络警;8-联络平卷，4-—切割平善，5-放矿小井;6—图岩上山，7-人行平

巷;B一菌岩平卷

图 2-6-17 厚度为7～14m的倾斜矿体，滑走图 2-6-16 厚度为10m的缓领斜矿体房柱法
向布置成对矿房的房柱法1~沿法运输平巷;2-沿脉平卷。3-孟风平巷;4一

1—倾妈联络巷; 2—安放绝修设备的壁条; 3图岩智井;5一推土机，θ一铲运机;7一鹭者台车，8--锚

台车，4一铲温机;5一杆柱杆

25～29m，包括 2 个矿房，滥泥坪铜矿为30m。

（2）阶段高度一般为10～13m，倾角陡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3）采场斜长受靶运距离的限制，一般为30～60m。

（4）矿房跨度一般为10～15m，个别仅为6m。
（5）阶段矿柱一般厚度为6～10m。有顶柱或底柱时，其顶柱（或底柱》厚度为3m。

（6）采区间柱一般采用连续式矿柱，其厚度为3～5m。

（7）房间矿柱一般采用间隔式矿柱，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采用中深孔凿岩，多

半为长方形矿柱，矿柱尺寸有3.0×4，5、5，0×6.0，5.0×8.0m，间距为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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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18 哲兹卡救干懈矿自行设备分层开采的盘区-房柱法方案

-主要运输平卷，2～总国风平格，3-盘区平卷，4-题风平移，5一进车线，《-9N-1盈地下电
铲，7—MDA3型杂油自卸汽车8-CEV-ZK型钻车

2。国外房柱法
与国内有所不同，其布置和结构应满足下列要求;

（1）根据地压的大小，合理确定矿房和矿柱矿量的比例。
（2）作业均在采场内进行，考虑到安全，所有采场均需锚杆支护。

（3）保证自行设备正常转移时所需的坡度，并能充分发挥设备的效率。
实际国外房柱法中，为了适应自行设备进采杨，采用了多种形式的布置。
例如瑞典的莱斯瓦尔矿，采用斜坡道布置形式，专辟一倾角6°的脉内斜坡道直通回采

工作面，可使回采集中。加拿大的加斯佩矿，从地表温一12??脉外斜坡道，垂直距离每
隔12m掘进分段卷道通向矿体，每个分段中设有矿石灌井。

当矿体倾角>12°时，上、下阶段之间布置有的倾斜的运输坑道（对角式运输斜卷），
并沿矿体走向布置矿房，以便扩大自行设备的应用范围。

极缓的矿体，尤其苏联的矿山，采用盘区布置形式较多。一般采准和回采是在盘区内

进行。按矿体的倾角、顶板岩石的稳固程度、出矿设备类型等确定盘区的布置形式及结构

尺寸（见表2-8-25）。

囊 2-6-25查区（某区）结构尺寸

盘区矿性宽度（m）房内矿柱宽度（m）扩房宽度（m〕盘区宽度<m）盘区鳞长〈m）矿体倾角（"》

20-306-1810～2080-200100～200<15
8~12t～1820-300100～15015～30

有关国内外采区或采场的结构参数详见表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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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内外房柱法采场结构参微 表2-6-26

跨度 房间矿柱设高度来场解长采区长度采区内矿扩房跨度 电度底柱宽度采区（
矿山名称

】块敷（个） 尺寸（m）间距（m）(m) (m)(m) (mD》(m) (m)

3k4.5,5~n1~1455～6020-25良山铁矿

5×B～ ;3100 15王集研矿 30 5 5×B
10 530～12240～B10-20 26单定铜矿

惯30×
630 5滥泥坪矿 50～eD

缺矿疗

1~15她～t0 29EA1svaL1
13.5×2 1515针山铜矿

16×20Ⅱ激eakag- 15~3080～150 φ4-1216
20×2KaBcxoe

21×12,
残柱5洛林铁矿
4×7,6

7.8×8,5白松销矿 10.8

8.3.2，4 采准切制
中深孔房柱法由于阶段和矿房的产量较大，一般采用脉外或脉内外双巷布置。切顶中

深孔房柱法矿山，切顶时另增切割工程。

（1）沿脉运输平巷均布置在脉外底板内，用溜矿井与采场下部相联，当需要沿走向

布置两条平行的运输、装矿巷时，--条在脉内，一条在脉外;

（2）溜矿井一般布置在矿房的下部，双巷布置运输平卷时，除矿房下部布置溜井

外，矿房中部脉外也可布置溜矿井。润井上口与切割平巷或联络平卷相通，下口与运输巷

相接，滴矿井有垂直和倾斜布置。溜井高度一-般为8～15m。每个矿房一条漕矿井。牟定

铜矿的矿房是成对瘤井布置并设有格筛硐室;
（3）切割平巷的布置视矿房的回采方向南定，一般在矿房的下部，滑脉并贴矿层的

底板掘进，而顺倾斜推进的滥泥坪铜矿，切剂平巷布量在矿房的上、中两部位。该卷起自

由面作用;
（4）联络平巷沿走向脉内布置。该巷在矿房内的位置可与切割平巷平行，相隔距离

5～6m，亦可位于矿房中上和中下部，起联通相邻采场之用;

（5）切割上山在矿房的中间，沿倾斜贴矿体底板布置。亦可沿矿房的两侧各布置一

条上山，起凿岩、通风等用;
（G）切割井在矿房中间的下部，利用切割平巷向上掘當形成。作切割立禅的自由

面。切顶房柱法一般是利用灌矿井的上段作切割并。
除上列工程外，根据需要在矿房的下部还可布置人行材料井、联络卷、绞车硐室等;．

矿房上部布置有人行平巷、通风小井等。

切顶时，切顶层内有切割平巷和切割上山，以及上部郸矿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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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5 固聚
1。拉初割立槽
用切割立槽作为补偿空间。立槽位置根据回采方向来确定，一般布置在矿房下部，作

逆倾斜推进。沿切割平巷向上拉开切割立槽。
一般'槽宽度2.5～3.5m，亦可按爆破矿石的15～20??确定补偿空间的大小。
拉槽落矿，钻上向水平中深孔。眼距为0.8～1.2m，排距为1.0～1，2m，最小抵抗线

为1.0～3，4m。亦可采用浅孔切糟。
2。切顶层回采

顶板不规则或欠稳固的中厚矿体，一般采用切顶房柱法。
1）浅孔切顶
切顶层高度为2m，顶层切割平排作自由面。用浅孔气腿式凿岩机。台班效率为40mi

电粑出矿能力为110t/d，炮孔直径38～40mm，孔深1.6～1，8m，最小抵抗线为0，7～0，8m。
切顶层开采后，进行回采层的回采。

2）中深孔切顶

切顶层高度为3.0m。切顶步距（即上层超前下层的距离）为5～7m，使用YZ-90型谱
岩机，炮孔直径为58～60mm，孔深为8～14m;最小抵抗线为1.0m;采用爆力运矿抛掷
切顶层的矿石，每米崩矿量为2.46t。

围外对厚矿体开采，采用分层开采。例如苏联哲兹卡兹干铜矿，矿厚>8时，采 用 自上

而下的逐层回采，保证把上、下层矿石分别运往专用溜并，采用切顶步距40m。瑞典莱斯
瓦尔矿，顶层高度为4.5～5，2m，采用推土机将崩下矿石推至下层底板，切顶步距为5～6

m，使用G，D。ATD102S型三机台车打跟。加拿大加斯佩针山铜矿的顶层高度为6～15m。

3.护顶
矿房顶板欠稳固地段，放炮后应及时进行浮石的处理和对顶板的支护。

切顶房柱法可以在切顶层内进行支护，不切顶房柱法有时可在燥堆上支护。

目前采用锚杆支护顶板的矿山，有良山铁矿使用注浆和楔缝式锚杆、牟定钢矿采用楔

管式锚杆。国内采用锚杆网度为1.0×1.2、1.2×1，5、1.8×2，0m，锚杆长度为1，8～2.0

m，直径为16～18mm。注浆的泥浆配比，灰砂比1∶2～2，2，水灰比110.4～0.45（用400
号硅酸盐水泥）。用YSP-45型上向凿岩机钻孔，MJ-2型注浆器。牟定铜矿每根懂杆安设
时间为10～15min，锚固力为12t，每根成本8，94元。

国外有些矿山，有了专用的松石处理和锚杆安装机，可以在切顶层内或矿体底板上直

接向顶板安装锚杆。个别矿山目前使用凿岩台车来完成。锚杆长度一般为1.8～2，7m，直

径为18～24mm，储杆网度1.0×1.0～2.0×2.0m，锚杆安设效率根据洛林铁矿为70～80根/

人班。

4。回采层的回采
矿房回采主要是回采层的回采。一般采用逆倾斜推进，利用切割上 山进 行中深孔凿

岩，设备有 YG-40、YG-80、YZ-90型凿岩机，谢上向扇形孔，台班效率为32～39m。孔

径为φ51～65mm，孔深根据所用设备而定，一般为3～14m，最小抵抗线为1～1，8m，排距

为1.5～1.8m，孔底野为1.4～2，0m，药包直径φ4～45mm。爆破排数根据采埚稳定程度

而定。例如良山铁矿为4～8排，荆襄磷矿为2～3排，牟定铜矿由切顶步距而定，滥泥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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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矿岩欠稳固，仅爆破半排。崩矿量为2.3～4.2t/m。

为了形成间隔式房间矿柱，应对柱间的矿石进行回采，可加长帮眼嫌出矿石，亦可通
过双上山向柱间矿石内打凿岩平巷来回采这部分矿石。

国外房柱法的回采凿岩，一般都在采场空间内进行作业。
目前回采设备型式较多，一般采用液压控制的三、双、单臂凿岩台车;效率在110～

130m/台班左右。孔径 φ50 mm，崩矿量4t/m，装药一般采用装药车。有关国内矿山实际
量岩参数详见表2-6-27。

■内衡 岩 参 数 囊 2-B-27

孔距高药包直径孔 聚孔 径商时爆破设备台
炮孔布置设备型号矿山名称 崩矿量排数班效率

(m)(m)(mm> (1)(am)〔操）<m)

Ye-a0 排距 φ65 4.5~9.6上向康形 始s0～55亮山铁矿 4～6
(<13.0 1.5-1.8中深孔

孔底距
1.8~2,0

 12~14上向扇形 散骏φ55～60 4,21.6～1.8排题1。6YG-80 2～339剂疾码矿
-1，68孔中菜孔（配FIY王集矿
底距1.8-25型台

架》

孔底塞 审Af 3,231.2a~1455～60上向磨形YZ-90 喜矿步距33,7率定铜
距?。4~中深孔（N雪满 5~7m
，8m，少式台案）
威2，0～
k.1m

1.s~6半 排 φ51上肉扇形YG-40澄泥坪需
（8～7个炮中深孔矿
孔〉

5.出矿
（1）网内在缺乏专用顶板管理及锚杆安装设备的情况下，采场运输设备采用电耗

出矿。
一般每个矿房设一条溜井，一段粑矿。若几个矿房设置一条溜并时，采场和脉内平卷

各设置一段电靶。
采场出矿设备采用2DPJ-28、30型绞车，配0.3m*靶斗;剩裹磷矿采用2DPJ-5型绞

车，配0.6m2智斗。
绞车安设地点，一般设置在切割平巷、联络平卷或专门硐室内。

电耙台班效率一般为80～180t。
牟定铜矿切顶层的运搬采用爆力运搬，大约80～90??崩落矿石被抛出切顶层平台。

国内的来场空间是禁止人员出入的，采用了许多的抛绳措施。例知刺秦磷矿采用了湘

SD-6型手持式射绳枪，牟定铜矿使用了F-60型抛绳枪等来解决接绳和挂绳问题。

（2）国外房柱法有了专门的满顶和安设锚杆机，使出矿设备在采场空间内作业大为

安全。出矿设备有各种类型的铲运机，前端式装载机、井下挖掘机、握爪式装载机配自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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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以及连续采矿机等。各种设备台效一般为500～1400t。

切顶层运搬的设备一般和下分层台阶开采相同，并且各自独立运搬、出矿;某些采场
切顶层的矿石由推土机捣运至下分层，再由出矿设备运出采场。

国内外出矿设备及效率见表2-6-28。

囊 2-6-28出 矿 数 率

回梁层 层顶
矿山名称 台班效率 谷旋效率设 备 类 塑设 备 类 型 t

30KW电粑较率配0.3m°靶斗 80～12030W电粑较车配0.8m'配斗良山铁矿

2DP】-55电把浆车配0，6m'犯斗 109王集磷矿

2DPI-30型电靶较车 180牟定铜矿

14W和28kW电把皎车渣泥坪钢矿

130e～1500电铲配自卸汽车（1）KL250型电铲配2台KL- 100～1200 具
406，KL-162型自卸汽车Lairvall
（2）Cat98型装蒙机 1200

（1>刀HBE-4型装载机配MON。型自 450苏 联
闻汽车刀xe3rasrancxoc

后600（2）9N-1型她下用电参配良卸汽车铜 矿
卸 10～1400（1）1，1-4.9m'电铲配合30自期 1加 参大

汽革Gaspe
500（2>前装机配1Mt自卸汽车《用于*制矿

工作面）

600-1230《）Joy18，19HR装载机配15~261洛林铁矿
自卸汽率

650（2）Cat66，980、38、Einco型
前装机

每台28万t/a（3）ST-4，5，8，11型铲运机
（4）Joftrey120HR型连续采矿机

表 2-B-29技 水经 济 猎 标
意岩机贫化率 掌子面工效损失率采切比矿块生产 台迹效率能力采矿方法矿山名称 ct)(t)(%)(%) 《m》(om/k)w/d)

12～1rB-1013-207,7-10,2200～259良山铁矿 不拉质
10.262Ea9,2250～300拉顶预控
10～186-T13~169.1~12.2200-250拉顶不预控

35.7937,679.35.4231,40202 5,B7中原孔普通房柱法王集磷矿 63,8239.217,636,1~6,019.086.51288同步形成间需矿性
房柱法

14.3033,728～3920.44.017~19150~168不切顶单定制矿 32.327.38,816.8232.1超旋切顶
12~1525~3.31.137.212D～150中梁孔房柱法灌泥坪铜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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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6 技术经济指标
国内外某些矿山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2-6-29、2-6-30、2-6-31。

每跑 树 料 滴 距 囊 2-8-30

非电電管 导火晚 杆于钢火雷管炸 药 导操财 台金片
采矿方法矿山名称

控 顶 -次破碎回 采 (kp)（个） (m) (m)（个） (g)

0.35～良山铁矿 预粒顶 0.6 0.040,28 0.os
0,t830.07 0.0 0,020.398 0,2740,022 8,2王集磷矿 中深托普通房柱法
0,M426,071 0.21 2,00,152 0,0470.31 0,10同步形成间隔矿柱

务柱法

lo.12t个） 0,600.690.365率定铜矿 0.719中泽孔房柱法
0.8050.2710.055 0,286中萍孔超散切顶房 0,494 0,8B1

往法

条 2-B-81■外矿山贫念经济擅银.

回 采 黄 化 率工班劳动生产率（t）
矿 山 名 称 o%) (%) 全 员并 下工 作 面

B3Lairvall 矿
2075～30GAspe 铜矿

772244具xe3KR3S7B试CK0e 矿
1082～85洛林铁矿

6.3.2，7 实例
良山铁矿为一单层矿。经多次帮皱构造的控制和大小断层的破坏，致使形态、产状复杂，主要仍为

层状、似层状，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6-24，选用的采矿方法见表2-6-32，矿块构成要素见表2-6-26。

囊 2-8-32不同 条 作下的中黑孔身在法

按轴面情况顶板善固性矿体厚度（m）整 顶方式切T方式

平 张雅图6～8不切顶房柱法
不平整稀固L～10不预控顶切顶房柱法
不平验不难因震局部不建固a-10预 差 顶

1。采准切翻
采准有双（三）骞运输平餐、人行提升井、湍矿并等。

初割糟的布置等详见表2-6-3。

2.回采
切顶层高度为2m，采用浅孔切顶，切顶层全部拉开后才开始进行回采，详见表2-8-3。

回采一般在凿岩上山内打上向扇形中深孔。有关回采详见表2-6-35。

切顶和园采的运微设备均采用30kW的电把续车，配0.3m靶斗。倾斜运距<40m时，设备台班效率

为80～120。绞车安设在切制平卷内，采场矿石经怒斗靶入覆矿井口。



11 第二篇 地下开采

切 斟 槽 参 数 囊 2-8-33

落矿设备采矿方法 落矿方式横巷位置 立紫，，1m〕立情位简切部井位量

YG-86 型 曾上向中深孔主横潜〈切制3，5×8.×1不切顶、切顶频差 矿房下部 矿房中闻，横
岩机港）顶板顶、切顶不预差筑采 卷上部

矿方法

泰 2-8-34切 顶 雷 当 史 护 参 败
顶顶 护切

墙行F缩杆间距通 杆最小氨 同播开长度采矿方法 糟行设备效率设备落矿 充深自由面 直径深度蝉高度 直径
(m)壁 式位 量 (m) (mm》(m/a)型号(m) (m》]方式 (m》〔mm)

1.2～1.81注藏或 和.8~2.q1，76~16～是即切顶切顶中深 p0.7～j～401.8～2。0 YT-25散岩40浅孔）
层切割平孔房柱法 1.05o，B楔盐出矿 1.

2.0巷 110r/d

囊 2-B-35聚 画 岩 局 破 参

到孔口数药孔口不装 起l起爆器药包宣径孔 矩距孔 深团时燥  径设备 炮 了
最小距畜药股长配采矿方法 型 考(m) tm)(mmn)(m)[mn)布 量型i (m>（排）

,sGNDF-排距4,5-9,9不们顶中煤孔房柱法 命85YG-90 上向扇4~8
1200-B13.0ol.5~形和切顶中原乳房柱法
型孔底距

1.6-2，可

3。技术经济指标

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6-38。

囊 2-6-38贫 术 经 济 着 称

出矿工爆破工c初孩工 奠岩工拉槽工贫化率【损失率采切比矿块生│
班效率班效率痣效率班效率班效率采矿方法 E)(t) (t)ct3(%)(%) (1)(m/k1)(t/d>

12～1712~178～10│13~20如顶中煤孔房柱法200-25时7.7～
10.2

12～17│B~7│14~1565-7~250p,1~ 13~16切顶不预控中深孔房260~25
12.2粒法

22372593B.253,4310.2614切顶预控中原孔房柱250～0
法

6.4 浅孔留矿采矿法

.4.1 警通浅孔曹矿采矿法

6，4.1.? 途周条件
（1）矿岩基本稳固的急倾斜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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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于任何厚度的矿体，但多用于开采2m厚度以上，以及中厚矿体;
（ 8 >极薄矿脉多脉合采;
（4）要求矿石不结块，不自燃。
某些采用普疆浅孔陶矿采矿法矿山的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6-37。

某鉴卖际矿山的开果教术条件 泰 2-B-37

）况矿 体 服 存 情 况 围 考 省

矿山名称 矿体厚度矿体侧角 顶板懂岩 能板围岩矿石箱固视度《m)

● 国稳 固5~8 薄70一86月山帮矿

录 因 国善盐 阳8~1080～70河山解纬矿

固稳是 随1,29~6,A145～70香态极棉矿

中等雅弱雇 超鲁 固
1~3161一88冯家山铜矿 /=6~1f=8~18f=8~10

中等稳国中等需固舞 因
75～86清水扩铅锌矿 f=8~3f e-~8f =10

6.4.1，2 基本方案与特点

基本方案有∶
（1）留顶柱、底柱和间柱的留矿柱 浅孔留矿

法，见图2-8-19。
（2）仅窗一种或两种矿柱的浅孔留矿法，一般

Ⅲ-a
用于矿岩极瑰圆的薄矿体，以及品位较高 的直矿脉

外。较少在普通留矿法中应用。该法详见 6.4.2节。
n-Ⅱ6，4.1.3 采场布置和构成要素

图 2-6-19 陶有矿柱的醒矿法一般采场沿走向布置，矿体厚度大于10～12m时
1一顶柱，z-天井，2一联给毒;《一崩蓄

垂直走向布置。其矿块构戍要素，详见表2-6-88和2- 矿石，8-阶救运输平着，·一间柱，7一
四风平卷6-39。

最 2-6-38浅孔冒矿恶矿进矿换构成基素

参直定肉布置（m）沿定肉布量（m）项 目 名 称
专a 40～840～60阶段高皮

矿体厚度d0-50矿块长度
8～103～t间柱宽度
4-B4r6顶柱厚淀

鹿柱厚度，
12～l4电杷粑矿底部结构

4～5《~6箐通制斗房部结构 4-0d-6器斗饲距

6.4.1，4 聚激切翻
采准切割工程主要有∶沿脉平卷、采准天井、采场联络卷、电把卷、拉痛卷、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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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矿矿续 将咸要素 表 2-6-38

抛斗间距顶柱高度 底柱高度阶袅高定 筒柱宽度.矿块尺寸
矿山名称 （长度×宽度×高度）

(m) 《m)《m)(m> (m)《m)

5～63-53~550 6～a月山解9 40～0×矿厚×B
~8或12～14 4~5650 ao～0x矿原x50河山铅辨矿 8～s

60×矿服x3～5030)～50 急香在铅锌矿
4～56 530~50×矿摩×4 440冯家山调矿

一般不留 5 4.5～5.50～50×矿厚x 40-6b40-60湍水扩船佛矿

斗等。
（1）采准天井一般布置在间柱中，规格1.5～2，0×2.0～2，5m2，每隔4～6m开凿断

面为2，0×1.5m2的人行联络巷通往采场，采场两端的人行联络梅应错开布置;

（2）寐都结构的布置主要有漏斗放矿电犯耙矿底部结构和无格筛漏斗自重放矿底部

结构两种类型。
除上述席部绪构外，还有装岩机（或装运机）装矿的平底式雇部结构，以及振动放矿

底部结构等。
采场采用漏斗放矿电靶耗矿底部结构时，洛矿房的长度方向，在运输巷道 上 方约3～

4m处，开凿规格为2，0×2，0m的电粑卷。电把卷的一侧布置有长度为3～4m、宽度为2～

3m、高度为2m的电想皱车硐室。硐室一侧的电粑巷内掘凿一放矿小井接通运输平巷。其

规格一般为2× 2m。
矿块的切割工作，由于底部结构形式不同，其切割工程也有所不同。漏斗放矿电犯靶

矿底部结构的主要切割工程包括;漏斗横穿，漏斗颈、拉底巷等。漏斗颈和漏斗横穿的规

格一般为1，5×1，5～1，8×1.8m，漏斗间距一般为5～6m。其施工一般先由电靶卷水平掘

进滑斗穿、端斗颈，再掘进拉底巷。漏斗颈联通拉底卷水平后，把漏斗颈扩帮刷大成漏

斗。而无格筛漏斗自重放矿底部结构，其主要切割工程和漏斗放矿与电耙犯矿麻部绪构基

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在运输平巷水平握进漏斗穿、漏斗颈等。

滑斗放矿电礼靶矿和无格筛漏斗自置放矿席部结构，一般是在漏斗顶都开雷拉廉巷，

然后扩帮成拉廉层。拉底高度一般不超过2，.5m，矿房切割与漏斗颈扩大成 谓斗一般同时

完成。

6.4.1.5 圈聚
采用自下而上分层回采，在每一个分层中进行期矿、通风、局部放矿、平场及松石处

蓬等作业。分层高度2～2.5m，回采工作面多为梯段布置。回采量岩采用上向凿岩或水平

蕾岩方式。上间炮眼一般为前倾75°～85°;水平炮眼一般上仰5°～8°。打上向炮眼时，梯

段形工作面的梯段长度一般为10～15m;打水平炮眼时，梯段长度一般为2～4m，梯段高

度1.2～2m。放矿分两步骤，即局部放矿和大量放矿。局部放矿一般放出每次潍落矿石的

30??右，矿房内督留矿石，使回采工作面保持2.0～2.5m空间。局都放矿以后，应立即

检查矿房顶板和上、下盘，同时处理浮石，平整场地。当矿房回采至顶柱时，即进行大量

放矿。大量放矿时要均匀放矿。

6，4.1，6 矿山实例

1。八家子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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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采技术条件
主要矿体倾角平均为53°～75°，平均厚度为0，8～4.8m，扩石硬度系数f=12～16，矿体为中等雅固，

上下盘围岩为白云者和白云质灰岩，硬度系数f-8～12，围岩为中等稳固。

2）采矿方法

矿体的回采主要采用沿走向布置的浅孔窗矿法，其底都结构有普通漏斗自重放矿和费通漏斗电靶胞

矿两种形式，见图2-6-20、2-6-21、采场构成要素见表2-6-40。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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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0 血有矿柱的我孔留矿法（普通漏斗自重放矿底部结构）

I-I 1-I

页-馆
图 2-6-21 留有矿柱的浅孔留矿法（普温看斗电想把矿底部始构）

泰 2-6-40录 踊 将 成 富 索
康柱高度（m）最斗闻阻顶柱厚度间注宽度矿块宽度矿块长度采场高度

电犯完矿需斗自置放矿(m》（四）(mo)(m)(m>《m)
b~104，B一5.04.5～图，08～56～3厚40～530

采准工作主要抛进阶段运输平巷、通风行人天井、联络巷、电肥巷、出矿小井等。

初制工作主要是氯进漏平颈、拉底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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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遇测斗底部结构拉底卷的开衡，一般氰超筋于漏斗施工，以便合理布置循斗。
费逼调斗电犯把矿底部结构，电靶密规格为1。8×2m，斗穿规格为2×2m（宽度×高度），长为3.2～

3，§m，斗弧规格为2×2m，高为4m。一般在施工电犯卷斗穿的网时，上挑斗颈，淮矿体下盘接触 载开
當切解卷道并同漏斗须赏理。扩舞斗工作是用淡孔从下往上施工，扩漏斗一般滞后于切高拉底或与切剂
拉能平行施工。泄斗壁倾危为50"左有。切制拉底是在拉能卷道宪成后，一般从下盘肉上盘用执孔焦工，
拉底高度为2m。矿体倾角较囊时，在拉底时往往多开凿下盘围料1～2m，以减少痛盘矿石损失。

回采工作的主要工序有雷岩、爆破、通风、局部放矿，松石处理及平新、大量放矿等。当矿体较碑
时，采用上向炮眼梯段工作面，使用YSP-45上向菌岩机，炮眼深度1，4～1，8m，矿体者厚时，采用水平
炮眼梯段工作置，常从采扬~墙向另一端，或由中央向两增武采，使用785型营岩机，最深2～4m。采
场内温风，新舞风流由运着平卷是过侧真人行天井，经联络卷进入采新，湿过工作面的行风再由另一侧
的人行天并排至上中段回风卷内。

矿柱一般采用中涨孔或深孔回采，炮孔的排列方式有平行、崩形、真状三种。在果播放矿储填时，
简柱态再顶、虑柱一起用大操破落。

采矿方法主要技术爱桥指标见表2-8-41、2-B-《2。

八家子矿*要效求经济简标 泰 2-6-41

采矿车闻每电成本掌于面工班效率采烯生产能力 损，委、率 （货* （元）<t/a)

19.7 15,124，自 9.5B0～?0

1,8~2,6 10,8～20.22,7～5,119,5~27,7

八良于矿主要制根流爬（影电石） 我 2-8-42

本_财导，火、缝 研王、销 章(kg) (m) (kg)

o,00570.0030,66D.315 0，qn得0.5A6
.037~6.001 0.4035～0.oB9,47～0,70 .17-0,59 0,33～t,11 0,021～~0.022

注。1978～194年的平均值指标。

2、月山铜扩
1）开来技术条件
月山铜矿铜牛井矿区，主要有1号、2号同个矿体，扩体倾危平均为70°～85°，矿体薄度平均为5～8

m，矿石属中等稳固至稳固，硬度系数t-8～19，上、下盘国岩为闪长岩，具中等律固，硬度系数/-8。

2）采矿方法
矿山采用沿走向布置的决孔留矿法，其采新底部装构为，矿石底柱管道金属着斗，温凝土和料石腐

筑底柱普道金属滑斗;子底较岩机出矿。
各种底部结构的选用主要根据矿体厚度和矿石品位而定。一般在矿体厚度小于6~7m，矿石又根富

时，矿山采用凋蔽土底柱，多园收矿石，当矿体较厚而矿有又软贫时，便留矿石底柱。采畅构成要素见
表2-6-88。

啊牛井矿区的两个主要矿体，虽一字形排列。各阶段均开意脉外和脉内运输卷道。该希用穿脉卷道

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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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矿段采橘人行及通风天井一般开雷在下盘脉外，非富矿段开衡在间柱中，天井均为鹭直井，其规
格为1.6～2.0×1.6～2.0m，用吊罐法掘进，天井与采暖的联络道规格为1.8～2.0m，联络道间距为5m。
漏斗阆距为5～8m，撒斗瓠规格为1，7×1.?m。在窟矿段，为了减少矿石损失而采用混凝主廊柱，其
施工方法是先将底柱按高度要求一次采出，再用料石砌筑放矿巷道和漏斗颈，然后再在放矿卷道上部用
人工浇注混凝土约1m厚，网时漏斗也砌成制叭形。

矿房的切割工作，用演孔爆破法拉开切割层，在拉开初氮层的网时，也用浅孔扩好制叭形漏斗。
封采由切翻层开始戊上分层进行，分层高度为1.8～2.0m，采用YSP-45型上向雷岩机打上海炮孔。

采编的一个分层炮眼全部打完后，再分段罩破菁矿。一个分层全部燥酸，再进行局部放矿、松石处理、
平猫醇工作。新鲜风痛阳运输卷道经人行天井进入采杨衡岩工作面，污风由深善另槲天井国到上中段回

风卷道。
按照原设计憩伎，在蓄矿未放出之前，采用分段崩落法同采矿柱。但实际上现已采完矿房的采场，

矿柱大部分走进行国来。目前矿山对已形成的采空区，对于1号矿体的采空区，因地表允许腈薷，报来
用燃落围肾形成麦在鳌展方法处理采空区。对于2号矿体，其中富矿段部分的底柱和间柱用人工混凝土
胶晴就柱，矿房用造广屋险及厦石事后鬼虞处理。采矿方法主要技术经济指标马表2-6-43。

表 2-8-3月山舞矿主具技术题床器标

采矿车闻银座矿石成本损 失 率采场掌子面工班效率采场生产能力 "究）- 《笼》<%)

23.3013,37,59..3944～55
20.8-26，的6,5～24.76,1～12.87.55~10,0

注;77～以2年的平均值和录高、最低值

8.4.2 极幕矿峰浅孔翻扩法

极薄矿脉浅孔留矿法指的是极薄矿脉单脉开采的浅孔留矿法。多脉合采见6.4.1节。

6.4。2，1 撇网条件
（1）一般用于矿脉平均厚度在0.8m以下的急倾斜矿体;

（ 2）矿石及国岩在中等稳固以上J

（3）矿石无氧化、结块及自燃性。

当围岩徽固性较差时，应在采场内进行支柱或配适当数量的矿柱。

6，4.2.2 主要方家及特点
主要方案有不留矿柱和留矿柱两种。不留矿柱浅孔留矿法又分为人工惯廉和平底结构

方案。留矿柱浅孔留矿法又分留顶、底柱、不陶间柱和留顶、底、间柱方案（在极薄矿脉

中较少应用，该类方法详见于6.4.1节）。

不留矿柱浅孔窗矿法，见图2-6-22;留有顶、底柱，不留间柱的浅孔智矿法，见图2-

6-23。
极薄矿脉浅孔留矿法的特点是矿块均沿走向布量，不留矿柱方案用于矿脉稀硫和沿走

南、倾向延展不大的稳磷矿体。采场内的回采、出矿和支护与普通浅孔留矿法相同。

6，4.2.3 采场布置和狗成要素

1。采场布置
（1）对相邻的平行脉和在平面上交替出现的平行矿脉，两脉间距大于5m时期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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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3 留有底柱浅孔留矿法图 2-6-22 不面底柱浅孔留矿法
1—先游天井;2-顶柱，3-蜀风平考，4-顺路天1-顺略天井;2一采准天井;8-即风平卷）4-运籍

并;5-最斗;6一运输平卷平移;6—-放矿漏斗;--混凝土假底

当相邻间距小于3m时则考虑合垩，但合采的品位必 须满足矿山对出矿品位的要求，否则

采主脉丢酮脉。相邻3～5m的矿脉，其采场 同时上采时，一般上盘矿脉采场超前下盘矿脉

采场涵来，超前距离不得大于3～5m。
（2）对沿走向分枝脉和交叉脉，在分枝口或交叉口留矿柱，并在该处设共用天井和

共用濒斗，主脉采场和支脉采场同时上采。
（3）对竖向剖面上交替 出现的平行矿脉，当两脉间距小于1，5m时，由合果逐步过

渡测交着出来的矿脉;大于1.5m而小于3.0m时，一般在采矿工作面向平行脉开斜漏斗做

好二次切割后继续上采;当大于3，0m时，一般另开盲阶段单独进行回采。

.2。构成要素
不留矿柱浅孔留矿法和留矿柱（不留间柱）浅孔留矿法的矿块构成要素基本相同，见

表2-6-44。

囊 2-6-44可块构成 要 意

不 留 矿 柱 方 案置 矿 住 方 条项 目 名 称

S5～5035～~50阶度高度（m） 45～10045～10o矿狭长度（ma） 0.9~1,50,B~1,5矿房宽度（m）
1.0~5.0顶往高度（m）
2,6～4.5鹿柱高度（m） 4.0-4,64.5～6。0凝斗诃陶（m）

8.4.2.4 聚准钢制
1。采准

（1）运输平巷一般利用原有沿脉探矿平巷，当采用平底结构时，则在脉外指进运输

乎售。滑脉挥矿平巷翼作切割平巷，并作储矿督沟。
（2）采准天井一般利用原有沿脉探矿天井，采准天许布默在矿块一侧时，易一制在



第六章 空场来矿法 I123

回采过程中架设顺路天井。见图2-8-23。采准天并布置在矿块中央时，矿块两侧边界处在
回采过程中架设顺路天井，见图2-6-22。个别情况下，亦可将采准天井布置在矿换两侧的
间柱中，每隔4～6m开惯断面为2×1.5m2的行人联络遵通往矿房。

2。切部
底部结构形式主要有∶无格筛漏斗重力放矿底部结构（分留矿石底柱和人工假底两种

和用装岩机（或无轨设备出矿）的平底结构，电靶靶矿的底部结构使用很少。

人工假底结构的切割工作是从沿胁平巷向上挑顶2～2，5m，出矿石架 设混羲土银底。
人工假底结构方案一般用于品位较富矿块以减少矿石损失，如大吉山、西华山等矿。假寐

拱顶厚度;琯坑钨矿250～300mm;湘东钨矿500～800mm。
采用平底结构时切割卷道与运输平巷之 间岩墙厚度一般为3～10m，在两卷道之间每

隔5～8m掘进一条与运输巷道成45°～90°交角的装矿横巷。

6.4.2.5 圆采工作
1.回采颗序

极薄矿脉回采一般采用由上盘到下盘，由一翼或两翼后退式国采;只有少数回采深度
大、地压大的矿山才采用前进式回采;在同一阶段或同一脉组内相邻矿脉（或脉组）之间

距离较大（单脉之间距离在10～20m以上，脉组之间距离在40～50m以上）时可同时间果，

否则必须严格按照上盘超前下盘的回采顺序。

2。矿房回采
矿房回采的基本工艺与普通浅孔留矿法相一致，详见6.4.1节。

6.4，3 矿 山 实 例

6.4.3.1 冒有矿柱方案实例
西华山、盘古山、大青山等矿除少数矿块外，主要使用韶有矿柱（无间柱）的逸孔解矿法，分述

如后
1。西华山钨矿浅孔留矿法
矿体为急惧斜、极馨的含黑钨的石英脉和少量石英-长石脉。

矿体倾角一般在75°～88°之间，矿脉长度平均200m左右，除幅多数为0.2～0，5m，矿脉平均深度

75m左右。
矿脉、围岩坚硬稳圆，岩石硬度系数f = 12～15。

矿山一直采用浅孔留矿法采矿，主要方案为留底柱陶矿法，见图2-6-24。

矿山使用的决孔韶矿法一般只留底柱，不留阀柱。
矿块长度60～80m，高度38～56m，矿块宽度（采幅）单脉分采，最小采幅0.9m，滑斗间距一般4，5

～5，0m。底柱高度一般2，5～3，0m，顶柱高度1.0～1，5m（一般不留），

采准工作一般利用探矿沿脉巷道做运输平卷，在矿块一谁布置来准天井，规格为3，0×1，3m，另一

端布置顺嘴天井，提蓄为2.。0×1.3m，沿脉采准天井同时起探矿作用，有些采准天井，由于矿块划分的

需要，布置在矿块中央，此时，在矿块两端各布置一个顺路天井。

采新切制是走在滑脉平卷开振满斗颈，高度为2.5～3，0m，断面为1.2×1.5m;再掘拉属平巷，断

面为1.2×2.0m，与新斗颈贯穿，然后扩大喇叭口，最后安装木漏斗。

采用分层圆采，分层高度1.0～1，2m，回采工作面成长梯段布量，用YSP-45湿谢料机向上黄岩，

先在采场中间钻量楔形拉槽炮限《有中央天井自由面无需控播），然后向采扬两端后退，炮跟成裤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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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之字形排列，熵噪间距6.8～1.0m，每次峰破后放出三分之-左右的崩蒿矿石，使桑扬内雷歌面与国
来工作面保圆1，8～2，0m的空间。

为防止采场片帮，在一些覆岩节理发育或受沿脉断展影响的矿块中保留不规则的水久矿柱。
上阶段的底柱阊采与下阶段的顶柱同时选行。在采场 上采至 与上阶段平巷患振还有一分层（即顶

柱》的高度时，选择一、二处，首先与上阶段平巷贯穿，然后检查上阶段漏斗，能驻的安全情况，开采
取黔施进行处理，然后进行打假，当上阶段腐柱的炮眼与下阶段矿块最后一分层（即顶柱）炮嗽金都打

斑后。分段进行爆破，顶底柱回采的矿石连同矿房矿石一起放出。
采空区一般不处理，回采墙爽后。对采空区进行封闭，任其自然崩落。
有关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6-45。
盘古山鹑矿亦主要用圜底柱留省法，矿块构成要素、果准、回采工艺与西华山基本类似，主要差别

在于顶底柱一般不虽采，留作支撑空场，部分矿脉密集区的采空区用废石充填处理，有关技术经济指标

见表2-6-45。
2.大窗山鹤矿展罐浅孔留矿法（试验矿块）

这一方案是1983～1984年在大吉山男矿试验成功的，其主要将点是和用PG-1型爬罐掘进采准天井
（兼作擦矿用），并利用庭螺作为回采期间运送材料、人员上下之用;此外还利用振动放矿机出矿，见
图2-6-25。

popn a色O ②amg6 oa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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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25 大吉山偏矿胸罐浅孔留矿法图 2-6~24 固华山钨矿翻矿采矿法
1一顺路天井;2一顶柱;s一圆风浮截;1一运恰平卷i2一量斗;3一先进天井;
4一爬信啊塞;B一爬银天井;6一翻斗4--风平考，6一顶柱，6一顺略天井

试验矿块矿石，围岩稳圈，f=8～10，平均倾危75*，平均脉宽0，34m。

矿块长度为50m，高度为52，6m，顶、底柱高度各3m，采幅《矿块宽度）1.02m，糖斗间题7m，

利用滑脉探矿平卷作运输平巷。
在矿块中央沿款漏进一个断面为2，5×1.8m2的莱准天井作回采期间采锤回风，迟送材料、人员上下

之用，采准天井兼作探扩用。用PG-1型爬罐掘进采准天井，在采准天井下方上盘围岩内翼进-个规格为

2.5× 2.5×4.0m的款罐硝室。
切部工作首先在漏斗位置掘进聚动放矿机硐蜜，并从啊室 插进 新面为1.4×1，6m，高 度为5m的漏

斗颈。然后在糖斗须中从平卷顶板以上1，5m高处开始扩斗，扩完斗后，安装振动放矿机。最后漏进拉底

道，拉底卷道断面为2×1，4m。
为了在采凝两端架设金属小升（即顺路天井），在底柱上需要掘2个规格为长度1，2m，宽度1。4m，

高度6m的小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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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采工作用YSP-45型黄岩机肯上向限，暇深1，2m左右，梁距约0，9m，排距的0.75m。
谢岩工作完毕后，氟设金属小并，金属小井直径0，7m，用3～4mm厚的佣板构成。为保证金属小井

的稳固，不受局部放矿损坏，每隔3～4m架两根横排支柱，每次架设高度超出留矿面大于一次崩矿高度，
小井架设后应在周围增散矿石，并在小井须部如保护耸。

安装好金属小井，根据情况在中央爬罐天井中拆除1～2节导貌后，方可开始装药爆破。
回采工作一昼夜一循环。
回采工作人员配备为，风帖工4人，放炮工I人，准备工5人（其中2人架设金属小井拆除导轨并协

助装药放炮，另外4人捕毛餐石、平场、放矿、运矿）。
试验矿块取得的有关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6-45。
3、露坑钨矿块石砌璧留矿法
缩坑钨矿矿脉倾角70°～90°，一般欧幅宽度0.15～0，9m，矿石物困，围岩中等稳圆，但局部围岩

松软，成矿后的断层多，有局部片帮现象。

矿山为解决上盘围岩片第问题，用块石水泥浆砌筑人工矿柱支护采场。见图2-E-26，技术经济指标
见表2-8-45。

在88～50m的采场内，南筑2～3个废石人工矿柱，采摘分两段因采，一段意岩燥破，另一段砌执康

石人工矿柱，每次砌筑高度依爆敬上升高度而定，一段0.8～1m，爆破时度石人工矿柱上都辅2mm厚姜

板，以保证在8～12h凝固期内不被被坏，砌筑时应滑扫燥破商后用高压水冲流于净，再行砌筑。
换石砌鉴鼻矿悲，除可节省坑木外，岗可减少一次黄化10～15??右。

6.4.3.2 不郁矿柱方赛实偶
湘东将矿矿脉频角68°～80°，平均脉幅0.55m左右，矿石、围岩中等稳国，f=8～12，国岩中三

角节理比较发育，有局部片帮现象。

采场一般不留顶、底、间柱，采准天井布置形式有两种，一是矿块一墙布置先进采准天井，另一端

随回采工作上升架设顺磨天井。二是矿块中央布置先进采准天井，矿块两端随固来工作上升各梨设一个

顺路天井，见围2-6-27。

Ⅱ-QI-I

图 2-6-27 湘东钨矿支柱图矿法图 2-6-28 块石砌柱留矿法
1-先进天共，2～矿柱，s一圆风平卷，4一文柱，6一顺蝽1—78～100*水泥砂莱，3—快石，8-一矿协;

天井 g一放矿翻斗，7—运着平考，3—提触土银底《-一度石柱

阶段高度40m，矿块长度60～80m，矿房宽度1.4～1.5m，需斗周距4，0～4.5m。

切割工作是从脉内卷遭观板向上拥顶1.8～2，0m，出矿后，架设金属模架、模板，先浇滥拜城，然

后装拱顶模板，扎钢筋，浇霾拱顶，两墙一般不布筋，拱顶按200×208mm同虚布第篇，主筋φ12～14

mm，付筋ψ6mm，洪顶厚500～800mm。
为了便于支柱搬运，架设和维护，要求采用直线工作面回采，用YSP-45整黏机向上打眼，最深1，4

～1.6m，每分层上采1，2～1，m，米杨用规则的横排支护《有时加部分及柱），支柱的水平间距与采衡



1126 第二高 地下开采-_—__—-——_———-_-_-----_----——--
漏斗间题一敷，即3，0～3.5m，沿倾斜方向横撑支柱应乘设成直线，并力求聚设在漏斗脊部附近，以利
放矿，支柱上下同题与圆来分层高度相对应，即1，2～1，4m。

随回采工作面上升架设顺略天井，顺路天井规格，长2～sm，宽度不小于1，8m、
回采工作一昼夜一循环。
技术经济指标男表2-6-45。

最藏矿腺浅孔留矿法主要控术经济有源 表 2-B-45

大吉山建 驱坑矿绘 集山好钟矿湘冻隐矿西华山
章能缩构茂增都支达盘古山钨矿瑶岗仙钨指标名称 石蓟要浅

浅孔冒矿法 宄留矿法钨 矿 留矿法

药5-7650～7042采编生产始力（t/） 50～80
10～124,7614,812,4采矿靠子面工效（1） 10,21t,5
56～703B41,561。484 41,668采矿量着台班效率（1）
l2~1321采初比《m/kt》
12、66~714,213损失率（?? 4.76,1
1~M46b,271,87673-78盘化率（?? 66-7878

每吨矿石主要材料消养
0.80,7~0,750,4D0.640,f20.7s炸宽《kg） 0.62
0,6a0.840,9Y0.910,730,2雷管〈个） 2.003.4D2,61.95 1.761,70导火蜂（m） 2~36-75,03,33,B92.8合金片（g） 9.045o,070.071o.0890,05S0,050.027野于翻（kg〉 0.001B0,01～0.0z0.030,00 4,89990,0023o。005抗木（m"） 3.535,35,994.7～5,B4、9～6.83.4直接成本（元）

8，4.3，3 豪形方赢实例
极薄矿脉赋存条件较复杂，沿倾斜、走向均有分技复合，且惯角变化较多，为回采这些矿脉，在生

产实践中使用了各种变形方案，现将几科使用较赞淮的，例举于后;

1。低阶段浅孔陶矿法方案
大吉山等矿，有的矿脉顿角小于60*～A5'，或矿块上都突然局部变缓到Z80°，采用纸阶段浅孔

超矿法开采。即将原来的阶段划分为两个高度相等的低阶段，或者以局部变缓处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

高度不等的低阶段。然后按一般渡孔留矿法的采准、切割和回采工艺进行回采，首先回采下部阶段，采

完后，按2m高度将采区全长向下盘扩帮，在下盘岩石中篮理成一条育阶段平巷，然后建新开漏斗，初

和回来，矿石经漏斗放入下都矿房中，在下部矿房的漏斗口装车运出，盲阶段平卷中应铺设铜轨，以便

必要时可以神运矿石，此方案一般可以顺利地采完放完矿石，但其采掘比较高，见图2-6-28。

图 2-6-29 'F向分枝矿脉采区中的矿柱布量圈 2-G-28 低阶段腐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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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向分枝或上间分枝矿脉回采方案
分校矿脉之间夹层小于2，5m时合采，大于2，5m时分采，为了保证分采区域内夹层蕴固，一般在分，

合粱分界狼处于分枝脉中，沿走向每隔5～6m对称地窗规格为2×3矿柱，但在上岗分枝脉中，为了避
免上、下盘矿紫中因矿石流动不均衡面造成回采空间方高，不便打眼和装 药，有时在上盘矿脉的采杨下
部设置放矿坑道，重新切葡和开设漏斗，控制放矿，下向分 校和上向分枝矿脉中采区的矿柱布置见困2-
6-29和图2-86-30。

3。沿走向分枝矿脉国采方案

如图2-6-31所示，在分，合采分界线处于分枝脉内每隔4～6m对称地留不连续的扩柱，矿柱的规格

一般为高度8m，宽度2m，为了保证放矿顺利，每个矿柱上端应削成尖形或圆帽形，在合采区内，没走向

每隔4m布置漏斗。在分采区内，每隔5～6m布置霸斗，此方案的天井应布置在脊线以外，不应穿过
脊绳。

Ⅰ～

I-

M一Ⅱ
图 2-6-31 沿走向分枝矿脉采区中的矿柱布置图 2-6-30 上间分技矿脉采区中的矿柱布置

6.5 分 段 采 矿 法

分段果矿法包括分段凿岩、阶段出矿和分段谢岩、分段出矿两个部分。

6.5，1 适 用 条 件

分段凿岩、阶段出矿
（1）一般适用于矿石与围岩都稳固的矿体;
（2）主要用于下盘倾角大于矿石自然安息角的中厚（或厚）矿体;

（3）矿体较规则，层理、节理不发育，没有明显的破坏构造;

（4）矿层无夹层，矿石品位较均匀）

（5）在回采过程中不需要支护。
分段凿岩、分段出矿
（1）开采稳固乃至稳固性稍差的矿岩，
（ 2）急倾斜到倾斜的矿体。
使用分段采矿法的矿山，其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6-46。

国外不少分段空场法矿山预先采用了锚索支护顶板的办法，大大开拓了分段空杨法在

不稳定顶板条件下的使用范围。见图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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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采 获术氯降 囊 2-B-48

顶披轴固性 廊板着固性矿体惯角（"）矿体厚度（m》矿 山 名 称

z4号，24号矿体 中等卷中等稀固60～90、大庙铁矿
2～60

确固 风>部04一60寿王坟需矿

●灵稳图70～90舞啊山铜矿 意-10

按稳固急固70号长岭铁矿（新木山 8D~46
卷固稳固40～701~20东川因民静矿（面山坑）

参固稳固65-75龙山矿 10
器度确固45～805~30金岭校矿

氟色片岩大理着胡家峪销矿 f=4~84～655～日
较稳固（7 号脉） 不稳路

赞比亚 较善固较急固30～908
巴鲁巴铜矿

灰岩、砂岩灰岩25～40中层3～b f =L开阳磷矿 稳固20～4下层5~7 净固

石灰岩石灰岩杨家杖子 30～3B8～10 中等稳风中等律国岭前矿α号脉
验固基团90-45～18赞比泥木富利拉铜矿

由于采用了底盘漏斗，抛撑爆破，电把等方式，在缓倾斜矿体中也出现了分段采矿法。

6.5.2 主要方案及棒点
阶段出矿的分段采矿法依据矿体厚度，矿房布置分 为∶矿体厚度<15m的沿走向布

置，见图2-6-33;矿体厚度>15m的垂直走向布置。

分段出矿的分段采矿法一般沿走向布置，见图2-6~34。

分段出矿方式根据底部结构又可分为，

（1）有底部结构的分段采矿法，其中包括高分段崇矿和低分段崩矿;

（2）无底部结构分段采矿法。
根据矿石、围岩稳国性、矿体倾角及厚度，又分为。

（1）不留分段顶柱;
（2）留分段顶柱。

对于留房间矿柱的方案，当矿房的回果一旦结束，立即回放一侧的间柱和上都的分段

矿柱。对于不腐房间矿柱方案，矿房从切着开始，沿矿体走向连续后退回果至一定长度

后，立即国来分段矿柱和处理采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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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区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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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33 沿走向布置苗阶段出矿分段采矿法圈 2-6-32 错索支护分段空新法示重图
1-天井，2—分段當岩巷道;8一顶柱∶（一炮孔5~切醇

着;6-二次破碎巷藏，7-运输平卷，8一间柱;
9一涌斗口

B
ZH?

R-Ⅳ

图 2-6-34 沿走向布置的分段出矿分段采矿法

1-阶段运输平老;2一分段运验平卷;8一装矿平巷;4一鳖沟位底平巷，5-矿柱圆采平急;4-切

氰横考，7-间往蜜署巷遵;8一禽岩平截。9-顶柱圈岩谓查，16-切钼天井，11-■矿井，12一斜

坡遣

阶段出矿方式的特点是沿矿房高度上划分成分段卷道来进行凿岩，利用矿房周围的矿

柱来支撑围岩，形成在阶段空场下出矿，矿柱作为第二步骤回采。而分段出矿方式的特点

也把阶段划分为分段来谢岩，分段内留有分段顶柱，并在分段空场下出矿，一般随着矿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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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采，即时崩落矿柱，处理采空区。

6，5.3 渠场布置和构成要素

6，5，3，1 采绩布置
根据矿岩稳固性及矿体厚度布量采场，可参考表2-6-47。

囊 2-8-47招走向布景分段派才法的矿体厚度参考值

矿 石  固 覆 良
顶板毒固程度

最毒固的稳通的

M<15mM<15m稳固的
M<30mM<20血极看固的

注，M—矿体厚度。

矿体厚度大于表2-6-47中的尺寸时应垂直走向布置。

当矿体厚度大于50～80米时，在垂直走向布置的矿房间应留纵向矿柱，使顶盘暴露面

积等于或小于允许暴露面积。
上盘岩石和顶柱的暴露面积，应根据生产矿山的实践经验，绪合开采矿山矿岩的稳固

性选取，亦可参考表2-6-48。

囊 2-B-48矿出允许易 露■ 积

侵费器的矿石 极雅固的矿石和围岩矿石与圈岩均确固称名

2800～3002000~25001250 -2000上盘岩石允许的暴露面积（m*）

1500-120800-190≤a00T假柱允许暴露面积（m'）

8.5，3，2 构献要癜
采场构成要素的选择，应根据矿体类型、厚度、产状、矿岩稳固性及出矿方式等因素

来选取采场尺寸。
（1）沿走向布置时，阶段高度一般为40～60m。条件好时尺寸可适当增大;

（2）分段高度取决于當岩设备，浅孔雷岩时不大于6m，中深孔时8～10m，深孔凿

岩时可增至15～20m，甚 至30～40m;

（3）阶段出矿时顶柱高度一般为6～10m，分段出曲矿时，一般为3～6m;

（4）房间矿柱宽度要考虑在其中掘进天井以及间柱的回收需要，一般为4～8m;采

用矿房沿走向连续后退时，一般不设间柱;

（6）底柱高度在采用格筛巷道时，一般为12～14m，用电把楼道时为7～12m，用放

矿滑斗直接装矿时为5～8m;
（6）采用沿走向连续后退回采的愚顶长度为40～70m树，立即回采分段矿柱和处理

采空区，崩幕分段顶柱的长度为20m。
确定沿走向布置的分段采矿法（阶段出矿）构成要素时，可参考表2-6-49选取，沿走

向布置的分段空梯法（分段出矿）构成要素时，可参考表2-6-50选取。分段矿房垂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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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49铅走向布置的分裁系矿准（除段出矿）

阅柱宽度底柱高度孩柱高度分段高度矿房长度 阶段高度矿房宽度 低 注矿山名称 (m)"(m)(r) (m)(mD(m)(m)

<2880～85 大于25m验6 89~12 8-1060矿体厚大庙铁矿 52～t
直走向布置25-3025
大于30m费50 12~16 10-15 10～16Id~156矿体厚寿主坟铜矿
直定向布量25～3

9~11 8矿体厚 60 0~8 I1s7～a环钥山钢

大于$血看张岭赞矿 814~1830矿体厚 6o34
直定离布量（畅木山）

s~108-7 13龙山矿 10矿体原 6042
大于16m验r012 5210矿体厚 60金岭铁矿 3～4 直走向布置

亲 2-6-50沿走向布置的分段票矿法（分散出矿）

竣分象间柱尽筹回果归责具采发柱宽度旷房宽度阶段高图分段高度顶柱 分囊矿柱最矿往崩簧矿山名称 kE（m）【觉（a）│高度（m>(m)(m) (m)(m)(m)《m)《m)

4~617~25505～θ60～80胡家峪锅矿
15-20a-40 4b～60巴鲁巴铜矿

s~121312～13 番~7矿厚 石840东川因是矿面山究
10～134010～1285-7o开阳磷矿
9~1278（斜长）16,rMwulira训矿 206U-70新家杖子钼矿岭帧矿

布置时，构成要素与沿走向布置基本相似。

6.5，4 采 准 切 塞
根据出矿方式及其底部结构，布置采准切割工程。!

8.5.4、1 聚准
1。阶段出矿方式
（1）阶段运输平巷一般布置在脉外，通过横卷与脉内（或脉外）天井相通，

·（2）天井布置在房间矿柱中（或除外），用分段横巷与分段（醋岩）卷道相连偏，

天井服务于一（或两）个矿房，作通风、人行、运料之用;
（3）分段巷道的条数取决于矿体厚度及炮孔深度。可布置在沿脉内下盘及矿脉

中间;
（4 ）每个阶段设置有（或无）底部结构形式。

采用无轨设备的矿山，一般采用采准解坡道与各分段相连结。

2。分段出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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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每个分段有一个出矿系统，其底部结构的形式有两种，即有底部结构 和无底部
结构。

一般有底部结构的墨沟及拉底巷道布置在矿体底盘处。具体布置型式根据矿石的采出

方式及装运设备而定。有时底盘岩石稳固，也可将底部结构布置在底盘岩石中。
（1）底盘脉外运输平卷一般采用斜坡道或脉外天井与各分段平巷相连结。各分段的

矿石由沿走向每隔80～100m的滴矿井下放至运输大卷;
（2）分段平巷起转运矿石、输送材料、来往人员、通风等作用。每隔10～13m掘一

装矿横考;

（3）鳖沟拉底平卷布置在装矿横巷的另端，起拉底和形成堑沟的作用。当矿体不厚

时，有时也起南岩平巷的作用;
（4）脉外矿柱回采平巷，如图2-6-34所示（图中之5）在矿房中间部位，从此平卷

绸一顶柱嵩岩硐室（图中之9）作为回采顶柱之用;利用该卷的切割横卷（图中之5）抛一

间柱黄岩短卷（图中之7），作回采间柱之用。并利用相邻矿块的切制横巷，把凿将平巷与

脉外矿柱回采平巷相连结。

8.5.4.2切割
1。阶段出矿方式
（1）切割立糟一般与矿房长度方向相垂直，宽度为2，5～3.0m。立槽位置应布置在

矿房中间，为了降低矿握，亦可不布置在中央，但至少要离开间柱边界5m。

切割天井（或上山）的位置，应

根据矿山实际情况来选定。当矿体中

厚、倾角大于 60°，且下盘矿脉界限

规整时，可采用下盘沿脉布量;当矿

体厚度大于20m时，可采用矿脉中间

布置。作拉开切割糟的自由面;

切割横巷一般也随切割关井布置

在矿块中间，并与切割天并相联通，

用以凿岩、爆破，形成切割槽，使切显-
割箍的大小与矿房的高度和宽度相一-b ca
致。切槽天井和横巷布置见图2-6-35。

（2）拉底水平一般在漏斗上誉 2-6-35 切制上山布置图

口，由拉底平卷进行拉席。一上盘脉内布置16-毒下盘脉内布量y6—旷款中阅布置

1一切氰上山，2—切丽横卷，3-切智炮孔 2。分段出矿方式

1）切割槽及切割横卷
（1）切割天井一般布置在矿房端部靠房间矿柱处，从剂面上由鳖沟平巷直至分段矿

房的最高处，作为扩大成切割液的烯破自由面，

（2）切割横巷和堑沟拉底平巷用中深孔拉开切割立捕，然后即可进行分段回采。见

图2-6-34。
2）拉底水平

用堑沟拉底平巷进行拉席，一般随着回采的推进，逐步把拉底层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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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回 采

8.5，5.1 国采顺序
阶段出矿方式，沿矿房长度从矿房中央向两侧后退式回来，或从矿房的一端向另一端

后退式回来。前者有两个采矿工作面，后者有一个采矿工作面。沿矿房高度，自上而下分
段回采，采矿工作线呈直线形或正合阶形状;或者自下而上分段开采，采矿工作线量倒台
阶形状。
分段出矿方式，在矿块或矿房内回采以分段为单元。沿阶段高度自上而下相互锥开一

个距离进行分段凿岩、爆破和出矿，沿矿块长度向澜矿井方向推进，分段内从一侧向另一

侧以扁形炮孔侧向崩矿方式进行回采，一般利用铲运机或电耙进行出矿。

6.5.5.2 顶板管理

在回采过程中，阶段出矿方式的采场顶板管理利用阶段顶柱和间柱支撑圈岩，顶柱和

间柱的尺寸按矿岩的稳固程度及支护时间与其允许的空间暴露面积等因素确定。对于不稳
固的局部上盘围岩地段，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用喷锚加固进行支撑。分段出矿方式则利用

分段房间矿柱及分段顶柱对围岩及矿房顶板进行支撑，矿柱规格与矿房尺寸和矿岩稳固性

有关。

8.5.6 技 术 经 济 着 标

国内某些矿山分段采场法（包括分段出矿方式）的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2-6-51。

秦 2-8-51内部分矿山分段采矿法的数术经济指标

每吨矿石主要材料消耗掌子面矿块生 贫化率损失率采切比
产的力 工塞效率矿山名称 木材金片火线导胃管 测 钎帆炸药(%)(%)(m/kt) (m*)环） (m) 《k)(m》(kg) (B<t/a》 (t》

0.④71,4070.466.3 9.49300～37D 7。63挥镉山朝矿 15.8
9.000g1.35p.020,210.2310 0,4320 ).881010-20{ 45龙山解矿
0.0030.07720,7～ p.21114.6~21.5大庙铁矿 0.7524,5 16,s134
0,b5022810.04B3o.198 5.3 1.8540,4546.5 13.53.420.7300～4to党岭铁矿 0.03.5,129.6 10.298100都店铁矿
0.00o170.22卜p,013.20.412~28 l3~226.8160～180年定铜矿（锁）
D0.000250.018-]0,2 p.04-808～13c大烧解矿（级） 0.065,01 10.3

10.85 0.284_46 0.116.720,3303胡家峪矿7号脉 o,00210.224,2 20,510.975.3 │143开阳碘矿
15.4～14.55-[ ~]0,5112,4~东川因民面山统 16.15.15I4.5

6.5.7 矿 山 实 例

6.5.7.1 簿铜山酮矿

1。开采技术条件
解铜山铜矿为矽卡岩型矿床，矿体走向长度达00m，延课200m，倾角70°～90°，上部矿体师10～

20m，下部厚4～8m，平均厚度为8～10m，呈似层状透镜体。矿石与围岩都较稳固，f=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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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矿方法
采用阶段出矿方式的分段采矿法，矿块沿走向布置，如图2-6-36。

eIt

Ⅱ-LT-I

节-
图 2-6-36 辉幅山矿分段采矿法

1-还输平卷;2-穿脉平巷;3-天井，4一电靶卷道，5-分段平鹅，-H矿调斗

。采准初割
沿走向每隔45～50m在房同矿柱中开指人行及材料天井。在垂直阶段高度上，每隔9～11m开播分段

菌者卷道，用联络道与人行、材料天井连通。在矿房中部开掘切割天井。采用格静卷道獗 动放矿漏斗的

底部结构，漏斗中心间距为7m，当矿体厚度大于12m时，布置双排漏斗，一个漏斗负担的面 积为40m2，

扩懦工作首先是在开蕾切割天并的同时形成其下部漏斗，其他漏斗超前回采工作级1～2排量 斗的距离，

用中聚孔扩漏，即在所有灌斗颈上部打好中深孔，然后依次扩漏。

4.。菌采工作
在阶段矿房内自上面下分段回采，沿矿房长度从矿房中央向两侧推进。利用YG-80型凿岩机 配圆盘

支集在分段雷岩巷道中钻上间潮形中深孔，孔径55～65mm，最小抵杭线为1，5m，孔 距1，5～1.8m，孔

深小于15m。以中央切氰植为自由面向两侧分次侧向烯破，一次爆放4排炮孔，用徽接爆破方式。每米崩

矿量4.5～5m3，采下的矿石经格筛二次破碎巷道由振动放矿机直接放在矿车中，每台振动放矿机的盛放

矿教率达189t，用28W的电耗耗入演并出矿时，台班效率为60～90t，摄动放矿 机的效率是电粗出矿的

1～2倚。

5。矿柱圆采
该矿基本和用矿房的采准工程，用大量崩落法国果矿柱。整个阶段的矿往回采 顺序是从嚼向东，对

于一个采场的顶柱与上阶段的底柱和一侧的间柱，同时回来。用微差爆破，婚破顺序是先 绳柱，而后顶、

底柱。回采同柱时在天并分段巷道中用YG-80型菌岩机钻禽潮形中深孔，采慎柱时在网侧的天井顶 柱明

室与位于顶柱下盘空区外的天井中钻雷水平扇形孔，垂直蒂矿。对于上阶段电靶道以上的 底柱，在电魁

道中帖菌上向霉直扇形孔。整个采场的矿柱固采，用漏斗结构振动放矿机出矿。

6，采空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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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根据采空区违逼地表及下部留有20m厚的矿石垫层的具体情况，采用自然崩落 上盘圈岩的办法
处理采空区。

7，矿块生产能力

该矿在二中段以下全部采用阶段出矿方式。始终是一个矿块进行回采，两个矿块备用。采准切割矿
换1～2个，矿块利用系数为0.88，矿块生产能力达300～370t/d。

8。来矿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该矿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8-5】。
6，5.7.2 日本率羽循降矿

该矿区范围东西韵2800m，南北约1800m;深度在450m以上。地区内有数十条矿脉，目 前开采
的3～4条矿脉。正在进行开采及探矿工作的范围从-150～-450m水平。

该矿矿体厚度平均为6m，矿体倾角为70°。
阶段高度为50m，矿块长度为30m，矿块厚度6m，房闻矿柱宽度为5m，底柱高度为12m，其中滑子

上口至杞矿恕道癌为7m，粗矿卷道至底柱底部为5m。分段高度为10～15m，漏斗间 距为6～8m。矿房滑
走向布置。如图2-6-87

后五阿

图 2-6-37 日本串羽矿分段采矿法
1～运输平卷;z一分段潮岩平卷，3一超前天井;4-房间矿柱，5一漏斗;8一犯矿警藏，7-矿石漏

斗;3一账柱，9-底部切割，10一采空区，11-M-110型菌岩机

1。采准切制
矿体内沿脉布置运输平巷，在同一水平上相距5～10m布置一平行的脉外运输平卷，每隔80m用联络

横巷相违结，以形成环形线路。在运输平巷上部5m处，底柱内布置沿脉电胞卷道。矿石霸井在矿房一侧，

与运输巷道帽通。电把骞道底板以上7m处布置有拉底平巷，漏斗间距8～gm。矿房内 有三层分段平巷 。

在矿房端都利用超前天并作自由面开掘切削立摘。

2.回采
采用自下面上分段国采。形成例舍阶，侧向制矿，从矿房一侧向另侧推进。利用ASD-M110型凿岩

台架钻凿下向平行或下向扇形藻孔。排距2，4m，孔径50mm，薰岩工班效率40m，～次爆破2排孔，计

200～800左右。爆碳矿石，自重落入编中坑道，用75×0.745kW内粑绞车或 ST-2B、HST-1A麦铲运

机。将矿石靶入或卸入着井内。灌井中的矿石转装入1.5m2侧卸式矿车中，用41需电池机车运入各水平的

聚中酒井。
3。采空区处理

矿块采漏终丁时，利用开拓的废石及选矿厂的尾砂进行处理。

采矿国采率为70??贫化率为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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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3 开阳精矿

1。开采技术条件
开阳满矿属浅海相沉积磷块岩矿床，呈层状产出，矿层有三层，可采层为二层。中、下二屡相距

170m左右。
中层矿体厚度为3～5m，倾角25°～40°，顶底板为灰岩，稳固，其直接顶板为厚0～9m的砾状白云

岩等所组成，f=4～7，不稳岚，遇水易冒落。下层矿体，厚度5～7m，倾角20°～45"，顶板为灰岩，穆

固。底板为砂岩，f=8，稳固。
矿石（中下层）f=7，由不稳固到稳固。

2。采矿方法
马路坪矿开采某阶段时，一些矿块采用丁振动机底部结构的低分段侧向崩聿述储空 谲法。如图

2-6-88所示。

图 2-6-38 开阳磷矿振动出矿分段采矿法

1一中段装矿运输平巷;2一微动机，s拉烧邮平着，4一菌岩上山

3。矿块布置及结构要素

（1）阶段高度为40rm;
（2）分段高度一般把阶段高度上分为3～4个低分段来回采，分段高为10～13m

（3）矿块长度如矿块沿走向布置，长度65~70m（一般每200m打三个矿块天井，一个天井开采的

范围称之为一个矿块）;
（4）矿块宽度邮矿体水平厚度，10～12m（垂厚6~7m）。

4。采准切割
在矿块中央布置一条下盘除外天井，距矿体8～8m，基本上沿矿体倾向，作放矿、行人、提升材料

设备之用。自天井按分段高度开联培道通向矿体。

回采衡岩平卷沿底板布置。在底板脉外布置出矿平巷剃遣岩平卷平行，相距8m。在矿块两端并切割

慎，向天井后退式国采。

5.回来
在回采平卷中用YQ-10基激孔钻机向上打5°的畜形滚孔。每排水平距高sm，最小抵抗线am，每

挥孔5～7个，孔径100～105mm，人工装填直径为80mm稍装炸药，电雷管和导爆索起烯，每次爆破-排

孔。燥破后，空场形成暂沟，堑沟底都和装矿横巷联通。出矿时T，G型装运机不进入空循，而在装矿横

售尽头堑沟席部装矿，遇过出矿平趣运至天井卸矿。

6。地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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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留2～3m的永久顶柱控制地压。

7，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该矿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2-6-51。

6.6 爆力运矿采矿法

6、6.1 遣 周 条 件

（1）矿体倾角应大于25°，能保证有效的运距和不使底板残留矿石，
（2）矿岩要求中等稳固，当采用低分段爆力运矿及智留护顶矿时，可用于不太稳圆

的矿岩中;

（3.）矿体底板要求光滑;
（4）矿岩之间一般要有明显的界限;
（5）矿体的开采厚度一般为6～25m;在8～15m之间最为有利。
有关采用爆力运矿采矿法矿山的开采技术条件详见表2~-6-52。

矿山开果 散求 条 件 表 2-G-52

砂 石顶 板 窟 板矿体倾为（"）矿体厚度（m）矿山名称

矽化大理岩 黑色片将砂化大理胡家略偶矿 f-8~10 -4~8f=8～104510
（7号矿你） 中 雅中 稳

石着子石和砂卡料 灰黑色大理岩灰黑色大理岩畅家杖子钼矿
a10～I140～42s-12岭前矿
较善固 较律园较确固（B号矿体）

云母片岩、变粒岩白云卷、大通岩青域于铅矿
r=8～10 -~8、t-12~4t=5～g404-8兼于沟坑288号脉

欠漏固、按稳副律 固次意固至中等稳图

石莫岩赤快矿赢色页岩8.17龙烟铁矿 f=18-2t8～1535～41
会采）四富井） · 固薄 团欠验固

t=10～14苏 联 急因30～668~12
滁固段 团米盖尔焊斯克矿

a5~81=t~I0-402~12苏联伊里寄钱矿

17~466～15苏联列宁格勒矿

4G15～25加拿大
稳四 确感稳服新语列依克金矿

6.6，2 方 累和 特 点

6.8.2.1 方案
根据矿岩确固程度、矿体慑角、矿体厚度以及沿倾斜的变化程度等，可分为

1。阶段爆力运矿空场法



1138 第二属 地下开采

例如中条山胡家峪铜矿（见图2-6~39）、杨家杖子钼矿。

【一

感z≤经
图 2-6-3 都家峪铜矿阶段矿房燥力运矿采矿法

-脉外运兼平移，2-电耙道;3-般矿井，4-新斗5~储岩上山6-切割平卷，7-矿房;8一

间柱，9一顶柱，19一底柱，r1一端形孔，12-天井

2。分段爆力运矿空场法
（1）高分段爆力运矿法（阶段划分为两个分段），如青城子铅矿，见图2-6-40。

I"

1-I.

图 2-6-40 青城子骼矿高分段爆力运矿空杨法

1-留差天井;2-切锥盒沟，3一切削平卷，4-出矿口;5-斗穿;-电靶道，7一并;8-运输

平老;9-较车啊宣，10一人行蓬

（2）低分段爆力运矿法（阶段划分为两个以上的分段）如龙属铁矿，见国2-6-41。

除上列方法使用燥力运矿处，在分层开采的房柱法中，其切顶层的运搬，圈内外有一

些矿也采用爆力运矿。
，.2.2 特点

爆力运矿主要是觉借炸药爆破时的能量，把矿石抛离矿体一段距离，并懂动能和位能

使崩落矿石在采场底板上滑行、液动一段距离，该法解决了不开抛痛盘漏斗，能使人员不

进入暴露顶板下采杨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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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1 龙烟铁矿低分段爆力运矿采矿法
1一运验平巷，2-邀芦联络道，3-电程巷道，4-菌各上山联络卷，6-赏光上山;6-切帕上山

7一放矿漏斗，8一溜井 9一人行道;10一绞车硐室

6.6.3 采场布置和构成要素

6.6，3，】 聚场布置

用爆力运矿时，直接把阶段划为矿块;而苏联的米盖尔姆斯克矿，先划盘区，盘区由
3～4个矿块组成。

矿块间一般以间柱为界限，例如胡家峪铜矿;而杨家枝子岭前就由于矿体走向短，仅
在矿体中间留有6m 宽的矿柱。国外已向矿块间不留间柱的连续回采发展。

6.8，3.2 构成要素

（1）阶段高度依据矿岩稳随程度、抛掷距离和分段数来确定。阶段高度一般为
20～35m;

（2）分段高度的确定条件和阶段高度相同，高分段一般为15m左右;低分段一般为
6～10mn;

（3）矿房长度应根据采场允许的暴露面积和最佳的蓄岩设备效率来确定。

由于设备效率及炮孔偏斜率的要求，深孔设备（BA-100型）取用25m的量 岩 控 制长
度，因此雷岩天并的控制范围为50m。一般每个矿块有一条天并，则矿房长度为50m。
中深孔设备（包括YG-80、YZ-90型等），设备控制长度为10m，谢岩天井控制长度

为20m。一般每个矿块有两个凿岩天井，则矿块长度为40m左右;
实际各矿的采场长度为32～72m，考虑矿房长度时，还应参考放矿口间距。

（4）顶柱宽度一般为4～6m。而龙烟铁矿设分段顶柱，其宽度为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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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底柱宽度一般在阶段燥力运矿采矿法中有底柱，其宽度为4~8m，
（6）间柱宽度在胡家峪锅矿为6～8mj
（7）潇斗间距为5～6m;

（8）放矿井间距在岭前矿为50m;
（9）采场下部漏斗容积与崩矿步距成正比例;
（10）董岩天井的间距取决于所采用的凿岩设备，中深孔蒂矿，天并间距为14~20m;

深孔蒸矿为50mn。

有关部分矿山采场结构详见表2-6-53。

表 2-8-55部 分矿山果绪箱物

鹿 柱r 块 顶矿块沿走分 段 分 段阶 及
】 距度 宽翼解 长间长度数 目高 度矿 山 名 称 高 皮
<m)(m)(m)(m)(m)() (m)(m)(m)

5～0～84～目55～70 4~850140～50中条山销矿胡家峪矿
6～aE～104 6《1801场家杖子钼矿岭前矿

6～不 置不 冒30～5015 280青城子焙矿操子构矿 a《0 3~4725.927,2龙冠铁矿
（斜长10n）

《～5矿房堂6080苏联米董尔师渐克矿 15～20

6.5.4 采 准 切 制

爆力运矿除采场结构参数的影响外，采准、切割工程的布置等也影响着崩落矿石的最

大距离。
（1）底部结构有普通漏斗脉外沿脉电道结构;暂沟漏斗脉外沿脉电靶道销构和装

运机底部结构;
（2）每个阶段布置一条脉外沿脉运输平巷，一般距矿体底板≥6～8m;

（3）湍矿井用于将果场矿石灌放到沿脉运输平巷，一般阶段燥力运矿来用短滴井，

面分段燥力运矿使用分段直渭井、第中斜溜井等;
（4）曹岩天并用于回采采场矿石。利用该井布置沿倾斜的扁形中深（或深）孔。该井

的位置决定着贫化损失的大小，一般位于底板矿岩接触线上，并应强顾治矿体走向的变化;

（5）切割平卷（凿岩平巷）即开掘切割桢蓝沟的巷道。由该巷沿走向布置垂直扁形

中深（或深）孔。该巷位于漏斗上口脉内下盘接触处。该卷燥破后保证糖斗上口的坡面角

为55°，以利漓矿;
（6）切割并位于凿岩天井和凿岩平巷相交处，形成切横堑沟前的自由空 间。垂直矿

体厚度布置。

6.6.5 遭 果

6.6，5，1 回采顺序
矿房回果分阶段矿房回采和分段矿房回采。分段矿房回采，一般先采上分段，后采下

分段。阶段和分段矿房内，一般沿倾斜由下往上进行回采。矿块内，曲岩天井之间以相同



第六章 空场果旷法 1141

的速度推进。
6.6.5.2 回采方式

每个阶段或分段矿房，先形成垂直走向的切割立擒，作为形成补偿空间的自由面。补
偿空间及堑沟形成后，可以进行矿石的回来。

1。切割槽的形成

利用切割天并和雷岩天井下段形成垂直走向的小立着，槽宽为3，5～4，0m。龙烟铁矿
矿体顶板较差。用放矿漏斗作自由面。

2。补偿空间及切割堑沟的形成

先利用切割平巷布置立扁形中泽孔（或深孔），以切豁槽为自由面向两侧依次爆破。例
如岭前矿，每次燥3～5排，最小抵抗线为2，7m，孔底距为1.6～1，2倍最小抵抗线。

龙烟铁矿利用切割天井打上仰5°的水平崩形中深孔来形成堑沟。
3。矿房的回采
一般在凿岩天井内打倾斜扇形中深（或深）孔。由下面上分次婚破，燥破步距视席部

漏斗或堑沟的容积面定，最后一个步距是在覆岩下放矿。各矿的爆破步距，杨家杖于矿为
1～2 排（斜长为3～6m），青城子矿为5排（斜解长为7，5m）;龙娟铁矿的分段矿房一次

助落。
一般爆力运矿回采的炸药消耗量比正常回采炸药消耗多0，5～1，0倍。实际炸药消耗量

因运距的增大、倾角的变缓、厚度的变薄等而增加。
有关部分矿山矿石回采时的凿岩爆破参数详见表2-6-54。

猪 2-B-54雷 将眉破参景

孔部距 炸药单彪燥力运条孔 径 最小抵抗线孔限爆破步距
距高矿 山 名 称 (ks/t》 (t)(m)m>(mm) <m)《捧） (m)

8，5~7，重24～60b.0~1,21 0,4~0,552.268~72胡家峪铜矿 7～$
一次0，27~e，2）

15.00;33j，φ~1.w106 16～30 3.0岭前矿区 1-2
次0，2s 5。5～6,01-20~2。21,0~1.865 <12S青城子矿 二 次0.80

二 次0，40 4,31.8~1,812~1.60上半部 10～14龙烟铁矿 二 次0.02-次全鹏
一次4.2-2。01,6~1.956～60米盖尔姆斯克矿 0.23-0.25
0.12
一 次3,62,351～~54新递列依克金矿 2 0,16~0.2
二 次0.20

6，6.5.3 采场运矿
燥力运矿是该法采场的运微方式。主要是确定燥力运距和重力运距。此两运距均受矿

体倾角、厚度、矿岩性质、底板光滑程度、采场结构、炸药性能以及爆破技术等影响。

根据各矿的实际测试，两运距的长度如下;
杨家杖子矿为14～20m（1962年）;青城于矿为18～2m（底板上基本无残留矿石）;

龙烟铁矿为10～15m，胡家峪矿为17～32m（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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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对运距的各种理论计算，都不可能包罗所有的影响因素，因此只能是一
种近似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对于倾角25°～50°的矿体，其崩落矿石虽无自重运搬的能力，但有向下运动的趋势，
因此国外普采用在频斜面上利用烯破的能量将矿石作抛掉和重力运动，从而扩大了自重运

微的范围。
苏联伏、阿、葬尔坎洛夫对燥力运矿的距离计算，分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崩落矿石的燥力抛体运动，即爆力的斜面运距。
第二阶段，当矿石坠落在矿体底板后，凭借动、势能，沿底板液动，滑行一段距离，

即重力斜面运距。
其各计算参数，代表的尺寸以及含义见图2-8-42。

图 2-6-42 爆力送矿计算参数
Z一爆力透赣总斜面浓暇，m，L，一撮力解面运愿，m， Z一重力创面运距，四4一崩落矿石自由
落体下的斜面运距，m，14一崩落矿石爆力作用下所增加的斜面运距，m;α一矿体倾绝，度，M一

矿体厚度。四，X一崩落矿石摊挪的水平楚离，m，v-消憨矿石的初速度m/v一崩常矿石刚与
康板接触的速度，m/;v一崩常矿石至量斗口的末速度，m/8，后一制落矿石自由蓄体的璧题，m

A一满常矿石爆力作用下所增加的重距，m，H;一爆力悉距的垂距;迅，五;一重力运题约壁矩，m

H一总运距的垂距，m，W一最小振抗辑。I

总斜面运距可按下式计算，
(2-6-4)L=Lj+Lx

式中 L、L，、L，——见图2-6-42注。
1。爆力斜面运距的计算

(2-8-5)Zu=b+La
式中 4、I——见图2-6-42注。

(2-6-6)

式中 M、4——见覆2-6-42注。

(2-8-7)

(2-6-8)X-5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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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n ———爆破作用指数，爆破漏斗试验求得。
W、X——见图2-6-42注。
公式（2-6-8）是鼻氏借地面抛掷大爆破所得的经验公式，该式仅反映与二个参 数的

关系。

W=4JLB5 (2-6-9)

式中 d ——-炮孔直径，cm;
4—-—-药密度，kg/cm"}
-——中深孔装药系数，
Q ——炸药单耗，kg/m2;

K～-一炮孔密集系数。
把（2-6-6）、（2-6-7）、（2-6-8）式代入（2-6-5）式，便得（2-6-10）式。

(2-6-10)

2。重力斜面运距的计算
重量为G的崩落矿石，当其落在倾角为a的斜面上，在重力P的作用下，以a的加〈孩）

速度向下运动。见图2-6-43。
(2-6-11)P = G(sina- fcosa)

式中 P、j、G——见图2-6-43注。
根据动量守恒原通，可列出简化运动方程式

(2-6-12)

式中 v、v、L4——见图2-6-43注。

m——一崩落矿石的质量;

(2-6-13)Zz=AA。

式中 H。——重力运距的垂距，m，
ina- fcosa)H, (2-6-14)PL,=S(51ngSIna

令（2-6-12）式等于（2-6-14）式，即得
)_(sina-fcosa)H;

Sina

由此求得重力运距的垂距

(2-6-15)出∶=-2（sina- jc05a 
由于倾角为25°～50°，崩幕矿石一般是满速运动，其v=0，因此（2-6-15）式可简化为

（2~6-16）式。
v;sina ' (2-6-16)

的-2g（Tcosa-s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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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44 重力下滑初速计算图 2-6-43 重力斜面送距计算参败
H1一颗力运距的参直距寓;r一崩客矿石后的初速度，L;一重力斜面冠彪，mv，一崩感矿石沿供随这动
v;一崩落矿石沿养面运动的初速度∶ 6，一紧落矿石抛的初油高。 m/6，v~崩筋矿石沿倾斜面的末遗
物线的切向速度，X一崩喜矿石我那的水平顺离度，的/4 N—正压力，1f一动阻力系数

a-矿体额角p-下滑力，kg G一重力，kg a一矿体倾角，
度;A一总斜酚运距的番距，m

式中，v即u的斜面分量，而v，'是崩落矿石抛物线的切向速度，方向垂直大地（即和
Y轴一致）。

(2-8-17)制 =v;"sIna

而u;'可按自由蒸体公式计算

《2-B-18)v;'√2gH
式中 H，—一崩辖矿石在抛掷时的垂直高度，m。

崩落矿石的抛掷轨迹，假设为一水平抛射体的运动轨迹，即Y轴上的叫=0，而X轴
上的"，=c，c 为恒量（见图2-6-44）。

(2-6-19)H,=b±h=

将（2-6-19）式代入（2-B-18）式内

M (2-6-20)则 十 5*Wtgo2Cos(a

(2-6-21))·s[na

把（2-6-21）式代入（2-6-16）式，则得

M
(2-6-22)H,= fcosa- sina

.2CO84 + (2-6-23)
cosa - 8ina

根据（2-6-10）式和（2-6-23）式求得的L和La，再代入（2-6-4）式，求得运搬总

距离的计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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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_一＋5tga）5rW 2cO8aL=L4+Lastg (2-B6-24)COsa' fc0osa- sina

6.8.B 搜术是 济 看 标

部分燥力运矿采矿法矿山的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6-5。

固内外部分船力述矿矿山救术摄济指制 囊 2~6-55

聚切比 警于面工项 菌岩机合寒效率 论羞合冻效率损失率 贫化章矿共生产能力
矿山名称 数" t.(t)(m/k) (%) (%) (m)(t/d)

70～16015～20 20～s09.5 10。4.,322D～0中集山领矿
15~2018～20 90～125 5,3新家状子幅矿 240～850 B。4
55～部16~12管输子铅矿 10.785,d727,1
70～15032,610.525.4 10.1龙烟候矿 129855,

来算东暴粉克矿 200B420 ?30D～b
98-SB2,6~20,4126~14,7 5,3～0。66伊置寄谈矿《都）

40～4516～18 12~132~8
谢变所1
作多金属g

80,6 250d214I,3费比3 100-12*
Mufulirn矿

6.7 阶段矿房采矿法

8，7.1 撒 刚 条 件

（1）矿石、围岩均稳固;
（2）急惧解厚矿体和任意倾角的极厚矿体，或特殊条件下的薄矿体;

（3）矿体几何形状较为规则;

（《）不需选别或期除废石。
国外目前对长慢崇懂固不稳国顶板，在某些矿山取得成功。在一定的条件下可适当放

宽顶板的稳固程度。有关实际矿山的开采技术条件详见表2-6-56。国内大直径裸孔矿山见

表2-6-57。

6.7，2 主宴方靠及特点

6.7，2。1 主要力赢
阶霞矿房采矿法主要有垂直深孔崩矿和水平深孔崩矿。

水平深孔削矿，通常用于矿岩稳固，矿体变化小的地段。目前水平深孔盘岩设备为

YQ-100B型潜孔钻机。垂直深孔设备发展较快。
个别情况可以采取联合深孔崩矿。崩落矿石靠自重滴放。

国外矿山绝大多数采用大直径下肉垂直深孔，也有上向深孔和倾斜深孔。

水平深孔端矿和墨直深孔崩矿阶段矿房采矿法，分别见图2-6-4、图2-6-4，大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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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鉴矿山开 暴疫术条件 表 2-B-56

7岩种 奥 及条 件矿 体 惯 角矿 体 厚 度
矿 山 名 称 岩 7(") 体(m)

灰岩、花岗岩 合磁长铜矿62～90褐 北 铜 矿 10～30
t=a~121=8～10
律 瞄● 固

灰岩、页岩20～影杨家杖子钼矿 0,4～40
f=8-10f=8～10
中等参固中等渔阳

黑 钨 矿砂 板 岩70～85矿 脉 为大者山模矿
1=10~11=8~120,3～0,B
阅 ● 固都固

硐 绕 岩大理岩，片将40~752～80饰 即 硐 矿
f-5~10f=8~10
中等验着验 因

贫铜矿石云母片麻岩72-833～12红进山铜矿 f*8~19Fa12~1
确急固

磺 铁 矿绿泥片岩70～a510～25马长岭铁矿 1=~9Y=3~4
不 意 固不 稳固

苏 映
Y=8~i1-12~1658一8520～0高 山 铁 矿
稳 固靠 

骤 2-8-57国内大直径课孔矿山开系统术条件
石稳障能况角倾， _房 矿 体

矿山 有无夹石 斯发
下 盘 上长度

(o) (m)

的等稳固的窗有断p-507D 夹右本规则 层

尺 岩灰
都分矿身 中等意国中等我固3一6 1=8层有夹石 Ya{

不太毒阈 建项等最泥石片矿体原二矿区 混合岩～9q面70 威少量英石较规则

深孔阶段矿房法（国内应用的VCR法），见图2-6-47。

8.7，2.2 稳点
阶段矿房采矿法与分段采矿法基本类同，也把矿体划分为矿房与矿柱，所区别的是矿

房内没有分段平卷，不在分段平卷内螯岩或出矿，而把雷岩集中在一个水平上进行作业。

矿房和矿柱先后分两个步骤回采。事后处理采空区。阶段矿房法中，在70年代来用了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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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u-ⅢN—

]t-t

图 2-6-45 水平深孔崩矿阶段矿房法
1-曲岩天井，2-小瘤井，8-电粑善道，4-阶段巷着;6-回风平截;4-避岩朝宣，?一阔来译孔

下I

-2.4×12—
/w、s*?T-r--

——3.6×g--I I-L n-Ⅱ

图 2-6-47 大直径下向深孔球状脔图 2-6-46 垂直深孔崩
包验直后遍采矿法矿阶段矿房法

1-脉外老薄，z一脉内智道，8-阶段穿脉巷道，

一前岩巷着 6-顶挂;6—拉底卷道17-翻斗

8—电把巷道;-一切割槽，10-重直深五

径（130～165mm）下向垂直炮孔，并结合球状结构的装药工艺，大大发展了阶段矿房法。

在阶段矿房法的回采中，不仅使用了垂直炮孔侧向崩矿技术，同时也掌握了垂直炮孔向下

崩矿的技术。这些技术与无轨设备相配合，将形成国内今后新型阶费矿费采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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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步骤国采的阶段矿房法，在国外矿山不少与事后充填相纯合，在回采工艺上与阶段
充填法相同。国内有关大直径炮孔应用的VCR法详见第八章。

8.7.，3 采烯布置和构成要意

6.7.3.1 采确布置

矿体厚度小于20m时，采用沿矿体走向布置，矿岩稳固且开采技术等条件允许，沿走向
布置的矿体厚度甚至可超过30m。一般当矿体厚度大于20～30m时，则采用垂直走向布置。
应用大直径她孔时，矿体水平厚度小于25m，则采用沿走向布置矿房，此时矿房长度

一般取30～60m左右。

对稳固而走向较短的矿体，孤立的真矿体、滴状和夹层隔开的包体矿、矿床端都的领

伏矿体等，矿房长度可适当放大戚不留顶柱和间柱。

6.7，3.2 矿快构成要景
1。矿房面积

矿房面积取决于矿岩、地压和所用设备的性能（如钻机的合理钻醋深度、角度》等。

矿房面积数据，可参考6.5.3.1节以及表2-8-57、表2-6-58、表2-8-59。

泰 2-6-58$联一蒙金眠矿山矿岩允许易露面软（m*）

度程岩 鲁 固
岩你晶器位景 户 固固中 等 稳 固

1500～890g00～1500200～εDo上 盘 筹 石
00～130600～800250~405职 柱

泰 2-β-50大由养矿不同形式的对身实影重积

矿 房 面 积（m2）矿 房 布 置 形 式

440～780沿 矿 你 党 肉
460一520费 直 矿 体 走 肉

2。阶段高度
国内一般取50～60m，围岩稳固，谢岩条件允许，可适当加大阶段高度。而国外不少

矿山采用70～80m，个别达到150～200m（当矿体走向长度短，矿体厚度不大，矿岩稳固

附取大值）。
一般垂直原孔锡矿较水平深孔崇疗其阶段高度低些。如果拟盛那结构设于脉外，或顶

煤柱合共，则可相对提高矿房的高度。

3。矿柱
1）普遭阶段矿房法
（1）矿房沿走向布置，矿体 厚度<25～30m，间柱宽度为6～8m，矿体厚度小于

10～12m，又走向长度短<300m），则可不留间柱或在矿体走向中央留一、二处宽度为

12～16m的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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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顶柱5～10m;

（3）底柱10～14m（平底结构<10m）。
2）大直径深孔崩矿阶段矿房法
（1）间柱6～10m
（2）顶柱10m（少数情况为12～14m）;
（3）底柱按底部结构确定。

用装运机或铲运机出矿时，多采用平底或简易结构，则矿柱矿量只相当子电耗出矿方
案的40～60??

有关某当矿山的矿块构成要素详见表2-6-60

表 2~6-80矿 块 构 咸 要 意

顶底柱高度阶段高度 间柱宽度矿房长度
回采主要设备矿山名称 矿房布置形式

(m)(m) 《m>(m)

YQ-10A型糊孔钻机盘18～1630～40 8～8dp河北铜矿 沿走向布置
岩，电靶出B15～29 13-168~1+60垂直走向布置

13 BA-100登着孔帖机，电10~1510~1520～45杨家杖子钼矿 垂直走向布置
把出矿1a8～1010～1270

12~1710~14 BA-100型潜孔钻机，莫20～4554～58大吉山钨矿 沿走声布量
矿机成电把出矿12-1710～1420～3550～58垂直走向布置

YQ-10型带孔帖机，电12125060沿走向布置棉屏碑矿
靶出矿

BA-10塑萧孔钻积，电1t-18108蒸走向布宣威 60红通山铜矿
把出矿垂意定向布置

19善2240～80沿走向布置或号长岭铁矿
1951440～80垂直走向布置

参孔钻机滑岩，电幅出矿8~1010-1240-6080～70遥直走向布置苏 联
高山铁矿

6，7.4 采 准 切 酬

6.7.4.1 聚准
1。运输方式
（1）阶段运输轴平卷中采用轨道运输时，一般有脉外双轨巷、脉外卷加穿脉卷，环形

道等布置;
（2）阶段运输平巷中采用无轨自行装运设备将矿石直接运至主演井。

2。天井
天井可用脉内成脉外布置。天井多采用对角或下盘对称式布置。

3。破碎水平的布置
（1）无轨自行设备把装矿横巷内的矿石运至集矿平巷再运至瘤井，下放到主要运输

水平装车，一般破碎水平位于主要运输水平以上;
（2）采用漏斗、电船出矿，矿石经溜井，下放到主要运输水平。破碎水平也位于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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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水平以上;
（3）在阶段平巷中采用无轨自行装运设备将矿石直接运至主溜井，则破碎水平与运

输水平相重合。
4。凿岩巷道
（1）采用水平深孔崩矿方案时，凿岩硐室设于呈对角式布置的凿岩天井中，垂直间

距为5～6m或与分层厚度相应。有时矿房长度较大，则中部再设辅助凿岩天井。人行天并
与凿岩天井有联络道相逼（矿块2～3个），

（2）采用垂直深孔微矿方案时，可在顶柱下按崩矿步距平行掘凿瀚岩卷道（向上、

下盘推进），如采用大直径深孔的阶段矿房法，即在矿房顶部布置酯岩巷道或顶层拉开成
大碉室。如金川试验采场，配合ROC-306型带孔钻机，设计了38×6×5m"的凿岩硐室;

（3）采用向上、向下扁形孔的垂直深孔崩矿方案时，则上、下布置量岩卷道。

8.7，4，2 切制拉爬
1。切割工程

（1）垂直分层深孔崩矿时，采用切割立指，立槽位置大体布量于矿房中部或侧部。

有时矿房内厚度不均，则布置在矿块中矿体的最厚处。立槽宽度应为 崩落分层矿量的

20??
切割工程有切割天井，并根据所用的凿岩设备（中深或深孔）来布置分段切制横卷或

其馅工程;
（2）水平分层深孔期矿时，一般采用水平切割槽，水平切翻槽和拉底空间结合在一

起。其空间高度为崩落分层矿石容积的30～40%;

（3）大直径下向深孔、下向分层崩矿时，其补尝空间的容积应大于35??

2。拉席工程
拉底工程是指拉底水平的所有准备工程。一般利用拉底平卷，当矿体较厚时，可增加

拉底横巷。大直径泽孔回采时的拉底堑沟高度为8m左右。即先掘3×2，8m的切割巷道，再

行拉底扩帮、挑顶，如金川试验采场形成22.5×6×6m2的拉底空间。

采准工程规格见表2-6-61。

6.7.5 国 采

6.7，5，1 国聚顺序
阶段矿房法是逐个阶段向下回采，沿走向均衡推进。先采矿房，后采矿柱。矿房回采

后期同时崩幕临时矿柱。如河北铜矿。

矿房的回采顺序，因矿块的布置方式和矿房的懒矿方式不同而异。

（1）当沿矿体走向布置矿房，垂直分层崩矿时，可由一侧或两侧向切割精进行深孔

爆破。垂直矿体走向布量矿房，则通常由上盘或自下盘（顶板不稳固时）逐次深孔

烯破，
（2）当水平深孔炭矿时，则自下而上分层深孔爆破，分层厚度一般取3～5m，矿房

可分3～4次崩完。每次同时爆破的分层数量不等，最后一次崩矿时，兼收顶柱;

（3）来用大直径下向深孔舅矿时，呈水平分层自下而上进行回采，单层高度3～4

m，最后一分层，高度大于7～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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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准 工  舞 格 教2-G-81

宽× 高（m>
采 准 工 强 名 称 大直径深孔阶及矿房管源阶段矿房

2,2×2,4,2,7×3.0 4.2×4,B,3,S×5.0阶段（运输）平者
2,2×2,4,2,.7x3,0回 风 平 巷
2,0×2,0,2,2×2.3电 把 卷 道

3,0×3.01.0×2,0,2,4×2.8穿脉（联络）巷道
2。0×2,61.6×2.0放矿福井（漏斗）

1,8×2.0,3.4×3,5人行《通风）天并

3.0×3,02.0×2.D凿 岩 天 井

2.0×2,0,2,0×2,5平 底 斗
天井钻d=1.82.D×2,0,(1.5*2.#切翻平警（天井）
5=4,0～4,53.5×3,5,2.4×40堂 岩 硐 宣

1,8×2,0,2,0×2.0破碎（格筛）临道
3,8×3,61,8×2,0拉 底 卷 道
3，登×4，02,4x2.4,2,T×8.0凿 岩 巷 道

1.8×2.0漏 斗 颈
2。0×3,5羞沟放矿口

3.0×3.5获 载 巷 置
2,8×3.6。3.0×5.D解坡运输道

6.7.5.2 深孔衡岩
深 与爆破工艺有着特殊的严格要求。
阶段矿房法内，我国在50～60年代时，就已应用了直径为100mm的大直径浇孔崖矿，

在中硬以上的岩石中，广泛采用孔径100～10mm的YQ-100型 潜孔 钻机，该机的前身是

BA-100型潜孔钻机，目前的改进型为YQ-100B型潜孔钻机。该机的深孔 偏斜率没有完善

解决，要录1??偏斜率时，有效控制深度为25～30m（最大深度为50～60m）;同时，凿

岩效率又较低，一般约为8～10m/台班。不能充分发挥大直径深孔 的优点。迄今苏联矿山

仍用直径<130mm的深孔。
大直径深孔在国外一般选用145～165mm的孔径。在国内金 川二矿区、凡口铅锌矿的

矿房回采中，应用了孔径165mm的ROC-303型潜孔钻机。其凿岩爆破参数详见表2-6-62、

表2-6-63。
ROC 806型潜孔钻机的有效控 制深度为50～60m，最大 深度为100m，偏斜率要求

1.0??右。一般在蓄岩雨室底板铺设400mm厚度的50号混凝 土地坪，以保证钻机的

平稳。
根据金川矿的经验，不稳固矿体的单响药量限于150kg，稳固矿体单响药量限子225kg。

单层烯破相邻媳孔的药包起爆时间为25～50ms，双层爆破相邻 炮孔 的药 包 起燥闻隔时间

为50～100ms。

6.7.5.3 出矿
50～G0年代的阶段矿房法一般采用30～55kW的电靶绞车。目前国内采用大直径下向

深孔回采的矿山采用LF-4.1型（2.0m'）铲运机出矿，出矿步骤类似留矿法。第一阶段为

控制出矿时期，每一分层（分条）爆破后，放出一次射矿量的30～50??以形成下分层

〈分条）的补偿空间，第二阶段为大量出矿时期，平均效率为500~700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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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 2-6-62大直径跟孔鲁岩参散

台 班 效 章孔径 喜半孔深 注矿山及矿区 合格孔的比例
（元* (n》《m)《m)

ROC306墨钻机配2台并3，7（ROC3p8型钻机）储斜率<1?? 28.8185 凡口金星岭矿区 42
联的YV2，2/6-15型增压机16.s5（DQ-150塑钻机》占8&，1%

同上25,28垂直孔偏斜率凡口新的矿区 185
<1??占66%
斜孔偏斜率
<2.5??占46%

瑞典Ala COPCO 公司的4。69（ROC306型钻机偏斜率<1，5%金川二矿区 165
ROC306 型展带式井下高压的占05，2??
潜孔钻机瓷DG418 型增压1，6~2，5??占
机，由（5～b）×10*Pa增至23,9?2.5%

<L5～1n)×10'Pa的占10%

ROC-3a钻机，SG-s型增25编斜率<1，5%RIOTINTO铜矿 166
压机<坚碳片料）（西玻牙）

ROC-W钻机低压 16偏斜率<1.，5%16sRURIALES鹣矿
高压 30（西班牙）

ROC-如6站机，AG-1型增13~15ALMADEN 编编率<1%
压机汞矿 （报坚硬石灸岩）

（西塞牙）
ROC-36钻机，SH-3，4?~45斜率<1，5～2%AGRUMENSA 115 
XRE基增压机铁矿

烈来牙）
囊 2-8-83国外部分矿山大直径康孔固系幕破参微

炸药消边孔题离 每米炼您孔阅距孔 经 *孔J矿块尺寸
养距 备 注岩 石矿

(kg/t》(am) 氏t>kmm)(mm)(mom〕(m》

柱状药包82 0,28~0,80.53.758,75166矿房 20ROTTNTO粗矿 坚硬片岩
矿柱12，5

球状药包0.25~0.3do1.63.753.75185矿房16中硬片者RuIALES衡矿 高威力炸两矿柱 20
13 0.5～0.86藏状药包0.6~4,82.52.6~3.1沿走向 165极坚硬石ALMADE爱矿 高减力炸离4.5～6
60 0.150,53.44,5矿房 25 115 是的售至硬灰者AG筑uMENSA铁矿

注，国内风口、金川爆破参数见第八章。

6.7，5.4 顶板管理
阶段矿房法在正常回采的情况下，不会影响矿柱回收及以后工序，但遇地质变化或开

采条件困难时，如墨直走向的应力增加，水平应力集中，则可能出现强大地压，导致大面

积冒顶或错动，此时若不提高采矿强度，加强回采速度，则大量钻孔报废，回采率大大下

降。因此，为了掌握地压活动规律，须作好下述几点工作∶

（1）对矿柱进行应力、变形测定，掌握已回采空间的应力分布和变化，必要时编制

出与采矿计划相应的地压动态图;
（2）回采水平的采空区不应超过一个阶段高度，上阶段悬顶范围未经崩蒂或充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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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能进行阶段过渡;

（3）国采水平以上不应连续存在残留悬顶。

6.7.8 采矿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国内外采用阶段矿房法一些矿山的生产实际指标，见表2-8~64，表2-6-65。大直径下
接 2-6-B国内外除及矿身法技术题济着标

每米饱孔工班效率黄化率损失率采准比矿房生产能力
亲矿上矿 山 名 称  采
(t)《%) (%)《m/kt)<t/dy

80~$0,97 k210-236)]14.8扬献杖于矿 （验康矿 2p0-400* 6.6 20.510,B（降抗留矿） 140～2b0
15～1818~2020-25 50一68300～400红通山r调矿

(150)非2，2~19. 20～2351～1序85～19.非5,2(140~250)河北概矿
12~20K180～1)a5～6080～903.0～B.与210～450天吉山锦矿

s-119~11z4~32250-300弓长岭铁矿（留矿）
22,6(252》10～18 8～16300～501 5.7第那调矿（留矿）
531528-124.3~4.8(110～1s500) 1~2高山矿（苏）

4,6(37S60] 6.8普金铁矿（苏）
239211C2400～4200)铜矿山（苏）

 6s～t(15500)柯米切思铁矿（苏）
15～208～12.20～30a09-1090 4。2~11塔什塔戈尔矿苏）
80贝塔尼亚矿（加》 350D

15~20124~1661E-2012000玛烯贝格矿4难）
6。4立布赫湿物矿（态）

(200)L8～5615（留矿）

注，1。摘弧内数字为（t/月）。
2。·为班生产能力。

表 2-B-6G5封 料 涓 混
每吨矿石主要射斜消栀

矿山名称 食鱼片钢导火（需）线雷 ，，药 (m')(gCkg)（个） (m)(Ls)
0.00151,30,26 o,030,20g0.85杨家执于钼矿

《阶胶矿房法）
0.0450.0070,29同上

（深孔留矿法） .0004~0.0001.75～3,320，01～0，的r75.B~1,?0.42-0,80.2～0,AB粒透山制矿
50e526~002z41,84~2051,01～0.080,870,3720,2～0,34为北制矿

p.00～4.u740，审~0，o0,00a～0.000.25～9，基大吉山鹌矿 15~2415~30,03～0。461,2~1.50,4～0.8弓长岭铁矿（留验） 6,4～0,70
0,00～0,050.53棉屏研矿（留矿）

0,23高山矿（苏）
0.597古普金铁矿（苏）

钢矿山（苏） 0.4～0。48 0.003～0,0S0,t2~1,24制米切恩铁矿（苏>
0.24~0,28塔什塔戈尔矿（苏）
0.285贝塔尼亚矿（加）
0.27玛姆贝格矿（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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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深孔阶段矿房法见表2-8-65。

国外都分大直径露孔阶款矿务洼技术经济指标 囊 2-6-6B

工在劳动生产率（t》每 1矿山生产能力 采场出矿能力 贫化率损失率
矿 山 名 称

生产工入金 员s 《美元）(%)t/d)(s/d) 《%)

1230.59～9RIOTINTO料矿 15003Qog S15
2026～30Io. 8-1o3C00～4000RUBIALBS铜矿 8～103000
10-13gGB 8 10700ADMADEN汞矿 2000～300
2,6～3.322 37～3863000100～200万t/a 3～5AGRUMINSA铁矿

6.7.7 矿 山 实 例

大吉山悔矿自1959年以来，在矿脉群合采区使用了阶段矿房法。

1。开条技术条件
该矿属岩浆后期高温热液裂障充填矿床，全区有96条矿脉，单脉厚度0.1~8m，平均0，4m，矿体频角

65°～80°。矿脉呈平行密集，间隧肃带，形态变化复杂。围岩均为砂板岩、闪长岩、花岗岩。岩石坚硬

致密，顶底板属稳固至中等确固。矿岩接触明显，较容易分高。矿石无氧化、结块和自燃现象，矿岩硬

度系数f=8～14。
2。采矿方法

采用水平深孔崩矿阶段矿房法。舆把阶段的矿脉游带划分为矿块，矿块又划分为矿房和顶、底、闻

柱。矿房一般都沿定向布量。见图2-6-48。

π-L

m-m
图 2-6-d8 大青山偶矿水平深孔崩矿阶段矿房法（滑走向布置）

1一忘输平卷，2一无格师二次被碎巷道，8-放矿漏斗）《一册斗新，5一倒岩天并，6~图岩硐*

当矿脉醇带宽度超过20～25m时，矿块采用垂直走向布量。见图2-6-49。

3。采准切割
在网边间柱内对角布置菌者天并。矿房沿走向布置时，因扩房较长，在矿房中部靠下盘处增设一个雷

岩天井。在天井中每隔二分层设置黄岩彰皇，其中一排孔宙本司室所控制，另擦孔由相邻南墨控制。勤

个矿房高度上只布勤一个阶段底部结构。底部结构主要有二种形式，即设二次破碎巷道而无格筛 的自测

放矿和装矿机波矿。漏斗采用混凝土浇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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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Ⅱ

图 2-6-49 大吉山钨矿水平深孔帅矿阶段矿房法（垂直走向布置）
1一运输平巷，z-电船巷道，3一圆岩天井，4-般者硼室;5一放矿制斗

4。回采
团采使用BA-100型潜孔钻机打眼。用水平扇形藻孔崩矿，间柱一般为垂直扁形侧向崩扩，顶、蔗

柱用水平和倾斜等炮孔联合制矿。矿房和矿柱的炮孔一次钻宪，分次烯碰。先采矿房，后采矿柱。矿房
根据补偿空间和生产实际情况，分2～3次崩完。采完矿身后接着回采矿柱。间、孰 柱和上阶段的底任同
时爆被。采用雷管数段控制，先崩间柱后崩顶柱，最后上中段庭柱的顺序起爆。放顶利 用深孔崩落矿柱

进行大面积颅顶。充填采空区，控制速压。
5。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大吉山钨矿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6-67。

表 2-6-87大重山养矿主要技术经济着标

往备标，指指 标 名 称

使用BA-100泰然90～180潜孔帖机台斑效率（t）
司 上5~12(m)

70-90(%)贫化本
25-60掌子面工班效率（t）
10-150每班自涵放矿曲力（t）
17~25自鳖放矿工桩效率（t）
70～120装誉机合班装矿效率（t》
20-30装岩机装矿工班效率（1
13~15大块产出率
12～20每米地孔膜矿量（t）

0,25～0.35一次炸药消耗量（kg/t）
0.18二次炸药消耗量《kg/t）

一次0.02～0，0，二次0.232个/0,234～0,238单位蓄管消耗款《个/）

6.8 矿柱回采和采空区处理

6.8.1 概 述

空场法（包括留矿法）一般在矿块四周留有顶、底、间柱《除极薄矿脉和部分薄矿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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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对缓倾斜和倾斜矿体的采场，还留有一定数量的场内矿柱。其中全面法和房柱法所留
矿柱比例，一般为5～10??甚至高达30??厚大矿体为50??右。这部分矿柱不回采，
会引起大量的损失，同时影响矿山的安金。

空场法（包括留矿法）的采空区必须适时处理，否则采空区大面积产生，就会引起大
规模的岩移事故。因此对空场法矿山的矿柱国采和采空区处理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6.8.2 矿 柱 目 采

本节主要论述在空场条件下的矿柱回采，采用矿房充填后的矿柱回采详见本篇第八章
有关内容。

6，8.2.】 要求和颗序
（1）矿柱回采是矿块回采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求与矿房一并考虑采准、切削工程;

并按矿量比例编制出采损计划;

（2）根据地表是否允许塌落，确定回采矿柱的方法;

（3）分段出矿时，分段回采结束后即可进行矿柱回采，西阶段出矿时，一般待阶段
回果结束后才能进行矿柱回采∶

（4）矿柱回采应不影响或破坏矿石运输线路和通风线路等。

6.8，2，2 顶、廉柱的固采
一般情况下，在充满崩落矿石的已采矿房内、顶、底、间柱可同时或分次进行回采，

在未充填的已采矿房内，顶、底、间柱一般是同时进行回采;在缓倾斜的矿房内一般先来

间柱，后采顶、底柱。
，顶、底柱一般是一并进行回采，即上阶段的底柱和本阶段对应的顶柱，在同时间内进

行回采，其回采方式有如下二种∶
（1）上阶段的底柱和本阶段的顶柱，一并纳入矿房回采或同时回采。纳入矿房回采

一般用于缓倾斜果场和逆倾斜回采的倾斜采场;同时回采用于急倾斜中厚（或厚）矿体的

充满崩落矿右或放空矿石的采场内。

（2）上阶段席柱，利用上阶段运输平巷进行回果;而本阶段的顶柱，利用矿房进行

回采。
先利用沿脉平卷回采底柱，向上、下盘扩大成拉底层，然后采 用浅孔压顶 或挑顶回

采，或用中深孔钻凿，采透上部采场的拉底层，并采用后退式回采矿柱。对急倾斜矿体的

底柱一般全部回采，对缓倾斜矿体的蔗柱可全部或间隔回采。如间隔回采时，间隔的分段

长度为8～10m，或两个漏斗颈之间的距离。采下的矿石用装岩机（或装运机）从平巷中

运出。
底柱回采后，开始本阶段顶柱的回采。

色合AAaAAAA色8 对于缓倾斜矿体，充满崩落矿石矿房的急慎

斜薄矿体和急倾斜中厚、厚矿体可直接在空

场内钻酯浅孔或中深孔。ff献率o*praopxs

例如急倾斜薄矿脉采用留矿法矿山的空

场内回采顶柱的方法有∶

（1）在充满崩藩矿石的矿房内进行顶固 2-6-50 矿房充滴崩落扩石下的顶柱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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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回采，见图2-6-50。

矿房在大量放矿前，为贯通上阶段沿脉平巷，在顶柱中选择一、二处掘进小井。然后
在顺落矿石上对顶柱钻凿浅孔或中深孔。放炮后矿房和矿柱的崩落矿石一起成出。并规放
矿过程中围岩的片落程度来确定贫化、损失的大小，一般只回收50～60??矿石。

（2）在放空矿石的矿房内进行顶柱回采，如图2-6-5i及2-S-52所示。国来顶柱时，

由于矿脉厚度较薄，直接在顶柱下果设工作台，用压顶或挑顶来回采。

醉zq1[i2HffIK

图 2-6-52 上向水平梯段回采顶柱图 2-8-51 横撑支柱园采顶柱
1炮孔;?一工作平台，3-天并;4一采空区3一炮孔;2-工作平台，3一天井;4-采空区

采用急倾斜阶段矿房法、分段空场法和深孔留矿法的采场，顶、底柱的回采方法有∶

（1）顶、底同时回采，即大量崩矿法;（2）顶、底柱分别回采即分段崩矿法和分层崩

矿法。
急倾斜矿体顶、寐柱回采一般多采用中深孔和深孔崩矿。

回采顶柱时，可用上向垂直中深孔和水平扇形深孔。一般在瀚岩天井、凿岩平巷成酯岩

硐室内钻凿炮孔。
回采底柱，一般在原有的运输平巷和电粑道中钻瀚上向扇形和上向平行中深孔。利用

漏斗和运输巷作补偿空间。
6.8.2.3 同柱回聚

（1）矿块的一侧留不设天井（或上山）的间柱，一般出现在薄矿体的采场内。间柱

宽度一般为1，5～2.0m。
缓倾斜采场内，一般待沿走向推进至矿块边界时，一并把间柱回采了。而急倾斜薄矿

脉采场内，为了不使采空区过早陷落，一般对间柱不予回采。

（2）矿块的一侧有采准天井（或切割上山）和联络道的间柱。

缓倾斜矿体的采场间柱，一般利用切割上山，在倾角较缓的地段，钻凿浅孔，在倾角

较陡的地段，钻凿中深孔来回采间柱。

根据采杨的具体条件，有如下的回采方式∶

回采半边，窗下半边;
回来上（或下）半部，留下下（或上）半部;

间隔回采，留下间隔矿柱;

全部回果。一般把全斜长方成3～4个分段;分段间采用自上而下蓬次回采，而分段

内采用自下而上的回来。
急倾斜薄矿脉一般利用间柱中的天井和联络道，钻凿中深孔，待矿房中的崩落矿石放

空后，与顶、底柱一起燥破和放矿。
急倾斜中厚（或厚）矿体的间柱回采，根据空场内的条件和顶、底柱的画采顺序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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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回采方式。一般回采方式有，大量期矿法、分段崩矿法和分层崩矿法。
大量崩矿法适用于矿房和相邻矿房为放空矿房。一般采用顶、底柱和间柱同时爆破出

矿;见图2-8-53，表2-6-68。

崩落矿石经漏斗或间柱补充漏斗自重放出。矿石损失率达50～60??
分段崩矿法适应于，顶、底柱已用大量崩落法回采;间柱宽度大于6～7m。
分段崩矿法，回采率比大量崩矿法高。见图2-6~54，表2-6-69。

分层册薄法一般用于矿石稳固性较差;品位较高或价值较大的矿石。见表2-6-70。

侧二
1-

图 2-6-54 分段崩矿法回采间柱图 2-6-53 用淋孔大量崩矿四采矿柱

章 2-6-68大量眷矿法性采矿柱技术经济指标

量岩机效事工班效率（t）导火残需管每来孔则炸药最小抵抗j矿柱厚度
矿柱名称 台纸效型 号雷岩工放矿工（个/t）Ckg/t) (m/t)旷量（t）舞（m》(m)

126.5o1-45,01-380.0249.0290,142162～2,5阶段间柱
1部3，201-45,01-310.870.0470,10319.41,5~2阶段闻柱 74.z01-45,01-3852.616.3-0,L212.26│2~3阶股间柱 5991-45,03-3B59-0,A230.39.S71.6~2,35顶柱 7001-45,01-8812,38700.1250,2f410.41,5~2,1顶柱 4.5
11,8201-46,01---o,0900.15818。4底柱 101.601-45,01-3890,as0.,0640.1522～8,5 12,54解柱 139,B01-4,01-38139.50.D42D.,11817.071.5~2,5房间矿柱 97。301-45,01-3897.30.1130,15712,6房间矿柱 112.001-45,01-3Ju20.0660,1d413.8房倜矿柱

泰 2-6-69分微崩矿法■采矿柱的技术愿济指都

我 标指 标 名 称

23～37工作面生产能力（m2/d）
1,4-1,6工作面工班效率（m'）
25～30损失率〈??
7～8贫化率（??
D,512炸药（kg/m*）
9.83嚣管<个/a"〕
1.46导火境（m/m号）
0.0016合金片</m+）
6.115钎钢kg/m2）
0.061坑木（m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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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2-6-70分屡削矿法固采矿性技术经济着标

指 称
指 标 名 称

往间顶 底 柱

20～2Z2a～37工作面平均生产能力（m'/4）
1.71.6~2,1工作面工疫效率〈m'）
B,18.16损失率〈??

12.6贫化率〈??

0.9Bl0,42炸药（kg/m*）
0.91.83雷警（个/m*）
1。82.44导火蛾（m/m'）

0.0022合金片（g/m2>
0,13钎钢 （k/mf）

0.0870.052统本<m'/m'）

B.8.2.4 采塌内矿柱的回采
采场内所留矿柱，主要用于支护顶板岩石。从安全要求，一般作为永久性损失。但个

别品位较高的矿柱亦可回采;回采前，事先需要在所回收矿柱的周围加砌石垛后，方可进

行回采。
场内矿柱的留存或爆破与采空区的处理方法有关。采用充填处理采空区，场内矿柱可

以留存;而采用崩落处理采空区，则可根据地压的要求爆破部分或全都矿柱，以利顶板岩

石崩落。如洛林铁矿其场内矿柱，随回采而崩幕。

6，8.3 采 空 区 处 理

采空区处理是空场法开采的一个重要环节。

影响采空区处理方法的因素有，空场的大小、形态，矿岩特性，充填物料的来源和质

量，矿柱的合理回收情况，建筑物、构筑物能否拆迁，河流能否改道、池塘能否填平，山

崩、滑坡、泥石流对矿区的影响等。

6，8.3.1 .空埚（隔离）法处理采空区

1.特点
回来工作束后，采场空间内不作专门处理，利用已有的矿柱支承顶板岩石，以较长

时间维护采空区的存在。为了安全生产，在有关地点砌筑封闭隔增，使其隔绝采空区。并

利用通往地面的天井放出气流，一旦围岩冒落产生对生产区的冲击力。

2。适用条件
（1）分散、孤立、不连续的小矿体和盲矿体，以及矿体的边缘部分;

（2）顶板极稳固、规模稍大的矿体;
（3）回采速度很快，矿柱比例小于8～12??薄矿体。使用矿山有西华山、下城鸭

矿等。
6，8.3.2 自然削薯顶板处理采空区

1，特点
有些层状矿体和稳固性较差的顶板岩石，即使矿柱比例很大，来场回来结束后，顶板

岩石也会随之变形和崩落。因此，利用这一特点，可及时找出顶板腈落步雨（即一定的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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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面积）。待矿房结束后，就封闭采空区。使顶板围岩在采场内逐次自行离层崩落，逐步
充填采空区。

2，适用条件

（1）地表允许崩落的矿山;
（ 2）一般适合于层状的水成矿体或层理发育的项板围岩;
（3）在一定的崩落步距和一定的暴露面积下，顶板岩石有离层的可能性;

（4）矿柱比例小于3～15??
使用矿山有綦江大罗坝铁矿、剌钟磷矿等。
β，8，3.3 充填物料处理果空区
有关充填工艺详见第八章。
1.特点
这一方法的实质是采用充填物料来充填采空区。
根据充填工艺和充填物料的不同，目前常用的充填方法有;
（1）湿式充填，包括有∶

尾砂充填∶使用矿山有牟定铜矿、牢江铜矿等。
尾砂充填必须封闭采空区，其封闭构筑物的强度应能承受充填体的压力。
（2）干式充填，使用矿山有盘古山、铁山龙钨矿等。用废石充填来处理采空区的主

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8-71。

表 2-6-71度石充填技术经济指绿

大龙矿小龙矿眉坳矿铁山地矿盘古山矿指标名同

5，48万6，88万5，79万9P，86万28.4万充填处理空区容积（m'）
8.28万4，46万.95万17.44万充填总量（m2） 20，03万
59,56670空区充填率（?? 44,B71

卷充填工班独率〈m'） 2.9
7,232,0充填成本<元/s'） 2,7~5

6.061.28空区处题单位成本（元/mn'） 5~6

2。适用条件
（1）地表以及地下含水层不允许陷落的矿山，

（2）地表积存有大量晃砂或堆存尾砂有困难的矿山，
（3）较密集或埋藏较深的矿脉，其采空区容易产生较大规模岩移和跨塌的矿山。
（ 4）一般品位较高的矿石。

该法充填成本高，工程量大，工艺流程复杂，效率相对较低。但处理采空区效果好。

随着工艺过程的改进，也在逐步扩大其使用范围。
6.8，3，4 期落匪岩处理采空区
1。特点和方法

对于围岩较稳固和顶板尚未掌霾冒落规律的采场，采用中深孔、深孔或药室烯破，崩

落大量的围岩来充填采空区，从而清减空场岩移，保证下部国采工作的安全。

采用深孔崩落围岩有全部充填采空区或部分充填采空区，也有转放上部采场的充填料



第六章 空场采矿法 I161

作本果场的岩石垫层。
一般可采用Y0-i00型钻机钻 雷

水平、垂直扇形孔，水平、垂直平行
深孔，集中爆破，见图2-6-55。

具体崩落围岩处理空 区的方法
如下，

（2）对埋藏浅或出露地表的急
倾斜采场，在矿柱回采时，尽量利用
上部较软岩石来充填空区;

（2）对开采深部的 急 倾斜采
场，一般采用强制崩落上部岩石或利

图 2-6-55;深孔崩衔夹墙处逼空区示意图用上阶段的覆盖层。覆盖层的厚度，
一般不应小于 20m （或空区总体积的30??，

（3）对中厚的缓倾斜矿体，在用中深孔、深孔或药室燥破顶板岩石之前，先崩掉采
场内的矿柱。

（4）对沿走向很长的缓倾斜采空场，依次崩落顶板岩石，部分充填采空区。其余部
分随自行崩落来充填空区。

2。适用条件
（1）地表允许崩鑫的矿山。
（ 2）顶板稳面。
（3）任何倾角、厚度、深度的矿体。
6.8，3，5 联含处理采空区

1。特点
橱采后所留下的采场空间，采用某一种方法难于达到处理的效果时，则采用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方法来达到处理采空区的目的。

例如采用强制崩落围岩充填采空区时，往往崩下的岩量不能补偿采矿所造成的空间。
随着开采阶段的下降，空间增大到足以导致上部岩石大面积错动和崩落。可在适宜的一、
二个阶段内不同收矿柱，不破坏围岩，并对采空区进行充填，作为下部开采的保护层。

2。适用条件

（1）地表允许崩落。

（2）开采埋藏较深的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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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概 述

崩落采矿法的特点是随着矿石的采出，有计划地强制或自然崩落矿体顶盘围岩来充填

采空区，以控制和管理地压。故在回采过程中，不需划分矿房矿柱，而是以矿块为单元，

按一定的回采顺序，进行连续回采。
我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就已广泛应用崩落采矿法，而且发展很快。六十年代，在有色和

黑色金属及化工矿山推广应用了有底柱分段崩落法和阶段崩落法。194年在向山硫铁矿首

次应用了有轨运输出矿的无底柱分段崩落法，1965年在大庙铁矿试验应用了无轨运输出矿

的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典型方案，并很快在一些金属、非金属矿山中得到了推广，1975年又

成功地应用了高端璧无底柱分段崩幕法。八十年代以后，在冶金矿山开始设计和试验阶段

自然崩落法和分段留矿阶段放矿崩落法。

崩落采矿法已由初期采用浅孔凿岩，电粑出矿发展到多机中深孔、深孔蕾岩，铲运机

出矿等无轨自行设备进行生产。

阶段和分段崩幕法是一种技术先进，生产安全，经济效益较好的高效率采矿方法。近

凡十年来，随着采矿技术和无轨自行设备的不断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方案，该采矿法

已经成为我国地下矿山主要的采矿方法之一。与此同时，放矿理论的研究也达到了先进水

平。我国地下矿山崩落采矿方法比重1984年铁矿山达到75??有色矿山为41??面化工矿

山约40??右。
在国外，也广泛应用分段和除段崩落采矿法。如苏联一些矿山以深孔挤压燥破为主，

多数采用振动放矿机出矿。西方国家则以中深孔、深孔爆破为主，采用液压凿岩台车或潜

孔钻机，铲运机等无轨自行设备，辅助作业也实现机械化。瑞典地下矿山崩落法比重最高

达85～90??美国和苏联约占50??。

我国和部分国家地下矿山崩落采矿法比重详见第四章。

目前，崩落采矿法正在向高阶段，大直径深孔凿岩，分段或阶段放矿，连续开采方向

发展。采矿设备趋于无轨化，大型化，液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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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崩憨采矿法分类

本法种类较多，根据矿块在回采过程中的空区处理方法和回采工作面垂直高度的不同
可分为单层崩落法和大量扇落法，前者又分为壁式崩落和分层崩落、后者分为分段崩落和
阶段崩落，其详细分组参见第四章。

我国矿山实际应用崩落采矿法情况，参见表2-7-1。 七

表 2-7-1我圈矿山应用的主要净落系矿法

用果 矿 方 法 矿 山li序号

壁式崩落法 庞京堡铁矿、湘东铁矿、焦作粘土矿、上刘住粘土矿、王村铝土矿、山东钢厂
│王村矿、明水铝土矿、西张庄粘土矿、复洲滤粘土矿、田师傅粘土矿、遵义鳖矿

团溪坑、江安确铁矿、柏山磷铁矿、青阳硫铁矿

分层崩喜法 苏州空土公司阳东矿和阳西矿、会泽铅锌矿、武山铜矿、云侧老厂、马拉格矿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镜铁山铁矿、梅山铁矿，大庙铁矿、符山铁矿，玉泉的铁矿、构的硫铁矿、码长8
母铁矿，板石沟铁矿、程潮铁矿、剑间肆矿、开阳磷矿、云台山键铁矿，治山铁

矿、桃冲铁矿、大冶铁矿尖林山车间，玉石津铁矿、大厂锡矿，丰山铜矿

易门铜矿、篦子沟褶矿、胡家峪铜矿，离坪制矿、青城子铅锌矿、铜官山铜矿有底柱分段崩落法
松树山区、铀屏磷矿、金河磷矿，大娓铜矿一坑、新村铁矿等1矿体

寿王坟铜矿"2号矿体、涅淆铁矿东矿、镜铁山铁矿高端蜜无底柱分段崩落
法

阶及强制落法 舞子山铜矿，小寺沟铜矿、桃林铅锌矿、会理镍矿、锦屏确矿西山坑、观音山

铁矿、荡焊钨矿宝山坑
.-".i-__—_—_-_-_—_-__

凤凰山铁矿，张家洼铁矿分激留矿崩落法
铜矿峪铜矿，金山店铁矿、程潮铁矿、键铁山铁矿（均为设计和试验阶段》阶段（矿块）自然崩落法8

/7，1.2 崩薯采矿法适用条件

（1）地表允许崩落，矿体上部无较大水体和流砂，

（2）一般为中等价值以下的矿石，品位不高，并允许一定的损失和贫化，

（3）矿石不会结块自燃的中厚和厚矿体。

对矿体赋存条件、矿岩物理力学性质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尤其对上盘围岩能成大块

自然冒落和矿体中等稳固的矿床最为理想。

7，2 壁 式 崩 落 法

7，2，1 适用条件及优缺点

i.2.1.1 适用条件
（1）矿体厚度一般为0.8～4.0m;

（2）矿体倾角-般在25°～30°以下;

（3）顶板岩石不稳固;



II64 第二篇 地下开采———-——------.--..-..,⋯-—------m·—--—-_———
（4）矿石粉因湿度不限;
（5）.体产状比较规整;
（6）地表允许崩幕。

实践表明，壁式崩蒂法是开采顶板不稳固的级倾斜薄矿体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在
国外，由于提高了机械化水平，如采用连续采矿运输设备，采场支护设备等、获得了较好
的技术经济指标。我国采用壁式崩落法矿山开采技术条件简况见表2-7-2。

绕 27-2壁式尚警法矿山开采投术条件

矿体倾为矿体厚度 顶 矿 石授 板底矿 的 (?(m)v-e
粘土页岩，不益置硬质粘土，按雅固铁质卷，中等确固明水粗土矿逸井矿区 5~100.8～2.88

f -3~4S =a~3了=3～4

下层矿账板为页岩和浸质粘土，较验定王白庄矿区 上层矿顶板为砂岩B~1e0.8～4.5
砂质页岩，f=3~5;f=8～10

f=6~8

砂岩、稳固，硬质粘士，层状，王村据士矿东宝山矿区 10～L6 粘土卷、铝土岩、较1～5.6
F=5J =3～6平均2，4 稳固，f=8～~6

│秒者，确固，硬质粘土，/-3～6钼土岩，粉土矿，2～4平均小口山矿区 15~20
f *5~8f=3-02,6

铁质粘土，不稳，软酸粘士，/-1-2麦杂色粘土，不稳氯作大淦粘土矿 1.7~2,1 5~16
f =2~3f =1-2

小白石英岩，轴定赤铁矿，稳固，黑色页岩，不稳，30-层1.4~3.6克家篮铁矿 f=12~18f=1~18f=4-6二、三层
0.7~1.0

粘土页岩，瓣石层，.碳锻盐锰矿右，中等菇质粘土页岩 及岁遵义团溪锰矿 i0-～159。5～1,B
f=10~12p固，f=7层，. 很不毒固，

J=2～3
铝土岩，了-2~7铝土矿，致密，蝈土岩，不验13山东阻厂王树矿 1-1,7

f =8～12/ =4～5平均1.4

沙质页岩，铁质粘土软质粘土，/=1~2泥质石灰岩及粘土层上刘庄帖土矿 3-5 a～15
及砂岩，f=5半软质粘土，f =2～4

/=4-5

粘土料。稳定，高铝粘土，/"32粘土岩，不，30二摊粘土矿 0.7~4.5 f=10f =a
铁质粘土，厂=4磁质粘土，J4～6铁质岩，粘土，/-25～200~a西张庄粘土矿
石灰岩，/=6软质粘土，f=3页智，f=4~512~140.5~2,9复洲湾粘土矿
杂色页岩，秒数，硬质粘土，/4砂页岩，中稳，25～261.5～2,95田师博粘土矿西北油区

了-3~6f=3~4
泥岩，不毒、铝土矿，f-4~5泥岩，不稳，13-25L.0～8,74博山铝土矿 f=4-5/=5～6
砂岩，确定。高铝和硬质粘土，页岩，辉绿岩，近~101.14～B.3濒山铝士矿粪山区 f=8-8f=4~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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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体厚度矿体倾角 矿石 煤 板板顶矿 (m》 <>
硬质粘土， 页岩，不稳。铁铅况土，不稳，1.0~1,7 8~12万山粘土矿

f=6~8 f=4
同顶板，/=6~890 绿泥石页岩和绢绿页 1.6湘东铁矿

岩，f=2～6

7，2.1.2 优点
（1）采罪布置比较简单，采用常规设备，易干掌握和使用;
（2）在工作面可以进行手选，将废石留在空区。

7.2.1.3 缺点
（1）开采强度低，坑木消耗大;

（2）采用短壁法时，设备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均很低;采用进路回采时，只有一个出

口，通风困难，而且，由于留小矿柱，增大了矿石损失。

7，2.2 主 要 方 素 及 将 点

壁式崩落法的特点是矿体被阶段平巷或盘区平卷和上山等采准巷道划分成若于矿壁而

进行回采的。按其矿壁尺寸及工作面形式分为长壁、短壁崩落法。

7.2.2，1 长型（长矿块）崩落法

1。进路长壁方聚

特点是在进路中回采，一般是
沿选路前进方向打炮孔，由于每次
燥破量小，故开采强度不高。按进

路推进方向分为自上山向两侧回采

进路和自分段平巷回采进路两种，
见图2-7-1。

驾进路宽度一 般为2～2.5m，'如
果顶板岩石比较稳固，可采用宽进 图 2-7-1 进路长塑崩落法

路回采，其宽度可达 5～7.5m，以 a-自上山向两楣回展进断，一习分段平巷回采进路
1一安全口，z一回风善道，3-窄进略）4—临时矿柱，5一分段巷道;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 6一宽进路，7一矿面子，8--运输巷道19—顶柱，10--上山，11一矿

2。长工作面方案 石墨井」12一隔板，13-回采进略∶14-工作图

特点是工作面沿长壁布置，回
采是沿工作面横向方向打近于水平的炮孔。由于每次爆破的矿量较多，故开采强度较高，

长工作面长壁崩落法见图2-7-2。
如果矿体倾角较大，为了减小工作面坡度，保证作业安全，应将矿块划小，在矿块中

央治倾斜掘凿切割上山，然后采用伪倾斜工作面进行回来，见图2-7-3。

7.2.2，2 短缴测酪法
特点是矿壁长度和宽度相近，而且矿壁尺寸小，一般为10×10～15×15m，工作面

长度一般不超过20m，见图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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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 长工作面长壁射落法
1-阶段运验平巷;z-联络桩道，3粪矿平截，4-切翻平勘，5-凹风井，6-安全口

-8 ～16-
toexhaztA

图 2-7-4 短壁崩落法图 2-7-3 小矿块伪倾斜下向回采璧式崩落法
1一安全口，2-回风巷道∶3一粗壁工作面;⋯-分1一阶段运输平巷，2-石井，3-安全出口14-切制上山

段巷道;5一运输卷道。6-放矿音井;L一矿块宽度，视顶板稳固性确定
7一展板;--整区

短壁膨落法和次壁崩落法的适用条件相同，由于短壁崩落法利于顶板管理，灵活性较

大，故适用于顶板稳固性差、顶底板起伏变化大，以及暴露时间长会发生火灾的矿体。但
采切量大，作业条件差，效率低等缺点使其应用受到限制，苏联一些铝土矿采用此法。

.2.3 矿换布置和构成要素

7，2.3. 矿块布置
矿块一般采用沿走向布置。仅在矿体倾角小于5°～7°且宽度又很大时，矿块可采用垂

直走向布置。
7.2.3.2 构成要素
（1）阶段高度一般为10～30m，与倾角和斜长及采场运搬设备等因素有关。
（2）矿块长度一般为50～100m，粘土和铝土矿山可加大到150～200m。矿块长度应

根据地质构造断层和要求的同时生产才块数等确定。
（3）矿块斜长主要根据工作面出矿设备合理运距确定，采用30kW 电耙 绞车时，不

大于40～60m，采用CT-6，CKP-11刮板运输机时，不大于50～150m。矿山生产初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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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斜长适当小一些，以后随着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再逐步增大。
加大矿块斜长可以降低采切比，减少矿柱损失。但斜长必须由-定的工作面推进速度

来保证，使工作面推进速度大于顶板压力峰值的推进速度，压力峰 值区 始终处在采空区
内。工作面推进速度的下限值应根据矿山地压活动规律确定，王村和明水等粘（铝）土矿
山经验，沿走向推进速度达到每月20～30m即可。部分矿山冒顶事故多，回采工作困难，

单纯压缩斜长是一种消极办法，应不断改进完善生产工艺和劳动组织，提高推进速度。
（4）如果矿体一翼太长，新水平准备工作量大，掘进时间长，可将阶段治走向再划

分成盘区开采，每个盘区长度不大于200～300m，相邻盘区之间设置提升上下山，构成独
立的采准系统。盘区仍按阶段进行开采，每个阶段划分为3～4个分段，分段斜长在50～60m
之内，阶段斜长为150～180m，回采时上分段工作面超前下分段工作面50m左右。王村铝
土建经验，划分盘区开采后，可以增加同时生产的矿块数，又防止多阶段生产污风串联。

（5〉采幅高度一般为0.8～4，0m。对于粘土钼土矿石，不允许削顶破 底而造成大的

岩石混入，故采幅高度可控制在1.2～3.0m。

壁式崩落法构成要素参考表2-7-3选取。部分矿山的实际构成要素见表2-7-4。

裹 2-7-B骤 式 崩落 法 梅 成 要 章

长 壁 崩 落 法（m）
短壁崩落法（m）构 成 要 素

长工作面回采方案进路长璧回采方案

6～1510～3016～30阶 没 高 度
10～3050～20030～6b矿 块 长 度
20～4040～8030～60矿 块 斜 长
1010~I10～15安全 口 间 距

5～6，威直接旋车5～6，咸点接炎率5～6，成直接装车漏 斗 间 距
矿 柱 尺 寸

L~5或不留2~5或不留顶底柱
2-42-4往间

7.2，4 采 准 切 镧

一般采用阶段式采准系统，较少采用盘区式采准系统，矿块沿走向布置。
（1）运输平巷分脉外和脉内布置两种。下述情况一般采用脉外布置，矿体以多层产

出，用1～2条平巷可将各层矿石运出;当采用脉内布置平巷时，掘进、维护困难或损失大

量护矿矿柱，矿体产状不规则，变化大，采用脉内布置将使巷道弯曲严重，造成施工运输困

难。脉内布置一般设单巷，并架设井字形木框支护运输平卷上帮，维护平巷半边顶板，阻

挡采空区冒落的岩石漏入平巷，随着回采工作的进行，维护后的平卷作为下阶段回风和安

全出口。仅在开采极厚矿体时，有时采用脉内双巷布置。

（2）切割上山（或平巷）一般布置在矿块的一侧，作为崩矿自由面及安放电爬绞

车、行人和通风的通道，并与放矿漏斗和安全道联通。原则卜一个矿块布置一个上山，其

宽度应保证开始回采所必须的工作空间，-般为2.0～2，4，A治 入干1.8m或等于矿体

厚度。
（3）沿运输平卷每隔5～6m掘一个漏斗，并与切割平巷州通。单一阶段生产，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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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矿山壁式脂惑法实雕构成要亲 表 2-7-4

人行眠漏斗间距 柱（m）阶段高度 矿块斜长院 矿块长度
矿山名称 采矿方法 略道间距

顶 柱《m)(m)(m>(m)
ay--er

无糊斗直接 共用顶柱60～60100～300 60 3.5~8~14长壁崩落法水相土矿溴并矿
装率，有瓣斗区
为5

16230⋯300 50～70 无避斗长壁崩落法 40王村留土矿东宝山
矿区

156～6050～70 1510～t2山东铝广王村矿 长慰崩落法

观置200 3,6-440无斗10为山粘土矿 40长黩崩落法 单真400

520～40无幅斗直疾;2焦作大洼粘土矿 长壁崩落法 200 24～ 307～12 陈矿

～B1060~20pa～6D以下长壁崩落法

1-1.63×3,63×3,65～85～650～6050～10030二障粘土矿 长壁肪落法 ×2—.- m
1.530～60 50～60复洲青粘士矿 10～15蒙式崩落法

3～5 422～5770～162田师傅粘少矿西北 长壁崩落法 12~20
50-7D--_---

15 415 '30-aD谦义团溪督矿 30-～80双进路短量制

5～6直擦装车45～S5400裨山铝土矿戳山区无底柱长整制
豁法

周 左 4-目10-2030～40$0～100长堪崩落法上刘庄粘土矿 12～14

平巷布置在脉内，可以采用电把或链板运输机直接装车，不掘放矿漏斗，仅架设装矿木<铁）

板台。
（4）一般沿走向每隔2个漏斗即10m左右布置一条安全道，并与上部平卷联通。

部分矿山采准切割巷道见表2-7-5。

7.2.5 圆 采

7.2.5.1 回采顺序及工作面形式
总的国采顺序是下行开采，在走向上一般是由矿体边界向主要开拓巷道靠进，以单翼

或双翼进行后退式国来。上阶段或上分段的回采工作面应超前下阶段〈分段）工作面50m

以上。仅在矿体走向长度大，漏进速度慢，又急于投产的矿段、可采用前进式回采顺序。

进路长壁崩落法工作面形式见图2-7-5，长工作面长壁崩落法工作面形式见图2-7-6。

（1）直线式工作面有利于顶板管理，但各工序不能平行作业。采用风镐落矿和链板

运输机、胶带机运矿的粘土矿山一般采用直线式工作面。

（2）阶梯式工作面是将工作面沿倾斜或走向划分成两个以上的小工作面，矿岩稳固

性好，阶梯数多。下阴梯超航上阶梯1～2倍的排距。工作面各主要作业工序可以平行作

业，设备力T时利残率、缩短了回采工作循环时间，劳动生产率提高30??右。金属矿

山多采用阶段式.T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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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准 切 息 警 道 裹 2-7-5

位置矿山名称采矿方法 斯 面（m'> 施 工 顺 序碧 道名称

半岩平矿阶段运参平巷 6.95明水相土矿浅井矿区长
脉 内 3.07回风平鲁蜜崩常法

3.07切割上山 脉 内
3.07脉 内联络道

半岩半矿 a 1双轨阶段运撞平巷王村期土矿东宝山矿区 a脉 内 6, 分段运输平巷人工底柱长壁崩落法
3脉 内 4切第上山
26盘区解井（轮于波）

脉 内回风平鲁

3,4×2,7阶段运输平巷 庄盘脉外虎部堡铁矿长聚崩落法
奇及联络遭 1,4×2,7

3.9×2.7脉 外燕矿平巷
脉 内 ×矿厚切削平巷

2×2底盘脉外矿换回风共
1.5×5,8安全口
1.5×1,5瘤 井

2-2，4>矿厚脉 内初制上山

工  图画??777777777

4q

图 2-7-6 长工作面回采工作审形式图 2-7-5 进略回采工作面形式
4一直线式，b一阶辨式，c-对角式，4一逆慎斜式;a一单制进路回采;δ一留矿柱的单侧进路回采;

e-伪倾解对角式c一双制进略回采

（3）伪倾斜对角式工作面是在矿体倾角25°～30°左右时采用的，以防止滚石伤人及

砸环设备、设施。同时。又可以增加工作面长度和工作面数。采用这种工作面形式，扩大

了壁式崩落法的适用范围。

7.2，5.2 赔可
一般采用浅孔爆破，对软质粘土等硬度低的矿石可采用电钻打眼或风惭直接落矿。高

第和硬质粘土采用松动爆破、风慵协助，以提高落矿效率，降低粉矿量。炮孔深度一般为

1，2～1.8m，最小抵抗线0.6～1.0m，炮孔直径38～46mm，多数采用三角形或梅花形布

置。一字形或十字形硬质合金钎头，粒状硝铵或乳化油炸药，非电导爆系统起爆。凿岩燥

破参数参考表2-7-6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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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 岩 局 破 参 象 表 2-7-6

山序
项 目 名 称 明水据±王村图土矿 义团溪 焦作大洼 山东铝厂 滩粘土矿陇家然铁矿 粘土F 王村 矿锰矿浅并矿区床宝山矿区号

长壁崩落送;短壁族露法 长豪崩落法逆倾料分条长壁崩落法为入工底柱例采矿方法 长壁躺客法1
盟式法壁崩溶法

4~6 5-121~210～]83～5 3～5矿石硬度（/）2
01～30,YT-25 YT-25 7655YT-257855的岩没备 76653

30～6853～ B0凿岩效率每售班（m） 3030～5040～50
4040 40炮孔直径（mm） 39～4538～406

1.2~1,40.7，否~0，良0.$~1。0最小抵抗线（m》 1~3,20.8~1.26
3,5 125~1,81,2～2.0最大孔深（m） 1.8～2.01.81,47

1~20.70.A~i。0孔断距<m） 1~1.20.8~1.
30～4020~30每次爆破的炮孔个数 20～3030～40

3～3,53.5~4每米炮孔肼矿量（t/m10
5,8～0.41 0.10.0020.38 0.3～0.34o,15～0.180.16～0,17回采炉药汽耗（kg/m）13

7，2.5，3 工作面坛搬

矿石中硬以上时，设计选用电耙运搬，一般采用30kW电耙绞车，0.2～0.3m2齿形靶

斗。矿石硬度低、体重小时，如粘土矿石，设计采用箱式把斗。一般为两个把斗串联增加

运搬量，爬斗为钢板焊制，其尺寸约1.2×0，6×0.35m。矿点固定，舵矿量 少时，电耙

采用单尾轮。矿堆分散，耙矿量多时，工作面采用双尾轮，优点是首尾绳分开，不压粑

斗，缺点是悬挂较麻烦。
30kW电把绞车实际粑矿效率每合班120*左右，台年效率2～~-6万t。

矿石硬度低，块度小时，如软质粘土矿，设计可以选用链板运输机或胶带机运搬，减
少了粉矿量，又可以直接装车。壁式崩落法工作面运搬效率参考表2-7-7选取。

凝 2-7-7登式期基法工作面遗搬效率

效 率序
运距（m）运 撩设 备矿 山 名 称 台年（ ×10*t）每台寒（1）

号
4.8平均26～3t， 50-10030，29W电犯，2个0，3m*肥斗串额明水铝土矿浅井矿区1 般大60

4,5～5,B80～12040-708，28W电把，2~3个0，am"把斗王村铝土矿东室山矿区2 4～630～120s0～6030tW电肥，0.3m'靶斗庞家煲铁矿3 D,5～230～6060自解小型皮带机接力运矿端义团演锰矿
4,5～5,6B～12040～503bkW电起，0，25m°把斗，两象耙矿山东帖厂王村矿5 1-560 ～804015，30rW电把，0.3m*靶斗万山粘土矿6 1~330～630CT-A，CKP-1键板运输机焦作大洼软质粘土矿7 1~25～604022型缺板运输机复洲海粘土矿《教质）8 2·-540～8020~40CT-6链板运输机上刘庄软质钻土矿 1440～805030、28kW电杞二缘粘土矿10

7.2.5，4 固采作业循环
（1）阶梯式工作面一般采用每天三落（矿）三运（搬〉。优点是设备利用率高，出

矿均衡，每次落矿后顾板暴露面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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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线式工作面可以采用-落（矿）∶二运《矿）、一落（矿）三运（矿）等，即

三或四个班完成⋯个循环。各工序不能平行作业，故设备利用率不高，出矿量不均衡。由
于每次落矿顶板的暴露面积和时问增加，故适用于顶板较稳固的矿体。

（3）粘（铝）土矿山广泛采用二落（矿）二运（矿）。每昼夜二班落矿并运矿，称
为采矿斑;第三班放顶维护，称为整修班。每个采矿班内完成半个壁长的打眼、爆破、靶
矿和支点柱等工作，打眼和靶矿平行作业，两个采矿班完成一个循环的全部采矿任务。整

修班完成放顶、移漏等工作。
（4）采用风慎落矿，连续出矿设备，或者工作面作业循环尚未正规的矿块，一般采

用综合工作队。

7.2.6 放项和地压警理

7，2.6.1 地压活动规律
根据庞家堡铁矿在倾角为30°顶板不稳固的一层矿中回来时，对顶 板 压力的试验和压

力活动规律的观测，顶板压力沿长壁倾斜工作面的分布特点是最大值集中于距顶柱三分之

二的地段，见图2-7-7。顶板压力在悬顶距内沿走向的分布特点是距工作面愈远压力愈大，

见图2-7-8。工作面压力随悬顶时间的延长而增加。

图 2-7-8 顶板压力曲线图图 2-7-7 顶板压力曲线图
1-变柱（采场》;2一放顶区，3一掌于1-安全口处〈家顺柱）;2-青斗口处（或底柱）;

而，4-顶板压力曲线S一顶柱压力曲线

煤矿采用壁式崩落法，采场压力显现规律有以下特点∶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是工作面

在推进过程中其上都坚硬的老顶或直接顶呈现有规律性的等落现象。坚硬顶板的第一次垮

落称为初次垮落或初次来压。随着工作面的推进，坚硬顶板有规律地周期垮落称为周期来

压。坚硬顶板的初次来压和周期来压往往给生产安全带来很大危害。因此，研究顶板的初

次来压和周期来压规律，预防其对采矿工作的危害，保证人员和设备安全及正常生产是一

项很重要的工作。

7.2.6，2 顶板管理方法
（1）工作面支架用来暂时维护回果工作空间。工作面支架有立柱、棚子、杆柱、锚

索等，
（2）切顶支架又称密集支柱，一般采用木柱。设计和生产中，根据顶压大小、直接

顶板的硬度及支柱直径，采用单排或双排密集支柱。布设时，每隔3～5m要留宽度不小

于0，8n的安全出口。
（3）放顶即随着工作面推进一定距离，将其放顶区内支柱撒出，有计划地使顶板崩

落充填采空区，释放能量，减轻工作面压力，保证回采工作正常进行。放顶前，壁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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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距预板崩落处的宽度称为悬顶距，每次议婚顶板的宽度称为放顶距，放顶后壁式工作面
保留能正常工作的最小宽度称为控顶距．控项距和放顶距之和等于悬顶距。

设计多采用JH-14、JH-8型等回柱绞车撤柱，使顶板自然冒落的机械放 顶。撤柱顺序
是自下面上由远而近进行，矿体倾角小时撤柱顺序不限。

7.2.8.3 顶板管理应满足下列要求
（1）多层矿体分层回采时，待上层矿顶板岩石崩落并稳定后，才能回采下部矿层，

时间约半年左右;
（2）当上下两个阶段同时国采时，上阶段回采工作面应超前下阶段一个工作面斜长

的距离，一般为50～60m;
（3）放顶后，要及时封闭落顶区，并禁止人员入内;
（4）放顶距的大小应根据顶板稳固情况采用类比法或试验确定。初次放顶距应大于

正常放顶距的0.5～1.0倍;
（5）工作面推进后，按放顶距进行放顶。为了以后回采工作的进行，需在靠近工作

面处留有1～1.5m宽的人行道。
（6）当采用小矿块下向伪倾斜回采时，在整个矿块采完后一次放顶。放顶前，沿相

邻未采矿壁架设一排密集支柱，以免相邻矿块回采时，冒落岩石滚入控顶区，见图2-7-3。

壁式崩落法顶板管理控制数据实际资料见表2-7-8。

表 2-7-8独式测落法真权营理控制实服资料

二键 粘山东铝【盖义团溪庞 家僵玉衬铝土矿明水拥土矿 服作大洼
称名 土 矿王 村矿铁矿 矿"软质）浅并矿区 东宝山矿区

180～20018~200180-220 140~130180～20o160～200 180~200直径（mm）
1.2~1.41.41.d~1, 0,~1.1~1,21,21,2排E（m）末
1,D~1,20,7,7~1.0 1.8~1.81~1,40,8 2.0}间距（m）支

单支柱沿走向 一梁二柱│沿走问布置沿走向沿走向j柱 细
一梁二柱

15～18 5.86-104,54.8悬顶距（m） 4.8
2 4.2 22～s1.,53,6整项距《m）

13~16 含1,44～61,21.2放顶距（m） H-142016型1820HJ-14/153B放顶回柱效率（kW）

7.2.7 矿 山 实 例

7.2.7.1 长费岸落渣在明水幅土矿液升矿区的盅用
（1）矿床属A层粘土矿，层位稳定，矿石以致密硬质粘土特级品为主，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2。

（2）采准切触布置上部三个阶段的运输平巷布置在下盘脉外，下部四个阶段的运输乎巷布置在脉

内。矿山实践表明，开采两层矿时采用脉外布置，并采一层矿时采用脉内布置。沿矿体倾斜方向每隔 50

～c6pm掘一条半岩半矿的分段平巷，作为运输段彪矿用。为便于装车，要求分段平梅一侧的底板低于矿

体底板1.1~1，3m，其平巷顶打到矿体顶板。在与分段平巷平行的同一水平上，留3～5m的矿柱，再

一条垣风接，采矿方法见图2-7-9。
（3）采用潜走向后退式回采。松动爆破或加强松动爆破，风械辅助作业。用7655谕岩机，硬质合

金一字形钎头。炮孔深1.5m，每次工作面进尺1.2m。炮孔距视矿体厚度派定，一般为1，0～1，2m。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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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9 明水铝土矿浅井矿区长璧崩落法
1一脉内分段运输平巷，2-回风巷，3-联络道;4一普通支柱，5—密集支柱

孔距顶底板距离各为0.3m左右。采用2DPJ-30电靶绞车，0.3m2箱式靶斗，两个魁斗串联，阀距3～5m，
将矿石直楼靶入矿车或滑斗中。

顶板管理。放顶为"见四国一"，密集支柱每腾3～5m留0.8m的安全口，压力大时采用二摔密集
一排普通木支柱。

矿山于1980年开始试验过SZI-1320型液压支架，用来代替木支护支撑顶板。随着国采工作面的推选

而自移支架，随后顶板自行切断，达到全部朋落的目的。液压支架与长壁工作面垂直布置，氟与架平行

排列，形成一条与工作面平行的直线，支架与回采工作面保持1.2m的工作空间。实践表明，液压支架优
点是减少了支柱人员，节省大量坑木，减轻工人体力劳动强度，改善工作面作业条件，安全可靠，技术
先进，不设整修班，工作面产量约提高20??矿石回采率提高2～5??该种液压支架造用于矿焊1，6～

2.3m，倾角小于25°，顶扁板平整的矿体。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10。

7，2.7.2 长壁剧落法在庞家量铁矿的虚用
（1）铁矿属宣龙式沉积赤铁矿床，由三层矿组成。地覆构造较复杂，局都被断层切新，蓄 楚在3

m以下的断层平均每百米有11条。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2。

（2）采准切割布置，阶段运输水平采用单轨双巷。装车巷道设在稳固性较好的小白石 英岩内，可
以为三层矿服务，矿石遭子双起储矿作用，善道地压小，易维护。研制平巷布置在矿块下部边 界的矿体

中，沿走向推进并与漏斗贯通，作为崩矿自由面和安放电靶较车及行人通风用。切割上山一般布囊在矿
块一侧，并与下部漏斗和上部安全道相通，宽为2~2，4m，高为矿层厚度。当顶板页岩比较破碎穗固性
很差时，切制平巷和切割上山在来准期间留0，3~0.5m厚的护顶矿，待回采时挑落。采矿方法见图

2-7-2.
（3）国来工作面形式主要为阶梯式和直线式，其次是逆倾斜及对角式。采用轻型雷岩机打眼，同

时开动2～3台。常用的炮孔排列形式见表2-7-9。

表 2-7-8炮 孔 排 列 形 式

排 列 形 式抵抗 规（m）矿右硬度（f）矿体厚度（m）

三 角形0,6～0,76-101，2 以下
捧 于 形0,8～0.76～101,5~2,0

排于服加压顶既0.6～0,712~14，节理不发育2，5 以下
 摔 花形12~14，节理不发育2~2.6
摸 形0。省-1.0节理不发育的矿层大于2.5

工作面运搬采用30kW电粑较车，0.2～0，3m'靶斗。绞车安设在切割平巷或酮室中，随着工作面擅

进4～6m移动一次。在正常情况下，电靶效率为每台时3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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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顶采用自然崩落法，仅在开采一层矿且顶板较穗围，或者前一次放顶不好时方可采 用强制崩落法
放演。工作面支柱采用画木，柱顶加率圈木柱。支柱纵横均成排，柱帽与工作面垂直 布置，支柱迎山角
为5°～8°，柱窝0.1～0.2m。放顶前，先在放顶线加密集支柱，根据矿块地压大小遗用单排取双排密集
支柱钕顶，数驻采用JH-14型圆柱铰率，回柱时平均章引速度8～10mm/s，钢绳直径20～30mm。圆柱
顺序自下面上，先远后近，支柱回收率80～90??个别不能使用激柱机的地点采用人工回收 支柱。

劳动组织，采用媒合工作队，每队20～40人。阶梯工作两每壁夜一个循环。技术经 济 指标见癖
2-7-10%

7.3 分 层 崩 落 法

7，3.1 造局条件及优缺点

7.3.1.1 置同条件
（1）矿石穗固性不限，以不稳固至中等稳固为宜。上盘岩石不稳固，下盘岩石稳固

性不限;

（2）急倾斜矿体，或倾斜、缓倾斜中厚以上矿体;
（3）矿石品位高价值大，或对贫化损失要求较严，
（4）矿石松软有粘结性，难以使用其它的方法;
（5）不宜使用充填法或不易建立充填系统的矿山;
（6）地表允许崩落。
7，3.1，2 优点
（1）布置方式及国采工艺灵活，对形态复杂的矿体遣应性强，作业简单，易于

掌握;
（ 2）回采率高，贫化率低;
（3）矿石可以分采。
7.3，1.3 缺点

（1）工作面较难实现机械化作业，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矿块生产能力小;
（2）采场支护及造顶材料消耗大;
（3）工作面通裂条件差;当矿石有自燃发火性时，可熊会引起火灾。
我国采用分层质露法矿山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1。

7.3.2 主要分案及特点

（1）进路回采方案的特点是分层回采工作在断面较小的进路中进行，进路一般是随
据随支，铺底放顶均以进路为单元进行。国内矿山采用这种方案较多。

（2）长工作面回采方案的特点是用近似水平的壁式工作面进行分层的回采工作。
两种方案的布置形式见图2-7-10。

7.3.3 矿块布置和构成要素

7，3.3.1矿换布置

矿体厚度小于8m，且倾角大时，矿块沿走向布置。各个分层在矿体全厚上用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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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端落法矿山开采搜术条件 囊 2-7-11

岩矿主矿休赋存要素序
矿山名称 矿盘盘号 倾角（"）厚 度《m）

品位高，土状矿为白云岩、灰岩，白云岩、灰岩、不会泽铅蜂矿 20～36水平厚度20～
主，不稳固，f=1~中等源固，f=稳固，f-6~8，允矿山厂 30，平均
8，允许易露面积小6～8许暴酵面积小于
于5m'60mi
土状矿，不验固，大理岩，中等大理岩，不稳固至云得老厂栅 60～80及1202。
f =2~3稳固，f=7～飞中等稳固矿性利坑 5~20
土状矿，不稳固，大理岩，不稳固， 大理岩中等艳云镉马拉格 1～20映一般 40～853.
f=2-3固，f=T~8f=7~8锡矿 不小于z~6m

含铜黄铁矿及少量含砾石英砂岩风化花岗闪长班岩平均10~14左江园武山制 60～70.4.
含铜高岭土、松散破及石英内长斑井高岭土化，极不稳
碎，不通固含铜品位岩，中等稀固园
高，击壁23，7%

碎寝混合花岗岩含碎裂混合花岗碎裂混合花岗岩，6q～70旗西云龙锚 1-14，平均5,
扩不意固至极不稳岩。不稳固至极极不穗固，f-1~3矿 4,75
风、局郎含磁较高，不稳置，f*1～
f =1~33
高岭土额不雅固，劣贯高岭土，砂页岩夹黄泥，不1-41，一般 20~40苏州坚土公8, f=1~3大理岩，中等稳稳固6～20司阳西矿

固，了=t～8

高岭士，极不稳固，同 左随倾角真状矿体，70～040～60，但当苏州瓷土公7. f=1Z3周边为大理岩，中等中有一条石英班司阳东矿
源固，f=5~6，顶着穿插，把矿体
都为砂页岩，不稳固分为网半

5 6

图 2-7-10 分层崩菩法回采方案
-进路回来方案;b-一长工

1-人行材料漏风天井，2-矿石测并;3一分层平著，4-回采进路，6-通风平鲁8-题员天井

平巷进行回采。单翼回采时，矿块长度一般为20～30m;双翼回采时，矿块长皮一般为

40～60r,
矿体厚度在8～30m之间时，矿块沿走向布置。回采进路垂直走向，矿块长度同上。

矿体厚度大于30m时，矿块垂直走向布置，回采进路沿走向布置，矿块长度等于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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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度。

采用无轨设备运矿时，矿块尺寸应与设备有效运距相适应。
7.3，3.，2 构成要素
（1）阶段高度视矿岩稳固性及矿体变化程度面异。一般当采用脉内采准时，不宜大

于30～40m;当采用脉外采准时，可达30～50m，对倾斜或缓倾斜矿体，不宜大于20～
30m。

（2）分层高度与矿石稳固性及落矿方式有关，波动于2～4血之间，一般以2，5～
3.5m为宜。

（3）进降宽度一般1.8～2.7m，当使用无轨自行设备时，取决于设备运行所需的
宽度。

7.3.4 采 准 切 制

（1）脉内布置时阶段运输平巷及采准天井均设于脉内，此时，采准工程量小，但对

通风不利，脉内巷道维护也较困难，一般只在矿体较薄，长度不大，可布矿块数少时才考

遗采用。
（2）脉外布置时阶段运输平卷及采准天井均在脉外岩石中，矿块放矿演井一般在脉

内靠下盘处或在下盘岩石中，此种形式使用最多。

（3）当矿体厚度很大采用脉内外联合布置时，除设置脉外运输平卷及采准天井外，

还要加设脉内运输平巷、天井、放矿蓿井等。

（4）按矿块是否设储矿巷道又分为不设储矿巷道形式和设储矿巷道两种形式。设储
矿卷道形式是将几个分层划为一个分段，在分段水平提前开掘一条分层平卷作为储矿巷
道，矿石在储矿平巷中用电粑粑运。这一形式利于提高矿块生产能力，但采切工程量较

大，当矿石不稳固时，脉内矿石洲子及储矿平巷等维护较困难。见图2-7-11。

影犯

? 6

顶墟
Ⅱ-Ⅱ

图 2-7-1 设储矿卷道的分层崩露法
1-阶毁运输平巷，2-阶段穿脉巷道，3-矿块天井;4-矿石新井，5—分段储矿平卷;6-联络道

7一分层平巷，-小灌子;9-回采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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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矿山矿块构成要素及采准布置形式见表2-7-12。

都分矿山矿换构底要素、采准布置、国采方式及主要圆采设备 赣 2-7-12
国采构 成 要 素（m）序

出矿设备采准布置 痛矿设备矿山名称
分屈高矿块定矿块长阶股高 方式号

人工及7，5W进路 YT-25矿块沿走向布等于 326会泽铅 301
电船（分层平巷）圆采 凿岩机置，脉外解上山及矿体原锌矿矿山
及14~28kW 电脉外运输平卷采准
靶（斜上山>

人工及?，5～YT-25岩机进路矿块垂宣走向布2,2~3.(等于矿厚12,5云辐老 262
重为主，薄矿体沿 14kW电矩YT-3o回采[20～厂性利坑 走向布置，腺外采

80rm) __-_-_
YT-25微料积 人工及7，6～逆路脉外采准，设分15云幅马 等于矿那 2,540～SD30
rT-so 14W电靶回采最镜矿平巷拉格锡矿

ZYQ~12无轨YT-25或Y进贴矿块沿走向布等于矿厚 2,150江西 40
自行风动装运机-30凿岩机回外置。脉外采准山铜矿

人工及7，6~手工钢钎及进路矿块洛走向布等于矿军2~2.526～36滇西云│30～46
1sw电能YT-25雪卷机回聚置，脉外采准龙输矿

人工手准车出D8-11风锦进路矿块沿走陶布～s0j等于矿厚苏州配 38
矿采场解黑斗放回采量，脉内外联合采土公司阳

理西矿
人工手推车出【D8-11风镐选路矿块润走向布置约等刊3～3.5苏州壑 36 专

矿，采场直筑斗固采脉外采唯为主，部扩厚之半士公司阳
放矿分脉内外联合采准k20～3o)]东矿

人工矿率7e55惯岩机选路脉外采准2,5广东阳 等于矿厚60 60
回采餐硫铁对

7.3.5 回 聚

7.3，5.1 薯矿
一般采用浅跟落矿，仅在矿石松软时，可用风情或手懦落矿。为避免爆破破坏假顶，

炮眼深度一般不大于1.5～1.8m。浅眼落矿凿岩机台班效率一般为20～40t。

7.3，5.2 矿写烯抛
工作面矿石运撒，应用最广泛的是电粑，常用的电粑绞车为7.5～1dkW，在主要分段

储矿平巷、缓倾斜矿体的出矿天井中，可用 28～30kW 电船。亦可采用小型铲运机成气动

装运机以提高出矿能力。
果下的矿石需分装分运，或矿石粘结性很大时，也可采用小型简易箕斗（0.3～0.6

m2）在矿块出矿天井内转运矿石。

7，3.5，3 支护
分层平恚及进路一般采用木栅子支护，栅子间距0.7～1.5m，必要时采用密集支护。

矿石较稳固时，可用带帽的立柱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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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4 锻顶糯设

假顶种类有金属网木地梁（或无地梁）假顶、钢筋混凝土假顶、整体式软性便顶、木
质假顶、竹笆假顶、自然假顶等。

（1）金属网假顶使用较广泛的系用直径 2 ～ 3
mm的旧钢丝或8～14号性丝编织成网。金属网铺设在
进路的纵向木地梁上，构成假项。进路内同一断面处
一般设2 ～ 3 根地梁，间距0，5～1m。一些矿山的金
属网规格见表2-7-13。也有的矿山用过无地梁金属网
假顶，节约了坑木，但矿石损失贫化较大。

（2）在武山钢矿采用了整体式钢筋 混凝土假 图 2-7-1.2 整体钢筋混凝土假顶示堂图
顶，以进路为单元进行铺设，其构成见表2-7-13。下 一上盘12一圳落区，3--顶区， 4一整体

钢筋瓶凝土假顶。6一混雌土领分层回采时，进路用HZWA型摩擦金属支柱或木棚子
6-回采进略，7-矿体

支护，棚间距0，6～0.8m。整体钢筋混凝土假顶见图

2-7-12。
（3）整体式软性假顶在云锡马拉格锡矿9-5矿体应用，这种假顶第一分层用1.5×

1，5×2.1m的方框支柱拉开造顶空间，而后在方框地梁上铺设假顶，假顶构成见表2-7-13。

随着造顶工作的推进，边铺软顶边放下上面的覆盖物，并保证软顶上部的缓冲安全覆盖物

厚度不小于4m。造一次假顶可使用7～10个分层，与普通金属网假顶方式相比，工作面

工效提高三分之一，坑木节省50??矿块出矿能力提高50～60??软性假顶采矿方法见图

2-7-13。

困 2-7-13 整体式软性假顶采矿方法及假阪铺设困
a一软性餐顶采矿方法图，b一鼠顶铺设圈

1一阶段运输平卷;2-矿石翻井，3-人行材料通风天井;4-回风天井;5-储旷电靶道，s-矿石

小溜子;7一分层平德;8-回采进路;9一1，5×1.5×2.1m规格的造顶方柜;1-软性假顶;11→φ
18cm墨木（用8号铁丝与钢绳绞紧）;12一φ25mm例蝇;13～绳卡

（4）其它假顶如木质假顶是在沿进路设置的木地梁上馆设木垫板两属，效果较好，

但木材消耗量大，现已很少使用。
竹笆假顶受潮后，竹材强度低，效果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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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假顶仅在靠近矿体项部的矿岩《土）有粘结性，崩落吸水后，在地压作用下能粘
结再生成一个整体时才可使用，否则损失贫化很大，安全性差。

部分矿山假顶情况见表2-7-13。

部分矿山最真输况 囊 2-7-15

假 顶 成本序
每吨矿石消耗量矿山名称 假 顶构 成 及 规 格假顶类盘

（元）号

每床约300.34～9.6kg用废钢绳回火解散的钢丝，每3根会译格锌 金属网木地梁1
每吨0，5～0.91mm的钢丝柠成-段，编织成网。每矿矿山J

床长3m，宽1.8m。网目3×3cm，重
34～30kg/床。

0.18～0,2kg用度钢绳回火解散的啊丝编 织成金属网木地环云铜老，2
网，每床长6m，宽1，8~2，2m，网镧矿距利抗
目4×cm，重11～13k/庆

用直径25mm的渡钢绳及直径大于云搭马拉 露木养钢越纠3
18cm，长2-《m的圆木铺设而成，其整体式软性做顶格得矿
上再加一层网目4×cm的金属脚。金

属枫长3m、宽1.8m

每平米约300.1]mt在网格200×200mm，直径为10～州筋混凝土督江西武山4
65年仪材料及工资12mm的铜筋构成的胡筋网（双层或顶银矿
费用为每平米38.69单服）上，浇灌150号混凝土而成，

总厚300mm

竹色由宽3～4cm，长2~3m的竹竹笆、杂木、滇西云龙5
片及长1，2~1.5m的竹片编织而成木地聚假顶锡矿

竹感由小圆竹用g～12号铁继连绪竹笆徽顶苏州聚土
蟾成公司阳西矿

7.3.5.5 放顶及地压管理
（1）进路采完后立即崩落假顶，即"采一、放一";

（2）回采进咯和崩落区之间维护一条已采进路，进路逐条放顶，即"采二、留一、

放一";
（3）回采进路和崩落区之间维护一条已来进路，2～3 条进路一次放顶，即"采

三、留一、放二'或"采四、留一、放三"。
一般情况下，放顶均以进路为单元进行，压力很大时，在进路内边退边放顶。放顶多

用小药包崩断木立柱或棚腿进行，也可用人工拆柱或用回柱绞车放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

下，可以间隔回收部分支柱。
对于首采分层，当围岩在采后不能自行崩落时，应当先用其它方法（如强制屠辖）在

假顶之上造成岩石垫层，其厚度不得小于 4 ～6 m。

7.3.6 矿 块 置 风
由于回采进膦一般都处于独头工作面状态，通风较困难，采场通风采取的措施是;

（1）有条件时，尽量采用脉外采准，设置脉外通风天井及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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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面设置局扇进行通风，最好是抽压结合，
（3）厚大矿体采用脉内外联合采准时，脉内部分可在阶段的中部及下部设置回风平

巷及回风天并，采用下行风流配合局扇进行通风。

7.3.7 矿 山 实 测

7，5.7.1 愈译船怖矿可山厂
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11。矿体不规则，断层、裂隙十分发育，喀斯特溶洞、老硐多，影响开采。
采准布置采用脉外采准，下盘斜上山通过每两个分层设置的一条联络道联通分层平巷，上下分层平

巷间用放矿小井联通，详见图2-7-14，当最上一分层回采完毕后，间隔一个分层、新进再下一分层的分
层平巷，从该分层平巷向上开掘3～4个小瓶子通至上-分层，然后将小溜子之间用平卷贯通形成上一分

层的分层平卷。

rp-12

上tI
Ⅱ-

图 2-7-14会泽矿山厂分层崩幕法
1-上阶段沿脉运输平趣，2-下阶段沿脉运输平售，3一上阶段穿脉;（-下阶段穿 脉;6—电把霸
值;6-脉外人行材料通风靶矿双格上山，7--联络道;B-放矿小井，9一分展平指，10-回采进路;

1L一铺顶进路，12—已放顶进路，13一小窗子

回采进路季直于分层平卷布置，木棚子支护，浅眼落矿，用人工及电船子出矿。进路回采宪毕后铭

设木地梁金属网假顶，由于倾角缓，每个分层都需要铺顶。键顶完毕后，在进路内由里向外后返回收护

顶屋矿石，再用炸药破柱放顶，"采三、放二、商一"或"采二、放一、留一"。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

2-7-14。
7，3，7.2 我山摘矿业矿骼
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11。采用隙外采准，见图2-7-15，矿块构成要素见表2-7-12。

采用渔艰藩誉，ZYQ-12装运机出矿，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根顶。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14。

7，.7，3 苏州阳东瓷土矿白缘龄矿股
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11。高岭土矿石粉软易碎极不稳固，允许暴露面积约4～7m2，粘结性强，遇

水影胀、崩解，发生底皴，采场压力很大。采空区残矿压实后能形成再生假顶。开采后地表山坡出现塌

陷和裂缝，大气降水渗入采场，构成冲菜威胁，恶化了采矿条件。
采准布置采用脉外采险，详见图2-7-16。天并视矿块具体情况有直天井释务天井，用预制混凝土井

栀支护。采场要素见表2-7-12。矿块面积为90~1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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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15 武山铜矿分层崩落法
1一阶段运输平巷，2一部矿井，3一提升并，4一分层平卷;

5一回风卷，6一回采进路;7一分展联络 道

Ⅱ-ⅡIT-I

1

. 图 2-7-16 阳东瓷土矿分层崩蒂法

1-阶段运输平巷;2-装车平簪，8-藏斗按半碉监，4-采场天井，5一分层联逋;6-分股平鲁，7一
回采进路;8一再生假顶

回采以进路为单元分条带进行，条带宽3，4～3，8m，进路宽1，8～2m，在进路顶部及靠采空区一侧

留有1～1.5m的护顶及护壁矿柱，以预防冲浆并便于翻栅。进路向前握采到边界后再后退回收侧部矿柱，

而后糖设竹管阻顶，撤柱放顶（每次放2～3架棚子，进路之间不得保留卷顶距）。上郁未完全回收的残矿

在地区作用下，经过一段时间压实后可形成再生假顶，减少了竹笆的铺设量。

工作面用风械善矿，梯形木棚子支护，矿石用人工手推胶轮车运搬，卸入矿石箕斗内下放到阶段平

继装入矿车。斜天井用0.32m2箕斗，直天井用0.6m'箕斗，算斗用慢动绞车或电粑较车提放。

由于矿石松软，地压大，分层平也及进障易下沉，穆道操修量大，维修时间约占回采作业时间的

1/3左右。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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骜分分恶期磨法矿山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我 2-7-14.

│云懈马拉格锡矿 苏州整苏州差会泽钢锌 广东阳春云幅老厂镉 .序
目项 武山铜矿 土公司 土公司整体式普遇金属矿胜利筑矿砂ur 疏铁矿号 阳西矿阳东矿软性假预两按顶

粉矿每年矿块生产能力 46设计80-100，45～50 5450～601。
(t/d) 1265 1~1.6万t1485实际54

块矿每年《最高104）
0.8～1万t

工作面工斑效率 3.663.97 3.843,354,5~5 3~4,62,69～2,98 4～4,52,
<1)

设计21.2 采准4~创采准2～3梁切比（m/kt） 17,1825～30 30-3510,5
（生深进尺多）生探进尺多

7,7矿石贫化率（?? 3～5~ 10 I3,93
10～1914,14

回收 福在总 16～20矿右损失率（?? 1.7 2.34582～3～5~10)11.6～22.88
率75～B0收率25

每吨矿石材料消耗
p,244~0.3640.3 0.2240.350.17-0.27炸药（g） 0.23～0,32
0.48~0,930.1164火雷管（个） 0.4~0,70,3～0.42

0.1726导患管（根）
0.95～1.570.10310.318导火线（m） 1.5 1.00,67～0.87
0.0147～0.00750.024 9（全用金0，00I0,0120.02～D,023坑木（m*> 0.011～0.021
0,0214属支柱时0.005）
0.01140.b77-1.002～0,0248纤钢（kg） p,01~0.025eD,006

0,0220,02
0.01670.0138个0.181～D,2在，0001合金片（）

7.4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7，4.1 适用条件及优缺点

7.4，1.1 适用条件
除崩落法一般适用条件外
（1）急倾斜厚矿体，或缓倾斜极厚矿体;

（2）矿石稳固或中等稳固，以掘进井巷不需要支护、炮孔不变形为好;
（3）上盘岩石不稳固或中等稳周，最好能自然崩落形成大块，如果矿体上部已用露

天开采，或其它采矿方法开采后，形成了覆盖层，则围岩稳固性不限，下盘岩石稳固。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矿山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15。
7.4.1.2 优点
（1）采矿方法结构简单，灵活性较大，不需留矿柱，
（2）与有底柱分段射落法比采切比小;
（?）回采工艺简单，便于使用高效的自行凿岩，装运设备，实现采漏综合机械化;

（ 4）在巷道中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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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分无底柱分胶崩落速矿山开恶教术条件

年_

朱质 存 伸配

鹿 盘 岩 石

矿山 名 称

倾，、角

顶 盘 岩 石

度

矿 石趣 定性

号

辉长岩f=9~1 确因
解长岩/=9~2 操固

/=6-13 稳图
80～90

10～560

大庙铁矿

泵凝增/-6~8 确因
闪长岩/=10~14 强固
F-8~10 验固
30-50

0～6o

干枚岩/-《~10 施固
干枚岩/-8~10 薄面
/-12~! 卷因
的0-90

15~150

绩铁山铁矿
3

闪长粉岩7=6~3稳
安山岩/-4~6中等验固

f=9～16 稳固

20~200

20～30

典山铁容

大理誉f=8～10 稳因
闪长岩f=12~4 验固
/314~16 强固
10-60

20-60

大洽铁矿尖林山
5

花岗闪长岩/-10 器圆
白云岩/-10~12 翟圈
/-8~10 中等验固
45～80

2～80

 角闪岩子-10 中等验固
角闪岩了8~1中等稳因
f-10~11 中容撇固
79~00

5~35

号长岭铁矿

云母角闪片料于·13.论
片牌岩/"d~14 确固
F =10～14 卷困
80-88

2~30

板石沟铁矿

闪长岩、大理岩厂-?0-1叠网 花岗砂卡岩/-10~s稳固
缺家/4~5 不菌阔
48

23～5

程潮铁矿

角页卷、矽卡当广=3~6不疆圆 砂卡岩，大趣岩/-8~12a固
粉矿/ -4～ 5 木墙隆

6~75

金山店铁矿

灰兽、大烟岩厂-6~14不雏固她宪内k资力-3~4极不险因
10~30

/ =7~15 不稳固

玉石准铁
.1

大理岩f-6~ 不稳出花浏ik岩/-8~8
/-6～B 不稳图
50～80

25-30

本山钾矿

验鼠

石灰质页岩、泥灰岩不稳固
/=12~16 染固
70

20～110

大厂矿务需?!须矿
13

岩/-4-4不稳国窝头曾/-
J=1~8 不稳固
20-39

i50～200

向山城铁矿
Is

当/-8~15 绿固

砂游力-~Is 趋圆
-0-15 稳图
30~5

30~150

云台山能铁矿 端 典

正长班岩

石奏为班岩 稳固
验固

50~～860

 

Kiruna铁矿
10

长英卖粒岩 中等稳固
 毒因F=10

$-150

Malmberget铁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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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劳动生产率较高，矿块生产能力大;
（6）在允许贫化率较大的情况下，可获得较好的回收率。
7.4.1.3 缺点，

（1）在覆岩下放矿，损失率贫化率较高，要求放矿管理严格;
（2）在独头巷道内作业，通风条件较差需设计专门管道通风，
（3）大中型设备维护工作量大，一般矿山自行解决备品备件有一定困难。

7，4，2 主要方器和将息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标准方案按矿块装运设备不同，可分为无轨运输方案和有轨运输
方案。无轨运输方案采用的出矿设备是自行的柴油铲运机、电动铲运机或气动装运机，有
轨运输方案采用的出矿设备是装岩机配人推翻斗矿车或电动自行矿车。

有轨运输方案主要优点是设备小。投资少，维修简单。但矿块生产能力和工效较低。
国内外大多数矿山都是采用无轨运输。国内一些化工矿山采用有秧运辖，也获得了好的经

济效果。
由于装运设备大小、类型不一，其合理运距各异。当采用装运机或有轨运输时，最大

运距应在50～60m以内，采用集油铲运机时，最大运距取决于设备的经济合理运距，一般
在200m以内。根据最大运距和矿体厚度，即可确定矿块的平面尺寸和溜井布置。

采用装运机和有轨运输的矿山，一般采用电梯井提升人员、材料，用设备并提升大的

采掘设备。电梯选用1.5～3，0t的客货两用电梯，大型设备采用5～8的慢速彼车提升。

采用铲运机的矿山，因设备外形尺寸和重量均大，为便于运送人员材料起见，需设采

区斜坡道。一般沿走向400～500m设置一 个。

大庙铁矿的人员和设备提升共用一个天井，安装两种设备∶一为客货电梯，供运送人

员，材料及小型设备之用，二为慢速绞车，供运送大型设备之用。但这两种提升设备不能
同时运行，用慢速绞车提升设备时，将电梯轿箱暂时拆除。

7，4。3 矿换布置和构成要素

7.4.3.1 矿软布置

矿块布置根据矿体厚度和出矿设备有效运距确定。一般情况下，矿体厚度小于20～40

m时，矿块沿走向布置;矿体厚度大于20～40m时，矿块垂宣走向布置。

矿块划分一般以完成回采出矿全过程的配套设备所能承担的进路条数为准。

7.4.3，2 构成要素
分段高度和进路间距是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主要结构参数。为了减少采准工作量和降

低矿石成本。在凿岩能力允许，不降低回采率的条件下，可加大分段高度和进略闻距。

目前，我国矿山采用的分段高度一般为10～12m，进路间距略小于分段高度。一般为

8～10m。
矿块构成要素可参照表2-7-16选取。

7.4.4 采 准切 翻

阶段运输沿脉平巷、天井、溜井、斜坡道或电梯井设备井，一般布置在下盘岩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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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底柱分段斯落法矿块构成要素（m） 囊 2-7-18
h-----_-

装运机戒有轨运输 运 机 i
项 目 名 称

垂直走向布罩 玲直走向布置治走间布置沿走向布置

50-)20 60～12060-12080~120阶段高度
10～15 10～157~127-12分段高度
100～152 J0～12040～6D80～3D矿块长度

矿体水平厚度小于100矿体水平厚座小于50矿块宽度

10~1210~126～10回采选路间距 6~10

阶段运输平巷应布置在其下阶段矿体回采带动界线以外。当下盘岩石不稳固而上盘岩石穗

固时，也可将上述井卷布置在上盘岩石中。

每个矿块原则上设一处漓井。溜井个数根据矿石产品种类而定，单一矿石产品时，设
一个灌井;多种产品时，相应地增加滴井个数。当采用铲运机出矿时，可根据铲运机和自

行运输设备的合理运距确定矿石溜井的间距。当矿块的废石量多时，每个阶段尚需设若干

个废石溜井。
如果，回采顺疗是从矿体中间拉切割榈向上、下盘两个方向推进时，应分别在上、下

盘岩石中布置溜井。
设计中，尽可能避免在矿体中布置溜井及其它井巷工程，以减少矿石损失和降段封井

工程量。
当采用装运机出矿而矿体厚度大于50～70m，或采用铲运机出矿而矿体厚度 大于150～

200m时，需在矿体内布置滴井。矿体内的溜井降段时封井见图2-7-17。

式cilko下工;

]-i

图 2-7-17 封闭蔺井示意图
a-在上分段封闭溜井;b-在下分景封闭福并

1-滴井;2-分段采矿进路，s-横圆木;4-长圆木∶5-要激若石，6--分段欲给悲道，7-假状

8-圆木

画采进路布量分垂直走向和沿走向两种，具体布置根据矿体厚度、倾角、出矿设备和

合理运距、地压管理、通风及安全因素等确定。

上下相邻的分段，回采进路应呈菱形布置。
对于厚度大的矿体，回采进路垂直走向布置，进路之间的联络巷〈沿脉分段平巷）一

般应布置在底盘岩石中，以减少矿石损失，改善通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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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采进路的规格和形状对矿石回采率和贫化率有较大影响，要根据采掘设备尺寸和工
艺要求来确定。在保证进路顶板和眉线稳固的条件下，进路宽度尽可能大些，进略高度应
与凿岩设备，装运设备和通风风管规格相适应，尽可能低些，进路的顶板以平直为宜。

同采递路的规格可参考表2-7-17选取。

遇 采 进 路 规 格 豪 2-7-17

进 路 宽×高（T）运 设 备

装运机、小型铲运机 置-4×3~3.2

4-4.5×3,2～~3,5中型护运机
2,5～3×2,5～3有轨运输

为了形成切割槽，可在回采进路的顶端，

需开凿切割平卷和切割天井。大庙铁矿采用无

切割井的深孔拉槽法，取得了好的经济效果，
可推广应用，这种切割方法如图2-7-18所示。

分段平巷应有2～3??坡度，以便排除凿

岩用的废水，为了延长轮胎寿命，平巷的路面

应平整、干净。

7，4.5 画 采

回采进路垂直走向布置时，回采一般是由

上盘往下盘方向推进;当矿体很厚，且在矿体 切B～10
中间布置切割槽时，回采向上、下盘两个方向

图 2-7-18 无切割井深孔拉精
同时推进。
在一个矿块内一般有1～2个分段做采准，一个分段进行凿岩，1～2个分段进行崩矿。

当矿体厚度大于50m时，为了满足产量要求，可考虑两个分段同时出矿。上分段超前下分

段的距离一般应大于20m，如果上下分段共用一个滴并放矿，下分段应采用安全措施。

为了减少贫化，在同一分段中各进路的回采尽可能保持在一条直线上。

我国矿山，采用CTC-700型单机采矿台车凿上向中深孔。炮孔为廓形布置，孔径为

52～60mm。台年效率一般为2～3万m，每米崩矿量5～6t。潮形炮孔的排距，一般为1.5～

1，8m，炮孔的能倾角一般为80°～9*，边孔角为45°～60°。如凿岩机能力允许，应加大

边孔倾角到70°。
当矿石破碎或软弱时，凿上间的中深孔有困难，可采用潜孔钻机打大孔，孔径为80～

110mm。
心孔采用装药机进行装药，有条件的大中型矿山还可采用装药车，一般每次爆破1～2

排扇形孔。
出矿设备。目前国内采用ZYQ-1型气动装运机较普遍，台年效率为4~7万t。这种设

备耗能大，运距短，效率低，应逐步用电动或柴油铲运机代替。目前，矿山采 用的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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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多数为2m2的铲斗，柴油驱动。台年效率9～15万t。国内已引进铲斗为3.8m2的柴油铲
运机和电动铲运机。

向山硫铁矿采用华-1型装岩机和向-!型电动自行矿牢（矿山自制，0.92ml），台年效
率达到2～4万t。见图2-3-26。

每台装运机或小型铲运机占用进路4～6条，而中型铲运机还应适当增加，否则，影响

设备效率，通风困难，作业条件差。
瑞典Mazmbergd铁矿为了提高传统的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效益，通过加大孔径 和分

段高度，使采准掘进每米所获得的矿量成倍增加，自1984年生产以来已取得良好效果。为了

保证凿岩的精确性，研制了新型高度机械化潜孔凿岩台车，高效装药机并辅以微机、激光
仪进行检侧巷道掘进和炮孔布置，使无底柱分段崩落法进入了一个新水平。大孔新工艺与
传统方法比较参见表2-7-18。

套 2-7-18MA】mbergef铁矿无成柱分段属酱畜工艺和传统法比获

德 统 方 法新 工 艺目项

1820分段高度（m）
1522.5进路简電（m）

5.5×3，目查，0x4.6进路尺寸（m）
6710孔 径（mm）

2.5最小抵抗线《m》
10002000采准获矿量《1/m）
10每m炮孔物矿量（t）
19005000每渗形孔身矿量（）
0,20.3炸药消耗量（kg/t》
d4D1500每排炮装药最（kg）
50026参台日需岩效率（m）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矿山实际构成要素和爆破参数见表2-7-19。

7，4.6 覆盖屡及地伍管理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是在覆盖岩（矿）石下进行放矿，因此初期形成覆盖层是无底柱分

段崩落法采矿的必要条件。
 覆盖岩石的块度应大于崩落矿石的块度，以防止泥砂岩块混入，造成过早的贫化。

覆盖层的厚度应大于分段高度，一般为15～20m。

7.4.6，1 覆盖感形成
覆盖岩层的形成主要是根据矿体赋存条件、距地表深浅、地面和井下现状、废石来源

等情况确定。选择形成方式方法时，首先是自然冒落，其次再考虑强制崩落。

1.自然冒落法
顶盘围岩不稳固时，采用自然冒落形成覆盖层。有自然冒落条件的矿山应尽量采用这

种方法，并辅之少量爆破处理。

2，人工回填废石
露天转入井下开采，上部矿体面积又大，且废石来源充足、运距短，可以采用废石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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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18

无廉柱分段期落法矿山实际构威基素和爆参象 进略断面

矿块尺寸

涵破少距 增独倾角

分段高度 进路间距

阶救高度温井间距 4

附 性

宽x离

长×宽

矿山名称

<e

(m)
m>

(m》

(m)

号

《m) 酌0×20～50
I0～13
10

83~73

. 大庙铁矿

4 ×3
19

80×40～部

符山铁矿《号矿体
50

so
80~9
1,6

·×3

《号矿体

90

3，5×目.5

10~12
1o

40×B0
40
60～120

镜铁山设矿

1.8

4×3,2

10~13
60×5o

检山铁矿

用虚孔转机孔径M~0m

50×30～50
50
60~70

大冶铁矿尖林山车间

50~8

3×2,

总0～s0

1.5～8,0

10

10-1

30～5

治山装矿

5b

3.0

10-1

5-60

4x3,2
10

aoxBo
30～5al
60

弓长购铁矿

1.5~3.0

s0×3-即
s0
60

板石沟铁矿

ao

3.8×2，目
2.0~2.5

8 -13
60x40

程渐铁矿

50×50

2,8x,.8

8~1
19

金山店铁矿

部分用带孔钻机
45～50

1,6

2,s×2.7

50

玉石泼铁矿

3.D×3,2

用誉孔钻积
60

3,6×3.1
2,2-2.4

3～10
7～10

50×2

丰山铜矿
12

,2×3,0
10

12～13
BO×50

90

大厂矿务局钢抗矿

4×3.21,~2,6×8～,6
76～80

2,5-2.8

7-8

28-43

向山硫铁矿
i6

用着孔钻机

90

2,5×2.5
L.5

6～10

50×4
r~14j

z4

云台山藏铁矿

3.0×3.0

暗 典

go

b×3,F
1.0~1.3

200×
22

21

235s 2o0

Kiruna铁矿

150

Mimbergct铁矿

1.5

5×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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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层。同时也可级和排石场占地问题。
3。强制崩落法
顶盘围岩不能自然冒藩的矿山，应采用强制崩落形成覆盖层，使回采工作及早正常化。
（1）露天转入井下开采，又无废石回填时，采用大爆破崩落两盘边坡围岩形成覆盖

层。这种方法费时少，投资省，安全可靠。
（2）矿体上部先采用其它方法开采，下部采用崩落法，可崩落上部矿柱及围岩形成

覆盖层。
（3）盲矿体直接采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围岩又较稳固时，一般均采用深孔中深孔

强制胸落形成覆盖层。按崩落顶板围岩与回采工作的关系分为下面三种。先落顶后回采;

边回采边落顶;回采后集中落顶。三种方法见图2-7-19。

bFasCR898-x

图 2-7-19 落顶方案图
4一先幕顶后回采，b一边回采边露顶，e-一集中常顶预1

1-岩石进路老道，2一矿岩界线;3-回采进路;4-暮所平巷，5-中深刑）B-墓顶裸孔;7一福井，

8~联焓巷，3一菌岩峒案;10一-岩天井

4。暂留矿石为覆盖层
采用强制扇落法形成覆盖层，有时工程量很大，时间长，投资多，矿石贫 化大。因

此，对于急倾斜矿体可以预留崩落的矿石作为覆盖层的过渡手段。待顶板囤岩崩落后或开

采结束时，再放出覆盖矿石层。
设计要列出形成覆盖层的基建工程量和投资。矿山生产后，倾斜，缓倾斜矿体的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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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不能随着开采分段下降而下移时，还要进行补充放顶，补充放顶设计仅列劳动定员和
设备。

国内矿山形成覆盖层的实例见表2-7-20。

矿山 成程盖层的实例 囊 2-7-20

覆鼓层工视量暖盖层厚序
覆盖层形成方法矿体赋存和开采情况矿山名称

《万m'）（四）号

20,72以娟宣群天爆破为主露天转坑采 I4～15冶山铁矿1
人工废石回填 B4解天转坑采或官矿体金山店铁矿
先落顶后采矿 I7,520

5,3边回采边糖顶官矿体，距地表20～40m程潮铁矿3
先落顶后采矿 15～20
边回采边落顶 17,1盲矿体，距地表>100m 20梅海山铁矿4
集中落顶

3D边回采边喜顶 15～20距地表否～10m牢山衡矿5
19,525富矿体，距地表120m以上 先落顶后来矿大冶铁矿尖林山

符山铁矿7
自然冒落d*矿体

19,813井下藻孔爆破6°矿体
150自然冒落官矿体，距地表15n大厂矿务局8

铜院A
30～50自然冒常盲矿体，贬地表师-5m向山能铁矿9
60崩落矿柱地表有霉头，上部采用分段大庙铵矿10

围岩自按崇落法开采
山坡上留三角矿桂地表有露头，山波50镧铁山铁矿E1

15-20自然助落露天进行大器酸

7，4，8.2 理盖感我测
为了掌握顶板围岩胃落条件和规律，冒落高度，覆盖层厚度，空区情况等，可在地表

钻孔对顶盘围岩进行观测。特别是官矿体顶盘未崩落到地表之前，应加强这项工作。

当顶盘岩石塌落快到地表时，应在地表划定危险区，防止人员进入，地面设立观测

线，测量地面下沉量和陷落范围。
矿体上部有黄土层或风化细砂的矿山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患措施。若黄土层厚度小于

10～15m。可将它全部剥离，厚度大时，则采用平整，隔挡和排水等措 施。

7.4.7 矿 块 遣 风

无底柱分段制落法是在独头巷道中出矿，通风困难。

每个矿块或分段，应设有专用的入风天井和回风天井，安装辅助扇风机，使沿脉分段

平巷形成较强的贯通风流。
在回采进路中，安装局赢和风筒。采用压入式通风。以稀释独头巷道中的粉尘和有害

气体。
采场局部通风系统见图2-7-20。

目前瑞典Mambergeit铁矿，在应用多扇风机的情况下，配备软塑料管道进行采场通风

使用效果较好。在生产中配专人用机械化解决装卸塑料管道，并用塑料气阈控制回采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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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0 采新局部通风系统
1-回采巷邕，2—风筒;3-局扇;4一进风井」5—国风井，β一辅扁，7-斜坡道，B-溜井组

的风量。

7.4.8矿 山实 例

7，4，8。1 稳山纸矿
海山铁矿矿体呈念裤状产出，中间率而言，边部薄面贫，其长1370m，宽824m，平均厚134m，以

CK，孔为中心向四周辗倾。矿体顶盘为安山岩，中等稳固，底盘为闪长玢岩，稳固。
一期设计规模250万t/a，采用竖井开拓，运输阶段高度120m，辅助阶段高度60m。应用的无底 柱分

段崩幕法见图2-7-21。
为提高采矿强度，增加工作面教，从-100m分段开始将矿体沿老间划分为东西两大独立采区，在采

区内划分为矿块，作为回采单元。回采巷道垂直走向布置，每个矿缺有6条采矿移道和一个渭井。在采
区各联络道两侧分别开谢入风天井和回风并，并在阶段运输巷道上一分段开凿入总窑通至各入风天 井，
以免运输水平装矿产生的粉尘污染工作面。为解决采掘设备运送，实现辅助工作机械化，在北区-200～
-100m分层之间，开凿一条采区斜波道，其直线坡度15??弯道坡度0～2??断面4.5×5和3，5×3.3m

（宽×高）设计的曲线半径为10m。
分段高度L2m，回采巷道间距10m，其断面4×3.2m2，采用CZZ-700型禽岩台车配YGZ-00型凿岩

机打上向中澳孔，边孔惯角50°，每撑孔11～12个，总长120～130m，每米崩矿量5.4～~6.0，1985年每

台效率288～2，86万m/，采用硝铵和镜松鹰混合张药，导蜷累和毫秒导爆管双饱源起烯，爆破步距为
1.6m，用2m'运机和ZYQ-14型装运机出矿，目前两种没备出矿量各占一半，1985年装运机效率7.6～
8.0万t/a，zm*运机效率11.8~13，3万t/a，矿石块度限制在650mm以内，超过尺寸的块度，进行二次

泽液。
在矿体顶都开采1～2分层数条回采巷道后，手-80m分段走向两侧开雪岩天并和阐室，用YQ-100型

钻机打水平扇形深孔进行了边回采边糖顶和集中器顶的两种方案，爆破约17万m'岩量，其后覆岩避渐冒

落到地表为回采创造有利条件。
从入风井进风经-200m石门，-186m入风平卷，采区天井进入采杨，污风由分段回采 卷 道，脉外

回风井进入阶段国风平急，石门，从出风井排出。根据通风要求，在适当地点设局期和轴扇进行多机

通风。
7，4.8.2 符山额矿4号矿体

4号矿体为砂卡若型矿床，矿体长约1000m，厚度一般为30～50m，倾角40°～60°，矿体顶盘为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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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图 2-7-21 梅山铁矿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1-—沿脉运输售通，2-运愉惯菌，3-电梯井;4-设备井，5-矿石薯并，6-入风天井，;7-废石鄯

并，8一采矿悲道;9—歌络道，10一回风天共，11一切割槽，12-进风卷道，13一回风巷道

长岩及矽卡岩，底盘为灰岩及大理岩。矿石和岩石均稳固。

阶段高度50m，分段高度10m，矿块采用垂直走向布置，采矿卷道断面4×3m，其间距∶在830m以

上为10m，其下为8m。澜并间距为50m，设备并间距为150m。无论上部矿体向老慎斜，还是深都矿体向
南倾斜，各分段均从南向北推进，沿脉分段联络巷在矿体外8～10m。见图3-7-22。为解决设备运送等需

要，增设采区斜坡道。
采用CZZ-700型费誉台车，在采矿巷内打扇型中深孔，边部孔频角45°，崩矿步距为2.5m，最小抵

抗缴1，5m，付排为1，0m，每台凿岩机效率2.0～2.5万m/z。采用多孔粒状恢油炸商，导爆索和毫秒导

燥管双能源起爆，最小抵抗 线1.5～1，8m，爆被步距1，6m，由过去使用ZYQ-14型装运机已全部采用2m2

铲运机出矿，每台铲运机效率11，5～13.8万t/2。
7，4，8.3 向山硫铁矿
采矿方法见图2-7-23。
7.4.8，4 Kirana嵌矿
瑞奥Kirw???矿是果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最早的矿山。矿体呈板状，平 均矿体厚度90m，倾 角

50"～60°。
矿石主要为含磷磁铁矿，含铁品位为60～65??按矿石含磷高低，分四种品级进行开采。上身 为石

英角斑岩，下盘为正长斑岩，矿石和圈岩都很稳固。上部用露天开采，已形成覆盖层。

该矿设计规模为3000万t/4实际达到的最高产量为2450万t/a（1974年），由于产 晶滞 销产量下降，

185年产量为1600万t。采用大型无轨采揽设备，获得了很好的技术经济指标。如采矿采用Simbz4 323型

凿岩台车（三机），台班效率一般为30m，台年期矿量超过100万t，出矿采用ST-8型，Toro 50型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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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2 符山铁矿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脉外运输巷）2一运输联络巷，3一脉内运输移;4一采矿辖道;5一分段沿脉卷;6-分段联络鲁

7一溜矿井，8一设备通风并

宣～

孤一苯
文I50-200-

=盐二;

名==

].-

图 2-7-23 向山硫铁矿有轨运输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1一阶段运输平巷，2-斜坡道;3-进风平卷;4-进风天并;5-回风平巷;6-矿井，7-分段联

络巷;3一回采进路;9一切削分间，10—炮孔，11一穿脉运输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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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运机，台班效率1200～1500t，台年50～60万t。并下工人劳动生产率达到工斑90t，人年20000t。
矿石回采率为85~90??废石混入率为20～25??
采矿年下降速度;在6年代，一般为5～8m，70年代，增加到12～16m，当产量达到3000万1时，年

下降速度将达到20m。
矿体的水平面积为34万面2左右。当年产量为2000万t，3000万t时，开采强度分别为60和90t/m2'-a。

按已达到的最高产量2450万t矿石计算，开采强度为72t/m2，a。

7，4.8 技 术 笼 济 播 标

矿山实际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21。

矿 山实 际 救 术 经 济 指 称 柴2-7-21
大庙铁矿 程期铁矿铁山铁矿符山铵矿 梅山铁矿目项序号 1884/8183/1978 1851884/198 1884/iB79

千吨掘进比<m/k） 6.918/s,678.9/5,3 7,553.2?/3,30 6.46/6.961
配。13/78，388369/93,88 86.98/0,0!61,6/80。矿石回聚率（?? 99.4售2

矿石贫化率（?? 10.8/19,7813,85/0.9317,9/18,125,08/26.00 32,50
中深孔图岩台班效率（m） 48,0/49,a 42,3/35.734-8 18,9/22,8

2.88/1,92,88/.25台年效率（×10'm） 1,98/2.22,05/2.1B
140/13782,D/68.装运（岩）机台班效率（t） 119118.1/167,75
7.B/5.5Y,1/8,35,18/,58台年效率（×10*）
816/铲运机台班效率《0）
13.8/3,DI/13。83台年效率（t）

13,8/14.4 20,518,4/18.726,B/32,0 10.3/6.2采矿工效（t）
a。48/0.3炸药消彪《kg/）8

0.52/0。49 9.450.40/0,38采矿（k/1）
2,4/3.ts/4.掘进（kg/）

21,87/ 16.9812,2/10.03.88/a,6矿石成本（元/t） a.8/7.19

板石沟铁矿向山硫铁矿云台山柬铁矿 玉石油铁矿金山店铁矿大治铁贮
林山采区序号 184/Is明D184/8301984/t9mo 1984/88019851885/1992

8.545/7.??4 7.7t/a,26.77S/17088.05Y,8/11.31
38,25/5。4360,45/74,12 78.8/7,492,4/91.9.52,872.思/82.8
17,81/20,228，25/30.和10,58/9.8012.50/9.8718.8326,29/83
39,/21.838.9/28.320.80/2z,S?3.08/4,75

1.47/.491.67/1.80
/5771.7/89,477,2/70.237.2/47,9675

1.82/2,54
82183/

8.8/7.51..5/15,36.4/3.320.417.1/19

0.49/0770.A4/,210,42/0.48
0,92/0.361,38/1.383.10/s,55
2t,87/ta,32z12.28/10.36·27,2420,33/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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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高端壁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7.5.1 固阳条件及优缺点

7.5，1，1 道周条件
高端壁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适用条件同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我国采用高端壁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矿山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22。

表 2-7-22育籍壁无牌柱分段删赂法矿山开果搜术条件

矿体倾急矿体厚度 虑 敬矿 石顶 板矿u序号

花岗岩，中等以阳起石蛇疫石藏白云质灰岩，中寿王坟得矿a号矿
80～80如0-56t 上稳图等以上漏固 铁矿，f2a～18体下一阶段

花岗岩，中等以阳起石蛇纹石藏白云质灰岩，中寿王坟铜矿2号矿 80～9030～50 上稳固等以上猪固 铁矿，fe=3-16体下二阶股

角岩，致密，性石英砂岩，坚硬， 贫磁铁矿为主，湿清快矿东矿大采
节理发育，易尊 跪，稳固坚硬稳固，f-1255～7580场
f=12

7，5.1.2 优点（与无底柱分段崩整法比较）

（1）采切工程量降低约30～40??出矿集中，有利于实现集中作业和管理，充分发

挥自行设备能力，开采强度显著提高，作业安全，进一步提高了综合经济效益;

（2）有利于矿石回收和提高采出矿石品位，改善损失贫化指标，

（3）可以采用燥堆通风，工作面通风条件得到改善，作业条件较好，

（4）采用多排微差爆破等技术，改善了爆破质量;

（5）崩矿步距大，爆破次数少，每次待出矿量多，减少了设备停机和辅助作业时
间，为提高采矿强度和使用大型无轨自行设备创造了良好条件。

7.5.1.3 缺点 （与无虑柱分救潮密法比较）
（1）同时作业分段数增加，分段高度大，生产灵活性降低∶
（ 2）采准切翻时间增长;

（3）对切割和凿岩爆破质量要求较严格，若出现悬顶、隔墙时处理较困难。

7.5.2 方 秦 特 点

高端壁无底柱分段崩落法是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变形方案，它是在典型方案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分段凿岩，上下分段同排炮孔一次爆破，阶段放矿，端部出矿，放矿

高度大。上部各分段可作为凿岩爆破和进回风用，下部一个分段除作为 凿岩 爆 破和进风

外，兼作出矿水平。如果，爆破后矿岩透气性好，上下分段的进路可以构成燥 堆通风系

统，则在进路中为贯穿风流通风。采矿方法见图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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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4 高端壁无底柱分段蔚落法示意图
1-出矿进风进路，2一幽岩回风进路;3一圜料进略，4一脊部矿柱，5-炮孔

7.5，3 矿块布置和构成要素

7.5.3.1 矿块布置

矿体厚度小于20～40m时，矿块沿走向布置。矿体厚度大于20～40m时，矿块一般垂
直走向布置。

7.5，3.2 构成要素
（1）阶段高度一般为 40～80m，矿体厚

度大倾角陡时取大值。
（2）擢井间距一般为50～150m，主要

是根据出矿设备有效运距、设备效率和每台设
15 ;-基善备占用的进路数确定。采用 2m2铲运机出矿，

溜井间距与设备效率关系见图2-7-25。
090 20 150 200废石灌井一般是由提前掘进的矿 石 溜 井

溜并问距1m）
代用。

料坡道或电梯井、设备井、人 图 2-7-25 渭井间距与铲运权
矿块 1一矿厚40m，2-矿服60m; 3-矿厚80m;行井、风井的间距相差较大，一般是几个矿块

4一矿厚100m，5一矿厚120m
统一考虑布置。

（4）分段高度采用深孔钻机时，为12～20m，采用中深孔凿岩 机时，为10～12m。

（5）端壁高度等于分段高度的总和，设计分段数取2～4个，端壁 高度 一般为40～

80m。
端壁愈高，放矿高度愈大，单位体积矿石与废石的接触面积也意小，有利于减少矿石

贫化。放矿高度愈大，崩矿步距也愈大，由于放矿口矿石流动带的厚度基本不变，正面脊

部残留矿石损失也随之增加。因此，端壁高度过大过小均不利。一般是铲运机铲取深度大

而取大值，装运机铲取深度小而取小值，

 有条件时，可以采用放矿模拟方法选择结构参数。根据矿体条件，初选几组 结构参

数，通过电算模拟放矿方法，得出各组参数损失贫化过程及预测矿石损失贫化数值。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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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岩、出矿等设备要求的断面尺寸进行校核，最后选定结构参数，或者调整生产矿山的有
关参数。高端壁无底柱分段崩落法构成要素可参考表2-7-23选取。

都分矿山高端盖无意柱分段崩落法构咸要素 栽 2-7-23

湿淆铁矿东矿寿王坟铜矿2号寿王坟铜矿2.码要 素 名 称序号 大 采"锡矿体下一阶段 矿体下二阶段

50×50成矿厚100×20~50155×30～60矿块尺寸长×宽（m）1
5045～ 6060阶段高度〈m）2

10～1212~1310～20分段高度（m〉3
433分段数（个）
503840壁高度〈m）6
6S4647放矿高度（m）6

设备井10～30q假坡道100斜坡题1565斜坡道或没备井间距《m）
50，大于60加一排60～620-38液矿井间距（x）8

~100~306120155通风井间庵（m）9
1D10～1412,B出矿进谐阀距（m）10
3032-2412~20凿岩进路间距<o）11

7.5.4 梁 准 切 制

（1）运输平巷因矿块生产能力大，一般均布置双巷，使阶段水平构成环形运输系

统，底盘运输平巷布置在下阶段错动范围之外8～10m，又利于通风。

（2）溜井一般布置在底盘脉外，避开进风道和交叉口，防止污染新风和影响运输。

设计中一般采用垂直溜井。
（3）辅助斜坡道与各分段水平相通，其坡度按设备自行坡度设计，铲运机运输时坡

度为10～20??
（4）一般采用辅助斜坡道进风，兼作设备、入行通道。专用国风井巷回风，

（5）分段联络道一般布置在底盘脉外，出矿分段联络道距矿体底盘大于8～i0m，

凿岩分段联络道距矿体雇盘大于5m。
（6）进路一般采用垂直走向布置。出矿进路间距为8～14m。衡岩进 路间距，采用

深孔锆机时，取12～20m;采用中深孔凿岩机时，取8～14m，节理发育、粉矿多者取

小值。
（7）切割井一般是二条进路或一个矿块布置一个。切割巷道沿矿岩界线布置。切割

槽宽度要保证第一个崩矿步距补偿空间的要求，一般取5～7m。

设计中，一般采用深孔爆破一次成井法或无切割直接拉槽法。切割井 巷爆破夹制力

大，炮孔量约增加50??上。孤立小矿体或回采本阶段第一个矿块时，采用矿房拉捕法形

成切割槽，见图2-7-26。
走向长度大的矿体，第一个矿块拉完切割后，与它相连的矿块难于采用矿房拉槽法

时，采用后退崩落拉槽法，见图2-7-27。

采准切割巷道参见表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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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27 后退崩落拉槽法图 2-7-28 分段雷岩矿房拉槽法
1—已形成切割槽;2一出矿削岩进路，a一矿房拉槽;b一崩落顶董
83-切酬平巷，4一邀岩进路;5一炮孔

采 准 切 割 工 程 凝 2-7-24

覆 谱 铁 矿寿 王 坟 铜 矿
位 置巷 道 名 称 施工顺序断面（m'）施工顺序断面<m*）

3x32.3×2,6 1底盘、矿体阶段运着平巷
16×4底盘脉外解坡道兼人行通风 4×3.5

F 体 2,3×2.6 1顶盘阶段运输联绝道
2×2脉 外 2×2濠 矿 井
3×32省×4底盘脉外出矿水平运输联络道
4×3矿 体 3×8出矿逊路

3.S×3.2底盘默外设 备 井
2，×2，感库盘脉外人 行 井
3x2-通 风 井

2.1×2.7一设备井联搭道
2.8×2,2a×3摩盘脉外塑岩水平联络道
2.6×2.833x3旷 体凿岩进路

32×2分段回风道
44×3矿 体切翻平巷

3×盘

2.5×1.52×2引 体切制天并

7.5，5 回 果 及覆 燕 展

7，5.5.1 圆采顺序
由上往下逐阶段回采，沿走向采用单翼或双翼逐矿块推进。一个矿块约4～6条进路为

一燥区，呈一字形推进。

7.5.5，2 着矿
设计采用潜孔钻机或中深孔凿岩机，钻凿向上扇形孔。由于每次崩矿量大，炮孔数又

多，为了防止个别炮孔出现故障而影响全局，要求炮孔合格率不得低于90??为防止埋

孔，设计炮孔开口处距进路底板高度大于1.8m。采用装药机装药，非电导爆系统或导爆线

起爆。
矿块内相邻进路不超过一个崩矿步距，上下各分段炮孔排面对齐，上下分段判排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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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后方可在下分段出矿。
矿石较硬时，设计可以采用加大炮孔密集系数及孔底装高威力炸药的办法。采用同排

孔间交错装药和微差爆破技术，以减少爆破带炮、埋孔、破坏眉线等。适当加大矿石合格
块度尺寸，减少二次破碎工作量，使大块率控制在5～10??下。凿岩爆豉参数参考表2-

7-25选取。

我 2-7-25管 岩 婚 破 参 数

寿王坟销矿2号项 目 名 称 湿液铁矿东矿大来场序号 2号矿体下二阶段

YZ-90YQ-100YZ-30,YQ-100凿岩设备
3615.230,16简岩设备效率每台班（m）2

向上蛊形中深孔向上康形深孔向上縻形孔，水平孔炮孔布置3
9～117-9大孔7~5，中深孔1-12每排炮孔数（个）
14.图15~20大孔20，中孔19～25单个炮孔最大深度<m）6
55110炮孔直径（mn） 中孔58～60，大孔1106
1,51.8,1.5,2,5最小抵抗战《m） 1,2-1.37

3。0-4.55剧喜步距<m） 6～68
1.88.64,5,7.5孔筹距（m） 2~49
9090炮孔择面角（） 90to

45～5050炮孔边孔角（） 5011
1,2,3炮孔密集系数 1.i~1.212

FZY-100费药器，手工装药卷，D≤80mmFZY-10装药器，粉状铵油装药方式13 2 号岩右炸药"
70～80&o装药系数（?? 70-80
0～10废 孔 率（?? 616

塑料导爆系统和导燥线碳电冒管和导爆线联合起爆起爆方式材料 ，普遇高朴电雷管和导燥线16
联合短爆

500600矿石合格块度（mm） 680
6~a大 块 率（?? 7一151B

12,7-19.8每来炮孔崩矿量（t/m》）19 中孔5，大孔15

7，5.5.3 出矿

设计以来用铲运机出矿为主，其次是装运

机。国内使用2m2铲运机，运距100m以内时，

平均台班效率250t左右，台年效率 12～15万

t。若加强设备保养维修，提高操作技术水

平，改善路面条件，提高设备出勤率和工时利

用率，铲运机效率还可以提高。
页 12.150 180 210 2m2柴油铲运机的采矿强度与矿体厚度 和糖并词電（m ）

涸矿井间距关系如图2-7-28。图 2-7-28 2m*运机在不同矿体

设计的铲运机和装运机效率确定详见第十厚度漏矿井闻距的采矿强度

1、2、8、4、5分别表示矿厚40、69、80、100、120m 一章回采出矿。

7.5.5.4 放矿
放矿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放出每次爆破量的20～30??作为松动矿石用。第二步是

大量放矿，放出全部矿石。做好放矿管理，包括选择放矿方案，确定放矿制度，编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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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矿图表，做到定机、定时、定点、定量放矿，确定放矿藏止品位等，以取得较好的损失
贫化指标。

7.5.5.5 器盘层
覆盖层形成方式方法与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典型方案相同，其厚度一般不小于20m。

7.5.6 工作画通风

（1）采用燥堆通风，特点是在负压作用下，新鲜风流从下部进路的端部进入燥堆，

使工作面污风由景堆孔隙流入上部回风系统。爆堆通风基本解决了独头进路的通风问题。

但密闭工作量大，通风构筑物多，管理复杂。设计采用爆堆通风方式时，需要做矿岩透气

性试验。
（2）国外矿山采用管道通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国内可试验应用。

7.5.7 矿 山实 例

7.5.7，1 高端验无底柱分散附落法在寿王故氯矿的应周

1。开采技术条件
下二阶段2 号矿体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22。

2，采准切割
部分采准切割工程是利用原有阶段矿房法的卷道，故其矿块的构成要素不是很理想的数值。

结构特点是平面分区，上下分段，上部为凿岩分段，下部为雷岩出矿分段。一般是 4～6条进路为一

漏破区。22m水平为H矿分段，沿走向布置7条出矿进路，间距12m;84m、47m水平分别为菌岩国风分

段和凿岩分段，进路同距最大不超过24m。
切割槽宽度 5～7m，高度等于二个分段高度。上下对应的两个切割卷道之间采用席形深孔焉破形成

初割精，崩下的矿石由22m分段进路放出，形成房式切制精。然后将 47m 分段以上的顶柱和下一阶段的

矿柱同时崩下，形成颗盖层。采矿方法构成要素见表2-7-23。采矿方法见图2-7-29。

s.回采
采用YQ-100型潜孔钻机，谢岩爆破参数见表2-7-25。上下分段的爆破采用直壁推进为宜。为了改善

爆破效果，减少大块，矿山加大了炮孔密集系数为2，3。采用赞松腾炸药，人工装药，茜包直径85mm，

长450mm。在孔底2m处放入5??威力铝粉炸药，可以改善婚破质量。采用电爆或非电导爆系披起塌，

挤压爆藏。合格矿石块度尺寸为600mm，大块率约10??

出矿采用LK-1型2m*铲运机，一个矿块配1～2台，共占用3～5条进路，平均运距20～40m，最大运

距50m以上。采用多进路齐头退采。等量顺序放矿，用YF-1墨荧光分析仪快速测定铁矿石品位，及时指

导敢矿。
4。遇风

采用爆堆透风。新风由主斜坡道经一台17kW增压风机流向22m水平分段进入各条进路，再经爆堆上

黜 34m水平分段回风，由主回风井新出。经测定，采用儡糠通风时，二次破碎遫娴十分钟即可弹出。第

二步距爆破后，爆堆总入风量为33。09m?/b，爆堆最大阻力为4.03mm水柱，则进路平均入风量为3，47～

3，50ml/s，等条进路的风量满足了排除烟尘的要求。如果，进一步散好密阔工作可以满足11×0，745kW

柴油铲运机出扩需要的风量。
矿山生产经验认为，爆堆通风是有效的，特别在无大量漏风条件，高端壁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进路

若采用天并通风，需开凿大量通风天 并和 联络道，而且 通风网路复杂，进路风量调节困难，不适用，

如果采用吊挂式风黄局席通风，在二次破碎频繁的情况下也难于使用。周期通风与爆检通风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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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6。
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27。

必2g时3yp;sS当X对s9控

Ⅱ-π

Ⅱ-Ⅱ

图 2-7-29 寿王坟铜矿高端壁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1一阶段运输平名，2一溜井;3一斜装道，4-分段联络道15-韶岩出矿分胶，4-唐岩分既，7-切

醇乎巷;8一切M并，9一深孔;10一矿体边界，】1-圆风分;12-圆风道

表 2-7-26周扇经风与烯堆道风比较

式方员通
项 目 名 称 高增整果堆通风虑 通 】

1台增压风机至少4台局息机风
多建，〈1）22m回风道水久性密闭装置;通风构筑吻
（2）主斜坡道设风门，（s）每条进略口
设风门或风有

初次为320m，以后露补充通风风向
19.4风机功率（kW）

风门成风府设入管理，维护增压风机经常装卸风筒和移动局扁通风管理
无污风串联污 风 串 联通风效果

7.5，7.2 高端壁无桌柱分段高落法在圆渣状矿的应用

1。开采技术条件
温清铁矿东矿东6′—12勘操线间长3m的矿体，采用高端壁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矿体平均厚度60m，

最大100余m，侧角55°～75°。矿石以贫磁铁矿为主，并含有较多的石槽子石，矿石监硬，/=12，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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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中含有砂卡岩夹层，一般爆2～3m，个别达5～15m。矿体顶板为白云质粉砂岩，受热力变质后的石
英砂岩，f=12，坚硬，节理发育，易碎，靠近地表的砂岩风化严重，呈砂粒状。矿体底板为角岩，稳圈
性好。80m水平以上采用露天开采，两盘岩石已崩落，形成20m厚的矿岩覆盖层。

2。采准切割
矿块划分以淘卉为界，一般沿走向长50m布置一条溜矿井，担负5条进路的灌矿 任务，每个滨井放

矿量 20～40万t。矿体厚度大时，在矿体中增加一条运输联络道，每隔50m相应布置一溜矿井，以缩短
运距。

将源无底柱分段崩落法10×16m 的典型方案布置的两个分段合并为一个较高的国采分段，每个回采
分段分为上下两层，上分展布量售岩回风进略，下分层布置谢岩出矿进瞻，上下两层 进路相互对应，并
在空间呈双进路菱形布置，分层雷岩，一段出矿。

在300m长的矿体内，布置人行电梯并和设备井各一条，设备共安设8t慢速较车筒易罐笼。一分段由
56m至80m，二分段由36m至56m，三分段由16m至36m。构成要素见表2-7-23。其它与无底柱分段剿蒂

法典型方案相同，采矿方法见图2-7-30。

,I-Ⅱ

1-一Ⅱ

图 2-7-30 涅渚铁矿高罐壁无底柱分段削落法

-阶段运输平巷;2-融矿井;3—联络道，4一出矿凿岩进路15-运着联培道;6-凿岩进路;7一

切离平巷」B-切葡天井;9—肾都底柱∶10一炮孔

切割并位量，上分层切割井的位置要难高就低，选择在崩落矿展较低或易于 拉通的地方，尽量避免

在释部的下面布置切制井，以减少切割井商度。上下分层的切制槽位置应布置在同一垂直平面内，以解

决上分层拉精时的出磁问题。抑制共位置见图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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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槽顺序，切割槽的关键是拉好上分层，拉情时要尽量为上分层创造良好的 拉精条件。当上下分层
的初割槽在同一垂直面时，可先上后下爆破切割井 附近的炮孔，即先把切割井拉开，燥破后及时在下分

层进路取切都巷道内出矿（磕》，再沿切割卷道逐排燥破切割炮孔，扩大拉槽范围圈。

3。回采

回采煮序是从上往下，从顶盘往底盘，从东翼往西翼推进。矿块内进路齐头迟来，惯岩采用YGZ-90
中深孔重料机，配TJ-25圆盘台矩，钻凿向上扁形孔。采用2号岩石炸药，FZY-100风动装药器，非电

导岸系统和毫秒管管挤压烯破。

囊 2~7-27高墙监无隐柱分段潮客法矿山实际数术经济擅标

山矿

湿清铁矿东矿项 目 寿王坟铜矿2号矿寿王发铜矿2号矿
大 采 场体下-阶段 体下二阶段

543

200750500～750矿块生产能力 t/d>
11~133～4020,B生产能力（×10
37.5112~158，平均13115~145开采强度 (t/m-a)

（每工班）劳动生产本2
79225<t) 60雷岩工
20126120(t)出矿工
102250200~25<t》放矿工
13130(1)工作面工人
6,37,2～9,24~10<a/k)采切比

（其中辅助斜救道1，2）
53,150,2《m'/k) （其中辅助斜波道L4.4）（其中辅助斜坡道14.4）

～~40c40其中∶采准比《m*/k）
15-1715<%)矿石贫化率 15~171515<%)矿石损失毒

166～16088～97113每干吨矿石劳动量消耗5
8028其中，采切 （工班） 28-3020*25露矿<工
1004s-5260出（放）矿（工班

应采材料消耗7
2号岩石0.5铁松腊 9，60，一0.7(kg/}炸药(1) 0.350.400.45k/t)一次 9.159,29(kg/t) 0.,15-0.25二次 6。06二次破碎 0.159,15（个）火露管每吨矿石(2> 0.150.016B0,016B（个）电雷管每吨矿石(3) 0.1302～0.280,2-0.2导火线 (m/t)C4) 9,s9,200.20(m/t)导烯线(5) 9.61.381.39(g/t)合金片(6)

(kg/t)钻杆《φ51mm）(7) 0.12~0.,02(kg/t)忏 铜(B) 4.00210,0102（m2/t）坑 木(9)
10.5（1972年）10,5《s/万t）钢材（筋）(10> 5 (T4G)1,251.25参运机轮脑每条 （×10）<11) 13281828(t》保护髓LK-1）每涤G12) 0,2456.245)(kg/)各种油料（LK-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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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 上分层切割井的合理位置

先烯上分层，后爆下分层。采用阳排孔间隔交锗装药和微差爆破技术，防止居 级破坏，带炮埋孔和
后冲等问题。

采用ZYQ-14型装运机出矿，每台占用2～3条进路，1～2台装运机占用一条溜井。每个矿块配两台。
每次尉矿量200ot，按放矿盟表进行放疗，放矿截止品位TFe16??清并下部采用ZL-1型振动放矿机装车。
由于粉矿多，透气性差，仅在条件适台时 采用爆堆通域。爆堆通风的新鲜风流山下分层出矿进路进

入，污风通过都堆流入上分黑凿岩回风进路，最后汇集国风卷道，并在65m凿岩回风进路安装两台2kW
轴流风机，作抽出式并联运行。通过三次燥堆透气性测定结果表明，出矿初期和中期，爆 难矿石块度大，
透气性好，出矿末期，需灌粉矿多或含有大量黄泥时，透气性差。

与原无底柱分段崩落法比较，由于上分层谢岩回风进路断面从12m降至7，28m'，每年节省采切费用
10万元。炸药消耗量降低。每年节省爆破费用6.6万元。采用这种方法后，提高了回采率，降低了贫化
率，经济效益好。

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27。

7，6 有底柱分段崩落法

7，6.1 适用条件及优缺点

7.6.1.1 置用条件
除潮落法一般适用条件外
（1）厚度大于5 m的急倾斜矿体或任河倾角的厚和极厚矿诈;
（2）矿体形态不太复杂;含夹石量不多，不需分采;
（3）矿石在出矿过程中不结块不自燃。
7，6.1.2 优点
（1）采用不同的国采方案能够适应多种地质条件变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2）开采强度大，生产安全可筹;
（3）若采用电把出矿，设备简单、易于操作和维够;

（4）矿块存鳖矿石多，有利于矿山均衡生产;
（5）设有专用进、回风道，通风效果好。

7.8.1.3 缺点

（1）矿块底部结构复杂，采切比大，管理跟不上易造成采捆失调，

（2）底柱卷道多，对底柱稳固性有影响，电靶道等维护工作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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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放矿管理比较复杂，若采用电把出矿，难以实现控制放矿。
我国有底柱分段崩落法部分矿山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28。

7.6.2 主要方案及特点

有底柱分段崩落法经多年生产实践，已经积累了许多经验，目前，成为有色金属矿山
开采顶盘围岩不稳固的中厚以上矿体的主要方法之一。

按燥破方向分为垂直层落矿方案、水平层落矿方案、联合蒸矿方案。
按爆破补偿空间分为挤压爆破方案（又分以采准切割井巷所形成的小补偿空间挤压爆

破方案和向松散体侧向挤压嫌破方案）和自由空间爆破方案。
目前，我国应用较广的回采方案是电靶出矿，垂直层小补偿空间挤压落矿。在具有较

高效率凿岩设备时，尤以中深孔落矿为佳。

此法的优点;
（1）采矿方法结构简单，为进一步提高掘进施工的机械化程度创造了条件。

（2）可充分发挥挤压爆破和限制空间顺破的优越性，改善崩落质量，提高矿块生产

能力。
（3）在比较破碎的矿体中，比采用深孔爆破的凿岩硐室工程量小，维护比较容易。

炮孔变形较小和利用率高，能更好的保证暴破质量。

（4）爆破时，对底部结构的破坏性较小，有利于电靶道的维护。

其主要缺点是∶
（1）使用条件严格，灵活性差。

（2）采用人工装药时，劳动强度较大，深孔落矿尤为严重。

水平层落矿或束状孔落矿及联合落矿方案一般作为辅助方案来使用。
水平层落矿对电靶道的安全威胁较大;在破碎的矿体中，凿岩天井的掘进很困难，炮

孔变形比较严重，大块产出率高，矿块能力受影响。只有在矿石松散破碎不易形成大块时

应用效果尚好。
東状孔和水平!取合落矿方案，在矿体十分破碎，地压很大，或矿体中间被老硐穿

插，难以布置单一方式的钻孔时，不失为·种行之有效的方案。

国外矿山在地压很大的矿体中回采时，有时采用先落矿后掘电靶道、斗穿、斗撰的回

法.案，以缩短电把道的服务时间，保证有效地回收矿石。

国内矿山使用有底柱分段崩落法的典型方案见图2-7-32到2-7-36。

7.6.3 矿块布置和构成要素

7.6.3.1 矿块布置
急倾斜和倾斜矿体，厚度小于15～20m时，矿块沿走向布置;厚度大于15～20m时，

矿块垂直走向布置。
缓倾斜矿体，一般是布置垂直走向的脉外电粑道;若矿体慎角大于25°时，考域靶矿

安全，也可布置沿走向的电粑道。

7，5.3.2 构成要素
（1）阶段高度当急倾斜和倾斜矿体时为40～60m，缓倾斜矿体下盘脉外布置电粑道



表 2-7-28

有 晨 柱 分 最 崩 警 法 部 分矿 山 开 聚 波 术 氯 件
钢碳有色金属公司

巾 条山 有色 金 属公司
易 门 钢 6

大流纳矿一抗

松树山矿

项目 名 称

胡 家 略 矿
 子 沟 矿

W 山分 矿「良 山 分 矿

长石石英砂岩

黄铁矿、斑黄铁矿

南和沟3*矿体，硅化大理岩
硅化大理岩 

泡质白云岩及白云者青灰色，灰白色白云岩!
含矿岩石名称

10～14

8～10

8～12

e-8

~6

o

16*~35°

25°～30

36'~5

30"～4s
r0*~a0°

60°～g"
颅 角

6～10

10～15

30~00水平）
5～50

3～50

厚度（m）

规 整

上盘不规整，下盒规整
不 规 整

不 规 整

不 规 整

规 整

形

中等稳题

中等稳固

中等 盘 固

中 等 稳 固
不动固～粉面

不 稳 岗

体

稳 固 性

不结块，不自端

结块，官燃

不结块，不自戴

不转块，不自燃
不造块，不自燃

不结块，不自燃
矿石 特 "

长石石美砂岩

翻泥已大理卷，下都
厚层大理岩，绣质云母片岩

黑 色 片 岩

青灰色白云岩

寿灰色白云岩

岩石名制

10~14

3-5

4～6,6-8
6-8

6～8

否一8

不稳醒

不雄因

稳固，不稳因

不 碧固

中等稳k，

中等稳圆

稳固 性

不明显~明显
明 显

明 显

 明 显

不明显

不 明 显

与矿体界限

砂质泥岩

角 页 岩

点色片当

青灰色白云岩

起或白云岩和板岩

氯画行薯号、长

岩 石名标

6~B
5~7

5-8

6～9

4~6

不稳员-中等稳因
中等确因

中等稳固

稳 固

中等稳固

不 鲁蹈

箱 固性

明 显

明 显

明 

不明显

不 明 盟

与矿体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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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o?}aso安r

图 2-7-32 易门狮山有底柱分段崩落法
?⋯-上盘阶段运输平巷，2-上盘电把联道13-矿块出矿小并，4-人行材料井15-电犯道16一翻岩
天井，7—甾岩解室，8-底部结构播斗，9一下盘电密联览，10-叵户天并;11-下盘阶段运输平巷;

12一阶段序脉运输平密

R*

24三=∶7Fr.3、-
' 2-7-33 氮子沟矿有底柱分段崩落法

r-上盘K浸污铃 -上应电粑联道;3一整沟糖道，4一曾出巷道，5-下盘电形联道，6-矿

决山矿小升，;;标输平巷，8-电肥道;9-人行材料井，10—阶段穿脉运轴平巷111~漏

斗穿;12一漏斗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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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Ⅲ

图 2-7-34 胡家峪矿有底柱分段崩蒸法
1一下盘阶段运输平梅;2-量斗额，3-常岩平巷，4～电犯薄;5-切削天并，6~切帮平卷;7-联

络道，-8一矿块出矿小并，9一人行材料井，10-熹矿溜并，11一炮孔

Ⅱ-J

一周

留 2-7-35 铜陵松树山有底柱分段脚落法
1-采区联绪天井;2-下盘阶段运轮平形;3-转运电粑潮服井，4-转示电把道，5一矿块出矿小井，

6一电靶道，7-联络天共，8-画6;惹，3一糊岩略宽，10-切制卷;1一切制平卷，12一底部结构

 酚斗，13一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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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

山-业

图 2-7-36 大姚铜矿有底柱分段崩蓿法
1-下盘阶股运输平糖，2—下盘回风道，3-回风小并，4-电靶道，5-装载惯考，6-漏斗强;

7一矿溜井;8-联络道19-炮孔;10-打假道联络道，11-切制平也，12一切割天井

时一般为10～20m。
（2）分段高度当急倾斜和倾斜厚矿体时为20～30m，倾斜中厚矿体，脉外布置沿走

向电靶道时为10m左右，缓倾斜矿体下盘脉外布置垂直走向电靶道时，一般不分段。

（3）凿岩分层高度采用深孔钻机时不大 于 15～25m;采用中深孔菌岩机时不大于

8～15m。
（4）矿块宽度一般为10～15m。
（5）矿块长度当水平靶矿时，一般为20～40m，下盘脉外倾斜耗矿时，可达50m。

（6）雇柱高度（不包括出矿小井），采用漏斗式为5～8m，采用堑沟式为10～

13m。
有底桂分段崩落法底部结构应用最广的是普通漏斗放矿电靶出矿形式、錾沟漏斗放矿

电粑出矿形式、普通漏斗振动放矿机放矿形式。

部分矿山电靶出矿矿块构成要素见表2-7-29，底部结构参数实际资料见表2-7-30。

表 2-7-28部分旷山电把出矿矿软典成赛意

大站解矿铜胞有色余寓;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铜 矿易 门
项 目 名 称 一妨公司松树山矿胡家峪矿篦天沟矿凤山分矿新山分矿

重直龙向布置沿走向布置沿走向布置垂直走向布置垂直走向布置矿块布置形式 垂有走向布鹭; 1540504550阶段高度〈m） 单 段8～1010~1222,52525分段高度（m） 8-10水 平 层10~1210水 平 层水 平 层打跟分层高度（m） 2-151010～131510Y0矿块宽度《m） 30～504025～3025～3025～6030～50矿块长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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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矿山矿块意都结构参减实际资料 囊 2~7-30

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 大能铜矿铜陵有色金属易 门 铜 矿
项 目 名 称

 就胡家峪矿 公司松树山矿饱子沟矿舞山分矿 凤山分矿

普通最斗底部结构类型 普通漏斗堑沟漏斗 堑沟漏斗普通漏斗 普通漏斗
电粑出矿电耗出矿电靶出矿电把的矿 电出矿电靶出矿

下盘国岩中下盘隧岩中下盘图岩中矿体中和下矿体 中底都结构所在位量 矿你 中
盘图岩中 -___-

7-85~77底都结构高度（不计 10~166
出矿小并）m）

12～1510,10～1515司距<1 10 10
（水平棱形）

30～5025～30 4025~3靶矿距离（m） 30～50 25一6O
电 5530靶（kW） 30～56 80电 3038

起矿道规格 2,3×2,32.5×2.22,5×2.52.4×252×I,B2×1.8《宽×高）（m）光

喷箱网成拥筋钢伤浸凝土喷插网威钢 喷混凝土，支护重式 木支护木支护
混凝土素混凝土，纺混凝土递

钢筋混凝上

电把较车酮盒 3×a2,8×2.82,B×2,.32。8×2,82.5×r,3 2,B×3（长×宽）（m）
对 称交 错单侧漏斗交 幅对 称对 称排列型式

需 6~7.55a~7.5 5,5间 距（m） 35
2,1×2,12×22,4x2,5 2,5×2,52×1.8斗穿规格（m） 2×1,B
2×21.自×1.$2.5×2.52,4x2,4,8×1.8斗颈舞格（m） 3,8×1,8斗

86*～B0*55°-6°60"50*～6060*～6060*-60°面 角
五～6聚矿电把道聚矿斜升10～307~828-35度（m）高

（小并最底群）

2×22×2（指小井）2,5×2.52×22×1.81.B×1,B同（m*）断
井

不 文 护 素阀凝土支护不 支 护不 支 护不 支 护不支酸本支护支护型式

7.6.4 采 准 切 制

（1）为了提高矿块出矿和运输能力，阶段运输平巷可采用环形运 输系统，布置双

巷，一般采用穿脉装车，穿脉间距30～60m。当开采急倾斜中厚矿体，矿块产量不大时，

一般在下盘脉外布置双轨单巷。
（2）矿块的出矿测井布置一般应与阶段运输平卷相适应，多数矿山布置在矿体下盘

威阶段穿脉中，特殊情况也可布置在矿体上盘。矿块出矿澜井布置有电靶道独立溜井，矿

块分支溜井和有聚矿卷道的盘区集中漓井三种形式。目前应用最多的是电粑道独立溜井。

（3）采准天井及联络巷道主要为矿块供人行、通风和运送材料设备。目前主要有矿

块式、采区式和阶段式三种布置形式。应用较多的是第二种。第三种一般在矿体走向不太

长，赋存比较稳定，缓倾斜矿体矿块垂直走向布置时采用。后两种一般在电耙层设有联络道



埔没轨道，以种学材料设备运搬机饿论部减轻工人的体力劳动。
（4）矿块采用垂直层小补偿空间落矿时，其切剂糟是竖向的，要求切割空间分布比

较均匀，一般是沿矿块的长轴方向10～12m左右币置一重直立槽。水平层落矿时，其主
要切割空间的位置在拉底层。缓倾斜矿体采用竖分条崩落法时，矿块中矿体最凸起的部位
应设有切割槽。急倾斜、倾斜中厚矿体，矿执沿走向布置时，矿块中矿体最厚部位应设有

切部槽。

7.6.5 固 采

7 .6，5，1 回采顺序及其选择原则
1.回采顺序
矿体沿倾斜总的回采顺序是自上而下进行，沿走向在阶段内有单翼后退式回采、双翼

后退式回采、前进式回采和阶段内分成若干采区进行回采，对相邻的平行矿体一般由顶到
底地进行回采。

2。阶段内沿走向回采顺序的选择原则
（1）有利于回采工作线的充分利用，使其达到较高的开采强度，
（2）尽量减少或避免压力集中带，以确保安全和防止回采过程复杂，充分回收

资源;
（3）回采顺序与通风系统相适应，确定通风系统也要考虑回采顺序的合理性。回采

顺序一般应与主风流方向相反，以获较好的通风效果。
我国使用有底柱分段崩落法的矿山大多数采用单翼后退式回采，少数矿山采用双翼后

退式回采，个别矿山采用沿走向划分成若于采区进行回采。前进式回采使用较少。
7.6.5.2 薏矿
1。落矿
落矿方案形式较多，设计应根据具体条件选用。垂直层小补偿空间挤压燥破蒂矿见图

2-7-37、图2-7-38;水平层挤压爆破落矿见图2-7-39、图2-7-40;垂直层与水平层联合落
矿见图2-7-41，垂直层侧向挤压爆破落矿见图2-7-42、图2-7-43。

此外，还有自由空间爆破落矿和药室爆破落矿。

-L

10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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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7 垂直层小补偿空间挤压落矿方案
1-上盘电靶联道，2一堑沟粉道，3一切制天井，4一凿岩悲道;5-切馨平巷，6-一炮孔，7一下盘电

靶联道;8一电粑道;B-矿块出矿小井，*10—滑斗颈，11-副斗穿，12-人行材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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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38 垂直层小补偿空间挤压落矿方案
1-回风小井，2-矿块出矿小井13-电靶道，4～漏斗穿;5-漏斗颈，6-电把道联络道，7-打腹

道联络道，a—炮孔;9—切削天井;10—切削平巷，11-打跟巷道。12一联络井

Te
I-I

I-I

勘-U

图 2-7-39 水平层挤压薄破落矿方案
1-滑斗，z一电妃道，3-切割平巷;4-切部横苞，5一醋岩销室，6—炮孔

设计一般采用挤压爆破中的垂直层落矿、水平层落矿和联合落矿。自由空间爆破蒂矿

和药室燥破落矿很少采用。
2。凿岩

回采凿岩一般都采用中深孔或深孔钻机。中 深孔的孔径为55～75mm，孔深不大于15

m，排距一般为1.2～2m，孔底距一般为排距的1～1.15倍。深孔的孔径一般为95～110mm，

孔深不大于25m，排距一般为2.5～3.5m，孔底距为排距的1～1，15倍。拉槽孔由于燥破夹

持力比较大，其排距应比正常落矿孔小些，一般为正常蒂矿孔排距的0.7～0.8倍。

3。爆破
设计一般均采用挤压燥破。挤压爆破补偿空间系数一般为12～20??

部分矿山凿岩爆破参数实际资料见表2-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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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0 水乎层挤压爆破落矿方案
1-上盘电粗联道，z一电靶 道;3一下盘电犯联道;4-拉底巷道;5-落矿幽岩谓蜜;6一拉底谭岩

硼室，7一图岩天井;a一矿块出矿小井，9-破柱炮孔110一落矿炮孔

en

Ri涉予二>6

I●9
I -Ⅱ

WY-X
图 2-7-41 垂直层与水平层联合落矿方案

一上盘电把联道;2一切削平巷，3-切割天井，4一酗岩谐 道，5-矿块出矿小井，6-凿岩刷室，
7一凿岩天井，3-下盘电粑联道，9一电把道，10一炮孔

7.86，5.3 放可
根据各矿块的出矿条件确定合理的放矿顺序（从上到下、从底盘到顶盘），按照所选

取的放矿顺序和覆岩下放矿时矿石的移动规律，确定合理的放矿制度（等量均匀顺序放矿，

一次全量依次放矿）。当崩落矿石层高度较大时，宜采用等量均匀顺序放矿，反之宜采用

一次全量依次放矿制度。
放矿应按照所确定的放矿顺序、放矿制度及适应覆盖岩下放矿的矿石移动规律，编制

各矿块（电靶道）的放矿图表。
为使在放矿过程中沿矿体走向矿石与废石接触面保持一定状态〈水平、倾斜）下降，

在安排各矿块出矿时要考虑相邻矿块的出矿情况。上下分段同时出矿时，上分段超前的水

平距离应不小于分段高度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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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7-42 垂直层侧向挤压烯破落矿方案
1-上盘阶段运输平巷，2-上盘电钯联道;;-矿块出矿小井;4一拉底老道，5-激岩硼室;一重

岩天井，7—下盘电把联温，8一电把道;9一阶段穿脉运输平巷，I0一炮孔

G-ⅡI-I

困 2-7-43 垂直层侧向挤压燥破露矿方案
1一上盘电粑联道，2-凝斗颈，3-切翻平卷，4-切割天井，5—炮孔;6→打既巷道，7-氢沟卷

道，8-下盘电把联道，g—电靶道，10一矿块出矿小井

7.6.6 覆盖层形成及地压管理

（1）覆盖层形成同7。4和7，5节
（2）地压管理要注意在回采过程中若形成了较大范围的空区，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处

理，以免给生产造成危害，注意合理的开采顺序避免压力过分集中;实行强化开采缩短开

采周期∶设专职人员对地压活动，陷落区的岩石移动情况进行观测预报，掌握情况采取措

施防止造成危害。

7.6.7 矿 块 通 风

要求电靶道有新鲜的贯穿风流通过，其风 速 应达到0，5m/s以上，且风向与粑矿方向

相反。为此许多矿山都在电靶层设有专用进、回风道并与总进、回风系统相接。有些矿山

还采用了抽压结合的通风方式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7.6.8 分 段 底 柱 固 采

用有底柱分段崩落法开采急倾解或倾斜厚大矿体时都有分段底柱回采的问题。在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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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2-7-31分矿山音岩燥破步数实际资料

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 帽液有色易 门 铜矿 大姚解矿
金属公司项 目 名 称 胡家峪矿系子沟矿到山分矿 凤山分矿 坑松树山矿

水平黑、挤压重展，挤压 直层、挤压水平层、轿直层、挤压国参直层、水平展落矿方案
挤宝、半桥压" 压、半桥压

非电非电非电、电起患电起塌非电 非电起爆网路系统
68-7210065~7268~72105~110106～110炮孔直径（mm）

10～12 8～kz1～137～20 5-1510～20炮孔深度（m）
1,2~1,521.6-1,81,8～233-4最小抵抗级w（m）
1.2~1,4W1～],25W1~1,1W1~1.15w1,]~1,2W1～1.25W孔底距〈m）
4～57～84,5～8.55-610～1212-15每m炮孔腙矿量（t）
12～2015 ~20 20左右15～2020左右12～20姆破补醋空间系数K

(%)
竖间拉植拉底层竖向拉捕竖向拉橡拉底层竖向拉槽，爆敢补镁空间所在位量

拉底层
6.5～0,6~21~23-B1,5~32-《挤压燥融一次崩矿量

（万t》
10～1610～1215～18拼压燥欲切削着间距

(m)
460400500300500600矿块出矿合格块度

"(mm)
305~106～10大块产出率（??

底柱中坑道密集，并经过落矿、出矿、二次破碎等过程使其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与破坏，其

稳固程度大大降低，回采条件一般比较差。

（1）当分段中的某矿块出矿结束后，有条件在电粑道中打眼落矿时，可在电靶道中

向挑形矿柱和漏斗间柱打垂 直扇形中深孔，并在电靶道之间的三角矿柱的两端开凿岩硐

室，在硐室中打水平深孔与桃形柱、漏斗间柱一起崩矿。

（2）利用下一分段与其相对应矿块的凿岩巷道，隔一定距离向上开凿天井和凿岩硐

室，在硐室中向上分段底柱打束状孔与下分段同时崩矿。

（3）利用下分段的凿岩巷道向上开凿天井后再掘进水平凿岩巷道，并在其中打垂直

扁形扎与下分段喜矿的同时制落上分段底柱。
（4）对倾斜厚大矿体，矿块垂直走向布置，其底盘三角矿柱的回采，可在脉外底盘

加设沿走向的水平底部结构和凿岩巷道国采，见图2~7-37。

7.6.9矿 山 实 例

7.8.9，1 易门新矿狮山矿有廉柱分段崩警法

1.开采技术条件
矿体和围料新遵多，节理裂隙发青，稳 固性差。在回采过程中，一般三个月后师发生地压微增现

象。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28。
2.采准切割

矿块垂直走向布置，构成要索见表2-7-29。阶段运输采用上、下盘 布量激修老道及穿脉巷谨构成环

形运输系统，穿脉巷道间距40～80m。沿矿体走 向划分成几个采区进行多翼回采。每个采区都布置人

行、材料、通风等采准工程。各分段水平都相应地布置上、下盘联络道与电犯道、人行、材料井和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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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风系统相通。
3.回采

采用垂直扇形、水平或束状深孔挤压落矿，YQ-100钻机在雨室中雷岩，孔径105～110mm，孔深一
般不大于20m，最小抵抗镜3～3.5m。非电起爆网路系统起爆，爆破补偿空间系数为15～20??28～3
kW电把带两个0，15m2'光斗靶矿。

4.强化开采
由于矿岩破碎，地压大，来压早，过去矿块生产周期达12个月以上，生产能力低，采准、备 采矿量

保有期分别为1年和半年，当采切工程施工后，破坏了矿岩的完整性，增大了地压，给采矿造成T一系
列困难，造成采矿成本高，企业连年亏损，且长期达不到生产能力。

在生产实践中该矿掌握了地压变化规律，即在大的地压来临之前，岩石有一个相对稳定阶段，一 般

三个月左右。据此该矿提出用强制、强采、强出的三强组织生产。使矿块的切割、落矿和出矿工作抢在 大
的地压来临之前。结果使矿驶的生产周期缩短为6个月左右，采准矿量减为半年，备采矿量减为三个月

左右，提高了矿块日出矿能力，减少同时作业矿块数;降低了损失率、贫化率和生产成本;很快超过 了

设计生产能力。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32。

7，6.8.2 算子为铜矿有账柱分散愿落法

（1）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28。
（2）矿块垂直走向布置，底盘三角矿柱设脉外沿走向电把道回 采。矿块构成要素 见表 2-7-2。

囊 2-7-32部分有息柱分段期胳涂矿山技术经济指标

大斌钢矿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 铜陵有色易 门 铜 矿
金属公司项 目 名 称 胡家峪矿员山分矿 能天沟矿撕山分矿 锭-轻树山矿

188～220200～26020-300200～300200-2502N-250矿块出矿能力（t/d）
26-3635～4030～3530～4050～7065-95掌子面工人工塞劳动生产率

(t) 26-3520→2710~1514~2510～25~10损失率（% 26~3o15～2015-2020~3028～3520～30贫化率（??
YGz-90YQ-10YGZ-90YGz-90YQ-100YQ-100菌岩机偿 验直扁形孔水平扁形孔垂直扇形孔涵直磨形孔垂直遍形、水水平、束状孔打孔方式

平、束状孔
15～207-1020～2520～28岩 B-128～12效率每合班（m》
5303030～553030电 粑（KW）

倾斜粑水平、频斜把水平粑水平把水平靶水平靶靶矿方式 30～604025～3026～3025～6030～50把运距离（m）
份-8070～9070-10070~100矿 70～s070~96效率每台班（t）
。4~0,50.4～0,0.8～0.750.4~1,00,37～0.540.35～4,5炸 药 （k/t） 0，5一0.07D.3-0,40。025～0,3.025～0.30.06～0,,19,2～0,35图 管 （个/t） 0.2～0,70.2-0.5 9.2~0,3国 0.4-0.7导火线 （M/t） 0,12-0.250,4-0.7 0.22~0.30,2~0.3壁燥线 （m/t） 0.4~0,59.02～0.040.19～0.83.002～0,013[0.004~0,023钎 钢 （kg/t） 4m53～0,80,3～0,6合金片 （g/t） .002~0.00s0.ea4J.001z0,00d 一0，060统 木 《m*/t） -0.0018～0,009

18～2018～2017~1814-19.45～19.6成 原矿成本每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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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运输为上、下盘沿脉巷道加间距为30m的穿脉构成环形运输系统。每条穿脉靠顶盘处设一人行、
材料并和各电耙层的联络道相通。每隔-条穿脉靠下盘处设一小井，作为施工电粑层下盘联络道及其它
回风工程用。电把道长度不大于40m，超过40m时中间增设出矿小井。

（3）回采采用垂直期形中深孔小补偿空间挤压落矿，YG-80，YG-90惯岩机黄岩，孔径68～72
mm，孔深不大于15m，最小抵抗线1，8～2m。电爆网路系统起爆，爆破朴偿空间系数12～18??28～3
kW电把配0，3m2靶斗出矿。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32。

7，6.9.3 太能铜矿一坑有能往分段胍接法
（1）开采技术条件见表2-7-28。
（2）矿块垂直走向布置，倾斜电爬道布置在下盘脉外。矿块构成要素见表2-7-29。

采准特点是∶ 阶段高度为15m，脉外下盘单巷双轨阶段运输道，电担层设有电耙联络谨并靠 养。打
眼层设有打眼联络道。阶段运输乎卷到电耙层通过设在矿体两撰的人行，设备材料及通风上 山联系，另

在矿体中间部位设有人行井。在电靶道的末端设有专用回风道并直接与总回风系统相接。

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32。

7.7 阶段强制崩落法

7.7，】 适用条件及优缺点

7.7.1.1 适用条件
除崩落法一般适用条件外，尚适用下述条件;

（1）矿体厚度大于10～15m的急倾斜矿体或任何倾角的极厚矿体;

（2）对矿岩稳固性要求不严格。矿石以中等以上稳固为好，围岩以保证在开凿补偿

空间时不会提前崩落而增加贫 化为好;
（3）矿体形态最好是比较规整，否则贫化和损失大。若圈岩有矿化现象时，是比较

理想的条件。

7.7.1.2 优点

（1）效率高、开采强度大、劳动生产率高;

（ 2）采准工作量小，采矿成本低。

7.7.1.3 峡点
（1）要求放矿严格，如果管理不善，损失贫化大，

（2）大块矿石多，二次破碎工作量大;
（3）若采用强制崩落形成覆益层时，工程量大，投资多;采用电粑出矿时，覆盖层

厚度控制困难。

7.7.2 主要方案及特点

阶段强制崩藩法的实质是在阶段全高上划分成一个或数今凿岩分段，按阶段或分段进

行强制炭落矿石，以阶段全高在剧落的覆盖岩下进行大量放矿。

7.7，2.】 主要方案
按回采燥破方向分为垂直层落矿方案、水平层幕矿方案和联合落矿方案。

按补偿空间形成分为连续回采方案、补偿矿房方案。

按落矿方式分为深（中）孔落矿方案、浅孔落矿方案、药室落矿方案和联合落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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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后三者设计较少采用。
7.7.2.2 方案简述

1.垂直层落矿方案
采用垂直扇形、平行深孔或中深孔进行侧向挤压爆破。垂直层落矿按凿岩高度分为阶

段凿岩和分段蕾岩。阶段凿岩时，孔深 达30～40m，因深孔偏斜较大，因此，通常采用分
段凿岩的中深孔落矿。

有向松散体落矿或切割槽（井）落矿两种方案供选用。
（1）向松散体挤压落矿方案适用条件∶用来开采赋存条件较稳定、较规整的中厚以

上矿体;对矿石稳固程度要求以上次燥破不会破坏本次落矿工程为前提，松散矿岩部位和
面积变化不大，以保障挤压爆破效果。

（2）切割槽（井）落矿方案适用条作∶用来开采中厚及厚矿体，要求矿石稳固程度
以掘切割槽（井）时不需支护为宜，由于切割槽（井）布置位置比较灵活，故能够适应厚
度变化大的矿体，主要用于阶段开采的第一个矿块，为以后采用向松散体 挤压爆破创造
条件。

垂直层落矿方案优点∶
（1）结构比较简单，扩槽施工方便，若采用侧向挤压落矿不需专为落矿开凿补偿空

间，其采切比可比切割槽（并>落矿方案降低2～5%;
（2）便于采用挤压爆破，改善崩矿质量，电耙效率高，为提高矿块生产能力提供了

有利条件;由于采用挤压爆破，对底柱破坏小;

（3）矿石节理发育破碎时，比水平炮孔变形小，错位小，易于保证爆破质量。

缺点;
（1）侧向挤压落矿有时受条件限制，灵活性差。每次爆破后，需要松动放矿才能进

行下一次燥破;
（2）切割槽（井）落矿的切割、回采工程施工比较复杂、通风条件较差;

（3）初期进行挤压落矿需开凿较大的空间，当矿石不稳固时，空 间开 凿 和维护较

困难。
垂直层落矿适用范圈较广，如果同时使用上述两种挤压燥破方案，各方案的优点可以

充分发挥，效果将更好。无轨采矿时，设计应选用这种方案。垂直层落矿方案见图2-

7-44。
2。水平层落矿方案

在矿块底部进行较大面积的水平拉底形成补偿空间，在天井凿岩硼室或巷道打水平炮

孔进行落矿。水平层落矿可以弥补垂直层落矿方案的缺点。但爆破对底部结构破坏作用较

大，大块产出率高，矿块生产周期较长。若矿石破碎时，补偿空间开 凿较困难，安全性

差，炮孔变形大，挤压燥破效果差。水平层落矿方案见图2-7-45。

水平层落矿方案适用于矿石中等以上稳固，水平厚度一般大于20m的矿体。

3。联合方案
由两种以上落矿方法或阶段强制崩落法与其它方法联合组成的新方案。联合方案不涉

及方案本质。目前，国内使用较多的有垂直层与水平层联合落矿方案;水平层与束状孔联

合落矿方案;还有本方法与空场法组合的多种联合方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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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5 水平层蒂矿方案阶段强制崩落法图 2-7-44 垂直层侧向挤压蒂矿方案阶段强制
崩落法

1～电靶道，2~瘤井;3一?沟切割井;4-惯岩天1-电耙道，z一溜井，3一人行井（1～4个矿块一个）
井确室，5一蜜沟卷进16一人行共，7一穿脉平皂4一瞪岩老道;5—整沟巷道;6一运输平巷;7一提升井;

8—回风移遵;S一炮孔
o×P可"sDuxt>wU下平7V 联合方案适用范围广，对于矿体地质条

件复杂多变时，比较机动灵活，因地制宜，

又可充分发挥各种回采设备的优点，是有发

展前途的方案之一。垂直层与水平层联合落

矿方案见图2-7-46。
I-Il

7，7.3 矿块布置和构成要素

7.7.3. 矿坡布置
矿体厚度小于20～40m时，矿块沿走肉

布置，其长度为 20～60m，宽度等于矿体厚

度。n-0
矿体厚度大于20～40m时，矿块垂直走图 2-7-46 联合幕矿方案阶段强制崩落法

向布置，其长度为25～50m，宽度为 20～401→阶段运输乎移，2一回风电契联络道;3—电粑道;

4一聚矿电靶道，5一聚矿瘤并;6-切割凿岩巷道; m。7一切削天井;8一愉岩天井;9一衡岩确室;10一阶

7.7.3.2 构成要素影回风电把道
（1）本法阶段高度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阶段高度过大，上盘不稳固的岩石会引起

 超前贫化，尤其对沿走向布置矿块时更为严重，同时，会延长矿块的回采时间，对底部结

构维护不利。
阶段高度一般为50m，矿体形态变化大倾角缓时取40～50m，矿体规整 倾角 陡 时取

50～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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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大矿块的水平面积，对采用无轨回采的阶段强制崩落法意义不大。这种方法
属单步骤回采，不像房式采矿法那样，增大矿块水平面积有减少间柱矿量比重的作用。在
这种方法中，增大矿块水平尺寸能增大一次崩矿量，从而减少由于分次爆破所需的辅助作
业时间和工作量，但这对分次爆破的挤压崩矿无关紧要，相反会延长矿块的准备时间。

（3）底部结构形式较多，设计根据出矿设备、矿岩稳固性和回来 方式等 确定，目

前，一般选用电粑放矿结构、振动放矿机放矿结构和平底结构。构成要素参考表2-7-33选

用，底部结构参数参考表2-7-34选用。

表 2-7-83部分阶及强制当落法矿山矿软构成要意

成 费_ 教 （m）序
矿山名称回采方案 人行设备井，矿块尺寸 风井间距阶段亮度分段高度底柱高度 潘矿井阅距长x觉×高号

每个电把道电把塞井12，5】 2.5 10～13广厚×12.5×30 30～40纲像新子山钢矿垂真身 1 不回岚并，主瘤井66形孔为主联合落矿方案 ～40以都为主
与专用啦风道

605012104050×矿厚×40甚林钼锌矿水平扁形中2
聚孔落矿方案 2850010-1540～55小寺沟铜矿钼矿体垂直 矿厚×25×403 上盘一个富形深孔落矿方案 豪风井

2 255010～155540x 25×40小寺沟铜矿铜矿体垂直
扁形深孔落矿方案

12012010～115060x矿源×50，观音山铁矿南部Ⅱ号矿
体墨直扁形孔落矿方案

12-14505 矿厚×14-16×50会理银矿中泽孔落矿方
素 12～14502D～32×矿厚×50

囊 2-~7-34部分阶段蛋制削营法矿山矿块来部结构多败
电 把 道年 斗颈斗容底柱二次破底 部序

规格规格高度 断 面矿山名称回采方案 角 间距间距 靶迟距真排列 (m*>(m*)n)芳式(m) <m)!阵巷道 《m)(m)│结 构号
2×22×2 30～50 1.B×5~电把道电粑融斗 希量） 2,0真服影孔为主族合糖 6一B殿动放矿机寄方案

6~e装矿巷道电动铲运机装 2×22x415～252×2l0～1263对称阈5~6电粘遵电粑额斗樊桩督锌矿水平扁
布置│

装矿卷道矿z装矿50～8o驶矿巷道铲运机小专沟铜矿垂直房3 6×3.650～i港道斜长道对称出矿平底形深礼露矿方案* 15l1.5结构
韩排二次破碎 2×2振动放矿机 2x2观音山铁矿南部夏

号矿体基直扇形器产 老道
方案 t4～1680交错2～14电粑道电把漏平会理镇矿中糜孔客 布置矿万案 1,5×30～6]1,8×?×212,5对称或 6～电靶道电靶漏斗，云锡老厂选利抗药 1.5交错室露矿方案 布置

P



1222 第二篇 地下开采
-⋯--_一.._二__

7，7，4 采 减 切 割

1。阶段平卷

一般采用环形运输系统。底盘脉外阶段运输平巷兼作下一阶段的回风平巷，其位置应
布置在下阶段开采储动范围8～10m之外。同时，其位置还要结合底盘电耙道 溜井位置确
定，使濮井口位于穿脉平巷查线段部分，尽量避免在阶段运输平巷及弯道上掘润井，以减
少列车在运输平巷停留占道时间。常采用穿脉装车方式，其优点是对阶段运输影响小，开
采易燃易爆矿石或有局部泥水下灌的矿块时，对穿脉封闭较容易。上下阶段的穿脉对应，
穿脉平卷间距一般为30～50m。

仅在急倾斜中厚矿体才采用沿脉运输平巷装车。
2。溜井

一般采用垂直溜井，溜井放矿口间距为矿车长度

的整数倍，以便同时装车。多数采用独立溜井，仅在
倾斜以下矿体有时采用分支灌井。

极厚矿体，2～3个阶段可以设置一个主运 输 阶

 段，此时，采用有聚矿卷道的盘区 集中溜井，见图

2-7-47。
3.天井
人行井，通风井、材料井等采准天井，一般采用

矿块式布置，较少采用盘区式布置。
4，电靶道

厚矿体采用电耙底部结构形式时，电粑道一般采n-tt
用垂直走向布置，优点如下∶

（1）有利于探采结合;当矿体边界变 化较大

时，可以采用不同的漏斗布置形式，比较机动灵活，Ⅱ-四

对降低矿石损失贫化有利;
图 2-7-47 狮于山钢矿有聚矿卷道

（2）电爬道服务时间短，若地臣大时容易维的集中酒井
护，1-分条电吧卷道，2一燕矿癌道;3一盘

区集中擅井，《一联络道，5一通风联络道 （3）消除由于保护通风联络道而造成的矿石损

失，有利于资源回收;
（4）矿块通风易于管理，避免污风串联;

（5）相邻矿块作业互相干扰较小。

缺点∶
（1）在放矿管理上，不如沿走向布置电耙道利于控制放矿顺序;

（2）倾斜和缓倾斜矿体，为了回收底部三角矿柱，有时需增加脉外采切工程，

（3）不设聚矿巷道时，若采用沿脉平巷装车，影响阶段运输能力。

中厚急倾斜矿体采用电把底部结构形式时，电粑道一般采用沿走向布置。

当矿体底板变化大时，不宜采用沿走向布置电粑道。设计应根据矿体赋存条件、运输

系统和放矿装矿方式综合确定电耙道布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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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矿山采准切割巷道工程参见表2-7-85，切割工程项目和形成时间参见表2-7-36。

费 2-7-35采 准 切 别 卷 道

施工碧 道 名 称 注矿山名称果矿方法 位 置 断面（m2）

三个生产阶段为一运输铜陵赛子山铜矿 底盘阶段运输平巷 下盘脉外5~15m 双轨3，2×2.6
阶段（开拓工程）单轨2，3×2，6
有时为生产阶段的调车阶段强制崩落法 顶盘阶段回风平楼 上盘脉外5~10m 2×2
绕道

穿脉运输平巷 矿 休 12,3×2.6
矿（岩）石溜井 下盘或矿体 φ2，5 （m）

将间距10～13m一条电聚矿巷道 22×2
靶塞井组合为50m一个

分条电船道 矿 体 2×2
一条电把道一个人行井兼进因井 3岩石、矿石 2×2

四条电把道-个遇风联络道 32×2
联络递 2×2 3

2×2斗 穿 在
2x2斗 颈
3.5×3矿体温当卷道（硼室）

矿 体拉康平售切割天并 2×2

采区螺旋折返解坡道 下盘账外 4,5×3,75小寺沟铜矿
上盘脉外 4,2x3.2上盘阶段运输平巷《兼回阶段强制崩落法

风）
矿 体 4×3穿脉运输平巷

4,2×3堑沟卷道 矿 体

23,6×3矿 体装矿平巷
上盘风井（人行井） 2×2上盘脉外

2×2下盘脉外下盘风异
3x3溜矿井 上，下盘
3×3⋯分段凿岩巷道
2×2分段联络道
2×2矿1切割共

5。补偿空间和松散系数
（1）设计一般采用挤压爆破∶崩落矿石的补偿空间系数一般为15～20??补偿系数

过小，易造成过挤压而不能顺利放矿。
在进行补偿系数计算时，凡在矿体崩落范圈内的天井、巷道、硐室、切割空间等体积

均应计算在补偿空间之内。采用挤压爆破时，在下列条件下补偿系数适当选取偏大数值t

矿石比较坚硬;底柱矿岩稳固性较差;在挤压方向上井巷空间分布较少，井巷空间分布不

均匀。
（2）小补偿空间爆破∶崩落矿石的松散系数在1.3左右，补偿空 间系数一般为20～

30??
（3）自由空间爆破∶崩落矿石充分松散，要求有足够的补偿空间，补偿空间系数大

于30??
部分矿山挤压爆破松散系数见表2-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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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工聚项目和形熏射间 囊 2-7-38

切 （采》
切割（采）巷道名称矿山名称 采矿方法回采方案序号

工密 项 目 形 成 时 间

垂直或水平补健空间燥破前形成尝岩井巷，初割联合落矿方案舞子山钢矿
中阳孔扩确 与回采爆微同时形成开卷、拉底平巷
水平补偿空间和浅孔 顺破前形皮凿岩天井、拉底习挑林铅钟矿 水平扁形孔落矿方
扩酱] 巷

深孔爆液形成切割回采燥碱的形成切前天共、切谢8小寺沟铜矿3 垂直扇形孔为主
糖，浅孔留矿法形成空巷、切割槽矿方案
间

扩漏拉增 回采燥浓前形成营岩平卷联络道观音山铁矿试采 垂直扁形中深孔熟4
拉底平卷，切割并矿方案

与回采爆破阅时形成浅孔拉底，扩漏云锡老厂胜利坑 药室落矿方案 药室及药虫卷道、5
控底酱道

凝 2-7-37部分矿山挤压是敏松做系数

地质报告提供爆破设计采压矿石硬度露 矿 方 式矿 山 名 称序号 的F石松散系数的矿石松散系敷(F

1.d~1,81.2012～18深孔露矿铜胞卸子山铜矿
4,S-1.1,15-3,207-3水平腹形中深孔落矿执林船锌矿
1.51.158～12垂宜层深孔露矿小专沟铜矿

1,2-1.36～8香直层中深孔落矿炭查山铁矿试验采区
1.3~1.51,15~1,20音~7垂直黑中深孔，水平层深孔德兴握矿北山杭

感矿

【7，7.5 回 垩

7.7，5，1 回采顺序
矿体浩倾斜一般是自上而下进行回采，在走向上采用双翼或单翼的后退式回采，以保

证足够的生产矿块数。较少采用前进式回采。

7，7.5.2 警矿与出矿
设计一般选用深孔或中深孔凿岩设备，凿岩爆破参数参考表2-7-38选取。

设计中，一般采用逐排分段微差爆破，补偿系数为1.15～1.25，如果一次必须爆破的

炮孔数超过雷管的段螯，可以采用多排同段爆破技术，如狮子山铜矿。在先采矿块或水平

层幕矿方式，有时采用自由空间燥破。
设计采用装药器装药，非电导爆系统起爆。最大合格矿石块度尺寸取500～650mm，

大块率控制在5～20??下。
大中型矿山一般选用铲运机出矿或振动放矿机放矿，中小地方矿山一般选用电粑出

矿。部分矿山出矿放矿设备及效率见表2-7-39。

7.7.5.3 劳动组织
回采主要包括凿岩、爆破、通风、出矿、空区处理等工序，一般情况下，赣岩和出矿

平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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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岩 爆 破 参 微 表 2-7-38

矿 称山
项 目 名 称序号 双音山铁矿桃林铅锌矿狮子山铜矿 小寺沟铜矿 会理链矿（设计》

YQ-9，Y在 YG-80YQ-100 YQ-100 YG-4o菌岩设备
垂直扇形沼 垂直扇形中深墨宜扁形深孔 水平扇形中深 水平扁形孔炮孔布置

礼。束状孔民为主
6~12，局部束状 8每排炮孔个敷〈个） 11～12

单个为孔最大深度（m） 20 1320 8~12
163010～1220～22重者台班效率（m） 8-105
5~7065 51-7炮孔直径（mm） $5～110

1,2~2。01,52～2,A1.2-1.8最小抵抗缓〈m） 27
1，8~3以上6-7,2-15 2,4～5,4崩矿步距（m）

2,0~2,51.5~1,88~4.2孔腔距《m） 3,0～3,5 (1～1.2)w9
90 ～5～9090 5～7炮孔排面角<°）10

25～35边孔倾角（"） 7~511
201520补管系数（?? 15～2012

人工孩药粉药FZY-人工柱状药包人工柱状药创 人工柱状药包装 药13
j10b 装药器85 mm45～50 mm55 mmn

65～7270～8060装药系数（?? 801.
度孔率（??15

50609700合精矿石块度（mm） 50060016
310~20大块率（?? 2517

3,711~121o每m热孔崩矿量（t/m）18
非电导矮系统非电导爆系统非电导燥系统非电导爆系统塑料导爆管导起煅材料19

爆索

泰 2-7-39出 矿 篮 寸 设 备 及 数 率
数_， 效，南，，客设 备 型 号矿 山 名 称序号 (m)

分条电爬道，狮于山铜C
150～25080～400.32DPJ-30

聚矿电肥道，
6200～3004D～500.32DPJ-65

电靶绞率
6300262DPI-30电把较车 0.3挑林铅锌矿 15~2075060～70LK-1型2m!、ZLD- 2,3小专沟钢矿

50型m2铲运机
150～250 B18-362DPJ-28电粑按车 0,3会理缔矿

1020～40ZYQ~14装运机观查山铁矿 4～6200～3D030～502DPJ-28电把较车 0.3德兴铜矿业山坑

采用深孔钻机或中滚孔凿岩机时，每台设备配凿岩工2人。中型矿山爆破组（队）一

般为10～13人。
采用电粑出矿时，每条电粑道配靶矿工2～3人，兼负责工作面二次破碎工作。采用铲

运机（或装运机》出矿时，每台设备配2人，一个矿块1～2台共配3～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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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6 放 顶

覆盖层形成方法与分段崩落法相同。为了保证安全，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矿石覆盖层上部空间应开天窗与地表相通，一般通道断面应大于10m2;
（2）矿石覆盏层厚度大于20m;

（3）封闭作业区与上部空间的通道;
（4）做好监测，掌握覆盖层厚度，观测压力变化及岩移情况等，及时提出预报;
（5）有条件时，留岩（矿）石柱，缩小单个空间的暴露面积。

在一定条件下，采用小爆破强制放顶。

7.7.7 工 作 面 通 风

设计一般是利用总负压进行通风，矿块或采区构成独立的进风、回风系统，并配备一

定合数的局扇。
这种方法的回采作业线，在走向上呈阶梯状下降。要求主风流方向与回采工作推进方

向相反，即新鲜风流方向由采准区到回采区，以防炮烟和粉尘等污风污染工作面。

7.7.7.1 出矿水平通网
一般采用双卷式通风系统，新风由阶段运输平卷或斜坡道进入，污 风 通 过 顶盘回风

道、天井至上水平进入总回风道，其特点是每个出矿阶段开掘双巷，一条为本阶段的总进

风道，另一条为国风道。这种通风方式网路简单，污风不串联，可以多阶段同时作业，广

泛用于矿体较厚、多阶段回采、出矿水平二次鄙破量大、柴油铲运机出矿的矿块。缺点是

，工程量较大，要求通风管理严格。
7.7.7.2 犯把矿水平通风

由于电粑道布置形式较多，耙道群多呈角联网路结构，因此，设计应根据电耙道具体

布置形式和矿块采用的采堆系统来确定耙矿水平的通风。
（1）沿走向布置电粑道的矿块式通风系统见图2-7-48。在矿块中央的穿脉运输平巷

靠近项盘处，掘一进风小井，与联络道和下部耙运层的各条电耙道联通。在电耙道两端布

置回风联络道，与脉外主回风道联通。为了解决底盘脉外电耙道的通风，在矿块沿走向的

中央布置倾斜风井，用联络道与各层电粑道联通，污风经电耙道两端的回风天井向下回到

主风道。这一系统特点是每个阶段增加一条专用的主回风道，因此，减少了漏风和大量的

通风构筑物，上下阶段交替时，通风易于管理，风流不串联。

（2）垂直走向布置电靶道的采区式通风系统见图2-7-49。

7.7.7.3 请岩水平通风

（1）狮子山铜矿联合落矿方案凿岩水平（天井）通风系统是新风经阶段运输平巷后，

一路到凿岩水平（天井），污风再至上水平排走，另一路进入出矿水平（或电靶道），再

由本水平回风联络道进入回风系统。
（2）德兴铜矿垂直扁形深孔落矿方案凿岩工作面通风系统见图2-7-50。

7.7.8 矿 山 实 例

7.7.8.1 狗子山钢矿联合亮矿方案输段理制崩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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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8 桃林铅锌矿矿块通风系统 图 2-7-49 垂直走向布置电靶道采区式通风

示意图 系统示意图

1一进风小并。2一沿走肉电粑道，3一国风联络道， 1一逊风井;2—专用进风平卷，8一靶运层进风联络道，
4一遗风联络置，5一迹风斜井∶6，7—国风井∶8～ 4-电犯道;5一把运层回风联络道，6—回风井，7-阶
主间风邀，g一运输平巷，10一穿脉运输平巷 袅运输平巷;8--并

\市→Ⅲ

II-11

图 2-7-50 德兴铜矿酱岩工作面通风示意图
段运输平巷，2一进风人行天井，3-回风人行夫井，4-国风平巷;5-增岩酱道;6-进风联

络道φ7一回风联络道;8一电粗道;9一溜矿井

1。开采技术条件
狗子山钢矿矿体赋存禾叫长岩侵入体与青龙群灰者的接触带上，属矽卡岩 型矿床。西矿段2、3、4、

5号盲矿体均为似层状和透镜状，赋存干+4～-210m之间，距地表70～240m。几条联合开采的矿体治

走向长度314m，水平厚度40～80m。上下盘围岩为矽卡岩、大理岩和闪长岩，矿岩均整硬稳固，/=12

～16，节理不发育，图岩不易冒落。

2。采矿方法及果准切割
原设计采用房式采矿法，由于矿体形态复杂，产状多变，有分枝复合现象，夹石含有一定品位，投

产后决定混采，全部采用垂直扇形深孔为主、水平扇形深孔为辅联合幕矿方案阶段强制崩蒸法。1970

年开始，逐渐转入深部盲矿体开采，上盘围岩坚硬稳固，未冒落至地表，如西脚 子山矿段至196年末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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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达125万m'。十多年来，采空区顶板均未做人工放顶工程，仅预留20m厚的矿石垫层（约40万t）保
护下部开采，这样，共节省放顶费用200万元。

为了保证安全，工作面与空区隔开，采用封闭式采场结构，又称为组合式空场导向方案或补偿硐氢
方案阶段崩落法。其特点是在矿块内用相似干浅孔留矿法回采的方法形成小空间，包括凿岩卷道在内，
补偿空间约占16～18??然后再进行回来大爆破。这样，矿块落矿不受放矿约束。

封闭式采场结构优点是作业区与空区不相联通，垫层厚度大于20m，保证了作 业地点 安全，先形成
小容积补登空间，又利用谭矿和采切巷道，降低了采切比，来杨结构较简单，放出的速矿石较多，拥
进、凿岩、出矿工序能够平行作业。采矿方法见图2-7-51。

应式光Gi2此y

■。 a· " · 的p

BSfE成建品名3在t-120
-3o-50-30--

I·I-I

题78

苦标AvAAs

I-J

图 2-7-51 狮子山惧矿联合菩矿方案阶段强制房落法

一下盘阶段运输平巷12-上盘阶段回风平老，3一穿脉运输平卷;4.5一凿岩巷道（阴室），6一避

井，7一聚矿卷道;a一分条电靶道，9一拉底卷道，10—深孔

3.回采
采用YQ一100钻机，在三个衡岩分段打向上扇形藻孔，排距2m，采用封角式落矿多段间时爆破，即

先从靠近切割巷道处开始落矿，使切割巷道的炮孔与自由面平行的 炮孔先响，就10～12排采用1～2段蓬秒

雷管先爆，上部二、三层凿岩巷道炮孔采用3段毫秒雷管同时燥，然后顶底柱和扩湘 炮孔用4、5段囊秒

雷管爆破。这种多排孔同时爆破的特点是各炮孔排而 垂直于自由面（二、三层），爆破的矿石不会过早

地离开原矿体，爆破能量利用充分，矿石破碎质量好。
-80m阶段水平以上，采用2DPJ-30kW电粑绞车，一个矿块布置四条分条电靶道，其下部设置一条

聚矿巷道，安设2DPJ-55kW电耙绞车。-126m阶段水平采用WJ-1，5D电实铲运机出矿或振动放矿机放

矿，便于实现控制放矿，降低损失贫化指标，提高矿块生产能力。

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40。
7.7.8.2 桃林船锌矿水平中源孔落矿方案阶段强制周落法

1。开采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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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赋存于花岗岩与千枚岩接触破碎带中，呈透镜状，深部分支现象严重，属中 混热液裂隙充填矿
床。银孔山区和上圹冲区各为一独立的矿体，中间有400m的无矿带。两区矿体倾角30°～45°，平均40*
左右，夹石厚度一般为2～7m，最大达35m。银孔山 区矿体走向长750m，平均厚度10m，中部厚度达
2）～35m。上圹冲区矿体走向长900m，平均厚度15m，中部厚度达40～50m。

矿石中等稳固，f=7～9。矿体顶板为千枚岩、板岩，f=3～5，极易冒落，遇水粘结。矿体底板

为角砾状石英岩，绢绿石英岩，坚硬稳固，/ = 10～12。
2.'采准切解
矿块沿定向布置。在下盘脉外和上盘脉内布置阶段运输平巷，平接之 间由穿脉运输巷道联通，阶段

形成环形运输系统，穿脉间距50m。底柱高度12m。
沿走向布置电粕道。矿体倾角缓时，为了减少残余在下盘三角带 的矿石损失，在下盘脉外布置2～4

层沿脉电靶道。电船绞车布置在矿块中央，矿石由两端往 中间粑矿。谢岩天井视中深孔深度而定。采矿

方法见图2-7-52。

I—I

]-II

图 2-7-52 桃林铅锌矿水平层中深孔落矿方案阶段强制崩落法

1一脉内运输平巷，2—脉外运输巷道;3—穿脉福输移道;4一人行材料进风天井;5一进风小并;

6—回风联培激，7一专用回风道，8一回风道夫井;9-联络道

3。回采
首先，在矿块底部进行大面积水平拉底。采用YG-40型中深孔凿岩机，钉水平 康形孔，全阶段多排

孔一次大爆破。
矿石运藿采用30kW电粑绞辛，0.3m'铸齿形固定式犯斗。矿石经溜并放至穿陈运输平巷由辗动放矿

机或隔门装车。
首先是上阶段预盘三角矿柱对应的电粑道开始大量出矿，然后由上而下底盘沿殊电靶道进行出矿，

最后是靠近顶盘的电耗道出矿。同一粗矿水平，采用后退式犯矿顺序，即各条电靶道采用由远而近、先

底后膜、先上后下的顺序。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40。

7，7，8.3 小专沟铜矿验直感与水平展联含薯矿方案阶段骗制斯落法

1，开采技术条件
小寺沟懦矿为中等规模的斑岩型锅帽共生矿床，工业矿体位于石英二长 斑岩与灰岩的接触带上，幅

矿体产于下盘灰岩一侧，钼矿体产于接触带上盘石英二长斑岩一侧。

钼矿带的主矿体长为250～900m，单条钼矿体厚度约3～65m，主矿体平均厚度为34～48m，倾角一

般为65°～80°，局部较缓。矿石稳固，厂-8～12。与花岗班岩岩脉接触处岩性松软，不稳固。矿体围岩

为花岗斑岩和石英二长斑岩，也有部分与下盘的铜矿体相接，/=10~12，稳固。

2。采准切割
矿块主要采用垂直走向布置，仅在矿厚小于20m时采用沿走向布置。阶段高度40~55m，分段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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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m，分段敷2～3个。矿块长度20～110m，矿块 宽度25m，清井闻距小于50m，风井间距50m，出
矿进路间距12，5m。底部采用铲运机出矿的平底结构。

在上、下盘花岗斑岩中布置两条阶段运输平巷，上盘阶段运输平巷兼作回风巷，沿走向每隔25m拥
穿猕运输平巷，在穿脉之间布置蛔沟巷道。从穿脉向鳖淘每隔10m据装矿平卷;在堑沟平巷适当位置问
上开拓1～2个切荆井;在凿岩分段开播凿岩巷道及相应的联络道、滴井、人行通风井、切割平巷和切割
天井。在矿体肥大地段，拉开宽12，5m高10余m的补偿空间。采矿方法见图2-7-53。

-25小25-25小 Ⅳ一N

35 N

-ICC其EE
书石＋-20
N一ⅢII-n2

图 2~7-53 小寺沟锅矿联合落矿方案阶段强制崩落法
1一下盘运输平巷）2一上盘运输平巷;8一溜并;4一穿脉平卷，5-堑沟策矿平卷1 6一装矿平巷;

7~僧岩巷道，8一人行井，9一切削天指，10-题岩横酱，11-切割平卷，12-切部慎13-上下盘
联络道，14-崩落区）15-深孔

3.回采
回采是从扩大补偿空间开始的，并尽量增加补偿空间采出的矿石量，待空间 纯矿石放出后，矿块分

3～6次进行挤压爆破，上、下盘部位的矿石最后爆破。

采用YQ-100潜孔钻机，铵松腊炸药和饺油炸药，人工装药，非电 导爆系统起爆。大块矿石尺寸700

mm，大块率为2～5??采用LK-1型2m'铲运机出矿，运距50～150m，平均台班效率400～5t，每个矿

块两台铲运机同时作业。
每次回采爆破后，先进行松动放矿，其量为下一次爆破的20～30??矿块爆被全 部结束后，再进行

均匀放扩直至放矿截止品位为止。矿块大量救矿结束后，将穿脉平卷和装矿平巷作 为回采进路进行后退

式圆采。放矿后，上盘理岩自然胃幕形成覆盖层。矿块通风分出 矿水 平和凿 岩水平，通风系统见图2

7-54。
7，7.8，4 云漏者厂献利填药宣常矿方幕阶段强制崩落法

1。开采技术条件
三号矿体为土状氧化矿，走向长50～60m，矿厚25～50m，倾角60°～75°。矿石松软不稳固，f=2～

4。圃粉断层节理比较发育，上微圈岩靛随矿石的崩落而自然冒落，矿岩界限明显，围岩不含品位。

2。采矿方法
阶段高度为25m，各药室层之间的垂直距离为6～7m。电粮道垂直 走向布置。由于矿石多墨松散的

·土状，块度很小，面腈落岩石的块度很大，故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降低度石 混入率。为此，通常开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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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54 小寺沟铜矿6号矿块通风示意图

1-一475m阶段运输平卷，2-一495m 平善，3一酒井;4一635m菌料出矿水平，5-710m雷岩水平，6—
 724m压顶幽岩水平;7一遇风井18-回风并;9一总回阅道

对放矿溜井，在距电粑道底部2～3m处贯通，并装有格筛，矿石经 格筛进入矿石溜井，而废石由筛上溜
入度石滴井。

在施工过程中，将2～3个漏斗颈加高到各药室层的标高，作为掘进药室 平巷和药室的人行、通风、
运料、效额的通道。药室层的主巷（1.8×2.0m）垂直矿体述向布置，支巷（1，5×1，8m）沿定向布置。
支巷间距7～8m。在支卷中每隔5～7m布置一个1×1m'的药家。

拉雇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拉底巷道（2×2m）将各漏斗贯通，并按落矿燕国全部拉成"格子"，
形，在拉底善道之间的间柱上打浅酸（有时为减少溴眼数量而采用药壶），这是一般常用的拉底方式。
另一种是用方框支柱法拉底，以保证拉底质量和有足够的补偿空间，使用1，5×1.5×2.1m2的方框网采
1～2层（报据矿石不同的稳固程度，全面回采或留间柱），支架在燥破时炸毁。

拉底层与扩漏同时爆破作为第一段，其它每一药室层为-段，以导火 线的长度控制段败，各层间时
点火，每层仅用3～4个火雷管。

出矿用14kW电靶绞车，0.15m'靶斗。为了便于电粑道维护，采用后 退式按顺序逐段放矿的办法。
采矿方法见图2-7-55。

I一e丽

]-I

图 2-7-55 云惕老厂胜利坑药室落矿方案阶段强制崩落法

1-一废石商井;2一格降，3-矿石福井，4一电肥巷道，5-技底水平，6、7、B-药塑水平，9~药算

3，评价
（1）政矿曾在类似的条件下采用过深孔落矿方案。由于矿石松散。成孔率低，装 药困难和凿岩设

备的限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后来改用药室落矿方案，基本上是成功的。这 个方案的装药、爆破等

工艺简单、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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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点是采准切割工作量大，采切比达37，2m/kt;电靶道木棚支护萧常更换，维护工作量大，

每采千吨矿石的劳动消耗量高，约为每千吨300工班;损失率35??右，废石混入率25，4??

7，7，9 阶段慢制崩落法技术经济指标

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49。

囊 2-7-40阶股强制期落法技术图济那标

山矿
观音山快矿新子山铜矿 小毒沟铜矿桃林铅性矿 会理氟矿 （设计）（19新年） （1884年）

753
930150～2501600矿缺生产施力每日（t> 250～450 400-800

20~27s010～12矿块生产能力每年（万t） 8～10
劳动生产率（每工璀）2

60036～4B凿岩工。（t》
33125田矿工，（t） 47?5

d750放矿工，（）
3728～4516E2~41工作面工人、《t）

13.5(96>13,46(60)I2(46) 13,5(5D)采访比【m（m'）/kt3
11,1(72,3)1010(40》其中。采准比

(u(m)/kt]
2,s(23,7)2《8》 3,切割比（m（m'）/kt

152123020～25矿石贫化率〈?? 201815～2020矿石颤失率〈?? 12~15
矿石成本

9～12每吨原矿成本（1） 15,81
141每于吨劳动量消耗（工玻 142,5
164,3 3030其中采切;《工班）
20.7 2723落矿;<工班）

201687,5出矿∶（工班》>
回采材料消耗岛 0.6s0,430.50,6～0,85炸药（kg/t）1) 0.310.420.d0.4~0,45其中∶-次（kg/）

0,3B0,010.20,2二次《kg/t）
0，4，电0.0730,010.230,3火雪管（个/）(2) 0.610.70,3导火提（m/>(3) 0.290,1~0.120,20.1导顺线（m/）(4) 1,338～5.221,15合 盘（a/t）(6) 0.5240.0380.01舒 钢（kg/t》(6)

0.00130.0001钻杆（无差解管）（kg/）《7) 0,8002D.0ot0004筑 木（m*/t）(·)
0,2830,1非电导幅管（m/）(9) 0,04D,D制然绳（kg/D）(10> 2,4铲运机轮胎，万吨（条）(11》

00油类品种及消耗（kg/t）(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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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分段留矿崩落法.

7.8.1 量用条件及优缺点

7.8，1.】 适用条件
分段留矿巅藩法的适用条件与阶段强制崩蒸法基本相同。
7.8.1.2 优点
与无廉柱分段崩落法典型方案相比，分段留矿崩落法优点如下∶
吡）开采强度大，劳动生产率高。采用相同的出矿设备，由于集中在下部水平出

矿，出矿点多，干扰少，矿块出矿强度约为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典型方案的二倍，
（2）放矿时，单位体积崩下矿石所分摊矿岩接触面的面积小，因此，该方法矿石损

失和贫化指标比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典型方案约降低5～10??
（3）70～80??矿石由底部出矿水平放出，管理方便，作业安全。同时，出矿水平

巷道有新鲜风流通过，通风条件好;

（4）由于分段崩下的矿石留在原处，不立即装运，故每条回采进路的使用期限短，

且不因燥破大块西受损坏，因此，在矿石不够稳固时，回采进路维护较容易。

7.8.1.3 缺点
（1）提前施工采切巷道，又留矿，积压资金;
（2）考虑到崩矿时碎胀而造成的体积增大因素，进路断面往往比设备要求的大;若

采用有底部结构放矿，采切工作量大;
（3）难以及时判断、校正崩矿效果，要求放矿管理严格，否则矿石损失贫化增大。

7，8.2 方 累 特 点

分段留矿崩落法是阶段强制崩落法的变形方案，也是阶段强制崩落法与分段崩落法的

组合方案。特点是分段谢岩爆破，阶段留矿和在阶段全高下放矿，它是把矿体划分成矿块

进行回采的，上部的切割巷道和落矿工艺与无麻柱分段崩落法典型方案相似，下都放矿工

艺与阶段强制崩幕法相似，采准系统则是二者兼而有之。该法的方案示意图见图2-7-56。

业 期憨暑石
的崩葡矿石

具放矿前块
Da o o 激正在放矿pao。
a■ aa
5W7&℃n

I-i

图 2-7-56 分段闺矿崩薷法
1-阶段运验平卷，2-溜并，3一把矿巷道联绪谨，4一?矿巷道，5-漏斗并，6-回风巷道，7一运

轴联络道;8—坛沟凿岩卷着，9一回采进路;10一专用放矿用的回采进聪，11-切割井，12一所矿

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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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3 构 成 要 熹

阶段高度一般为50～70m，矿块长度50～80m，分段高度10～14m，分段进路间 距10～

12m，耙矿巷道间距12，5～16m，漏斗颈间距6～8m。漏斗交错布置，以保证在放矿过程
中上部矿岩接触面易于成水平状态，对减少矿石损失和贫化有利。矿石稳固，采 用整 沟
拉底。

7，8，4 圆 乘

矿块内是自上而下逐个分段进行回采崩矿，同一分段内是从端部开始进行回。矿，
即回采崩矿工作是下向后退式的。

回采进路崩矿方式工艺与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相同。膦下矿石全部或大部分留在原处，
直到矿块内各分段都结束崩矿为止。同一进路的炮孔可以分次或一次爆破，对于进路有局

部易冒落地段，容易通过。

7.8.5 放 矿
顾落岩石

各分段崩矿结束，矿块内崇落的矿石
仅在上面和侧面与废石接触，如图2-7-57
的 a 剖面，此时的放矿方式与阶段崩落法

第下矿石 !下w有，m 相同。一般情况下，最好是在矿石放到矿
块高度一半左右时，相邻矿块 再开 始放
矿，以减少来自侧面的贫化。

每个矿块在各个时期每条进路或漏斗图 2-7-57 某时期内放矿示意图
a-矿岩搜触面是水平下降，6～矿岩接触面是倾斜下 各放出多少矿石，应根据矿岩接触面下降

降，1、2⋯⋯8-某时期内分别从对应的下 都放矿巷
的状态确定。如果上盘围岩易自然崩落，避放出的崩下矿石量;K、J—某时期开始、结 柬时

可使上面矿岩接触面呈一向下盘钡斜的状矿料接触圆的位置，P-遗留在下盘的湖下矿石

态，以减少来自上盘的贫化。如图2-7-57的b剖面。

沿走向方向一般是从远离侧面矿岩接触面处开始放矿。先把安排的放矿内容标示制成

放矿图表，在放矿汁划图表上，编制出各进路成漏斗何时放出多少纯矿石，放出多少贫化

矿石。图2-7-57是放矿计划图的一部分。以后的放矿制度是从下盘向上盘顺次自各条进路

或漏斗放出等量已贫化的矿石，直至放到截止品位为止。

在阶段水平放矿，可以利用总负压进行通风，新鲜风流从阶段运输平巷、穿脉进入，

污风从阶段回风平巷、避风井排出。凿岩进路不出矿或出矿量很少，故工作面通风较易解
快，一般采用局扇辅助通风即可。

7.8，6 矿 山实 例

7.0.6. 分段蜜矿心落法在风凰山铁矿的试验
1.开采技术条件

试验地段在主矿体-150m阶段，该矿体赋存于闪长岩与泥质灰者砂页岩接触破碎带中，基脉状似展
状产出。矿体沿定向长度116m，厚薄不均，最大为0m，最小为6m。矿体倾角8°～75°不等，下盘界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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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整，-I00m阶段已用崩落法开采，并形成了较厚的岩石覆盖层。

矿石为低品位难选的赤铁矿，/=10～13，中等稳固。矿体沿倾斜方向每隔9m左右有一条张性断裂，
断裂带最大宽度为1.8m，不稳固。上盘为砂页岩、泥灰岩，层理和节理发育，f=4～6，中等穆 团，平
均含铁6??下盘为闪长岩，f=6~10，中等稳固，局部高岭土化，平均含铁10??试验矿块开采范围
内的设计矿量为105。27万t，平均含铁地质品位43.77??

2。采矿方法

采用分段留矿崩落法。矿块沿走向长度79m，矿块厚度等于矿体厚度，阶段高度50m，分段高度10
m，分段凿岩巷道间距9。0m，呈菱形布置。

采准切割，-147m阶段水平采用上、下盘沿脉运输平巷和穿脉运输平卷构成的阶段环形运输系统，
廉都采用振动放矿机放矿结构，其出矿巷道断面为2，5×2。7m，振动放矿机间距12.5m。

在-142m水平布置平行于穿脉平巷的二次破碎巷道，其间距为12，5m，断面为2.5×2，5m，在二次
破碎巷道两侧布置对称漏斗，濮斗间距7m。在-137m水平上部的各分段布置垂直矿体走网的分段雷岩
巷道，其间距为9m，断面为4×3m。在各分段水平沿上盘布置切割平巷，断面为2，8×2，8m，滑分段
切割平巷每隔20～30m布置一个切割天井，断面为 2x2m。在各分段水平中部和下盘脉外布置滑脉分段
运输联络平巷，沿运输联络平巷每隔20~50m布置一个液井，断面为2×2m。在靠近上盘处，共布置六
条从-147m到二次破碎水平的通风人行天井，在下盘共布置七条回风井和一条圆风甚。整个矿块共布置
六条放矿漓井和四层凿岩水平。在下盘脉外布置分段折返式斜坡道，其坡度为25??作为人行、设备疆
遵。风尾山铁矿分段留矿崩落法见图2-7-58。

trli投器y

t2c-2业型堂c（

tnsnnpA-107
A正nAagnna-1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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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Ⅱ
图 2-7-58 风凰山铁矿分段留矿崩落法

1~阶段运输平卷;2-下盘沿脉运输平卷;s一简井，4-回风井，5-振动放矿漏斗，《一穿脉运愉
平著;7一上盘沿脉运输平老;8-电靶调斗9-电靶巷道;10—回郊巷;11-解坡道，12一分改赏

岩崧遨。13一切割天井;14一切割损骞，15-分段运输联络道，16-二次破碎巷邀;17-人行并，
18—上阶段运糙平移。19一上盘回风梅，20一拉底图岩巷道;21一般动放矿漏斗井

囤采工作分水平进行，采用中深孔瀚岩机，布置向上肩形炮孔，以上盘切糖槽为挤压空间，接一定

的崩矿步距进行播破。矿块总的崩矿顺序是由上盘往下盘、由上水平往下水平量下降阶梯式进行。
采用风动装药器装粉药，非电导爆系统和导爆线起燥。上部几个分段采用2m'运机装出当次崩矿

量的20～30??用来松动矿石，矿石经灌井放至-147m运输水平装车。余下70～80??矿石留在原处待
各分段爆础绪束后，在-147n水平由舞动放矿机装车，在阶段全高上进行最终放矿至截止品位。总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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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顺序是从上盘往下盘从一翼往另一翼推进。
工作面通风∶阶段出矿水平有贯通风流通过，通风效果好，新风从阶段运输平巷进入，经穿 脉平

卷、二次破碎巷道、菌风井，经7号风井进入-117m水平斜井回至-97m回风巷。凿岩水平的新风从上
盘人行井、切割井进入各分段凿岩巷，通过各水平斜井回到-97m水平回风巷，斜坡道在-147m安设

风门。
3。设计指标

矿块生产能力（2 台2m'铲运机）每年24～36万t，

采切比9.0m/kt （61.5m"/kt）;

YG-80凿岩机效率每台班25～50m）

YQ-100钻机效率每合班12～20m;
合格矿石块度500mm;
大块率15???化率I4%;
每吨原矿成本14.85元

7，B，6，2 分敷留矿扇浆法在瑞典Kiruna铁矿试用
1。开采技术条件

Kirun铁矿为一大型沉积矿床，矿体量似层状，厚度50～150m，平均厚度90m，走向长度约农km，
探明矿体深度已超过1700m，储量约37亿吨。矿石类型主要为磁铁矿，少量赤铁矿。矿石分低磷矿石和

高满矿石。矿石坚硬，f=12，稳固。上盘为石英斑岩，下盘为正长斑岩，/在12～16以上，稳固。

2。简况
矿山设计年产量3000万t。1985年主要生产水平在540m、775m。

目前采用的无底柱分段薄法，分段高度由过去的9～10m提高到11～12m，进路间连由11m 提高到

16，5m，进降断面为5.0×3，8m。采矿进路垂直走向布置，分段运输平巷布置在下盘脉外10～15m。

矿菖应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1）随着矿山开采深度的增加，深部岩石应力增大，地压明显增加，巷道稳固性受到影响。如果

采取加大分段高度的办法，则醋岩烯破和放矿质量难于保证;
（2）无底柱分段崩蒂法是分段逐次崩矿出矿，爆碳的矿石与崩落的岩石连读接触，贫化率 高达

20～25??损失率达20%1
（ 3）墩加废石提升量。

3。分及留矿崩藩法
采用分段留矿崩露法进行现场试验能够充分利用原无雇柱分段崩落法的采准切割巷道，仅 增加出矿

水平的采准工程，这样，不需要推迟更多的时间即可生产。
首先，进行模拟试验，然后进行现场大规模试验。试验矿块长度150m，矿体厚 度约100m，分6层

回采，分段高度12m，包括底部出矿水乎，阶段总高度84m。
图2-7-59表示分段留矿崩落法矿块的剖面图，图2-7-60表示出矿水平的平面图。

矿块采准、回采使用的设备和雷岩爆破参数与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相同。

采准采用AD1025·131型甾岩台车配3台DH123J凿岩机，Hoomer131型薰岩台车配3台BBC-120F

惯岩机，钻孔直径48mm，每次爆破45～50个平行炮孔，每天爆破4～5次，每次进尺3m，台车每目两班。

出撞采用 JOY18HR、19HR蟹爪式装载机。天井来用深孔分段爆破成井法和天并帖机帖选法。

回采采用Simba23型贯岩台车配3合Cop131EL凿岩机，台班效率300～360m，每台台车一人操作。

固采采用垂直朗形炮孔，孔径51～57mm，最小抵抗线1.8～2.5m，每排～10个孔，总谦90～100

m。为了改善爆破质量，试验了双排孔崩矿。采用铵油炸药，装药车装药，孔口不加炮泥，毫砂电雷管

起属。
出矿∶运距不超过200m时，使用LD450型和Cat980型前端式装载机将矿石直模运亚擅井。在运距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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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gx-ac工t

图 2-7-80 分段留矿崩幕法出矿水平图 2-7-59 分段留矿崩落法放出矿石示意图，
1-通风巷邀，2-出矿巷道，3-运输巷邀∶ 4～进风1一崩落岩石;2——存的矿石，3一出矿水平

风流，5-回风风流，6—矿石溜井

过200m时，舞爪式装载机配两合Kiruna K-162型25t自卸卡车将矿石运往溜井。
放矿分松动和最终两种放矿方式。爆下的矿石不是在该分段立即装走，仅装走松动的部分，大部分

矿石在矿块最终放矿水平放出，类似典型的阶段房落法放矿。放矿时，从下盘佐上盘推进，以便使矿将

接触面呈斜面倾向下盘，提高矿石回采率，降低贫化率。

分段留矿崩落法由于在出矿水平定点出矿，可以利用大型无轨自行设备，故开采强度 大，效率高，
通风条件好，损失率、黄化率显著降低，经济效益好。该矿计算，贫化率由25?少到15??年产200

万1时，采矿费用将降低6400万瑞典克朗。
矿山从1978年开始至1985年6月试验结束，试验是成功的。该方达最突出的优点是黄化率降低10～

15??目前，因上盘高磷矿石混入太多，故该矿尚无推广的决定。

7.9 阶段自然崩落法

7.9.1 概 述

阶段自然崩落法又称矿块崩落法，它是借助自然应力为主要荷载进行岩体崩落的，即

在矿块底部进行拉底形成足够大的空间，及开掘削弱工程后，将产生应力集中，当应力值
超过节理岩体的抗拉、抗剪强度时，矿岩体逐渐破裂而开始崩落，通过出矿口以适当的速
度将矿石放出运走，保证崩落连续进行。

六十年代以前，阶段自然崩落法主要用来开采松软破碎不稳固的矿体，随着岩体力学
的发展和无轨自行设备的应用，现已用于开采较坚硬稳固的矿体。

目前使用阶段自然崩落法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智利、赞比亚、菲律宾、苏联等，

国内目前处于研究设计试验阶段。国内外部分矿山使用阶段自然崩蒿法简况见表2-7-41。

7.9.2 适用条件及优缺点

7.9.2.1 适用条件
主要用于开采大规模火成岩块状矿体，低品位的铜、钼、铁矿等，如斑岩铜矿、斑岩钼

矿、沉积型铁矿、火山浸入型金刚石矿、石棉矿等。具体适用条件如下∶

1。地质力学
（1）岩体构造，如断层、节理发育最好有一组水平节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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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白 储削 癌法筒况 表 2-7-41

矿石规模序
矿 山 名 称 矿 体 赋 存 条 件矿石类型

号 <1/d)

厚大插岩懈矿，强烈蚀变，矿体不稳英图San MAouel） 责岩制矿 58005
定，】盖岩，安山岩、砾岩

大型斑者恻矿，矿体中等自固，围岩类国（Climx） d2000斑岩相矿2
坚硬

大型逐岩钼矿，矿体和围岩都覆固31750关国（Henderson） 同 上3
矿伙不毒阈很容易破降成土状，围岩7000～8000沉积型赤铁矿美国《Mather）《

也容易崩惑

矿体松秋破碎斑岩铜矿 60美型（Lakeshore）5
厚生矿坚硬，次生矿松软徽碎62000上裁智利（E1 Teniente）

厚大理岩辉铜矿，矿体软硬不均，有23800智利<EI Salvador） .7
的地段硬，有的地没软

厚大斑考铜矿，矿体上盘坚硬毒固，32000阈上非律宾（Lutopar）3
矿体下邮软上部硬

矿体型圆柱形，矿体上部松救不稳同 上 z8000~30000菲律宾9
置，下部矿体变坚要菲菜克斯
矿体是火成岩网脉状矿床，矿体客易火成岩石棉矿 400<Theford》10

破碎呈钮粒，顶盘易游成细粒

层状沉积火山岩经受强烈变质作用，设计r000不规刚厚层钢矿中 国11
矿体稳固，顶底盘比矿体软铜矿峪镉矿
接触交将矽卡者型矿床，矿体不太设计6000～90C0磁 铁矿 目1z
稳固，顶金中等鸯固，底板不稳固程潮铁矿
接触交将矽卡岩壶矿床，矿体显块设计6000似层状、脉状磁铁矿中 国13
状，粉状不稳肥，顶板中等稳里金山店铁矿

（2）岩体质量指标RQD值要低;

（3）矿岩的抗压、抗拉、抗剪强度低，

（4）原岩应力场的水平应力要小。

2。矿体
（1）矿体厚大，具有相当大的水平面积，

（2）矿体为倾斜、急倾斜;
（3）矿体不稳固，崩落矿石块度小;
（4）矿体和围岩界限明显;

（5）矿体形状规整;
（5）矿石品位分布均匀，夹石少。

3。围岩
（1）圆岩比矿体稳固;

（2）顶盘岩石破碎块度应比矿石大，以防止细粒或粉状岩石混入矿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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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块自下而上崩落放矿，顶盘围岩必须絮相应崩落。
7.9.2.2 优点
（1）比较安全;

（2）开采成本低，需要的人工较少，每吨矿石只需很少的凿岩、爆破和支护工作，
每吨矿石负担的开拓采准工程量少;

〈3）集中生产，便于管理，生产能力大，劳动生产率高，
（4）通风条件好;
（5）本方法可与某些开采深度大，剥采比高的露天矿相比美。
7.9，2.3 缺点
（1）矿块准备工作量大，时间长，且初期投资大;
（2）在崩落放矿区域内，巷道的维护费用高，有时，维护工作影响生产;
（3）管理水平要求高;如果没有很好的放矿控制，回采率和贫化率指标将受影响;
（4）难以按照人们对产品需要量的变化而改变产量;
（5）如果停止出矿时间较长，会引起应力集中，导致采矿区域内的巷道损坏;
（6）该法不灵活，一经使用要想改变其它采矿方法较困难。

7.8.3 矿岩可崩性确定

应用自然崩落法，需对矿岩可崩性，崩落机理，矿块结构参数，底部结构稳定性等进
行深入研究。

矿岩的可崩著性是自然崩落法可行性研究中的主要内容，它对采矿方法的经济教益影
响很大，可崩性直接支配着拉底、爆破和放矿时间，直接影响矿石的回采率和贫化率。

可燃性确定与矿区地质条件、岩石性质，岩体质量指标、节理及充填物、构造、岩石
强度及应力场等因素相关。可崩性确定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岩体质量指标RQD值，它是以岩体构造的发育情况、构造方位和岩体的强度为
基准，闻接地从钻孔岩芯获得。其值大小与岩体的构造密切相关。该指标是研究矿岩可崩
性、崩落系数、炸药消耗量的一种参数，见图2-7-6I、2-7-62、2-7-83。

近制值.，

 504 50 6 7 809
甲均R.Q .D（??

尺.Q.D（??

图 2-7-62 懦矿峪制扩节理周距与RQD值关系图 2-7-61 Climax矿可崩性与RQD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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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构造频率，主要指节理间距和发育状态。它是研究矿岩可崩性、崩落块度大
小，炸药消耗量、生产巷道支护等的最重要参数，见图2-7-64和表2-7-42。

i5 5 75 1O4%

5 .0 1.52.0n

6 10 20 30~45o 6 70 80 90~io
n.Q.D(%;

图 2-7-64 岩石质量分级比较系数图 2-7-63 RQD值、二次群破和精助崩落炸
a-RQD??岩块10cm以上，5-节理间距，平均。药消耗关系曲线
最大;c一单轴抗压强度，d一节理将性，一节遵方

词，F一地下水条件

按图2-7-64的分级是;，谢溪扩
氧化石英二长斑岩

>70非常坚硬;50～70比较坚硬;40～硫化石英二长艇拷
圣要卸尔矿

50中等坚硬;25～40不稳固;15～25非常石英二长据署

不稳固;<15碎石。
（3）岩石强度（抗压、抗拉、抗剪花背度卷

坩岩
享卷晓 强度），其值低有利于崩落，见图2-7-65

斑岩《新佛）
麦岩建化蚀交 几个矿山抗压强度比较。嘉岩铌质蚀变

（4）节理面粗糙度和充填物。节理花岗岩
克莱马克斯旷

充填物、节理构造胶结和蚀变程度是崩落
羟容续化惊变
提把质蚀变 的重要特性。硅化作用和硅化胶结增强岩铜矿结7

与绿岩
石强度;粘土、绢云母、绿泥石、黑云母花岗闪长岩

充填物，节理裂隙容易张开并增加岩石间
200 润滑移动作用;石膏和硬石膏充填物形成

×0.1 MPa)
软夹层，破碎容易，但容易胶结成块堵塞

图 2-7-65 几个矿山岩石抗压强度比较
指状天井;

（5）节理组的排列和连续性。通常三组节理、相等频率，互成角度关系（两组节理

近于垂直，另组呈水平），才能保证崩落矿石块度均匀，有利于放矿控制;

（6）岩体构造影响熵落块度的形状。通常单一构造，崩落块度为板状，两组构造为

长条状，三组或三组以上呈块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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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意颠率、矿石次度分布，放矿口间距、最小矿热尺寸 泰 2-7-42

构章领率矿石块度百分比（m） 放矿口间距 4最小矿块尺寸序
矿山名称 矿床类型

《条/m）-0,3 ,3～D.q.5~a.～0,9 +0,3号 (cn) (m)
62 3 省I

安 德 斯 5,6×8,5赛岩铜矿2

8,2~11。Climax 60×8011 10×10.46625赶岩相矿2

10 1.×12.2磁 铁矿 20Cornwall 20503

80Creighton 侵染型榛F 9.1×12.230404

De Beer8 4.8×8.76

29×38R Saivedor 竞 化 大责岩朝矿 45～1和m'6
48×74

20缺度避铁矿 10Gracc 50 x456。1x9.17

教岩但rHenderpon 12×12,2 120×2006,8B

豪姆包特 '癫岩钢矿 5,×59

1551 30×305,2x5,2斑岩钢矿 30因斯泊泰兴 275L10
2，感 5,×5.3麦岩铜矿LAkenhor 326 2 Q11

27×273165 4.0×B,54赤 快矿 oMather12

59×1005,2×5,aMIaol 班着领8Ia
3.7×3.7莱 因 意岩铜矿14

3.7×a,7鲁 斯 斑岩偶矿15
4O×50《,x5.2T 13,[42 28班岩铜矿San Manuel 23

火成网状 4x497,8×7.620Theford 253o 2517
石棉矿

9.1×9.14?30 16Umd 16摄岩制时IB
2x425有 照 班岩钢矿is

3×3027巴格达德 聂岩铜矿20
7,S×7。5 部9×105取生矿9，5 16×0旦I Teniente 振岩铜矿21 70×126次生矿15～90 14×14
5.3×5.3 50×70芦 托潘 斑岩铜矿22 4,8×4.

1100m上
20～3 110x13B5×5症岩鞘矿菲莱莫斯23 180m下
0.9～0.5

10×192.7~3.3}22~2450～60 ~1210~解矿始钢矿 提岩铜矿24
似展状、 85x（B～相>4x4金山店铁矿25

腺状磁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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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下水作用。地下水能降低岩体
ym 强度和滑动摩擦，裂隙水压力作用增加了绿

泥石、云母、绢云母等沿构查面的 滑 动作,r_4
用，

（8）原岩应力大小和方向 与拉 底面
文联水3

积、崩落线的方向密切相关，一般崩落线方
p码 多招马

向垂直于主应力方向，水平应力小有利于矿
初期 后洞

岩崩落（a），如水平应力高会使垂直节理受压

闭合，增加摩擦力，提高压力拱的稳定性，

（δ）剪压应力组合起到破碎岩体作用，重
力作用有利于放矿，见图2-7-66。e?7:e

7.9，4 矿软布置和构成要素
粒底水 7.9，4.1 矿块布置yzrznz

（1）矿体水平面被划分为长方形、正后期初素 b
方形或近似正方形，崩落矿石和覆盖岩层间

在整个面积上均匀并大致保持一个水平面崩图 2-7-6 .矿块崩落应力分布状态

1一崩落线;2一副落边界;3一崩落矿石 落;
（2）矿体水平面划分为垂直矿体走向的崩落盘区，矿体崩落顺序是从盘区的一端后

退到另一端，始终保持崩落矿石与覆盖岩层间呈一斜面;

（3）矿体水平面不划分固定盘区，一般叫大量崩落。拉底从一帮到另一帮或从矿体

一嵋后退到另一端，始终保持崩落矿石与覆盖岩层间接触面呈一斜面。

7.9.4.2 构成要素
（1）阶段高度一般为60～450m。

（2）矿块水平面积尺寸主要受矿体可崩性影响，如果矿块尺寸太小，则不能引起崩

落;尺寸太大，会引起重力问题，对巷道有危害。同时，由于耙道长度增加会使开采速度

降低。决定最小矿块尺寸的关键是矿石特性、岩石类型和其它结构特征。国外矿山实际生

产中，矿块的宽度为30～90m。最初设计的矿块，为了稳妥，一般略大。对矿岩可崩性获

得一定经验后，矿块尺寸减小并趋于优化。矿块尺寸小灵活性大，初期投资小。.

（3）运输水平包括溜井放矿系统，一般布置在腊落区外一定的 距离，避开高应力

区。巷道布置根据矿体赋存条件和采用的设备确定。盘区巷道平行布置，其间距为40～60

m，见图2-7-67、图2-7-68。
（4）溜矿井系统是从运输巷道装载站的两侧按55°～63°角度向上开凿转运澜矿井到

格筛式电把道水平，其高度为18～20m。每个转运溜井在12～15m 处分叉，使一对溜井可

供四个放矿点使用，见图2-7-69。
（5）生产水平位于运输水平之上，其高度取决于出矿方式，巷道的规格取决于采用

的设备和出矿方式。在生产水平开凿放矿口，放矿口的间距大小影响二次烯破炸药消耗量

和损失贫化。一般格筛放矿放矿点间距为4.5～6.1m，电靶出矿为3，7～10.4m，铲运机出矿

为10，7～14m。随着铲运机的采用和放矿管理水平的提高，放矿口的间距有增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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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8员置。
G 棋盘式矿块 融端双而矿块

图 2-7-67 ClimAx矿运输平巷布置 图 2-7-68 San Manuel矿盘区运输平卷布置

1-北部环形老道;2-南邮环形巷道，s-业区卷道;4-进
路巷道

ta岛l;互
泉则惠l复l0

I-[

图 2-7-B9 溜井放矿系统
1一运轨悉道;?-故矿姜井，3-放矿口，4-搅状天井，5-软区巷道。6-搭养老道，7-拉底炮孔

（6）拉凝水平布置在生产水平之上，其高度按出矿方式确定。在拉底水平上沿矿块

 边界或诱导崩落矿体底部进行横向切割，促使矿块崩落。拉底方式系用对角线后退式，布

置扁形炮孔，孔深为3～4m，炮孔闻距视矿体的强度变化确定，排距为 1.5～2，0m，采用

大直径（60～80mm）炮孔。爆破后矿块下部拉底巷道间的矿柱崩落，矿石通过放矿口放

出。削落所需的合理拉底面积很难进行计算，只能凭经验确定。国外矿山采用拉底面积为

30× 30m～120×120m。
（7）新矿山在没有获得一定的生产经验以前，不能确定矿山的实际巅落特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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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初始崩落时常采用一些割帮指施促使崩落。
割帮是利用边角天井和联络道在拉底水平上沿矿块的原始边界开凿，两者互相交叉。

边角天井和联络道垂直高度为10～15m，边角天井布置在矿块的四个角上，断面一般为
1.8×1.8m。这些工程是人为形成的弱面，可以保证矿块沿固定的边界崩落。

（8）新鲜风流通过入风井到运输水平，经分风巷道进入工作面，将粉尘和污风汇集
到国风卷，通过回风井排至地表，根据采场情况一般需要少量的辅助通风设施，见图2-7-
70。若采用柴油设备则需大量的风量，排除一氧化碳等气体。为了保证通风效果，国外在
通风井安装传感器监测空气质量、平均温度、一氧化碳和可燃性气体等。

7.9.5.回 采 与 出 矿

7.9，5.1 出矿方式

选用的出矿方式必须与矿石机械物理性质相适应，并满足回果过程的要求。出矿方式

有格筛出矿，电耙出矿，无轨设备出矿三种。

1。格筛出矿
格筛出矿是一种重力放矿，它是崩落的矿石经放矿口通过格筛转至漓井中，委求崩落

的矿石块度小于460mm左右。应严格控制地下水、粘土混入，防止矿石粘结，见图2-7-71。

图 2-7-71 楷筒放矿系统图 2-7-70 矿块题风
1一运输巷道，2--盘区巷道;3-进路巷道，4-格筛1-运输巷道，2—分段卷道;3-指状天井;4一采场; 1

和格筒巷道，5—放矿天井，8一按底巷道;7-矿柱5—指状天井盖; 6—通风移隔墙，7一文丘里推进器

2。电靶出矿
崩落的矿石经放矿口到电靶道，利用电粑将矿石粑入转运滴矿井或直接粑入矿车中。

这种出矿方式处理大块容易，机动灵活，适应性强，见图2-7-72。

3。铲运机出矿
用铲运机直接装运放矿口的矿石，放矿口的间距较大，一般达14～15m。铲运机妻求

的装矿卷道断面大，因此，应布置在稳固的矿岩中，减少支护工作，见图2-7-73。

7.9.5.2 诱导燃落
为了保证初始崩落的顺利进行和安全可靠，通常对较坚硬的矿体进行诱导崩落，除了

水平拉底外，还雷做大量的边界切割和隔离天井工程，并采用深孔、大孔进行边界预裂爆

破。例如美国的欧拉德矿、菲律宾菲莱克斯矿1020水平以下，均采用了诱导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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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情生专∶个-督本

图 2-7-73 铲运机出矿系统图 2-7-72 电靶出矿系统
1-运输营道;2-出矿卷道，3一控宏巷道，4～生产1一崩落区，2一放矿温井

水平;一整沟

7.9.5，5 宣护
矿石通过格筛巷道、电把道、滴井时对其产生磨损，二次爆破对巷道冲击作用也很大，

其中，指状天井的周边磨损最快，电靶和格筛巷道顶板侧帮冲击最严重。因此，必须重视

巷道的支护和维修。
电靶道底板采用钢轨加固，其它卷道采用厚30～45em混凝土支护，混凝土标号较高，

或者采用钢结构及锚杆金属网喷射混凝土联合支护;对于铲运机装矿巷道的履线，除了采

用上述支护方法外，还可以采用钢绳锚索加固。
7.9.5，4 放矿控制

使用自然端落法必须注意崩落矿石的放矿控制，以保证有计划的生产，达到优化生产，

充分回收资源减少贫化和地压管理的目的。

放矿控制主要是控制放矿速度，由于各矿的矿岩条件不同，其合理的放矿速度也不同，

一般每日的放矿速度在152～1200wm之间。
Clmax矿采用电靶出矿，放矿控制是从紧靠未崩落矿石的一排放矿口放出原矿的

10??其余的各排放矿口，按10??增量递增进行放矿。否则，放矿控制很容易被打乱，

见图2-7-74。
San Manuel矿采用格筛出矿，放矿控制是按每天的放矿指令，通过对 转运 湍井装满

后再放空的计量办法来严格控制每个放矿口放出的矿量。放矿工工班放矿效率 360t，放矿

速度控制在每天450～610mm，见图2-7-75。
为了很好地控制放矿，崩落的矿石量必须保证半年的生产矿量;出矿巷 道要及时维

护，保证均匀放矿能力，及时取样化验，并分析研究评价回收指标;控制矿石贫化率及覆



I246 第二篇 地下开采

图 2-7-74 放矿控制程序
1-角表;2-来崩落矿石。8一放矿控制百分数;4-贫化区，5一坡矿始束

10
_审 煎矿9

3月7，25 7i

6.7 65,065 65%
58,53058%

66.5

66.3

66,1
65.12
5.1
65,10
65.9

置 2-7-75 San MAamuel矿按月进行放矿控制示例
1一总输平者;2-转运测矿井;3-格筛平卷;4-流纹卷;5-已崩落

益层麟落等。

7.9.6 矿 山 实 例

矿山实例见表2-7-49。
San Manuel银矿矿体虽糖圆柱体，长200m，宽750m，埋深550m。整个矿体为结构软新、裂隙发

育、弧烈懊老的石英二长岩。主要矿物为侵染型赁帆矿和少量的相矿，属低副位矿床。矿体上部被较锰

硬的安山岩砾岩覆盖，砾岩腱着崩落在地表破裂成大块，部分砾岩放到放矿口时块度仍然很大。

矿山从开始生产以来，除少量用电魁出矿外，葬是采用重力放矿，见图2-7-71。盘区的各矿块布置

5～8条格筛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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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实 例 表 2-7-43

单轴抗压岩者石质量 肉 成 要 素（m
赋 存 特 征矿山j名称 强 度 RQD值 间k矿口底│号 矿块尺寸矿块高%)(×1"Fa> 间距

3.050～7D0 10-50San Manvel矿 厚大班岩铜矿，构造发育， 格筛 61×42.7 c185.3~183
10.7结构弱面多，裂隙充填物显软 出矿

弱夹层，强烈蚀变，容易削喜。
覆董岩石为安山岩，涨岩呈块
状

122 ×85 10,45,830～* 91电把～2100Climax矿 矿床为裂隙充填矽化交代作2
出矿│用，厚火孤者铜矿，矿石比较

坚硬稳固。矿体受断层影响形
成三条独立開状矿体。矿体走
向长2100余米

120×700o0～ 185 1o9-120o 70～10o铲运机 1E Tenlente 侵人型厚大班岩铜矿，矿石3
H矿 180类型分原生矿和次生矿。原生

矿非常坚要，崩落校困难。图
岩主要是安山岩，其次为闪长
岩、窦安岩，额定性好

现在采用矿块成对角线后退式盘区崩落，较过去按照棋盘式布置矿块的拉底顺序减小了地压。

开拓一个运输水平和一个格筛水平。矿体被划分成平行盘区，宽为12.7m，与矿体的短轴相交，盘

区布置双悲环形运输巷道，见图2-7-72。
从运输巷道装载点的两侧以63°角向上开遣转运酒井至格管水平，需高18.3。在每个湍井高12，2m

处分叉，使一对灌井供四个放矿点使用。在格筛水平开掘间距为9.1m的格筛平非，长为42，7m。在格筛

卷道每隔5.3m开菌一对放矿天并至拉底水平，垂高为4.57m。
在拉底水平并摄1.52×2.1m 的拉底卷道，拉底作业一般是从已崩落矿块的一角开始，沿对角牌方

向向未采矿块的一角后退进行。
貉楚巷道、运输葚莲采用喷倾支护、钢结构支护或300～450mm混凝土支护。

用格筛铉制放矿。通过装罐与放空运输水平至格楚水平之间已标定过容量的转运淮井来严格 检查放

矿口放出的矿量，格筛为355mm的放矿口。一个放矿工每斑放矿30t。放矿速度毒天为450～610mm。

囊 2-7-44放 求 登渍 智标
金属团收率 贫化率矿石吨数位收率品位回收率全员工始放矿工效

出矿方式 (%) (%)(%)(%)每工班（t）每工班（t》

的～120 10～29～1S6a7～9491~72b 21.8~1,7格障放矿
10~2to～98B5～12065～958.16～2息，B31.7~287电靶出矿
10~～2098-185母6～10503～10622,$～26.7218～《1铲运机出矿

7，9.7 技术 经 济 指 标
阶段自然崩落法的投资主要用在开拓采准工程和购置设备等方面。二次爆破炸药消耗、

生产卷道的支护和维护约占整个开采成本的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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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76年国外矿山统计资料，采矿每吨直接生产成本（包括开拓成本）为1.6～2，2
美元。

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7-44。

7.10 放矿理论在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放矿理论的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在崩落法设计中应逐步予以应用，虽然目前还
有一段距离，但对于某些重点大型崩落法矿山在放矿模拟试验的基础上，应用放矿理论进
行采场底部放矿结构和参数的设计是有必要的。

7，10.1 微球体放矿理论

椭球体放矿理论以研究崩落矿石从采场放出时所产生的各种运动形体、放出量以及颗
粒移动之间的关系为基本内容。放矿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求崩落采矿法果场结构参数的

最优值，降低矿石损失、贫化率，改善最终回采指标。
椭球体原理、过渡原理和相关关系原理是椭球体放矿理论的三个基本论点。

崩落采矿法采场放矿时，当从单个放矿口放出一定量的矿石之后，崩落矿岩体中一定
空间范围内的崩落矿岩将投入运动并产生二次松动。随着矿石的不断放出，该范围将逐步
扩大。范围之外的矿岩仍处于静止状态。在一定范围内投入运动的削落矿岩的空间几何形

态称之为松动体，或称为移动带。多个放矿口形成的松动体将产生相互交叉、相互影响和

相互制约的关系。对这种相互关系的定量研究，是研究矿岩接触面移动规律、水平下降极

限、矿石贫化开始高度以及矿石回收率和混入率指标预测的基础，也是合理确定采场结构

参数、选择放矿控制方法的重要依据。
7。10.1，1 松动体的形态

试验表明，松动体呈纺锤状。为了简化计算，在设计生产中，松动体可按旋转体

考虑。
放出椭球体、移动漏斗、松动椭球体、放出漏斗、移动椭球体、颗粒运动轨迹、等速

椭球体等各运动形体的相互关系见图2-7-76。
7.10，1.2 有关椭球体的计算公式

1，放出椭球体体积
放出椭球体可看成为一个截头椭球，见图2-7-77，其体积可用下式求得∶

台rab2+V，

(2-7-1)合na（1-ε）+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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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a)52-(》〕

=n（3m一列）

=言rm（1-gt）（3?*） (2-7-2)

式中 Q——放出糖球体体积，m?
a——旋转椭球体长半轴，m;
δ——旋转椭球体短半轴，m;
e——旋转椭球体偏心率，

第=-2

图 2-7-77 放出晶球体尺寸关系图 2-7-76 各运动形体相互关系.
1一放出椭球体，2一松动教球体∶8一放的幅汗，4—移动
捕斗;5一移动精球体。65一颗粒运动轨迹;7一等速晶球体

若以放出椭球体（截头椭球体）高h和放矿漏斗半径表示a，则。

+强-（1*京-y） (2-7-3)

(-Ti-a)

(2-7-4)

1 +丽（1-8t
将a和π值代入（2-7-2）式，然后再代入（2-7-1），得放出椭球体体积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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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晋解CI-a）trM

计算时，可略去截头部份的影响，并使竺=a，于是∶

C=号n（1-e） (2-7-5)

当采场矿石放出高度超过20m以上时，按（2-7-5）式计算的误差不超过放出矿石总
量的10～15??

若将放出体抽象为完全椭球体，（2-7-5）式可写为∶

《}= F}1-ε），其中e;为计算偏心率。

2。放出椭球体偏心率

由于

(2-7-6)所以

上述1-e2（或1-e）也可写成指数型回归方程式。

1-gt=Kbj"

e=√-Kbj"
由此可得出放出椭球体体积的又一表达式。

式中K、n为实验常数。
3。松动捕球体
1）松动椭球体体积O。

(2-7-7)Q，≈（11～18）O0;据实验，
即极动糖球体体积为放出椭球体体积的11～16倍。

2）松动椭球体高度h。

由于 C，=-（1-e}）h（e——松动椭球体偏心率）

h=-8-一
Q=150，Qr=会h}（1-

(2-7-8)h，= 2.46h/ ≈2.5hy则
即松动椭球体高为放出椭球体高的2.5倍。

7.10.1.3 过遗原理
若放出椭球体O/被放出，则原来移动椭球体0，的剩余部分能整体过渡到移动体Q的空

·间位置，?，表面的所有颗粒也能整体过渡到移动体Q表面的相应位置。这就是过渡原理。



第七章 崩落采旷法 1251

根据过渡原理，并考虑散体移动时的二次松散，可建立移动过渡方程;

Q; =Q-号 (2-7-9)

式中 n---二次松散系数。
7.10.1.4 相关关系原理
在椭球体表面颗粒点整体过渡的同时，同一表面

任意两颗粒点间，在垂直方向上相对于漏口平面的距
离保持原来的比例关系。这就是相关关系原理。

在图2-7-78中的A、B、C三点可建立以下相关

关系方程，
(2-7-10)

(2-7-11)=4c Zzz

1uce分别为A、B和A、C两点间的移动相 圈 2-7-78 矿石始放出果

关指数。
在整个移动过程中，nags和nac均为一常数，但一般情况下ab卡Tc。

7.10，2 分段卷道善宜题高的确定

7.10.，2，1 有廉柱分微崩落法的最低分段高度

为了获得良好的放矿指标，最低分段高度（h）应等于极限高度（h）加赢柱高度

（b），即∶
bg=库＋际;

所谓极限高度，就是相邻漏斗彼此相切的放出糖球体的高度。当瀚斗间電小、斗颈半

径大和矿石松散性好时，椭球体的偏心率小，极限高度也较低，这时纯矿石同收率较高。

确定极限高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
1。利用已知滑斗间距和放出体偏心率，求极服高度

(2-7-12)M=71-可'
式中 h———极限高度，m;

Z——漏斗间距，m;

2;——达到极限高度时的放出体偏心率，由试验获得。

2。利用经验公式求极限高度
上式中的偏心率要通过大量的现场实验才能得出，因此难于在新设计的矿山中应用。

经实验，极限高度可用下述经验公式求得;

在有效放矿层高度（h）与漏斗直径（d）的比值大于3以及漏斗间距（I）大于d

的条件下，根据矿石性质确定极限高度∶

对块状矿石
(2-7-13).h = 3.3(4-d)



1252 第二篇 地下开来

对粒级为5～100mm含量达50??上的粉粒状矿石
hj=7.2(-) (2-7-14)

3。利用散体系数确定极限高度

内/= (2-7-15)

式中 ——细颗粒带粘性矿石为0，321中等松散矿石为0.37，松散性好的矿石为0.435或
更大;大块矿石为0222。

有底柱分段崩蒋法的最低分段高度还可用中间移动角确定。所谓中间移动角，是指相
邻漏斗放矿时处于当量放出体相切点上的颗粒的移动角，该值由实验测定得出。

从图2-7-79可知∶
(2-7-16)为=hg = （-4）tga

式中 h——有效放矿层高，m;

h，——极限放矿层离，m;

——-相邻漏斗轴线间距，m
d——底部漏斗直径，m）
α———中间移动角，（°）。

据图2-7-79

(2-7-17)a= arctg了P-

式中 R——高为》的放出漏斗半径，m，其他符号同（2-7-16）式。
由此可得最低分教高库s;

(2-7-18)万4=压+
式中 A——-运输水平到粑（装）矿卷道顶板以上 1 m止的底柱高，m。

7.10.2.2 无底柱分段廓癌法的最低分段高度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分段高度往往受凿岩设备有效钻孔深度的限制，但为了取得良好

的放矿效果，分段高度（ha）应满足以下条件∶.

(2-7-19)ha=*
式中 h?——回采进路高，m;

/——放矿层高，m;

 = ，-后、b 和e分别为当量放出体短半轴和偏心率，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回采卷道应按菱形布置、使回采巷道中的废石出现晚，放矿效果

好。在垂直方向上，回采巷道应设在放出椭球体最大宽度（Wr）的地带，见图 2-7-80，

一般在约2/3h处（此处h为下一分段巷道顶板以上的放出高度）。据此，可确定分段高度

（h2）。总放出高度（hr）顶点的位置可十分近似地确定，即图中点1和点2引出斜钱的

交点。
无底柱分致崩落法的分段高度也可用中间移动角（a）确定。当无雇柱分段崩落法的

上下分段呈菱形布置时，分段高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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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带爆

图 2-7-80 分段卷道位量图 2-7-79 当量放出体与中间移动角

(2-7-20)ha=0.5〔hb+(S-2Wp)g〕

式中 h——分段离，m;
Wp——分段巷道宽，m;
Sp—一分段卷道轴线间距，m。

7.10.3 分段警道水平距离的确定

7.10.3.1 有廉柱分段期警法出矿卷道间距

在出矿悲道双侧布置漏斗的情况下，出矿卷道间距为漏斗间距的2 倍，即
(2-7-21)L= 28L= 21(2-7-21)

式中 L—-出矿卷道间距，m）

——漏斗词距，m。
7.10.3.2 无底柱分段崩警法分段卷道间距
1。按放出椭球体计算

(2-7-2)So=20+Wo=Mj√I-EF+W。
式中符号同前。

2。经验公式
如图2-7-80，已知hz及Wr，就可确定两个分段平巷轴线之间的水平距离S2。

当放出高度序a≤18mo时，

(2-7-23)Sp<n
当放出高度所>18mn 时;

(2-7-24)Sp<0.65
式中 Wr———放出椭球体最大宽度，m。

Wr≈W'+a-1.8，见图2-7-81;
其中 W/——与放出总高度h有关的放出椭球体的理论宽度，m，

a ——放矿口有效宽度，m。

3。用中间移动角确定分段卷道水平间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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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角z+Wptg）- (2-7-25)

式中符号同（2-7-20）式。

7.10.4 其他有关参败的确定
7.10.4.1 用内摩癫角确定最佳铲取深度
用铲运机（或装载机）出矿时，最佳铲取深度（×）可根据图2-7-86推导出来∶

中≈tga 又 中≈φ

*h-Ligo (2-7-26)所以

又∶

L= hptg3-旦

将L代入（2-7-26）式

*=n，（ctgp-g90-旦） (2-7-27)

式中 x——最佳铲取深度，m;
h——分段卷道离，m;
φ——散体内摩擦角，（°）。

图 2-7-82 最佳铲取深度图 2-7-B1 与放出总高度存有关的放出椭球

1一增壁，2一燥下矿石;3-应力轨迹体的近似宽度

7.10，4，2 墙壁倾角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采矿端壁面与水平面的夹角叫做端壁倾角。端壁倾角对放矿椭球体

的发育有直接影响∶端壁前倾，放出体体积小;端壁后倾，放出体体积大，端壁垂直，放

出体体积介于上述两类体积之间。
放出椭球体中心轴偏离端壁的角度叫轴偏角。端壁倾角为75°、90°、105°时，相应的

轴偏角分别为0～3°、6°～8"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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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崩落法端壁倾角一般为80°，这一角度有利于菌岩及向钻孔装药，也有利于降低
矿石贫化率。

从放矿角度出发，端壁倾角由矿石块度4与废石块度本，的比值确定1

当号->1 时，采用80°～90°的前倾端壁

当-9-= 1时，采用90°的垂直端壁;

当4-<1时，采用105°～110°的后倾端壁。

7，10.4.3 麝矿步距和放矿步距
在无底柱分段崩藩法中，当分段高度和回采巷道的间距及断面确定之后，能起调整作

用的参数就是崩矿步距和放矿步距。

首先，根据放出精球体的外形确定放矿步距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其最大值与放出被球
体短半轴的长度相等，这时可避免正面废石混入造成的正面损失，但此时残留膏推高，矿
石损失大。放矿步距的最小值等于放出椭球体短半轴长度的一半，这时，损失减少，但贫
化增大。因此，放矿步距应介于上述最大与最小值之间。

端壁倾角为90°时，放矿步距（。）可近似求得∶

(2-7-28)s x严-√1-e

式中 c —--放矿步距，m;
其他符号同前。

上式考虑了整体矿石经燥破后的挤压碎胀。

据放矿步距，可求出崩矿步距《a）;

(2-7-20)②=立K
式中 K———矿石碎胀推移系数，一般可取1.2～1.25。

最忧崩矿步距也可用中间移动角求得∶

(2-7-30)

式中 a——中间移动角，（°）;
m-—与铲取深度及矿石流动性能有关的矿石流水平厚度，一般取0.8～0.9m。

其他符号阈前。
计算出来的o值应根据最小抵抗续进行调整。

最优放矿步距为;
(2-7-31)e-Ko

7 ，10，4，4 放矿口直径的确虑

放矿漏斗口直径对放矿和矿石的损失贫化影响较大。放矿口过大，出矿量难以控制;

放矿口过小，曷发生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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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矿口的有效放矿宽度，取决于分段平巷的宽度及其顶板形状。平巷呈拱形时，有效
放矿口的宽度较小，对分段崩落法放矿不利;平卷顶板呈水平状时，平巷的总宽度可得到
充分利用，并可看成是国采出矿口的有效宽度。

确定放矿口直径的方法;

1。用应力极限平衡原理确定全断面流出的放矿口直径（d）

;+c'）+（1+sinφ） (2-7-32)

式中 K——系数。对圆形及方形滑斗口，K=0，5，对楔缝式滑斗，K= 1;

γ——矿石松散体重，t/m2;

c——矿石粘结力，t/m2;
c-边壁摩擦力，t/m*;
g——内摩擦角，（°）。

2。根据期落法矿石块度确定漏口直径

大量崩落采矿法采用中深孔和深孔崩矿时，矿石块度一般较大且不均匀，这时，漏口
直径往往通过现场实验确定，或按下面公式确定。

大块含量不多且矿石块度较均匀时
(2-7-33)d≥*3d,

式中 d-——最大允许块度，m。

不合格块度的矿石较多时
(2-7-34)=4,-0,5H(dp-44)

式中 dg——不合格大缺平均尺寸，m，
p——不合格大块百分含量，??

矿石块度极不规则时
(2-7-35)d≥4.2b

式中 b-——允许最大块度的平均宽，m。
7，10.4.5 漏斗调题（L）
为了最大限度地回收矿石，漏斗间距一般为与极限高度相适应的放出体的短半轴的两

倍即∶
(2-7-36)L= 2≈h;√1-ε

用中间移动角（c》可确定有底柱分段剿落法的最大漏斗间距（Lmm

(2-7-37)

式中 序————实际有效放矿层高，m;

4 ——底部漏斗直径，m。

7，】0，5 删警法合理储构参数的计算例器

原始资料见图2-7-80。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分段巷道宽W。=8，5m，

分段卷道离库p=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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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放出宽见图2-7-81，a=Wp×0，7=2，45m;
平均中间移动角α = 82°10′;
散体内摩擦角φ= 38"23";
进贴间距Sp= 10m;

总放出高（预测）灰=21m;

计算。

（1）放出椭球体理论宽度见图2-7-81，W=6，5m;!
（2）谓2-7-24式，W≈6，5+2.45-1.8=7，15m

(3)d-≤≤5 =3,6j

验证进路闻距Sp<方=11m（取】

（5）据2-7-20式，分段高度hz为;

h=0.5[3+<10-2×3.5)tg82"10=12,4m
取h = 12m;

（6）据2-7-30式，最优崩矿步距α为;

＋ 0.91g82"10
= 1.8m)

（7）最优放矿步距e=1.2×1，8=2，2m，

（B）舞2-7-28式。最佳铲取深度《z）为;

z-3(ctg38*23'-t2-323)=2.3m。

7，10.6 矿方损失率与贫化率的预测

7，10.6，T 数理统计与类比法
设计常用这一方法确定矿石损失贫化指标，详见第十四章矿石损失与贫化，但准确性

较差。
7。10，6，2 模型实验法
该法是国内外目前预测矿石损失贫化值和研究崩落采矿法有关工艺和结构参数的一种

主要方法。
进行崩落法放矿模型实验时，采用正交实验或回归正交实验，其预测准确性较高。

7.10，8.3 戴值模拟（理论计算）法
在多孔放矿研究中有三个问题需要解决，①矿岩界面的移动过程;②矿石残留体、放

矿后矿石损失形态、空间位置和数量;③放出体形态。采用数值模拟法可求解这些问题。

7.10.8.4 解析法
根据放矿椭球体的偏心率、有效放矿层高度、相邻漏斗间距、漏斗半径、放矿步距、

放矿接触面等因素与矿石回收率及贫化率的关系进行预测。

具体预测方程计算本章从略。

7.10.7 放矿截正品位确定

崩落来矿法是在湖落的覆盖岩下放矿，随着矿石放出，废石逐渐混入，贫化逐渐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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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确定合理的放矿藏止品位，以获得较好的技术经济指标。
主要有下述三种方法确定放矿截止品位∶

（1）类比法，根据条件相似的矿山选用。如冶山铁矿、玉泉岭铁矿，梅山铁矿为生
产多年的矿山，计算及实践表明，铁的放矿截止品位为15??合理的。

（2）价格法，根据产品——成品矿、精矿等价格进行计算，反推算出放矿截止
品位。

（3）盈利法，以报销一吨工业矿量盈利最大或开采全部工业矿量盈利最多为原则，
进行计算，确定放矿载止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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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概 述

8.1，1 充填采矿法应用概况

凡是符合下述生产工艺的采矿方法，本手册将其归入充填采矿法，它的生产工艺可概

括为;随着回采工作面的推进，采空区用充填料充填，充填是 该法回采过程中的必要工

序，其作用是支撑两帮、控制岩移，并作为回采工作继续进行的工作底板或者是矿房采空

后，一次事后充填，以支撑上下周围矿岩，使相邻矿柱得以顺利回采。

充填采矿法有以下优点。

（1）采准切割工程量少;
（2） 适应矿体形态变化的能力强，灵活性大，矿石损失、贫化率小，

（3） 能够有效地维护圈岩，减缓图围岩的移动;

（4） 对于极薄矿脉或多品种矿石的矿体，可进行选别回采，

（5） 能防止矿床开采时的内因火灾，有利于深热矿井工作面降温。

充填采矿法的缺点∶
（1） 多一充填工序，回果工艺相对复杂，采矿成本较高，
（2） 回采循环时间较长，生产能力相对较低，若采矿与充填配合不好，充填工艺不

成熟时，对矿块生产能力影响较大。
目前国外使用充填采矿法最多的国家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其次是日本、瑞典、美国

和联邦德国。充填采矿法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十年代，我国主要采用方框

支柱充填和干式充填采矿法，由于劳动效率很低，成本高，只在少数几个矿山使用;六十

年代由于水砂充填、胶结充填工艺的试验推广，在凡口、金川、锡矿山，红透山、风愿

山、铜绿山等大型骨干有色金属矿山相继应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由于铲运机等无

轨设备的引进，机械化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和 VCR法的试验推广，把充 填采矿法的效率

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由于采矿成本较高，充填果矿法在黑色金属矿山应用仍然较少，有

色金属矿山约占总产量的19??

目前我国应用充填采矿法的主要矿山如表 2-8-1。

8.1.2 充填采矿法的适用条件

（1） 矿石品位高的富矿，稀有、贵重金属矿床;

（2）矿体形态很不规则，厚度、倾角变化大，分枝复合现象严重，含夹石多的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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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B-1我圆疲周充填采矿法的主要矿山

矿山名 称 采 矿 方 法 选用充填采矿法的原因

矿石品位高，要求限制函岩移动，防止凡口般锌矿 上肉《水平分层）充填法;机械化上向（盘区）
岩窜水番入坑内充填法;留矿采矿事后充填法;VCR事后充填

迭

矿石品位高，尽量减少贫化，损失率，金川龙苜矿 上肉〈水平分腥）充填法;（倾斜）下肉《分
矿岩不稳鄙恳）充填法
矿石品位高，且保护上部贫矿，矿岩不上肉（水平分层）充填法，（倾斜）下向（分金J二矿区
稳固层）充填法。VCR事后充填法（试验），上向

<机械化）进路充填法〈试验）;下肉（机械化
造路）充填法（试验）

矿石品位高，矿体形态复杂上向（干式》充奖法（带混凝土需着）;上南（尾黄沙坪铅锌矿
砂胶法》充填法，下向充填法（V号矿体》

防止项板冒惠发火壁式（水砂）充填法潮浑餐矿
矿石品位高，保护上部贫矿开采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VCR 及阶毁空场事后大厂铜航矿81号富

充填法（试验）8
保护地表河流、农田，防正地赛水篱人

点柱〔尾秒》充填法;上向分层（尾砂）充填法铜慢风愿山得8 宄内
防止地表盘地汇水体漫入就内矿柱VCR 事后充填法;矿房阶段空场事后充铝酸安庆闸矿

填法

矿岩稳圆性差，矿石品位高，矿体形态下向分层充填法;上向（分层胶结）充填法抬材偶矿
复杂

控制地压活动，固采厚大的矿体置矿采矿事后先填法，阶段空场事局充填法;红遇山铜矿
上向《机械化分层）充填法

保护地表河流、公路分股空场摩后充填法率定啊矿
保护地表河流分食空场事后充填法大姚酮矿
防止离水渗人统内点柱分晨充填采矿法三山岛金矿
保护地表河流，防止地表水漫人坑内上向（尾砂）充填采矿法大冶丰山铜矿
保护熔我高产农田上向进路充填法（试验），上向《分屈尾砂胶焦家金矿

结》充填法
矿石品位高上向（尾砂）充填采矿法会泽70厂
矿石品位高，矿岩均较破碎上向进路充填采矿法等白银小铁山铅钟厂
矿体形态复杂，上盘节理发育上陶（分层于式》充填法大河铜矿
保护地表河淀房柱采矿事后胶紫、水砂充填法幅矿山河床下矿体

开采
要求尽量减少损失、贫化率上向（分层胶结）充填法托里络矿
矿石品位较高顶盘园岩稳固性变化大（带混凝土隔墙）上向（水砂）充填法（重号大冶铜绿山微矿

矿体）;点柱（水砂）充填法〈置号矿体>

回采特富矿保护周围贫矿上向《分层胶结》充填法哈拉通克钢媒矿
限制围着移动，保护上都矿桂方幅支柱充端法云幅马拉格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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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山名 称 . 选用充填采矿方法的原因采 矿 方 法

上盘国岩不称固，地表不允许期落（带混凝土隔墙）上向（水平分层》充填青上钢矿

保护地表，矿献极酶壁式充填法，单解削壁充填法西金矿

属天与地下同时开采，保护戴天入车沟上向<分墨》充填法朝山铜矿

减少放射性污染上肉<干式）充填法711矿

保护地表果园新城金矿 上向（分层）充填法

上盘图岩不章固，暴露后易判离金州石棉矿 上向（分层干式）充填法

（3） 矿体的上、下盘围岩不稳固威者矿石、围岩都很破碎的矿床;
（4） 地表有河流、湖泊、农田、果园、铁路村庄等需保护的矿床，
〈5） 埋深超过 800～1000m 的某些矿床;
（6） 开采有内因火灾或有放射性危害的矿床;
（7） 若贫矿在上部，离矿在下部，需优先开采富矿的矿床;
（8） 矿体垂深很大，需在垂直方向上分数区段同时开采的矿床，
（9） 因某种原因，需由下而上回采推进的矿床。

如上所述，充填采矿法的适用条件很广，但它的种类很多，选择哪种充填法取决于矿
岩的稳固条件及矿体产状。图 2-8-1可看出瑞典矿山按矿岩稳固性及矿体厚度划分充填法
各种方案的适用条件的趋势。

采播宽院

）充填法上向无填 上向送筹
阶胶充填法 下向充填映得打酸（水平打 充集法

圆岩的稳固性不烯，国岩稳固性好一

图 2-8-1 矿岩稳固性 与充填法方案

充填法拟采场结构分类，参见表 2-8-1。

8.2 回采顺序和充填体的作用

8.2，1 充填采矿法的国采颗序

由于充填采矿法有控制岩移的作用，它与空场法，崩落法不同，在矿体垂直方向的回

采顺序可组成下述多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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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由上两下的推进（常规推进方式）

回采阶段布置在矿体的上部，阶段推进方向是由上而下进行的。若多阶段同时国采
时，一般为下部阶段采矿房，上部阶段采间柱，如图 2-8-2。

1，主要特点
（1） 后期回采坑道在前期回采移动带范围外地压管理简单，
（2）基建工程量少;

（3） 符合正常的国采顺序。

2。适用条件

适用于所有中小、厚大矿体。

8.2，1.2 由下而上维进

回采阶段布置在矿体的下部，采杨回采推进方向和阶段推进方向都是由下而上。为保
证回采的安全，个别矿山还留有小量的永久矿柱，如图 2-8-3。

——一et-sg室S系品

图 2-8-3 由下而上推述示意图图 2-8-2 由上而下推进示意图

1一地表水体;2-简柱，3-采场回采卷进方向，4-阶1-矿房，2-间柱，3一采场推进方向;4-阶段推进

验推进方商方向

1，主要特点
（1） 能用高阶段回采，可减少或者不留阶段矿柱、回收率高，

（2）可优先回采下部富矿;

（3） 有利于采用无轨设备开采，尽快达产;

（4） 对需保护地表的矿体，能逐步摸索和总结开采经验，安全性较好

（5）基建工程量较大;

（6） 要求矿体深部控制猜楚。

2。适用条件

（1） 较弧立的中、小矿体;

（2）水体下回采的中、小矿体;

（3） 上部未操清，分支复合或老硐多而矿量少的某些矿体。

3。实际应用矿山
三山岛金矿、金川二矿区东部采区，鸡冠嘴铜矿（设计），满鼻Langdal矿、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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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na 金矿、爱尔兰Avoca 铜矿等。
8，2.1，3 间隔由上而下的推进
以某一水平为界，将矿体分成上、下两段，各段自成一回采区，每段的推进方向是由

上而下进行的，如图2-8-4。
1。主要特点
除同由上而下推进的特点外，尚有∶
（1）生产能力可大大增加;
（2） 对采矿方法和充填质量要求更高，接顶要好;
（3）地压管理复杂、严格。
2。适用条件

矿体沿走向长度短，垂深大，以及生产规模要求大的某种特例。
矿岩条件为中等稳固。
加拿大 Kidd Creek 矿即间隔由上而下推进。
8.2。1，4 闽隔由下调上的推进
以某一水平为界，将矿体分成上下两段，每段自成为一独立回采区。每段的推进方向

是由下而上进行的，如图 2-8-5。

191120.

_165

18位

171、

a
图 2-8-5 间隔由下 而上推进示意图图 2-8-4 间隔由上而下推进示意图

g-Centenia}矿推进示意图;b-七O厂矿推进示意图1--已采完的碱天坑，2一第一段提升竖井，
1-湖寒，2-V，C，R事后充填社采场;3一分段空编法事启究填3一第二段遵升竖判）4-衅波波;5-一间隔

采场，4-一矿柱，5一推进方间，8一上向愿砂充填采场换进方向，8-已采矿块

1。主要特点
除同由下而上推进的特点外，尚有;
（1） 因间隔同时上采，生产能力可大大提高;
（2） 地压管理更复杂严格，有时需留足够的永久矿柱。

2。适用条件
矿体长度短、垂深大，以及生产规模要求大或某种水体下回采的的特例。

3。实际应用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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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Centennial 矿，会泽七O厂。

8，2，2 充填采矿法矿房、间柱的组合

8，2.2.1 充填采矿法在回采阶段上的布置
充填采矿法在回采阶段上的布置大致有二类，一类是不留矿柱或只留少量永久性矿柱

的一次性连续回采，另一类是将阶段矿体分为矿房、矿柱的多步骤组合回来。一般在矿柱
分采时，地压管理相对复杂，矿石贫化损失率大，容易形成多阶段作业，使生产管理复杂
化，故在条件允许时，应优先采用连续回采。

连续回采的主要方案有∶
（1）长壁式连续回采方案;
（2）点柱式连续回采方案;

（3）下向分层连续回采方案;

（4）分段连续回采方案;
（5）土向分层连续回来方案。
当矿体的厚度超过某一界限或矿体的水平面积较大时，为了保证回采的安全，一般采

用矿房、矿柱的组合形式回采。一步骤回采时的采场，称为矿房，其他为间柱。

8，2，2.2 矿房、矿柱的组合原则
（1）应选用不同的采矿方法（有时也可以用一种），先后回采矿房、闻柱、使其兼备

两种采矿方法的优点;
（2）应 以矿山岩体力学为基础，协调采矿工艺、设备及渠场结构三者之间的内在联

系，使之既依存又独立，
（3）应合理地确定矿房、间柱的矿量比例。考虑地压、产量、胶结材料供应等条件，

综合平衡房、柱采矿方法的技术经济指标，达到综合最优，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4）矿房、间 柱的装备水平及矿块生产能力应合理地协调，以保持正常的回采顺序°

8.2.2，3 矿房、间柱组合的主要形式

1。一房一柱的组合（通称二来一）

矿房，阃柱在阶段 上 间 隔 布置，先采矿房，待一个阶段或两个阶段的矿房基本结束

后，再采间柱，如图 2-8-6。其主要特点是。
（1）矿房回采是在矿柱支撑顶板压力下作业，安全性好;
（2）矿块布置多，生产能力较大;

（3）初期积压间柱矿量多，准备矿量增加，基建投资大;

（4）间柱回采时，压力集中，地压管理相对复杂，损失贫化率增加。

该方案适用于矿山压力较小的厚矿体，如凡口铅锌矿、黄沙评铅锌矿、柏坊铜矿、铜

官山铜矿、加拿大伯伦斯威克等矿山。

2。二房一柱的组合
在整个阶段上按房、房、柱布置，二个矿房先后上采，矿房结束后，再回采间柱，如

图 2-8-7。此方案的主要特点是∶
（1）同时回采的矿块数多，生产能力相对较大;

（2）回采顺序较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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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5 一房一柱 组合示意图 图 2-8-7 二房一柱 组合示意陷
1-矿房;2-一阀柱 1-矿房;2一间柱

（3 ）对厚大矿体开采时，地压与生产管理均较困难。
该方案适合孤立、零散的富小矿体的开采。如托里铬矿、苏联共青团矿的某些采区。
3。一房三柱的组合（通称"四果—"）

矿房、矿柱在阶段上接房、柱、柱、柱布置，每个矿房或矿柱回采都有三个矿柱（包
括人工矿柱）支撑顶板压力，作业安全性好，一般仅在只能划分小尺寸矿块时采用，如图
2-8-8。主要特点∶

（1）矿房、间柱作业条件相差不大，对间柱回来有利;
（2）能支撑较大的矿山压力;
（ 3）同时作业的矿块数少，生产能力受影响;
（4）准备矿量增加，基建投资大。
该方案适合矿山压力大矿岩稳固性稍差

的厚大富矿床的回采，如金川二矿区东部一
期设计方案，苏联捷克利矿。

4。一房多柱的组合
矿房、矿柱呈房、柱间隔成行布置，而 E oF控整

行又呈房，柱组合，使一房为多柱支撑或矿
09Fype宁于-块呈棋盘式布置，达到多柱支撑的目的，见 的例

图 只有岩石充填图2-8-9。主要特点∶
a 岩石克填
C 被结竞填

诉 恩 正在交界
□ 来克填

团验量 页 戏众部分

ITpIII

图 2-8-9 一房多柱追合示意图图 2~8-8 一房三柱组合示意图
s-Mount Isa矿房间布置示意图8-Ki Creek矿间1一矿房，2--间柱

柱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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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支撑大的矿山压力，作业安全性好;
（2）房、柱的作业条件均好;
（3）房、柱允许暴露的空间大，适合用高效率的阶段充填法开采，生产能力大，
（4 ）积压了较多的矿柱矿量，准备矿量需增加，基建投资大。
该方案适合大面积厚大矿体的开采。如Moun Isa 矿1100号铜矿体、Kia Crech

矿，金川二矿区二期设计方案。
8.2，2.4 矿房、间柱的组合方案

矿房、闽柱的组合方案很多，随着开采技术的发展，将日趋增加。目前主要的组合方

案如表 2-8-2。

囊 2-8-2矿。、阈柱的题合方离

用 矿相结合的间柱国采方祛名称矿身固采方法名称

凡口、黄沙环钢锌矿，袖防，铜最山铜矿及拔工业<1）上向分层充填法
都的一些矿山
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一些矿山（2）下向进路充填法上向分层充填法 Fa1un 矿<墙典）《3）上向进路充填法
凡口铅锌矿、红漫山粉矿（4）留矿采矿事后充填法
Lewack Wesr，等矿（加）凡B船快矿（5）VCR事后充填法

Strathcona 矿（加》VCR 事后充填法点柱充填法

Navan 铅快矿<要尔兰）阶致空场的阶段充填法分段充填法分段充填法
Mount Is矿（澳）、Kids Creok 矿<加）阶段空场的阶段充填法或同左分段空场事后充填

法
大厂铜统91号设计方案，安庆铜矿级计方案VCR 事后充填法阶段空场事后充填

法
Rublakea 矿（西班牙）Whttehors 矿、VCR 事后充填法VCR 事后充填

Levck矿、Rox 矿〈加），凡口餐榜矿法
红券山钢矿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留矿采矿事后充填法

榻矿山河床矿体房柱采矿事后充填法房柱采矿事启充填法

8.2.3 充 填 体 的 作 用

1。有效的支撑和控制矿山地压
锡矿山矿务局南矿房柱法采空区采用尾砂充填以后，由于充填体围压的作用，从而有

效地控制了矿1山地压。
湘西金矿矿体为缓倾斜极薄矿脉，采用削壁充填法。由于充填体的作用限制了地表移

动和沉陷，开采面积虽已达 35万m2，仍能保护地表建筑物和河流。

2。充填体的隔离作用
（1）胶 结 充填体或带混凝土隔墙的充填体，在间柱回采时，可避免矿房上下盘及上

阶段废石涌入间柱采场，使间柱的回采接近于矿房的回采状态，其贫化损失指标一般可挖

制在10～15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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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填体能支撑与隔离自燃发火矿石，防止其情落、破碎、发热，防止 内因火灾
的发生。
湘潭锰矿矿体的直接顶板为片状黑色页岩，崩落后在有水与空气的条件下，经过30～

46 天即发生自燃。自采用壁式充填法后，由于随着回采工作面的推进，随即用水砂充填
采空区，阻止了直接顶板的冒落，从而防止了内因火灾的发生。

（3）充填体能隔离放射源。减轻放射性污染对人体的危害。

8.2.4 胶结充填体的强度

胶结充填体的强度与采矿方法、采场的几何形式及大小、矿体的赋存特点、岩体应

力、砂岩的力学性质、回采顺序、暴露时间等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间柱的回采方法，对充
填体的自立高度以及充填体本身的物理力学性质和结构特性等有一定的要求，这是一个复

杂的力学问题。
由于胶结充填体在回采过程所起的作用不同，对其强度要求也不相同。过去，我国充

填法矿山的充填体强度设计值普遍偏高，但矿山实际却降低很多。总结国外充填法矿山的

经验和大量的充填体强度的实际资料，结合我国充填采矿法的发展，提出不同采矿方法充
填体强度的选取范围，供设计时参考，见表 2-8-3。

我 2-8-3不同采矿方法充填体强度选取表

充填体置度 （MPA）对 充 填 体 作 用 要求回 果方法

充填体表层（叠层）1-2（1）保证自行设备王常运行沿走向上向分层充
其他∶0～0.5（2）采弱底部强度要较高，为人工能柱或人工顶板填法和点柱充澳法
人工底柱。4-5

表展 1～2（1）自行设备能正常运行上向进路充填法
其他9，5-1（2）相邻进监国采时，充填体不等落
第】~2分展4～3（3）第1~2分层翼度要高

假顶 d～5（1）保证在人工餐顶下作业安全下向进略究填法
其饱1～2（2）相邻进路回采时，充填体不考落

一般 1-2（1）充填体允许暴露面积>1500～200m'间柱需用阶段充实
高阶段Ⅰ ~4（2）充填体在回采结束之前能自立。法回采的充美体
0～0.6（1）相邻进降回采时，充填体不垮落襞式充填法

0~1 或 2～4（1）保证充填体有较大的自然安患角分段充填法
（2）个路作假巷时，不旁落

注，1，矿房用上向充填法回采，而间柱用阶段充填法回采时，唐澜足阴者之要求，

2.需特殊保护的充填体除外。

国内部分矿山充填体强度见表 2-8-4。
国外部分矿山充填体强度见表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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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4国内部分矿面充填体菌直囊

卖 际 强 窝设 计 当 度
注矿山名称 采 矿 方 法 ! 水泥量（kg/m"））骚度 水泥量（kg/m强

(MPa) 最灰砂比或灰砂比(MPa)

2502~4凡口铅锌矿 上向充填法，VCR 事后充
填法

碎石胶油180～2008-4金用龙黄矿 5上向充填法下向进路充填

灰砂比 14 220～256b4-～55~7金J1二矿区 下向进路充填。上向充填法
1310

平均 2.1250~300 浓度低200铺面、上肉充填法;阶段空场法，红透山铜矿
1,1~3,2事后充填法

2～4灰秒比 1t9房柱采矿事后充填法德矿山河床矿 7,8
体开采

混凝土10~15上向干式充填混凝土隔着黄沙坪铅怖矿
降墙

70-100上肉充填法托望络矿
混凝土260上向干式充填法混凝土需墙711矿

隔墙

176-2405~7.5 210上肉分层充填法柏功铜矿

(1uB)2.5-3点柱式充填法铺面钢舞山钢矿

(114)灰砂比110身、柱均用上向充填法 3焦家金矿

表 2-8-5面外都分矿山充填体强度汇总表

充填体平均温度
水泥含量（??或灰砂比采 矿 方 法矿山 名称 (MPa)

2，§<岩石数结）初期加水泥d~B??后改为含水分爱与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Mount Isa 矿 l100
1.1（《水砂胶结）记6??岩石充填料或水砂充填料号（澳）

1含水泥5??岩石充填料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 枣Kidd Creek 矿<加）
116尾砂胶培料上向进路充填的上盘进路Kristinberg矿<编）
110水泥尾砂浆徽顶1，5a厚下向充填法Garpnberg矿（增）
110水泥秒浆1m厚贺顶下向充填法Broken Hit 矿（澳）
110水泥是砂浆上向分层充填电犯运矿益层

0,35~0,41430水泥尾砂浆矿房∶点柱充填法，Srathcona（加）
间柱，VCR 法

130水泥尾砂浆矿房，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Levack Weat（加）
矿柱，VCR法

2～s水泥加人量 6~83kg/m2Gruad 铅续矿《酰形 分欧充填法
1-4合水泥5??尾砂浆房，分段充填法;塔控公司 Navan 船

柱∶空场事后充填或分段充填铸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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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上向分层充填法

8.3.1 适 用 条 件

几乎适合矿岩中等稳固以上，一切需要充填的任何产状的矿床。尤其对矿体走向长度
较大，而平均厚度又小于10～15m的急倾斜矿体，效果最佳。

国内外主要采用上向分层充填法矿山开采技术条件筒况如表2-8-6。

8，3，2 主要方案及特点

8，3.2。1 上向分爆充填法主要有知下特点;
（1）工作面上向分层推进，每层又以采、出、充形式循环作业，工艺环节多，矿块

生产能力随着生产管理水平和机械化程度而异;
（2）分层回采，分层充填，采空区高度较小，两帮维护较容易，能适应矿体的变

化，不容易丢边和超采，还可以进行选别回来，贫损指标容易控制;

（3）人在采场内作业，直接顶板需进行护顶加固，否则安全性差;

（4）充填料可以是尾砂、废石、炉渣、山砂等;可进行胶结、水砂、干式充填。形

式多种多样，因而该法适应花图广;

（5）采准、切制工程量较少。

8.3.2，2 布置形式

1。沿走向布置采场方案
按工作面的形状又分为∶
1）上向水平分层方案

沿走向上向水平分层方案，一般要求矿体厚度小于10～15m。一个矿体用一个或几个
采场回采。采场长达百多米至数百米．采场间不留或只留少量永久性间柱，工作面虽水平
或梯段推进。采场分层矿量大，常用高效率的醋岩台车和铲运机等无轨设备，充填可采用

尾砂或在尾砂上铺以灰砂比为118的300～500mm厚的胶结底板;因而矿块生产能力大，劳

动生产率高，这是典型的机械化分层充填法方案，见图2-8-10。

KZZZIZZZZZZIZTxZ

经

图 2-8-10 沿走向布置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图
1～贯岩台车，2一铲运机;3一水砂充填管，4一曾矿井，5—充镇井，6一充填挡墙

国内还有一些采用常规设备的充填法矿山，一般采场长50m，采场留有一定 量的间

柱，常予以回收。因采场面积小，用气腿凿岩机凿岩，电粑或气动装运机出矿，矿块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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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表果 出矿方式固 性欧体赋存条例 备 注充属料回（m）采矿 山 名 称 出- 厚度走应长座 :c 阶段高60n尾砂装结电把或铲运机<I1m沿走向布置，长稳 固急倾料（澳》Broken Hl1 50～200铅锌樱矿 分级尾砂ST-8等护运机沿走向335粒 因神 国33510.5东矿体淡大判亚 酒走间 36088912西矿体 分级是砂美运机成护运机沿走向 140~8稚 固 拿园r8te0～30o 4~18（是典）（Renxrom）铜矿 水 砂ST-8.沿走向 370o37010～35（需典）Uaden铅锌矿 阶段高122m思砂放结梦运机悉走间 180~2505-70se40s-5（加）Thoopson 蝉扩 尾砂胶结铲运机沿走阀 130～30075～851B304.9加）Falcon Birage 钾矿 地砂胶结护运机沿走肉 86070r,5~12加）Henderson 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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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较低。采用干式或水砂充填的矿山，在矿房与间柱之间构 筑300～00mm厚的混凝土
隔墙，以利间柱的回收，但砌筑隔端使劳动生产率更低。其采场布置如图2-8-11。

l

加-W

1Ⅱ-II

图 2-8-11 黄沙坪采矿方法典型图

1-充填井，2-人行通风天井，3一天井联络遭;4-运输平巷，5-混凝土色板，6-废石充填料
7一雅风井，8一矿井，9—电犯绞率，10一混凝土隔墙

2）上向倾斜分层方案
当矿体的厚度较小而又需采用干式充填的矿山，为便于采场矿石及充填料的运搬，工

作面常呈上向倾斜布置。按需要可布置成单倾或双倾形式，如金州石棉矿等。见图2-8-12。

围整亦-
图 2-8-12 双倾工作面采矿方法图

】一-回采落矿 I-把矿 】-充真料运数
【一阶段运输平移，z-漏斗8-矿井，4-疾控（3m）;5-人工鄱着，6-充填天井;7一人f

天井;一穿脉卷盖

3）削壁充填方案
矿石品位较高的极薄矿脉，为保证采场必要的作业空间，在回采中必 须采 下部分围

岩。回采的方法是分别崩幕和运搬矿石和围岩。采下的矿石运出，围岩则留在采空区作充

填料。先采矿石还是先采围岩，应根据矿岩的物理机械性确定。该法 适用于矿脉产状稳

定，与雷岩接触明显，易于分离，且围岩不含矿的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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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脉的倾角不同，削壁充填的主要方案有;
（1）水平上向推进方案

当矿脉的倾角大于45°～50°时，矿石由人工或电粑运至顺路架设的溜矿井放出，工作

面一般呈水平上向推进。主要应用的矿山有∶昌巴山金矿，金厂沟梁金矿、红花沟金矿、
浙江弹矿等。如图2-8-13。

图 2-8-13 昌巴山的削壁充填法

1-活输平卷，2-■斗，3-人工假断，4一国风卷，5~经板;6-人行天井

（2）上向倾斜推进方案
当矿脉的倾角为20°～35°时，矿石不能从顺路架设的满井放出，为有利于电粑运输，

工作面呈上向倾斜推进。它可分为单斜扁形推进和V形推进方案。

单解扁形推进方案工作面成一直线，电耙很少移位，效率较高，是目前使用较多的一
种方案。应用的矿山有湘西金矿，见图2-8-14。

I-1

I-
图 2-8-14 潮西金矿单斜扇形推进削壁充填法

1-活脉平薯（2×2m），2-脉外平巷（2×2m），3-切警平善（2x2m），4-电行， 5-采溃天

井（1.5×2m》;6—废石充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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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形推进方案量V形顿斜工作面，一侧凿岩，另一侧靶矿，效率较高。但电靶拐角扒

矿不易控制。应用的矿山有湘西金矿，金洞岔金矿等。如图2-8-15。

苏二
N-Ⅱ

Ⅰ燃大

图 2-8-15 湘西金矿V温推进常壁充填法图
1-帚貅平巷<2×2，2m），2-下盘运输平巷（2×2，2m），3-人行风天井（1.5×2m）;4-充填

区i5一放矿需斗（1.5×2m），6-一电粑调室;7一圆木撑;8一充填料

2，垂直走向布置场方案产

矿体厚度大于10～15m，来场长轴垂直

矿体走向布置矿房、间柱。一般采场面积不

太大，为适应机械设备进出，采场按采准布

置不同，可分普通充填法和盘区充填法两种

方案。
1）普通方案1-Ⅱ
一个采场是一个单独的回采单元，采场

之间相互干扰少，生产管理较简单;采准工
程量少;凿岩及出矿设备都是使用普通的气

腿式凿岩机、电粑或装运机，每个采场需配I-Y
备一套，除大修外，一般不出采场，设备利

图 2-8-15 焦家金矿上向分层充填法图
用率低;矿块生产能力不高。该法主要在无

1-混额土鲁道，2-舞矿穿脉;s一溜矿井;4-人行

轨设备没有应用的厚大矿床和中小型矿山中潇水井;5-充填井，《一充填料层，灰砂比（1虫9）;

7-充填料层，灰砂比《1 4）
采用（如焦家金矿、托里铬矿、柏坊铜矿和

凡口铅悴矿、金川龙首矿等），见图2-8-16。

2）盘区方案
几个采场组合成一个圆采大单元即盘区，回采分层矿量多，可以使用高效率的无轨凿

岩台车，装药车。铲运机等。这些穿塌、出矿设备为盘区采场共同调济使用，因而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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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高，设备利用率离，矿块生产能力较高。采场之间的联系沟通有两种形式，一为脉内
采准，二为脉外采准。

〈1）盘区开采的脉内采准方案
一般在间柱下盘或上盘边缘掘分层联络道，利用铲运机从一个采场进入另一个采场，

盘区内设有共用的人行天井和设备井。无轨设备进出盘区采场，靠设备井 提 升，除大修
外，一般不出盘区，故设备检修不便。生产时要求盘区中各采场同步上采，一个采场出故
障，会影响其他采场的上来，生产能力受限制，因此采场间的协调作业管理要求高。该法

对原为普通方案改造为盘区开采的矿山较适用。主要应用矿山有加拿大Thompsom镍矿和
澳大利亚的Broken H议矿等，如图2-8-17。

图 2-8-17 Thompson蟾矿上向分层充填法图

1-下盘;z-上盘;3-矿房4-间性，5-主矿体;6-服务关井，7-溜矿井，8-人行天井;9-
采场间联络道

（2）盘区开采的脉外采准方案
一个盘区或几个盘区掘一条采区斜坡道，再掘分段平卷和分层联络道，与各 采场 沟

通。无轨设备进出采场十分方便，对集中作业、集中检修有利，还有利于撬毛、锚杆台车

等辅助车辆的应用，有利于机械化水平的提高，矿块生产能力大。缺点是采准工程量大，

初期基建投资较高。该法主要在矿石品位高和机械化装备水平较高的矿山中应用，如凡口

铅锌矿V号矿体，见图2-8-18。

8，3.3 采堵构成要素及园采工艺

8.3.3.】采端构成要素
国内一般当矿体厚度小于10～15m，沿走向布置采场;当矿体厚度大 于10～15m，垂

直走向布置采场。国外一些矿山，沿走向布置采场，长达百多米至数百米可为矿脉全长;

垂直走向布置采场，当矿岩都稳固时，有改为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的趋势。国内外采畅尺

可见表2-8-7。

8.3.3.2 采堂工作

1。采准工作构成
采准工作包括运输平巷、充填井、人行天井及放矿湍井的掘进和构筑。当采用无轨

设 备脉 外采准时，还包括采区斜坡道、分段平巷、分层联络道等。国内充填井一般布置

在矿房中央，一个矿房内设一个，当矿房的长度很长时，则应设2～3个。人行天井和溜矿

井一般都采用顺路架设，脉外采准的盘区开采则设脉外溜井，人行天井常兼作滤水井。

当采用矿石底柱时，先掘好运输巷道，然后掘充填并及放矿溜井和人行天井，并在席

柱的顶部水平进行切割工作。
当采用入工底柱时，需先掘阶段平卷，沿平巷底板将矿体全部切并至切割水平，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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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脱二二章七二二

图 2-8-18 凡口铅锌矿盘区开录方案图
1-矿身，2一间柱，3-采场分层联络道4-分段平参;5一解波道，6一充填井，7-脉内溜矿井;

8一滤水共

豪 2-8-7上向充填法构减要素表

警 直 定 向布置（m）沿 走 肉布 置（m）项 目

30～80，100（国内）30～40（国为）中欧高淀
6a~150m《国外）的～16o（国外）

30~66,100～120 矿体水平宽度真 <5～如矿房长度
100～矿体全长（国外）

6～a 《国内》8～16 （圆外）矿体水平宽度间柱意度

3~顶柱厚度 3～3
6-7《~7房柱厚度

部，矿房长度100-12m为个别矿山〈国内）。

按要求的底部结构尺寸将模板架好，充以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当其凝固达到要求强度
后，即可进行第一分层的回采工作。

一般情况下，因人工底柱工序复杂，劳动强度大，周期长，除非矿石价值极高，较少

应用。
2。渭矿井的主要形式

1）混凝土预制件制作顺路滴井

灌弁由四块钢筋混凝土制作的构件组成，每块重约30kg。在地面加工制作，采场架设

安装。见惯2-8-19。
混凝土预制件满井虽施工速度快，但有时被矿石击坏，影响出矿。

2）常酒井



第八章 充填采矿法 1277

钢溜并重量较轻，制作安装方便，在托
里铬矿、铜绿山铜矿、红透山铜矿、焦家金
矿应用，效果较好。钢翼井由四块圆弧形钢
板在采场用螺栓连接而成。见图2-8-20。

r-[ 22.5

图 2-8-20 铜娠山铜铁矿钢渣井构件图图 2-8-19 预制混凝土湍井构件图
1-制筒制板6-14mm;2-法兰钢板6-10mm;

3一联接角钢<68×5

S）混凝土浇灌的顺路演井
溜井断面为φ1.5～2，0m，壁厚一般为400～500mm，当溜井高度大于40m时，溜井下

部应加厚到0，8～1m。风黑山铜矿、黄沙坪铅锌矿采用这种型式。

目前矿山采用的福井结构见表2-8-8。

囊 2-8-8采 场 ■井筒 构 衰

需井担负面积溜井断面
过去用的结构翻 井 的 构出矿设备充美方式矿山名称 (m')(m)

400～a00混凝土预制件钉模板胶结充填铲运机 φ1，2胶 结凡口船锌矿
500-1000同上及钢溜井浇最土岗意zYQ-14 φ2尾 砂反属山铜矿
160～150阈上岗 上申1.5-2电 犯干 式微砂焊超缔矿

木操 框 50～100明 制φ1，2电 完托生铬矿 胶 结

150～208混凝土充取1.6×2zYQ-12
胶 结x ×矿 1ob～15b研制 4=6~8mm1,8～1.6电 耙

20p-300电 犯 混凝土浇谁φz 朝制d=12~14pm尾砂胶结红通山铜矿 500～100护运机
00～1600铲运机 混凝土浇准衍制6-12-14mmφ2水碎磕铜缘山解矿 400～500ZYQ-14
100→200啊制d=10mmφ.5电 郫胶结水砂焦家金矿

3。滤水井的主要型式
采用脉内采准采场的滤水井，一般铺设梯子，兼作人行天井，目前圈内外滤水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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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型式有∶
1）木垛式滤水井

一般用150×150mm方木垛成滤水井或架成井框式，井框间留有50～60mm的间隙，规
格为1.2×1.2～1.5×1.5m，木垛或井框外包滤水层即可。

2）混凝土浇灌的滤水井
滤水井断面为φ1.6～1.8m，壁厚为0.3m，井壁预理规格为800×800mm的滤水窗，每

分层4个。滤水窗由钢板网、金属丝网、尼龙纤维布、麻袋布构成。见图2-8-21。

I能大

图 2-8-21 混凝土滤水井图

1-湖水出，2-过滤层3-φ6mm钢筋;4-出水口

is2x253）滤水塔
国外多用滤水塔越水。越水塔由150×

150mm的金属网构成，或者由钢网卷成直径
460mm 的圆筒，外包四层粗麻布，用φ100 -2 (50×152)
mm 塑料 管把滤水塔和湖水并联通。滤水塔

在采场的布置见图2-8-22;滤水塔结构如图

2-8-23。

图 2-8-23 滤水塔结构图图 2-8-22 瀍水塔在采场的布置图
1-金属网，2-十字形横排，3-粗麻布，4一排水管;1-湖水塔，z一排水管;3-滤水井∶ 4-充填管;5-隔

5一扎素以免酮水墙;5一下盘溜井

目前国内外主要滤水井结构见表2-8-9。

8.3.3.3 圆采工作

1。凿岩
国内一般采用浅眼落矿设备凿岩，根据矿石的稳固程度可采用全分层一次落矿或分次

落矿。分层高度一般为1.8～3m。当矿岩穆固时，可采用二采一充的回采顺序，则分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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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5主要矿山滤水并结构微式表——_-..-.
矿 山 名 称 滤 水 层 型 式 充 填 料滤水井（塔）结构型式

大换式或许框式1.5×1，5m， 尾砂或尾砂胶轴两层麻袋布包在井框外面焦家金矿
?个 _

水碎炉渣或尾砂胶结多层滤水材料钢筒，设滤水窗 φ2m锅绿山铜矿

尾 砂多层滤水材料民胍山制矿 混凝土浇潮，滤水窗 φ1，6~1，8m

外包钢网、乙烯编织布、 尾砂或尾砂胶结木并框，1.2×1.2m，2个红透山铜矿
麻袋各 -层

尾砂胶结外包人造纤维布二层木井栀，2×2m，2 个凡口铅锌矿

滤水塔→排水管→排水井）滤水 唱砂胶结包四层粗森布Mount Isa银铅锌矿体
塔由金属网构成15×150mm，多个

潇水塔→排水管→排水并，滤水INCO公司、Fa1conb- 局砂胶结包粗麻布
塔由金属网卷成 φ150-250mm，rfdgo 公司等
多个

度可达4～6m。上向凿岩时，一般采用YT-45、01-45钻机，打水平炮孔用YT-25、YT-30

钻机，也可采用一桃一压型式。一些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矿山，已逐渐引进和采用无教液压

食车凿岩。
2出矿设备
我国中小型矿山一般用电靶、ZYQ型装运机或二者联合出矿;采场面积较大或盘区开

采过，常使用1～3，8m2铲运机出矿;使用削壁充填时，常用人工或电粑运搬。

为了减少粉矿损失和矿石的贫化，对采用干式、水砂充填料时，常铺设垫板。其材料

主要有∶混凝土、15～1∶8灰砂比细骨料胶结充填料、薄钢板、木板和废胶带。混凝土常

用于干式充填的矿山，1∶5～1∶8灰砂比胶结充填料多用于有水砂充填系统的矿山;薄钢板、

木板或废胶带往往只用在削壁充填采场。
凿岩爆破前，需对采场顶板进行严格的检查处理。当采场面积小，顶板稳固性好时，

只作撬毛或者局部锚杆加固;当采场面积较大或者采场顶板脱层，局部冒落，稳国性 差

时，应用锚杆金属网或长锚禽短锚杆联合加固顶板，以保证回采的安全。加固方法及其选

择译见采场支护章。
8，3.3.4 充填工作

采用胶结充填还是水砂或者千式充填，这与矿体的产状、矿石价值、充填料来源、间

柱的回采方式等有关，一般在采矿方法选择时予以确定。当矿体品位高，降低损失是主要

因素时，一般采用胶结充填，当以充填体为工作底板或作改善岩石受力性质为主时，一般

采用干式或水砂充填。
1，充域准备
（1）出矿完后，将设备移出采场或移至采场一端或悬吊在工作面顶板上。

（2）颢路架设人行滤水井和溜矿井，详见8.3.3.2的2，3。
（3）采用隔墙干式（或水砂）充填的矿山，在矿房与间柱之间需构筑隔墙，构筑方

法有三种，一是在充填前在隔墙边界上立木模板或其他模板，然后充以强度10～15MPa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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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即可，或边充填边筑墙，即以干式充填率作模板;二是用浅孔留矿法回采2m宽的条带，
事后一次充填混凝土造成隔墙，三是在采场照酒构筑0.3m厚的钢筋混凝土箱形隔墙等。

（4）架设充填管路。采场一般使用φ76～100mm塑料软管作充填管。塑料管从充填
井放下，采用前进式充填;也有用沈木或毛竹搭起的三脚架或人字架进行充填钢管的简易
固定支撑;国外有的矿山在采场一侧距顶板高2～2，5m处打水平锚杆，以架设充填工作平
台，台上锥充填管及若干分支管，以便使充填料均布采场。

2。，采场充填
1）正常充填
采场充填一般以充填井为中心，采用前进式充填，一次或几次充填到设计高度。若用

胶结充填，养护1～3天后，即可进行下分层谢岩工作，若用干式充填需铺设0.2～0.3m厚、
强度5～8MPa混凝土，养护24小时后，就可进行下一分层的作业;若用水砂充填时，一般

用1·5～118灰砂比的水泥砂浆作出矿底板，厚0.3～0.5mn。
2）第一分层的充填
为了给顶底柱回采，创造一个人工假顶，一般在果场第一分层充14～1∶6水泥尾砂浆

3～4m，强度为3～4MPa，或者铺0.5～0.8m钢筋混凝土底板，强度为8～12MPa。前者工

艺简单，常用于有水砂或胶结充填系统的矿山，后者工艺复杂，繁琐，劳动强度大、效率

低，主要用于干式充填的矿山。
3）接顶充填
采场的最后一分层充填，要尽量充满，使其接近顶板。可在第一-次充填基本接顶后，

停24小时再回充第二次或采取压力灌浆。
8.3.3.5 采储漫风
新鲜风流从人行滤水井（脉内采准）或斜坡道、分层联络道（脉外采准）进入采场，

污风由充填回风天并到上中段回风巷。若沿矿体布置采杨数多，为保证每个采场有足够的

新鲜风流，在充填回风井顶部设辅肩加强通风。当采场面积较大时，为保证作业地点的新

鲜风量和风速，可用辅扇作局部通风。

8.3.4 实 例

（1）红透山铜矿由30号和1、3、4号矿体组成。矿石为黄铁矿型黄铜矿，主要有用成份有惧、锌、硫。

矿体平面成音叉状，倾角为60°～70°，局部为45"～55°。矿体出露地表标高为+40m，目前开采到-300～

-400m标高，即聚深达700~的00m以上。矿体和围岩均稳固，硬度系数分别为f=10～12和f=12～14。

30号矿体因上盘岩石断展，节理发育，其稳固性稍差。该矿采用机械化分层充填法，阶段空场事后充填

法和图矿法开采。其中机械化分层充填法占50～60??它主要用于开采矿体厚度为5～20m的都分。采场
慢走向布置，长130～180m，水平宽度平均为12～14m，采场水平面积控制在1800～2000m2，阶段高度

60m，分层高皮3m，如图2-8-24。
采准工作差在采场下盘距矿体5～10m处掘坡度为20??斜坡道，规格为3.5×3m'操采橘联络道;

在采插两侧-1长度处漏充填回风天井;以及顺路架设的滤水井和渭矿井的下口等。

激岩采用YSP-45型券岩机，钻菌上向倾斜炮孔。

嫌破使用确核炸药，人工装药，分段分次端破。
出矿使用波兰LK-1型铲运机或LF-4，1型和TORO-100型铲运机出矿，其中E-J型铲运机斗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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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4 红透山钢矿机械化分层充填法示意图
一恶区科枝道;2一采场联络道，3一充填天井，4-溜矿井;5一滤水并;8—尾砂;7—尾砂草袋隔

墙sa-混凝土垫层∶9一充填管，10～度石堆垫斜波

2m2，斑纯作亚时间约为4小时，平均台班效率227t。出矿时，大块集中堆放一旁，班束集中破碎，废石
用铲运机则除堆放作充填料。

出矿完后，立即蔡设滤水并和液矿井。滤水并用木框架式叠澡而成，净顺面为1，2×1.2m，框阀留
有50～60mm的空隙，井锰外包带丝网、乙烯编织布和麻袋片各一层;清矿井为φ2m，厚d=12～14mm

惧板构成，见图2-8-20。滤水井的搭接处，要用砂浆密封，以防跑砂，充填时，先充填2.5~3m高的分
级尾砂，然后铺瓢度为3～5MPa，0.5M厚的尾砂溢凝土，作为下一分层的工作底板。

为了提高采场的生产能力，在铲运机的进山口附近用草袋装尾砂刺隔墙，将采核分为左右两个分

区，分别进行采、出。充作业。

主要技经指标∶
采矿工班效率;85t;

采矿工作面工班效率∶27t;

采橘生产能力;380t/d

采矿损失率;1，2%

采矿贫化率∶19.5%;

采切比约为∶3m/kt

主要材料消耗∶

炸药，0.325kg/*;
雷管∶0.315个/t;
导火载∶0，556m/t;

合金;2.29g/t;

鼾粥，0.045kg/t;

柴油，0.18kg/t。
（2）凡口铅锌矿Ⅳ号矿体是金星岭和狮岭地段之间的一个孤立矿体。赋存于-60m至-200m，走

肉长100m，倾角70°～80"，水平爆度一般为20～30m，最厚部分为50m。矿体受断层构造控制，形态和

产状复杂，矿石和贸岩属中等稳固，但节理裂隙发育，接触界较较清楚。品位极高，铅锌品位达33??

采用机械化水平分层胶结充填法、脉外采准的盘区方案回采。
矿块垂直走向布置，沿走向长22m，其中矿房宽14m，间柱宽8m，鉴个矿体由五个矿房 及其间柱组

合成一个盘区开采。底柱高6m，阶段高80m（两个阶段作-一个段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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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椎工作采用脉外采准方式，包括采区斜坡道、分段平巷、联络道，脉 外液 矿井《兼 作施工措施
井）、脉内溜矿井、充填回风天井等。详见图2-8-18。

回采用YT-30型曲沿机打水平孔，两采一充，分层高度为4m，由底盘向顶盘一字形推进，孔深1.8m，
孔距0.7~0，8m，排距0.6～0.7m，使用萤汹炸药、火雷管起爆。出矿采用TORO-100DH型铲运机或
LF-4，1型铲运机。铲运机由分段平巷经联络道进入采新 装矿，卸入脉外潮井，当采场顺路润井暴露出
来后，则由脉内顺路溜井出矿。

采辐出完矿，将顺路天井用模板加高固定好，同时将下侧联络道封闭好，即可进行充填，用顺 路天

井进行滥流脱水。采用水泥尾砂浆充填。充填能力为60～70m2/h，浓度70??右，灰砂比为14～18，

强度大于2。5MPa占70??上，用φ∶8mm塑料管从天井放入采场前进式充填。
新鲜风流由盘区斜坡道进入，经分段平楼、联络道进入采场，污风通过充填国风天 井 到上阶段国

风道。
主要技经指标∶

采场生产能力为133～2004/d;

盘区生产能力为400～60t/d

采矿损失率1～5%;

采幂贫化率9，7??夹石贫化）

采切比为80～100m'/kt。

（3）Mown Isa根铅锌矿脉宽座为4～11m，长100～800m，倾角约65°，矿降之间距为6～45m。

由于这些矿脉互相平行，相距不大，围岩和矿石条件不适宜用大规模空场事后充填法来回采，散 用机械

化水平分层充填法开采。
一般一条矿脉作一个采矿场，当矿脉太长时，则布置2～3个采场。9～11阶段作业区的采场，一般在

采场中央布置一个3×2。4m的醌务灭井，供大型柴油设备的大件提升之用（廊脉内平准）;13～15阶段作

业区，在矿脉之闻布置铲运机斜坡道《脉外采准）。采场两溃有φ1.8m回风天井，当采畅很长时，在长度

处，增布小联络天井。液矿井布置在下盘离矿体sm处，每100m设一个。分层高度为2～m，分层光

填高度为4m，如图2-8-25。

金部用

图 2-8-25 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典型布性图

-服务天并，2-人行井;3-园风炸，s-水平前岩，5-一铲运机出时6-矿翻井，7一炒须隔墙，

8-一脱水井，S一幅墙，10—滤水咚，11一充填敛路

采用脉外采准，有利于大型无轨设备进出采场和机被化程度的提高。据该矿的经验，脉 外采准较脉

内采准，在技术经济效果方面有一定的改善，详见表2-8-10。

来畅菌岩用Ho/ma Siser型轻型菌岩机和整体式钎子，站在爆堆上打水平炮服，孔深3m，都近顶

板的一排炮眼进行光面爆破，其余炮孔用馈油炸药爆破。并且采用浆状炸药药卷封口填塞。来下 的矿石

用ST-5A铲运机装运至覆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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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10除内、外采准工班效率比较凝

项 目 名  称 脉 外 采 准脉 内 采 准

5443恶 矿（m'）
360 d6Z出 矿（t>

47生产效率（t） 33
22锚杆安装（概） 22
61长镉索安装（m）

充填是用直径为100mm的管道将脱泥尾矿输送至采场，脱出的水经滤水塔、脱水管和脱水井流入下

都运输水平的贮水地。采畅用干是砂筑坝实行分段充填，当充填的尾砂脱水固结后，修筑一斜 联络道。

以便柴油设备的行款。测矿井周围需砌筑挡墙，以防尾砂浆藏入。
采场顶板、上下盘围岩的局部地段采用φ16mm带锥式或胀亮式高强度 钢锚杆支 护，长度有1，5、

2.3、3m三种，调度为1，2×1，2m。顶板破碎地段则用金属网懂杆支护，网孔为150×150mm。对于矿岩

很不稳固的地区，用长锚索注浆加国岩层，长18m，由2根φ15，2mm的锅绳组成。

采场通风，新鲜风流从人行天井下至采杨，经南北两端回风天井国到上阶段回风道。每一采 杨进风

量为24～28m2/s，南北两端各一半，必要时，在顶部回风天井处安装局扇，以保证所需风量。

主要指标∶
采场（即一条矿体）生产能力;约3000t/d

采场工班效率∶33～47t;

出矿工班效率;360～462t;

落矿工班效率∶ 43～5dm';

惯杆安装工班效率∶22根;
炸药∶0.27kg/t。

8.4 上向进路充填法
上向迸路充填法是一种由下而上，以卷道进路方式回采并充填的采矿方法。回采进路

是在矿石的自然稳定或略加支护下作业。该法主要在瑞典部分矿山中使用，我国小铁山铅

锌矿、金川二矿区和焦家金矿正在设计和试验这一方法。

8.4. 适用 条 件
除充填法适用条件外，尚须满足如下条件∶

（1）矿、岩均不稳固，但矿体基本能保证国采进路稳定的富矿床或贵重金属矿床，

（2）矿石裂隙较发育或破碎而品位又高的充填法矿柱回采，

（3）矿体的厚度一般为2～12m，及个别厚矿体。

8，4.2 主要回采方案及特点;

8.4.2，1 上向进路充填法的特点
上向进路充填法回采的实质是巷道机械化掘进式采矿。该法主要有如下特点∶

（1）进路顶板暴露面积与采场比较相对较小，能保证回采作业的安全，

（2）进路断面较大，凿岩、出矿、支护、充填等工艺可实现机械化作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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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3）充填体强度要求低，充填成本校下向充填法低;
（4）为不破坏矿石原有稳定性和保证接顶的质量，进路回采采用光面爆破;
（5）采场通风为独头卷道型通风，效果较差。
8，4.2.2 进路布置

根据矿体厚度不同，上向进路充填法的进路布置条数不同。
l。单进路画采

单进路回采就是沿矿体厚度布置一条进路（采场），它与上向水平分层充填 法的区别
是;进路采完后不蓄为下分层留爆破补偿空间或作业空间，而必须作接顶充填，因而它们

的炮孔排列，爆破方向及通风等均不相同。该法由于只布置一条进路，适应矿体形态变化
的能力强，如璃臭Kxisimberg矿。用于矿岩裂隙发育、厚2～6m的矿体，联邦德国Magge

矿在小于4～5m厚的断层富矿体中使用。见图2-8-26。
2.双进路回采

双进路回采就是沿矿体走向布置两条进路，一般先回采靠上盘进路，用胶结充填。后

回采靠下盘进路，不用胶结充填。有时为减少矿石的损失、贫化，也可进行胶结铺面，如
图2-8-27。

图 2-8-27 双进路回采典型进路图图 2-8-26 MeggeM矿用上向进路回采断层矿体
a-位采靠上盘进路图 b一回采靠下盘进路出a-用跳弊充填车图 6一运机量料充填图

1一水泥含量为15??充填体;2-无水泥的充填体;1--采进略，2-已充赛进略
—回采连略

该法用于瑞典的Krisnberg和Rensrom矿。该两矿为矿岩均不稳固、厚度为6～12m

的富矿段。
3。多进路回采
多进嗪回采就是沿矿体走向或倾向布量多条进路，按进路的回采氟序又可分为;

1）逐个进路回采
瑞典Fdum矿在裂缝比较发育的矿柱中，布置三条进路回采，进路回采顺序是逐个进

行的。即每采完一条进路，进行胶结充填，侍充填料固结以后，再挨着回采相邻进路，如

图2-8-28。
这种顺序回采，即使进路再多，回采进路始终只有一条，故生产能力较低。多用于回

采矿柱（包括顶底柱》或零星小矿体。

2）间隔进路回采
苏联AμpnoAu多金属公司沿矿体倾向布置多条进路，进路间的回采是一条 间隔一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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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这种回采顺序不但同时作业的进路多，生产能力大，而且一期进路胶结充填体的凝固
时间长，稳固性好，能有效地支撑顶板，减少了二期进路的贫化。该矿用它回采倾角小于
35"的矿体，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如图2-8-29。

QZa;tzrzzzZa. r
E-_i=i_Czzrz

ZI-Ⅱ放大

图 2-8-29 AuqnoAv多金属公司用进路回采级图 2-8-28 Fadkun矿用上向进路法回采矿柱

倾斜矿体示意图示意图
1-E胶结充填的进路，2—正在回采的进路1一已充填进略;2-回采进略

金川二矿区上向进路充填法试验区布置多条进路回采特犀矿体，采用间薷进路回采顺

序，以求获得作业安全，和生产能力较大的效益。如图2-8-30。

8.4.3 观场结构及工艺

8.4.3.1 采场罐构与采准
采场沿走向布置，长100～150m，矿体厚度小于5～6m，布置一条进路;大于5～6m，

布置两条或多条进降。进路断面一般为宽4.5～5m，高4m。
采准卷道包括采区斜坡道或分层巷道、分层联络道、回风井和溜矿井等，除回风井布

置在上盘外，其他井巷一般布置在矿体下盘。

8，4.3.2 圆采工艺
凿岩一般采用双机液压台车凿岩，孔深2.7～3m。采用装药车装药，为保证 进略周边

整齐，采用光面爆破，使用弱性炸药。
出矿用1.5～3，8m"铲运机，将矿石运到脉外酒矿井，放至下阶段运 输水平。出矿完

后，在工作面安装锚杆，铺杆长2，1～2.7m，间距1.5m左右。必要时安装钢筋条网护顶。

如此循环，一直到该进略全部采完为止。
充填一般采用管道充填。水泥与砂子（或尾砂）的配比一般为110，也可采用上下不

同的配比充填，即上部0.9～1.5m，采用配比174，其余为1∶10。

当要求强度高和充填结顶好时，可采用混凝土抛掷车充填。

充填管一般为φ78mm塑料管，用链子悬挂在进路顶部，挂勾间距3～4m，

充填之前，在进路口架设木挡墙。挡墙的结构如图2-8-31。

每块木板之间留5mm的空隙。木墙内衬塑料纤维布滤水，挡墙与矿石间用砂浆抹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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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1 挡增结构示意图图2-B-30 金川二矿上向进路充填法（试验
区）布置示意图

S-充填管，2-开口处;9一立社125×125～150×1501-已充进路;2-园聚进路，》-分层沿脉;4一分层
mm方木，4-撑子125×126mm方木;5一木板25×170联络道，5—分股平巷。6一解坡道， 7一R矿井;

mm，6一上开口8一废石部井，9一分段联络道;10-进风片;1I一
电动铲运机模线室，12一夫井，13一郎绿岩脉

防止跑砂。为保证充填接顶，充填分两次进行，第一阶段充完，要停一个班，再进行第二

阶段充填。随着充填高度的增加，开口处钉上木板。在上开口处观察充填已结顶时，在适

当位置锯断充填管，停止充填。
充填24小时后，可拆除档墙;充填一周后，开始相邻进路的回采。
采场通风采用局扇。新鲜风流由4560mm塑料风筒导入。
多进路国采的采杨生产能力可达400～1000t/d，损失率和贫化率一般均为8～10??

8.4.4 实例

（1）白懈厂小铁山铅锌矿矿体走向长110m，厚度1～45m，一般为5m左右，扩体倾角为70°～80°。

为一多金属铅、锌、银矿床，矿体直接顶板为绿泥石千枚岩，下盘则硅化强烈。由于矿区内小构最馈动

多，节理联略发育饱矿岩的稳固性较差。
设计规模150t/d，在矿岩比较稳定圆的块状矿继段应用上向进路充填法开采。

采场一般沿走向布置，长100m，进路为4×4m，按矿体厚度布置1、2、3⋯⋯条进路，回采时，阔

隔选行，详见图2-8-32。
在矿体下盘布置联络阶段葚董及分层联络道的斜坡道，从斜坡道鸟矿体开氟分层联络道（一般 在矿

块中部），每条分层联络道负担下，中、上三个分层的回来。即在垂直方向锤隔12m布置一条分 层联络

道。斜坡道和联络道坡度均为1-6，断面4×4m。在矿块中部的上下盘分别捕进充填回风井和清矿井。

固采时先从矿块中央拉开垂直矿体走向的分层进路，离从这里船走向向矿换网端用进路回采。设计

在进磨中采用无轨蕾岩台车，光面爆破、装药车、铲运机、摘毛机等，特矿石出宪后，再用惯杆 台车进

行情杆支护，必要时再喷一层水泥砂浆，如此循环作业，直至整个进路的矿石出完。

充填前在进路口用木柱、木板建筑挡墙，内侧衬以塑料编织袋或草袋作滤水层，进路与木挡端 的间

贰要用水泥砂浆封死，防止漏浆、跑砂。然后从充填并内也充填管沿进路顶部吊挂。一般第一期 回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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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32 上向进踏充填法示意图
1-运轴穿脉《4x4m）2-回风充填井!3-阶激运输平兽（4×《m），4-联络道《4×4m），5-■

矿井<φ3m）;6-—解坡道

进路充14的水泥尾砂浆，第二期进路充18～10的水泥尾砂浆，或不放水泥。但第二期国采的进 路充填
挡精要移至分层联络道口。

回采进路的通风主要采用周期。局制可悬吊于巷道顶部，把风筒接到进路内，进行压入式通风。污
风能上鳌充填同风并进入上阶段回风巷，去出风井。

设计主要技经指标如下;
矿块生产能力。4o0t/d;
凿岩工班效率∶115，2t，
采矿工班效率∶ 133.3t;
采切比，54m'/kt
损失率，10%

贫化率18%

材料消耗，炸药0.47kg/t;
蓄管0.45个/，;
琼和0.0005m*/t;
懒杆0.265kg/L;
钙钢0.035kg/t;

（2）瑞典Kristinberg矿，矿体戴存孑阑云母喊绿泥石片岩、石英岩内。在矿体的上盘为滑石绿泥
石片岩。矿体由两条平行的矿带组成，走向长约130m，倾角45°～70°，一般为45°。

矿块治走向布置，长150m，当矿体厚度小于5～6m，布置一条进路;大于5～6m时，可布置两条或

多条进路。进路宽3～Bm，高4～5m。若为多进路时，采用间隔式国采。如图2-8-33。
用捕助斜坡道采准。斜坡道度117～1;。从斜坡道至采物氯分腿联络道，它为三个分层服务，随 碧

分层的上采，对分层联络道进行铣顶垫底。斜坡道的一端，布置脉外溜矿井，规格为2，0～2，5m。

用双机液压凿岩台车打眼，眼深2，7～3m。用装药车装药。出矿用铲运机将矿石运至湍矿井，放到

下阶段运输水平。出矿后在作业面安装长为2.8m的锚杆。如此循环至整个进路回采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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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33 .t简进路充填法典型图
a一单进路回采图1b-双进路回采图

1-生产分屏，2-水砂充填体;3一锚杆，4一凿岩台车;5一胶结充填体（获砂比110~120）

充填前在途略口架设键水挡墙，进路内敷设490～100mm塑料充填管。充填料由充填管充入进路内，
直至接顶为止。水泥与砂子的配比为1，10。养护一阔后，在相邻进路进行回采。若为双进路时，下盘迹
路一次进行水砂充填。砂浆浓度均为60??

平均工班劳动生产率为23-·271;
损失率一般为3～10??
贫化事一般为3～10%;
（3）南斯拉失Bor铜矿"Cioka D以lkan"矿体水平矿柱是思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回采完后的顶底

柱，每个水平矿柱长100m，宽16m，高8m，含铜品位高达15??教用上向进路充填法回采。
每个水平矿柱为一个采场。进路宽3m，离2.5～3m，长约100m，每个采场布置5条进路，进略的回

采顺序是被个进行的，一个水平矿柱分三层采实。如图2-8-34。

真.据控端±_

图 2-28-34 上向进路充填法图

1一第一分层巳采完;2一充填完进路;3-回采进路

采准工作包括，在矿柱最低水平的下盘岩石中漏进一条运输平巷，并掘矿石溜并和人行天井与阶段

运输水平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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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采工艺;回采从紧靠垂直矿柱的进路开始，"进出，米新约i06m龄停止，在进路口构筑隔墙并用廉
袋布鉴好。充填管插入进路，用尾秒一直充填到顶板为止。苯扬充烘和脱水之后，紧 换 着 充 填好的进
路，再采一-条新进路。这一工艺反复进行直到整个分层采完。m厚的水平矿柱分三层采完、

主要指标;平均工班劳动生产率15t，
损先率5%
贫化率2～-3%
充填体强度（$～5）x 10"Pa，

8，5 点柱充填采矿法

8.5.】 适 用 条 件

除充填法适用条件外，主要需满足下列要求，
（1）厚度大于8m以上的缓倾斜或倾斜厚矿体，

（2）在有色和稀有贵重金属矿体中，品位相对较低.簧避免二步骤间柱回采或地面
不允许有较大沉陷的矿床。

8.5，2 主要方案和特点

该法实质是房柱法与充填法的结合，也是房柱法与垂直走向布置的矿房矿柱回采方案
的发展，它的主要特点是（指典型方案∶

（1〕几个矿房组成一个采场，在采场内用规则排列在充填体包围中的点柱支撑上盘
和回采工作面顶板。

（2）果场与采场间由充填体或少量间柱与相邻果场分隔，矿柱作为永久损失，不再
回采。

（3）矿体开采仅需一步骤回采，初期应采矿段大。采用尾砂或低标号尾砂胶结
充填。

（ 4）采场开采面积大，可以采用无轨机械化开采。

（5）采场的劳动生产率比垂直走向布置，分矿房矿柱的充填法高，能力大，成
本低。

（6）分层矿量与一次充填量大。
（7）矿石总的损失率较其他充填法大。
8.5，2，1 典型方痛（Strathconn矿）
图2~8-35所示为此法的典型方法。
8.5.2，2 用于急倾斜矿体的点挂充填法的变形方案

这一方案的特点是采杨面积较大，点柱在采场中的排列不严格。目的是避免二步票同
采。该法在倾斜矿体的浅部2～3阶段应用成功，如风黑山、铜绿山铜矿，见图2-8-36。

8.5.2.3 分段点柱充填法（变形方案）
该方法是点柱分层充填法的变形和发展。它的实质是把每开采一个水平分层（高3～4

m）随即充填一层的方法改变为每回采三个分层即分段《高12.5m），集中一次 充填的方
法。在12.5m高的分段中，上、下各4m高度的分层均采用点柱式方法进行凿岩出矿，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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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团 

图 2-8-35 Strathcon2矿点柱充填来矿法

1一分支澜并;2-充填，3-箍矿;4一锚杆，5-上向窗岩，6-回风平卷，7~点些;8-点柱，
β一间柱; 10一输助天井，11一穿脉

B T-I 世一Ⅲ

IM-Ⅱ

图 2-8-36 铜绿山铜铁矿Ⅳ号矿体点柱采矿法
1一铅脉运输巷道，2一穿脉卷道，3-间庄（宽m）;4-溜矿并，5-滤水人行井6-点住《x6

m），7一钢筋混凝土底柱厚0，m;8-充填护渣;9-胶结铺面0.4m; 10→充填天井

以后用锚杆支护顶板，暂不进行充填，中闻的4.5m高

一层在上分层凿下向孔爆破，下分层出矿，回采过程

中，上、中、下各分层点柱互相对齐，保持同心，支

化型 撑顶板。出矿一般使用遥控铲运机。充填是在12.5m

高的分段全部回采出矿以后一次进行。

 该法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较典型方案高，它一般

用于岩石条件更稳固一些的矿山，如澳大利亚King-

Is'and白钨矿，见图2-8-37。"

图 2-8-37 分表点柱充填法示意图
8，5，3 采场布置及构成要素1-上分层;2-中间分展;3-下分层;

4-炮孔，5一光填孔，者—点柱 这种方法受矿体产状、品位、矿岩稳固性等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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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及国收率的限制，目前世界上实际应用的矿山有限，其构 成要素及采 场尺寸见表
2-8-11。

8.5，4 点柱尺寸的计算

七十年代点柱法应用初期，点柱的设计是以矿柱强度和作用在点柱上的最大垂直负荷
的估算为基础的。负荷的大小按面积分配理论确定并受矿石回采率的控制，在充填体包围

下的点柱，其破坏是在充填料内逐步形成的，不会产生突然的破坏，所以，点柱的设计可
按安全系数为1考虑。即C。（点柱强度）=dr（点柱应力）时可以稳定支撑顶板。

点柱强度计算的经验公式为;

Co=o（一+题） (2-8-1)

式中 Cg——点柱的强度，10*Pa;

d。——-30×30×30cm岩体单轴抗压强度，10Pa，

W——点柱宽度，m;
压——点柱高度，mn。

点柱负荷计算式为∶

<2-8-2)dp=04。
式中 dr——点柱的负荷，10*Pa，

6p——应力垂直分量，10°Pa;
os——-0.036H，H为被计算矿柱的埋藏深度，m;
A-——矿柱的总面积，m2;
A-——总开采面积，m2。

实际设计中，点柱尺寸的设计计算，因实际地质条件变化大，仍应参照类似矿山的经
验来确定。新设计的矿山，必要时可以进行岩石力学研究、有限元分析、采 场试验来

解决。
三山岛金矿设计中，点柱尺寸的估算是根据对矿岩不连续界面的量测，统计分析，按

葉柱理论计算顶板沿走向跨度和点柱间距，并按点柱内相交的不连续界面交割成的楔形块

体重量所必须的支撑面积来估算。最终则由岩石力学专家和采矿工程师根据岩石力学试验

成果，结合设计矿山特点并参考类似矿山的具体经验共同研究确定。

8.5.5 聚 准.布 置

点柱法亦有天井和斜坡道作为采场出入通道的两种采准布置型式。

采用天井作为采场出入通道的矿山，如 S6rathcoxa镍矿初期和印度 Surda铜矿。

通常采用的是无轨采准布置系统，它包括脉内布置灌井和脉外设溜井两种型式。脉内

布置溜井的方案，一般用于电动或小型柴油铲运机出矿的系统，Strsahcona 镍矿的典型布

置如图2-8-38。
脉外方案适用于矿体规模较大和走向长度大以及应用柴油铲运机出矿的系统，此时，

一个溜井可供两个或多个矿房共同使用。三山岛金矿脉外采准布置示意见图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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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5

870
I--I
】敢大图

图 2-8-38 脉内采液布置图
1-厚8～12mm钢板12-132灰砂比充填料，3-15~Ia灰砂比，4-枝状酒井;5-工字钢，6-

矿体界限，7-钢溜井;8-斜旋道

K

图 2-8-39 脉外溜井方案布置图

1-分股平穗，2-17??坡激;3-溜矿井14-采场联络道，5-通风排水平菌，6-8×6m方形点
柱，7～阶段运输平卷;8一顶柱

8.5.6 充 填 工 作

与其它充填采矿法的充填工作有所不同的是，一次回采充填工作量大，回采充填要求

配合密切，可采用尾砂或低标号（1∶30）的尾砂胶结充填。

充填准备工作，除与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有相同的准备工作外，尚需增加，

（1）在点柱与点柱之间设隔境分次充填，以控制和平衡每次充填量。

（2）采场内设高架人行道，以便充填时铺设或移动管路以及用作分段喷射充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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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长度或宽度很大的采场内，每隔12米架设一个喷射管，用以控制充填料的过分离析。
（3）当采用斜坡道进行采准切割时，在每次分层充填前，需对斜坡联络道进行挑顶

并把废石堆成挡土坝。第一分层的回采，有时需用钻孔排水（上部各分层回采时，在钻孔
上设排水井，亦可通过钻孔排水）。如图2-8-40。

222216-LLisL

v.-aHA."
方方Wny-分

图 2-8-40 排水钻孔布置示意图
1-回采工作面顶板。2-聚乙烯纱布及金属開，3-排水井，4-充填料面，5-国采工 作面砂石席

板;g一φ165mm钻孔，7一预埋钢管，8-混凝土底座;9-下部开拓平巷

8.5，7 矿 山 实 例

B，5，7，1 澳大利亚王岛Dolphin钨矿

该矿位于南太平祥塔斯玛尼重地区王岛的 Grasy海湾，矿体由陆地向太平洋倾斜延伸，全矿从上至

下为若干断层切断成4、B、C三个主要矿段，目前，C矿段在开采。海底高矿体最近距离为40m，延深

参商300m，走向全长 300～400m，厚度5～50m，倾角 30°～45°。矿体赋存于矽卡岩中，围岩是大理岩

和角页岩，在矿体直接顶盘，有一条宽度较大的主断层，矿体和围岩的节理 较发育，翼中等稳固。整个

矿井姻下滁水不大，与海水无水力联系。
1。选用点柱式充填法的原因∶
（1）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矿柱，用以支撑上盘以保护海底不受破坏，防止海水渗入坑内。

（2）可以采用全尾砂充填和提高第一步孰回采时的矿石回收率。

（3）机械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高，可以采用生产灵活的无轨设备，以防海水 一旦入浸井下时，能

随时嫩离设备，
（4）采场内可以分选，能灵活地控制开采品位。

。采场构成要素
（1）海床底部留60m高的护阅柱，

（2）采滴尺寸及分解后矿体的自然尺寸，一般长 50～100m;宽 5～50m。

（3）方形点柱断面6×6m，基本不留间柱，回采10年以后，点柱断面改为5×5m。点柱与点柱间

净宽 8～9m，点柱中心距 14m。

（4）阶段顶底柱 15～20m，段高 75m。

（5）回采分层高4m，分段充填时，高 12.5m。

3.采准系统及其特点
（1）不设运输阶段和酒矿井。

（2）不设回采分段平巷面是由露天矿用改装的6.5m'铲运机和35～40吨卡车直接经斜鼓道进入采

涵装车后运往地表卸矿站。
（3）阶段高75m，每一阶段仅作回采开始时的切制分层用，并非运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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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回来工作

固采是从斜坡道采杨联络邀开始，第一层回采切制层高4，5～5m，充填高3m，翻1.5～2m空顶以利
下一分层回采时通风和出矿。第二层开始回采高4m，充3皿，留1～1，5m空顶。正常生产时，所有采
场均可同时凿岩和出矿，全面拉开，同时工作4～6个采杨，日出矿石1500t。其典型布置及采新国采平面
见图2-8-41和图2-8-42。

图 2-8-42 - 130～-150m分层平面图图 2-8-41 典型布置图
1一区坡矿柱，2一采场联络道，3一主解坡道1一通风排水井，2一翻筑的隔墙;3一充填钻孔和管道;

4一通采场斜被道联络道，5一点柱6×6m
6一辆杆，7一菌岩）8-出矿

近年来，该矿操据深部扩岩雅定性的实际条件，采用一种矿山称之为Si-Benckhng的采矿方法。该
法实质为分段（高分层）点柱式充填法，其布置见图2-8-40。每一分段高 12，5m 内，中闻即最后回采的

一个分层，矿山称S站-Boenching。中间分层的摘岩是在上部分层打下向孔，孔径邮5mm，孔距1m，排
距 2m，潜孔钻效率50～80m/班，亦有采用φ150mm大孔凿岩的，此时，效率30～40m/班。爆破采用半

秒冒管，散装铵油炸药，每次崩矿量 1500～600吨。
中间分腿端破后的出矿，用矿山改造的逼控铲运机勒到35～40卡车。回采后在采杨架设滤水井，采

场联络道口用废石堆筑成坝后，一次进行尾砂充填。充填后的排量水示意见图2-8-40。
将某些不稳固有破裂的点柱，需在充填前用砂浆樯忏进行加固。加固一般采用直径 25mm 圆钢，长

2，4m，网网距2.5×3m，如图2-8-43。

图 2-8-43 点柱加固图
1—第一分层采界级，2—切韶层园采界;3一锚杆，4-点!在"约界线

稳定的或经加固后的点柱受到三维方向充填体的约束，受力状况大为战洋，的够非R、安全地支撑
顶板，对保护海底，防止过大沉降是成功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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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技术经济指标
（1）拿于面工人平均工班劳动生产率 47～48t
（ 2>采扬平均生产能力（二班） 300～800t/d

（3）矿石理论损失率 18，4%

8，5.7，2 加拿大 Strathcona镇矿
该矿是世界上最早把垂直走问布置采场的方案改用点柱充填法的矿山，采用点柱 充填法的采场布置

见图"83。每一采场长56～57m，包含3～4排，断面为5，4×5.4m的方形点柱，具体的采场结构尺寸
见没2-8-12。
1977年以后，随着矿柱回采经验的积累，对尾砂充填体稳固性的实践和认识以及加拿大矿山V.C，R

法同采矿柱经验的应用和发展，在深部矿体倾角变陡，形态较规整 等的条件下，点柱充填法应用比置墨
年减少。矿山实际应用比例如表2-8-12。

矿山录矿方法比例囊 表 2-8-12

回果工人的工班劳动生产率（t）年 度 s
果矿方法 名 称

 动t983 198d 1985

点柱水平分层充填法 71 38 ～4865 60 45.9
V.C，K法及深孔崩矿 29 90～10350 108..35

1，采准布置
Strathcona镍 矿采用点柱充填法的采准布置方案，取决于采场出矿设备的性能。电耙或电动铲运机

出矿时，一-般采用脉内天井作为上下人行材料及作为与采杨回来工作面 联系的主要通道，天并间距匮分
段高度面变动，通常 为38m;采场内设脉内顺略钢灌并和泄水井，其布置均与我国矿山相近似，其不同
之点是矿体倾角较缓而大盖使用了脉内外相结合的分支校状澜井，运输阶段的间距高75～150m，其实际
布置见图2-8-38。

采用染油铲运机出矿时，一般应用斜坡道作为采橘的联络通道。当回采线的长度在 150～200m 以下
时，在采场之间可不没分段平巷而往往是从斜坡道直接向采杨开拥分段 联络道，恶层上向开采，视矿展
与采准实际条件，一条联络道可开拓5～12个回采分展（高15～36m）。斜坡道的位量视技术经济因素遗
定，上、下盘均有布置，如图2-8-44。采用斜披道作为采场出入通道时，一般采用膨外滴井方案。

2。回采工作
凿岩逐步由风动菌岩台车改用电动液压雷岩台车，现全矿共有5台，食年效率30～40万t。

20%

;4 斜披道（不设分段平巷》及采场联络道布置困
） 深~4冲剂，-√患，3-解坡道，4一阶股运着单穆，5一回采分层切鲷平卷，4一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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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矿在1971年以前果用电羌，以后逐步改用 ST-4。ST-5柴油铲运机，1979年以后，电动学运机在
深部砂体开采中有了发展。目前，全矿共有电动铲运机四台，其中1，6m'和3.8m*运机各两台。铲运机
的效率见表2-8-13。

铲爆枳计知出矿定额表（在运距50～100m时） 表 2-8-13

每吨维修费用（美元）车 辆 名 称 小 时 愧 力（t/h》
一-uae=T

1,411,5(m*) 33
1,2251.38.0(m*)
1,223，8<四*）

10a.3《运距-250m） 0.9325（t》卡车

其实际回采例子见2700水平34～45采扬第四、五分层，如图2-8-45所示。

图 2-8-45 2700水平34～35采四，五分层回采平面图

1-I?与淘桥公司开采范围分界线，2-平巷，3—15??坡道，4一分层

该采场的分层面积 2000～3000m2，划分4～5个矿房。采场内设一条斜坡联络道，有二个岔口，使用

一台双机气动凿岩台本，3.8m*运机或配一台25t卡车出矿和采用32（灰砂比）和18（运矿底板）

的尾砂胶结充填。充填在1～2个矿房依次进行，充填时，各矿房与点柱之间设密阔隔增。
该二分层总计约6.5万U石量，共回采S.5个月（二班作业）计 190天，平均日生产能力 340（包括

充填及准备），班产量171t。其中四分层从1983年4月27日开始到9月10日结束，第五分层从 1983年9月

2 日开始准备。9月ε 日正式开始回采，到1984年 2 月12日埔束。
凿督和装运设备均系全矿调用，使用设备的实际效率比采场平均效率高得多。

3。采汤充填
充填准备和充填时的内容和做法与国内大同小异。在采用材料与某些结构上的区别和特点如下.

<1）采用聚乙烯麻布作滤水材料，抗腐蚀性好，不发霉。
（2）泄水井大都采用垂直分段布置，有利于染设与维护。

（3）点柱法各房、柱之间，视实际需要设隔墙分次充填，以控制和平衡每次充填量的 大小和充填

需要的时间。
（4）采场充填时架设高架人行桥，以便充填时的管理，便于键设和移动管路，分段喷射充填料

等。喷射管一般每隔12m设一个。
（5）根据回采与支护工作的需要。按不同灰砂比的充填料进行充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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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回采分层表面0，3m厚装矿底板 1∶8;

每一回采分层下部2。7m 1132;

矿漓井及矿柱周围 116）

矿柱回采用的事后充填 1140。
这些比例的控制由计划调度工程师掌握。并由井下充填工与炮表搅拌站直接 联系，经仪表自动控制

来调整、
4。技术经济指标

（1）全矿人数 532人;

（2）日产可石 7000～8000t;

（3）坑下工人 435人;
（4）全员劳动生产率 13，16t/d;
（5）坑下工人劳动生产率 16，09t/d;
（8>堆警人员占百分数 29，31%;
（7）管理人员占百分数 15%;

〔8）坑下工人占百分数 21，77??

8.6 下向分层充填法

B，6. 适 用 条 件

除充填法一般适用条件外，另有。
（1）适用于其他充填法难以开采的，矿岩均不稳固、品位较富的金属矿床。

（2）充填法两步骤回采时用于回采矿柱。

8.8.2 主要方案及特点

下向充填采矿法是一种自上而下顺序分层画采、分层充填，以卷道进路方式在分层的

人工假顶保护下进行作业的回采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实现机械化，并可提前进行采矿工

作。但由于不能大量开采、环节多，人工便顶要求强度高，因此生产成本较高。其主要回

采方案可分为∶
8.6.2.1 长璧或回聚

果场布量与一般壁式充填法相似，但具有下向充填法的其它特点。优点是采矿、出矿、

充填、支护可平行作业，具有贯穿风流、通风条件较好。缺点是长璧工作面的维护工作量

大，工作面各环节关系密切，灵活性差，配合不好时对生产能力影响较大，如矿石品位不

均时，不利于调节配矿。

8.6，2.2 长型扁形式国某

此方案也是长壁式下向回采方案的一种。它以满井为中心，长工作面扇形推进，每采

一个扇形，就充填一个扇形，直至本分层果完，然后转入下分层国采。它的优点是适合电

靶的直线耗运，且绞车不需移动而效率较高。缺点是炮孔的深浅不一致。该法在开采面积

较小的黄沙坪铅锌矿V号矿体使用效果较好。见图2-8-46。

8.6.2，3 参道进路式回聚
此种布置系一般最常用的下向充填回采方案，可分为水平进路和倾斜进磨两种。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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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和布置又和机械化水平与充填方式有关。

金川龙首矿采用常规气腿凿岩。电把出矿，碎石混凝土充填，小规格倾斜进路布置，
进路尺寸一般2.5～3m×2.5～3m，进略倾角8°～10°，见图2-8-47。

一I

亮天整i七路八器数
1-I

图 2-8-47 金川下向倾斜充填法图图 2-8-46 黄沙坪铅锌矿下向充填法
1-人行并;2一翻井矿，3一穿脉充填道，4-第二展1一木翻子;2-木假顶，5-视凝土往14—木板;5—电
充填道;5—充镇井，e-间采进路，T一分层道;耙;6-钢筋精龄土底级，7一木立柱，8一木挡板

B一电把;9一充填体层间接触面

这种倾斜进盛有利于电靶出矿和粗骨料充填料流动和结顶，缺点是开层时留下的楔形

顶柱回采困难，且这种装备水平和回采方式劳动强度大，生产能力低，通风条件差。
机械化水平进路回采方案是现行国外下向充填矿山主要的方案，采用斜坡道进入每一

分层，根据人工顶板强度要求，进路尺寸已加大到5×4m，这样不但可实现无轨开采，且

趋向于采用大型设备，从而加大了开采强度（参见图2-8-50）。

8.6.2，4 高进略式圆采
此方案系针对一般小进路回采的缺点∶即生产能力概，每条进路需分别进行打隔墙充

填，盘区内干扰大等而改进的。并将进路尺寸增大为4×4m，进路的两壁上半 部为充 填

体，下半部为矿体，从雨可使单双进路销开2m高度进行回采。全部单号（或双号）进路

回采完后，与分层联络道一次充填。这样不但减少充填环节和次数，且可实现小型机械化

加大采场生产能力，对充填结顶也有效。缺点是两壁的整体性差，由于需等一个分层一半

进路采完后才能充填，使进路采空后待充时间长，增加不稳定因素，另外分层联络道的离

度为进路的一半，只有 2m，稍大一点的设备无法使用。见图2-8-48。

8.6，3 采场布置及构成要素

下向充填法的采场布置一般不受矿体形态变化的限制，当矿体厚度<20m时采用沿定

向布置，采场长度根据选用的出矿设备而定，一般50～100m。如法国Penarroya铅锌矿，

见图2-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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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48 金川下向商进路充填法图
1-1520水平行穿脉道，2—回采进路，3一上、F盘顶顺路天井;4一分层道;5-第四层分展置，4-
上、下盘溜矿井，7一进略出矿电粑，8一分层电粑意，9—充填井，10-充填并，11-充填道;1z-

扩帮炮孔，18一人行、材料井;14~压顶炮孔;15一电彩把速

当矿体厚度>20～25m时采用垂直走向布
置，一般划分盘区开采;采用电粑出矿时，盘
区尺寸为25～50m×矿体厚度，采用铲运机出
矿时，盘区尺寸为30～100m×矿体厚度。进路
尺寸采用常规设备时2.5～3×2，5～8m，无轨

—100 开采时为4～5 ×4m。
进路布置可分为单侧进路和双侧进路;回图 2-8-49 Penarroya矿采场布置纵剖面图

1一邀岩和爆破，Ⅱ一装矿，I一充填 1-充填天井;采顺序则可分为单、双号进路间隔二次回采和
2-矿石溜井，3—人行道;4一蓬风平瘤，

划分小采区连续国采，详见实例。5一矿块边界jG一采矿边界

8.B.4 采 准 布 置

按采用的机械化水平不同可分为天井或斜坡道作为采场出入通道的两种布置方式。

采用天井作为采场通道的矿山如金川龙首矿和盘石镍矿（设计），系脉内采准。垂直

走向布置矿块，矿块长50m，以穿脉运输道为中心左右各25m，在矿块中部靠底盘放矿澜

井与运输阶段的运输平巷贯通，构成穿脉装矿系统。矿块两端掌底盘设通风、行人和量水

天并。分层联络道由溜矿井沿矿体底盘向两边掘进，分层道距矿体边界2m处开凿电粑硐

室，安装电耙，溜井随分层下移，其上部则预留一回风井，每二条进路通过一条预留的充
滇小井连通矿块上部的充填电杷道。这种方式的采准比一般为3m/kt或16m2/kt左右。

采用无轨设备开采的斜坡道脉外柔准如金川二矿区（试验采区及设计）及铟外一些矿

山。沿矿体走向每80m划分盘区，阶段间按1∶7坡度掘凿分斜坡道，每20m垂高开凿一条

脉外分段平巷，担负五个分层的回采工作，自分段平巷掘分层联络道和润矿井、通风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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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道，每个盘区设有一条漓矿井，二个盘区设有一条回风井，另整个矿体有二条入风天
井及联络道。采准比约2，3m/kt或43m2/kt。见图2-8-50。.

125
1209

1f00
05
1400

图 2-8-50 金川二矿区下向分层充填盘区及采准布置图
一盘区，2-盘区矿柱，3-分斜坡道，4-分段平卷，5-分层联络道，g-覆矿井。7-廖石着并;

B一回风天井

8.6.5 人 工 摄 膜
人工假顶是下向充填最关键的结构，要求在人工假顶下能安全作业，根据 发 展的要

求，其下面的进路不支护或用少量锚杆支护即可。
人工假顶的抗压强度设计一般取4～5MPa，一些矿山的人工假顶结构如下;

（1）金川龙首矿采用碎石混凝土，设计要求人工假顶抗压强度为5MPa，每 m2混凝

土配比如下，
水泥210kg; 砂石2150kg;水240kg。
进路全部采用<40mm的戈壁集料，按上述配比进行充填。实际水泥含量为 150～22v

kg/m2，水灰比为1～1.5。实测充填体强度较低，7天为1，5MPa，28天为3MPa左右。

由于电粑充填工作不连续面产生分层现象，影响整体强度。高进路方 案中，在～

-方-进路长度的底板铺筋，纵筋应与分层联络道钢筋搭接，并采用φ16mm吊挂筋。

（2）金川二矿区机械化下向充填采用-3mm戈壁集料棒磨砂，砂浆 浓 度78??4

高的进略下部1，8m用14灰砂比，上部用I∶8～10灰砂比，在底板垫30cm厚矿石层，

金属网。
这种方式是采用瑞典Garpenberg矿的模式，进路尺寸为5×4m，基本不用支护，仅在

必要时打锚杆加固人工顶板。见图2-8-51。
（3）日本松峰、深泽等矿采用尾砂水泥胶结充填，砂浆浓度85～70??进路尺寸4×

3m，在底板铺设钢筋和金属网，钢筋长3，2m，直径19mm，间距250mm，下部 0.6m高。

采用1∶4灰砂比充填，上部用110灰砂比充填。人工假顶强度为2～3MPa。进路 局部用木

支护。
（4）法国Penarroye矿由于矿体厚度较小（1～20m，平均厚度为3m），采用沿走向

进路回采，进路尺寸为4× 4m。
采用混凝土充填，人工顶板厚1.5m，上部2.5m则不充填，要求人工顶板抗 压强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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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为10MPa，并考虑了能承受围岩塌落的冲击。每m3混凝土材料配比为。
砂∶0～imon， 1160kg;
碎石∶ 6～20mm，1160kgJ
水泥; 140kg;

140kg。水∶

先铺20cm厚矿石垫层，在下分层爆破时以保护人工顶液，再辅金属网，并用钢丝绳悬
挂到交错布置在矿壁或顶板内的钩形锚栓上，锚栓间距2m，离底板约80cm。见图2-8-52。

图 2-8-51 Garpenberg和金川二矿区典型 图 2-8-52浇滥混凝土前的采
进路充填制面 新准备工作

1一金属网;2一讼散矿石 I一矿石垫层，2一年接的金属网，3一勾形错桩，
4—连接金属网与勾形概茬佣的铜丝绳，5-聚苯
乙烯块t-矿石，7一矿镗，8-以前充填的分层

8.6.6 充 填

8.6.6.1 充填准备工作
（1）尽量接近进路顶板架设充填管，一般采用φ90mm塑料管，一直伸至进略端部，

可用链子将育遍苷起来，挂勾间距为3～4m;
（2）进略底板最好铺200～300mm厚矿石垫层，以防止下层国采时破坏人工顶板，
（3）垫层上铺金属网，可采用3～5mm直径金属网，网度为50mm;
（4）上述工作结束后，便可在进路打充填隔增，隔墙形式同上向进路充填，见图2-

38-31;
（5）为防采场（进路）泄水污染巷道，在挡墙外3～4m处设一小截水坝。
8.6.6.2 充填

在进路外挖一泵池，设一台潜污泵以排除充填污水。进路可分几个阶段进行充填，第
一阶段按1∶4灰砂比连续充填达到进路下部设计的高度（1，8～2m），结束后至少要停一个
班再进行第二阶段充填。可沿进路长度分2～3段进行充填，中间筑幅板，从进 路 最里 面
充，当分段结顶时，在适当位置锯断充填管。随着充填高度的增加，同时在隔墙开口处钉
上木板。在充填作业完全结束时，最好能在木墙最高处留一小开口，便于当充填接近顶板
时放气和观察充填情况。

充填结束后切断木墙外的充填管，当充填体凝固后，可撒除木墙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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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 矿 山 实 例

8.6.7.1 龙营矿下向骺斜分展完慎浓
该法为龙首矿主要回来方案，采用沿走向倾斜布置进路，矿块（采场）长 25～50m，宽 为矿体水平

厚度，阶段高60m，中商设副中段高30m。采用天井联络各回采分层，在矿体上下盘 各 绳一条断面为
1.6×2m的天并。该天井随国采下降在充填体中再继续预留、其国采分层以上的一段用作通风和人行，
以下的一段仍作溜矿井用。充填道设于矿块的一侧，即位于倾斜分层的量高点，主要用于进路 充填与回
风，该卷道一般每国采四个分层后需向下转移一次，每分层的开掘首先需从顺路天井向上、下 盘握一条
断面为2.5×2.5m的分思巷道。沿矿体走向向上摄进，倾角为8°～10"，断面为2。0×2，0m的切割斜

巷，到来场的顶端，接着从切割斜巷端的顶板向上据一直径0.8m的充填小井，与上部充填横巷贯通，以
解决进路充填与通风。然后再沿切割道的全长开帮压覆至进路的设计规格。进路宽3～4m，高2.5～3m，

间隔回来。每采完一条进陪后，将矿石清理干净，把进略口用5cm的水板及草袋封闭，再 用 圆木加固。

然后充填。每采完一条进路，充填一条，直到该分层的进路全部采完，最后充填分层道，转入下一分层

的回采。

1，采场生产能力
龙首矿自197《年试验下向分层充填法以来，工艺过程不断完善，在目前粗骨料电把充填、气最贵岩

机凿岩、电帮出矿这一工艺情况下，历年综合平均日生产能力每一采弱为50t左右。
影响采场生产能力的因素主要是充填工作和矿体厚度。 据综合分析，由于各种原因影响的充填脏散

占充填工作40??距充填站近的采杨能力较大（50～70t/d），远的较小（25～35t/d），矿体厚度<30m

的采场能力30~～37t/d，>50m为50～80t/d。

2，下向转层时生产能力
在分层回采结束转入下一分层时，由于下一分层最初开掘分层道时，其位置在上分层的下部。而上

分层的分层道是最后充填，所以需等养护时间，并且掘进条件较差，支护工作量大，又未正式进入采

场，因此生产能力要降缸。据不完全统计转层时采场生产能力平均为2z4I/d，比平均采插生产触力低一半

左有。
3，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5ot/d采场能力
7.3采矿工班效率
56t萧岩台班效率
4.4%损 失 率
7.9%贫 化 串
6～10mn/a下 降 速 度

8.6.7.2 金川龙靠矿下向高进路国聚方嵩

1。采准布置
矿块长25m，宽为矿体的水平厚度，阶段高度60m。分层道断面为2.0×2，5m2，靠上、下盘各抛一

条断面为2、0x2.0m°的天井，靠上盘为通风井，靠下盘为溜矿井。回来过程中靠上、下各盘预图一条

2.0×2.0m2的顺路天井，作行人、下料及通风用。在上部水平设-2，0×2.0mi的滑脉主充填道，每回采

3～4个分层戴一-杂穿脉充填道，通过混凝土充填井和人行井生充填道哭通，充填道在回 来时，兼作国风

道用。为了提高电靶靶运混凝土的效率，其坡度为5°左右，采切比为10，9m/kt。

2．回来
同采进路沿矿体走向布置、宽4m，高4m，长25m。整个采杨分成1条避路，相邻上、下分层的进

路在垂直方向上交橘2.0m。图2-8-51中1、3、5、?、9、11、13号进路为第·分层，进路商2m，宽4m，

间隔4m。该层全部进路采完后，撤出全部毂舒，吊放在顺路天并内。平邮进路及分层道底板，安装吊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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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杆，铺设钢筋，封闭灌矿并，架设顺路天并模板，而后将全部进路及分展道一次充填，形 成预备层。
回采第二分层时，首先在第一分层道下面，从下盘富矿井至上盘天排鳌一条高2m、宽2.5m 的分层

道，而后回聚0号至12号的双号进路。待全部进路采完后，按第一分层的工序铺设钢筋并进 行充填，并
依次回采下部各分层。

照采进路时，先掘一条2。0×2，0m的回果巷道至进路尽头，接着向上捆一直径为0，8m的充填小井与

充填横巷贯通，形成进路通风系统。而后扩帮挑顶形成4×4m的进路，采用YT-25懂岩机凿岩，28kW电

把将矿石犯到分层道，再用30kW主电粑将矿石耙入下盘溜矿井。

第二分层以下的各屡进略，因在混凝土人工顶板下工作，较安金，不用支护。为解决靠近上、下盘
矿石破碎易冒落，改用2米高的进路回采，其宽度为 2～3m，将该进路留在最后囤采或随采随充，以减

少进赔预板及属者的暴露时同。

3。主要技术经济报标

采场能力∶ 平均94t/d;
采矿工效∶ 平均8，8t/d;
谢岩台效; 56t/d;
损 失 率; 5%;
贵 化摩; 7.8%;
主要材料消耗

0.366kg/ty炸药（ 0.194kg/t钢筋t
0.36个/t 0.076kg/t雷管， 钎钢∶

0.34g/ts导火镜1 0.89m/t; 合金片∶
75kg/t;木材∶ 水泥∶ 0.0012m*/t;

8.6，7，3 盒消二矿区机械化下向分层充填（国外惯计）
二矿区1号矿体赋存于超基性岩体中，长800～160m，厚度平均98m，倾角60°～7B'，顶底盘均以

二解懒概岩为主，矿岩均不够稳固，垂直应力为3～sMPa，选用大规模机械化下向分层充填，主要设备
为∶双机液压营措育车、121铲运机、装药车、锱杆台车以及各种服务车。沿矿体走向每100m 划分一个
矿块，其中盘区长80m，盘区矿柱20m，每一-鑫区再按30×40m左右划分采场，每采培舍直走自布查7～
8条进路，进略尺寸为5×4m，盘区采场教随矿体厚度变化在3～9个，平均为6个。每个采场有一条进赂

工作连续回采。见固2-8-50。
1，采额生产能力计算（做为一种方法供参考》

由于全部生产工序实现了机械化，盘区采场划分规范化，因此采场生产能力可进行计算。
1）雷岩

每盘区配备1台意4m孔深的双臂液压惯岩台车，进路断面20m'，布置41个炮孔，每次锤环进尺
3.6m。

每循环雷岩时间∶
(2-8-3)T-【后（幅+ns）+例n+*）之+S，Jr

式中 l——炮孔深度，4.0mp

b-—直径38m闻炮孔穿孔速度，1，5m/min;

c-—小直径与大直径（70mm）炮孔之比的穿孔系数，6=3;

"，——每循环小直径炮孔数量，38个;
"——每循环大直径坯孔数量，3个;

m-——贯岩机台数，2;
S，——每孔所需开孔、退纤、移位时间，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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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一台车每循环所占就位时间，15min;
r—一干扰系数，1，25。
T= 150min。

2）装药
采用带750LANFO容器的装药车进行，每班2名工人操作。
每锁环装药时同。

(2-B-4)

式中 K——炸药单耗量，1，74kg/m';
y-——每循环崩矿量3，6×20=72m2，

a——装药速度，1.0kg/min。

T=125min（一个人操作）。
当二个人操作时，
T-= 125 ~25（就位时间）+ 2+25*min = 7Smin

（*25min—-—为干扰影响时间）

3）通风
采用压一抽营道遇风时仅需5min，现按20min计算。

4）支护

人工顶板下的进路一般不需支护，计算生产能力时按采用系统性籽支护，每循环12根横杆。慷杆合
车每斑可打48服强籽。

每循环打城杆时间，

(2-8-5)T-2
式中 c——台车台班能力，根;

s—每班时间，480mln;
*每-循环需打销杆数，12根。

T= 120min。
5）羹毛
每微环人工狮毛时间，T=15mln。

6）装运矿
采场装运矿采用载盒12吨的柴油铲运机，平均运距175m，每循环崩扩量216。
每分钟铲运机装运能力

(2-8-6)

式中 L-—-铲运机装运能力，t/min;
Q——节运机载重，12t;
t--—铲装和卸截时间，9Qs;
f-——块度破碎质量系数，1.0;
a———运输距离（单程），175m;
-—运行速度，1，5m/s;
r-—— 装矿条件，1.0;
r——干扰系数，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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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78t/min。
每循环益装运时间∶

r-号+S;+s。 (2-8-7)

式中 R——每循环崩扩量，216t，
S;——装矿准备时同，5mln;
S，—一清理时间，10mln。

T= 136min。
7）测量
下一循环凿岩开始前，采新进略方向需经测量检查，取15mln。
8）充填准备工作
包括品装充填管，底板益矿石铺金属阿，架设隔墙，估计约2 个班。
9）充填
每条进路平均长度30m，分两阶段充填，总充填时同约4个班。
采场回采周期总时间（不包括充填》，为531min，
2。意区生产能力

以一个盘区平均有6个来援进行计算，同时工作的采满数是变化的，因此能力也是变化的。根 据上

述每一循环周期53imin，充填总时闻为《个班，一个盘区一分层总回采时间为345个蓝或4，2月，盐区
分层储量约11，6万t，则盘区平均日生产能力为1009t/d。而总回采时间是根据不同期阔网时工作采领（进
路）进尺排出来的，如开始开层$个班和最后结束牧层55个班，同时工作进路数仅1~3个，在最后65个
脏的结束期判，为了提高产量，监与下分层的开层重叠同时工作，可增加12??产量。

每盘区接同时工作的采场（进路）计算的生产能力，见表2-8-14。

表 2-8-T4量 区 生 产 能 力

每日生产能力（t/d）每日差尺（m）每意进尺（m）同时工作采场

5859,754即×3，6=3.251
480 o82]4,7FIti审×7.2-4

48D 187i17,a653I+2×T7×1,I-5.9

48 119518.961+5×xI7D×4,4=

480 128721,455I+41×18=7,15

480 135022.56 i+5文7×21，6=7.5

控∶表中分母的170系不能平行作业的函岩、通风时间。

盘区园采计划见表2-8-15。
从表中可看出同时工作采场的变化，正常生产时，同时工作仅3个采场。

上述分新仅考虑一个盘区一个分层条件，而在回采第一分层时，生产鲍力将降低50??因此矿山正

常生产应有备用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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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 区 盟聚 计 刘表 载 2-8-15

两个分层重学生产1500
1350). μpT
1195)

1000]

500

0020
6个采场的盘区属张计对

8.7 壁 式 充 填 法

8，7。1 置 限 条 件

除适用充填法条件外，主要用于上盘围岩稳固性差，产状比较规整的缓倾斜极薄至中
厚矿体。

8.7.2 主要方案及物点

壁式充填法的特点是用阶段平巷和上山将矿体划分采场，沿倾斜矿壁（上山）从采场的
一端沿走向推向另一端，随着回采工作面的推进，有计划地进行充填;工作面长度较长，
一侧为充填体，另一侧为矿壁，靠充填或加局部支柱来支撑上盘围岩，维持工作面的安全。

8，7，2，1 典型的壁式荆鳖光填方案
回采自上山开始，呈长工作面沿走向推进，矿石和围岩分别用浅眼爆破，采杨内用电

靶运输，采空区用废石和混凝上预制块垛护顶。该方案运矿尚称方便，矿石黄 化损失率
少，通风条件好。但劳动强度大，工效低。适用于顶板较稳固的极薄矿体采用。见图

2-8-53。

图2-8-53 湘西金矿壁式削壁充填法

1-沿脉平卷（2×2，2m），2-款外平巷（2×2，3m），8-切割费着，4-人行通风井（1.5×2m），
5一哑铃型混暴土垛，6一采准天井（1.5×m），7一键兽（2×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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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2 中课孔期岩，浅眼崩矿的整式充墙方案

为了减轻劳动强度，避兔矿岩混合;苏联HRFauwkRwA矿采用中深孔崩岩，浅孔肼矿
的选别副采工艺。在长壁工作面上，漏进断面为3×1，8m和次2m的进路，在进路侧帮向岩
石中钻凿3个φ52mm的平行长工作面的深孔，孔深6×10m，再在矿石中钻凿 垂直长工作
面的φ46mm和深1.8m的浅孔。先起爆深孔，将岩石抛至采空区充填，浅孔患下的矿石留
在原地，用自行式耙矿机运出。凿岩使用台车，装药使用装药车。该矿用这种回采方法开
采厚0，2～1m、倾角10°～36°矿脉时，贫化率较混合回采可降低30～40??见图2-8-54。

1-I:

I-1

图 2-8-54 中深孔崩岩和浅眼崩矿的壁式充填法

1一中深孔，2-浅孔，3一凿岩进路，4一宫行电靶换置，5-电把绞车;6-装载平台，7-金属支柱

8，7，2.3 题能凯岩刷后潮矿的壁式充填

为应用无轨自行设备开 采薄矿脉，将矿块分为两层，分别回采。上分层为岩石分层，

其高度保持自行设备能工作;下分层为矿石分层。上分层的回采超前下分层 20～30m。两

 个分层均使用凿岩台车钻孔，下分层的矿石用铲运机装入汽车;上分层的岩石用铲运机运

至采空区充填。上分层回来时，可用杆柱加固顶板。下分层最小高度为1，8m时，对贫化

率有利。矿体厚度越接近此值，贫化率就越低，回采率就越高。该法效率较高，采矿成本

较低，适用倾角不大于8°～12°的薄矿脉的开采，见图2-8-55。

8，7.2.4 壁式进路充填方案

由于典型的璧式充填法控顶距较大，当顶板稳固性差时，维护困难，充填时还需架设

"帮门子"而造成木材消耗和支护工作量大的缺点。湘潭锰矿采用壁式进路充填方案。它

具有壁式推进和进磨回采的特点。该法凿岩，爆破、出矿、充填都在一乘两柱的木棚子下

作业，安全性好，进路回采损失贫化少，但进路较长壁断面积小，工效低，且工作面是独

头，通风条件差。主要用于倾角小于35°，厚度为2～4m的矿脉，见图2-8-56。

8，7，2.5 领斜整式进路充填方嘉

倾斜遭式进路充填方案与壁式进路充填方案相似，不同点是进路断面成平行四边形，

斜问已充填进路，且断面较大。目的为使相邻进路的松散充填料能维持稳定，减少塌落，

从而降低损失率和贫化率。采矿由进路的两端同时向中央推进，并采用无轨设备开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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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人十一六+p整新

-I

证一式

困 2-8-56 壁式进路充填法图 2-8-55 超煎崩岩事后崩矿的壁式充填法
1一脉外运输巷道，2-联络道。3-装本平卷;1-斜坡道，2一圆风源道，3-回风平巷」

4一切割悲，5一切割上山，6一预瘤顶住，?一灌并4-切割天井;5-运输平巷

产能力比壁式进路充填方案高。该法适用矿体顶板规整，倾角平缓，厚度为3～7m的矿
体，见图2-8-57。

级计"PV数

图 2-8-57 倾斜壁式进略充填方案图

8.7.3 采 场 构 成 要 素

壁式充填法一般沿矿脉走向布置采场，矿脉尺寸受矿体厚度、倾角和出矿设备的影响

较大，部分矿山的简况见表2-8-15。

8.7.4 壁式充填法的回采工艺

壁式充填法的采准与回采基本与壁式崩落法相同，现仅就壁式充填法的几个特殊问题

加以叙述。
8.7.4，1 壁式充填法的回采方式

1，一采一充留控顶距
工作面先回采两排柱距，充填一排柱距，留控顶一排作下一排工作场地和烯破补偿空

间，每排柱距一般宽1.5～2，5m，这种典型的回采方式，适合顶板围岩相对稳固的极薄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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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式充 填 法筒 况 表 裳 2-8-16

采 场 的 主 婴 尺 寸扩脉的赋存条件
出矿设蛋壁式充实方案矿名 厚度  角区 阶段高 底柱顶柱 斜 长洛走向长

(t>(m)《m)(") (m)(m》 (m) w-
要求（典型的）壁式舶 电无 无2650～E7平约26* 50～60海西金矿

壁充填法 >0.7

电把20～30 的-5无40～60<3"平均2.A3壁式进路充填湘潭纸矿 40～50

中深孔扇岩浅孔递 电 把有80～70 有z小10"～35°平均0.7
矿壁式充填法

超前崩岩，编后赖 梦运机装汽车有70 有200苏联集矿 12"矿慰式充填法

平均频斜壁式（进路） 护运机装汽车无无g0～100平报 450芬兰 Vugnas 4～5充填法

体，其优点是作业及通风条件都较好。
2。二采一充不留控顶距

工作面连续回采二排柱距，然后一次充填。第一排为进路式回采，第二排为长壁式回

采。该法多用于水砂充填矿山。

3。一采一充不窗控顶距
一采一充就是前述的进路回采壁式推进方案。进路宽度变化较大，常为 2～8m，前者

用于顶板不稳固，采用水砂充填的矿体，后者用于顶板中等稳圆，采用无轨设备回采的

矿体。
8.7.4.2 削制差量的确定

（1）在采幅能满足作业空间和削整量刚够充填量的前提下，削壁厚度可按下式确定。

(2-8-8)3= K。一Ke
式中 B-—前壁厚度，m

A-—-矿脉厚度，my
K—-—岩石讼散系数;
Kc———采空区充填系数。

（2）采用超前崩岩事后崩矿方案，常以设备最小工作高度作为削壁厚度。为避免多

余的岩石运出采场和能获得理想的贫化率指标，理想的矿脉厚度可由式（2-8-8）求得。

8.7，4.3 充填工作

1.干式充填
壁式削壁充填法均用削壁下来的废石进行充填，有的用大块废石砌筑一或多个整齐的

围墙，中间用碎石充填接顶，并外加有规则的预制混凝土垛，以支撑采空区;有的用中深

孔，定向爆破岩石抛入采空区充填;还有的矿山用铲运机运废石充采空区等。

2。水力充填
水力充填料一般用分级尾砂和30～40mm的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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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准备工作包括清理场地，钉砂门子或筑钢筋混凝土隔壁，墙上装有滤水设施，最
后架设充填管道等，见图2-8-58。

1-

I-II

图 2-8-58 Vu0n0s矿采场充填示意图
1-隔墙; 2一排水装置，3一水，4一充填料

充填是由下而上间歇后退进行。用支柱的矿山，根据顶板稳固情况还有计划地拆除部

分支柱。拆一段，充填一段。因采场顶板是倾斜的，故充填接顶较好。

8.7.4，4 采场支护
控顶区一般采用锚杆护顶，有的还喷射一层混凝土。个别矿山采用木栅子或混凝土垛

支护。采空区靠充填料支撑。

8.7，5 实 例

8，7，5.1 溜面盒矿沃属执口
矿体赋存于兼红色板岩的层间断裂和羽毛状节理中，走向长500～1500m，倾危20°～38°，平均26°，

矿区西部矿脉厚平均0.4m，东部平均为0，6m。矿石稳固，f=10～12，顶板、底板围岩为红色板岩，不

稳固，f=4～6。矿石与围岩接触面明显，容易分离，地面有河流和建筑物，不允许陷落。

选用壁式削壁充填法开采，采场沿走向长50～60m，阶段高度25m，采场斜长50～57m，一般不留

雇柱和顶柱，见图2-8-53。
阶段运输平巷布置在脉外，每隔5～6m，由运输平卷瓣漏斗到矿体，沿矿脉走向摄切割平截，在采

场一端的边界揭上山。
回采自上山开始，沿走向或长壁工作面推进。矿石和国岩分别爆破，采杨内用电把运输。采空区顶

板用度石间断充填和预制混凝土垛护顶。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采场日生产能力∶16～32t;

（2>采矿工班效率∶4，2t;

（3）矿石贫化率，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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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矿石损失率，2～5??
8.7.5，2 芬差Vnono6矿

.矿床位于蛇纹岩——石英岩的构造里，其周图迭梁色领岩，锅矿体长3.5x，宽 100～200m，倾角
平报，局部达30°;平均厚度4～5m。呈透镜体，金属的平均品拉为铜2.4??锌和钻0.15??慎斜壁式
（进路）充填法占扇矿量的40??其回采示意图，见图2-8-59。

图 2-8-59 倾斜蜜式充填法示意图
1-主要运输平巷，2⋯倾斜檬式充填法的工作面，?一充填区，4-深孔崩矿的空场法

矿块滑走向长100～150m，斜长80～160m。采锅《进路）断面浅平行四边形，倾向已充进路，这是

为脱水干结后充填料稳定的边坡角为60°而设计的，进路宽8～10n，进路长等于矿块斜长，采矿由进路

的前两端同时向中央推进，见图2-8-57。

雷岩∶用三臂液压台车打采矿炮孔，钎行长4，3m，务头51mm。
爆破，一般采用鞍油炸药爆破，采蜢炮孔的装药是机械化的。照鞭铵与柴油是在现场的特制炸药罐

车上混合的。
出矿∶用斗式藏岩机和铲运机铲装矿石，然后用18吨汽车运至三个不陶品级矿石的渭矿井，采 扬内

铲运机的运输距离为10～50m。
充填∶充填材料主要是分级尾砂，输送浓度60??有时要掺一些砂子，这些砂于来自附近的一个采

砂场。进降充填之前，在其两端构筑钢筋加固的挡墙，并喷射一展混凝士，肖墙薄100～30nm，还要

安装排水所需要的各种装置，如图2-8-58。充填料的沉缩率一般为10??由于矿体是骤倾斜的，沉缩出现

的顶板空间，可在下次充填时逐渐消除，故接顶较好。充填料在采场的堆积速度为80～120mm/h。

倾斜囊式（进路）充填法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采场月生产能力为200～6000i;

（2）回采率为980%;

（3）贫化率为3??

8.8 分 段 充 填 法

分段充填法在联邦德国、爱尔兰应用较多，在美国、奥地利，芬兰、加拿大，苏联等

国也有使用。

8.8.1 适 用 条 件

除充填法适用条件外，该法主要用于;

（1）矿岩中等穆固，但不能适用阶段充填法，用上向充填法则出矿能力赚低的菜些

富小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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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倾角大于45°的中厚矿体。缓倾斜厚牙体。

8.8.2 主要方案及特点

8.8.2.1 分段充填法的特点
分段充填法的实质是联合法，其主要特点是;
（1）将采杨划分为若干分段，各项作业在分段巷道中进行，作业安全，采准工作量

较上向充填法高;
（2）采用谢岩台车钻凿中深孔，铲运机端部装矿、随即用无轨设备运料端部充填，

机械化程度高，劳动生产率高;
（3）可以同时在几个分段进行不同的作业，有利于提高产量，

（4）矿石是在空场状态下铲出的，贫化、损失率比无底柱分段崩落法低，比分层充
填法高，采场通风比无底柱分段崩褚法好;

（5）回采一崩矿步距，随即充填，故上、下盘暴露面积小，对充填体的强度要求不

高，多采用低标号岩石混凝土充填。水泥消耗少，成本较低。

（6）有挤压燥破的特点，有利于矿石的破碎和充填体的稳定;

（7 ）有利于不留矿柱，连续回采;
（8）用机械运送充填料，故生产规模受限，一般用于中小型矿山。

8.8，2，2 分段充填法的主要方案

1，沿走向布置的分段充填法

沿走向布置的分段充填法是舒前应用较多的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典型的分段充填法方案
回采从最低分段的两端开始，后退式推进。-般在下分段巷道进行穿爆和出矿，在上

分段巷道进行充填，凿岩用液压台车，出矿用铲运机，充填用铲运机或坑内汽车运岩石混

凝土充填，不留爆破补偿空间，空区全部充填满，下次爆破的前数排炮孔需布置成有利于

形成辅助补偿空间的形式。爱尔兰 Avoca 铜矿把全长400m的矿体，划分为一个分段充填

法采场，如图2-8-60。

该法除具有分段充填法的一般特点外，因它是一种连续回采方案，贫化损失小，将别

由于碾破的挤压作用，充填料对矿石的贫化比预料的少，一般在5??下。但矿体回采工

作面少，每次爆破的矿量不多，故运用于中、小型规模矿床的开采。与Avoca铜矿Pond的

矿体开采方法相同的矿山有联邦德国Woffach重晶石矿和Grund铅锌矿等。

2）用抛掷充填车充填的分段充填法方案

采、出、充工艺都在同一分段平巷进行，矿体端壁前倾角与充填体倾角不一样，可形成

自然爆破补偿空间。一般上下两条分段平巷一前一后，同步后退回果。因抛掷充填车充填

的岩石混凝土质量好，故上分段充填体虽被下分段揭露，但并不塌落，如图2-8-61。

该法也是一种连续回采方案，除具有分段充填法的共同特点外，因用抛掷充填车上向

充填，分段高度较小，采、充、运又都在同一分段巷道内，效率相对较低，多用于岩矿较

破碎的矿床或矿柱回采。联邦德国Meggen矿的靠近断层急倾斜矿体用该方法回采;凡只

铅锌矿已引进了抛掷充填车顶柱回采正在着手试验这种方案。

3）分段凿岩、爆破、集中出矿充填的分段充填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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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1 Megen矿的分段充填法图 2-8-60 Avoca矿分段充填法
1~上分段老道，8-下分段巷革，3-矿体;1-采准斜坡道，2一采场联络道13一分段平巷，4-

4一铲运机;F一抛掉充填车18一充填体充慎料溜井;5一切翻天井，6一昔运机出矿;7一铲运

机运料亮填; 8一主要通风天井，B—主要运赖平巷

将一个阶段（高度 48，5m）分成两个分段（倾

角70°以上）或三个（倾角45°以上）分段，凿岩、

爆破和出矿工艺分别在各分段进行，每次烯破推进
5～6m，当空区体积接近1000m2时，就开始充填。充

填料为岩石混凝土，由1，5m°铲运机卸入空区，只要

最低的分段充填满，就可以进行下次燥破的凿岩，

头两排炮孔需倾向充填体，以形成辅助切割槽。联

邦德国Dreislar矿，采用该方案回采，如图2~8-62。

该法可以在几个分段同时进行凿岩、爆破、出

矿和集中充填，效率相对较高。若脉外平巷不儒保

护，也可布置成连续回采方案。

2。垂直走向布置的分段充填法方法

垂直走向布置时，划分矿房、间柱回采。目前

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
图 2-8-62 Drelslar矿的分段充填法

1）Erzberg铁矿的方案
1t-一分段平巷;2一矿体，s一铲运机出矿，.4一充

因矿体较厚，垂直走向布置矿房、间柱。矿房填料，5-铲运机运料充填，6—临时矿柱;

7-充填井 回采相当于一个沿走向布置的分段充填法采场，与

典型的分段充填法方案相类似，奥地利Erzberg铁矿用该法回采露天边坡下矿体，如图

2-8-63。

十产产g

化∶

才9-

图 2-B-B3 Erzberg矿分段充填法

1-运输平卷，2一分段平巷，3-一分段，4-二分段;;-分段帧卷，8-留苜井，7允填平悲

8--充填"!，一下参∶ 小～?-'而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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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采用上、下向联合炮孔，分段高度大，产量相对较高。充填;出矿方向相反，充
填体安息角与分段矿体端壁倾角都为40°，上部三棱柱空间可形成自然爆破补偿空 间，爆
破效果较好。但矿石被甩在倾角较小的充填体斜面上，可能会损失一些矿石。

2）分段空场式的分段充填法

将矿体划分矿房、间柱回采。矿房用
分段充填法，间柱用分段充填法或阶段空
场事后充填法回采。分段高 15m，矿房宽
12.5m，分段充填法的凿岩是在上分段凿 J-3
下向孔，出矿是在下分段空场内，用铲运

机进行的。两者可同时工作，互不干扰。
整个分段出矿完后，一次进行尾砂胶结充
填，塔拉矿业有限公司Navan 矿用该方案

回来，如图2-8-64。
图 2-8-64 Navan铅锌矿分段充填法

该法采、出、充三大工序互不干扰，
1-进路与国风平巷，2一锚杆金属网护面，3一炮孔，4一篇

机械化程度高，矿块生产能力大，劳动生维15一充填区，6-挡墙;7-切惠天并;8一平巷保安矿

柱，9-运输平卷，16一切顶，11一超前平煮;12一风门;
产率高，但它的适用条件是矿石 比 较 稳 13-间柱，14—切顶区115一盘平巷
固，矿房回采很成功。间柱用分段充填法
回采时，因两侧充填体夹持力不够，切顶巷道的稳定性差，后用阶段空场事后 充填法回

采，较为安全，效果较佳。

8.8.3 聚 埚 构 成 要 素
矿体厚度小于12～15m，采场沿走向布置，大于12～15m时，垂直走向布置。分段高

度一般为7～15m，个别矿山超过20m。目前国外分段充填法采场的主要规格见表2-8-17。

8，8.4 生 产 工 艺

8.8.4.1 采准工作
分段充填法的采准工作与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的果准工作基本一致，主要包括采区斜坡

道及联道、分段卷道、采区溜矿井、回风充填天井、切割槽（天井）等。由于分段巷道都

掘在矿体中，故采用脉外斜坡道采准。垂直走向布置采场的采准参见图2-8-63，沿走向布

置的采准参见图2-8-60。

8，8.4.2 题采工作
凿岩多使用双机台车，中深孔爆破。因分段尺寸及充填方式不同，有的矿山采用上向

眼或下向眼，也有的采用上、下结合布置的炮眼。炮孔直径一般为56～65mm，孔深7～16

m。出矿设备--般使用铲运机，当运距大于150～200m时，使用蟹爪式装载机装入电 动梭

式矿车或井下卡车，个别矿山也使用气动装载机出矿。果矿工班效率 20～32，5t，采矿损

失-般为3～5??贫化率10??右，个别达20??因脉薄》。

8.5.4.3 充填工作
分段充填法采用的充填料通常为∶低标号岩石混凝土和尾砂胶结料等，当采用岩石混

凝土充填时，在分段巷道需架设充填档板。用铲运机坑内汽车或梭式矿车将充填料在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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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分段充填法采场清格没矿体赋存峥点表 表 2-8-17

s号A
奥地利 联邦德图联邦德国 爱尔兰爱尔兰 苏 联

项 目 DrelslarNavanGrundErzberg 30xcKAvoc
重晶石矿铅锌矿 矿 船锌矿铁 矿 铜 矿

总 长主矿体长数百米矿体长度（四） 400 505720
最摩达 4～5中 厚平均9矿体厚度（m） 数十厘米至80平均100 75

45°15"~28"急倾斜矿体须角 65*急倾斜 7*-90*
48,515050 5C阶段高度（m）
沿走向垂直走向沿走向沿走向采场布量方向 沿走向墨直走向

150～20030-100180～20o100～203采场长（m） 400约180
金 厚12.5全 厚全 厚 3～全厚采场宽（m）

612,5715分段高度（m） 24
4×2,1~3分段善道规格 4× 3

充填步距充填步眶 1.52,7崩矿步距<m） 5～8

段倒入采空区充填，如图2-8-65。挡板可以用木挡板或用坑木和钢丝网架没一道简易的挡

墙即可，以防止充填料进入分段巷道。
也有的矿山用充填抛拥车将低标号岩石混凝土甩入采空区进行充填，如图2-8-66。充

填料的最大抛掷高度为8m，最远距离达14m，抛挥车的性能及规格详见第十三章。

nLaLCuLnLdiLiokhiuiAaruf

出感4;
图 2-8-66 用抛掷充填车充填岩石混凝土状态图图 2-8-65 充填料卸入采空区状态图

1一抛绵充填车，2-矿体;3岩石混凝土体1-上分默警道，2-下分段巷道; 3一充填料挡板，

4一充填料，5一铲运机卸料 6-矿*体1

7一分段巷谦掘进

岩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较低，一般每立方米用30～83kg，水灰比为1∶1.5，充填体 强

度为2～3MPa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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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实 例

8，8，5.1 联邦梅酮Grand铅棒矿
矿脉沿走向长6公里，该法开采的几条矿脉倾角为70°～90°．厚度从教十厘米至30多米。上下盘圈

岩为炭质页岩或砂岩，不太稳固，不能靠自己的支撑能力维护采空区。矿石为含银方铅矿，闪锌矿 和黄
铁矿。铅和锌平均品位为4～6??银的含量为100～200g/t，矿体和脉石均不稳固。该矿的规模为每日

1300～1500t。1964年采用分段充填法开采，见图2-8-67。

二22
落出eaD】
-主为
再

-1

】一1
rI
F条t

-1
1敢大

图 2-8-67 Grund船锌矿分段充填法

1-脉外运输巷道，2一采励联络道，3-矿体;4一分段卷遍，5—充填体，6一穿脉;7一通风充填井

矿块布置及采准、采区沿走向布置，阶段高度50m，采用气动装运机出矿时，采区长50～100m，采
用铲运机出就时，采区长100～200m。采区宽因矿脉厚度不调和矿脉间夹石大小而异，分段高6~7m，

由下而上连续回采，无顶、底柱。
采准于矿体下盘布置脉外运输平巷，每隔50m掘一穿脉，穿脉为两采埚的边界线。当采用单费 布置

采新时，两采扬共一条采区斜坡道，每个分段羁采杨联络道，在穿脉拥一条天井，并与每个分 段淘道，

天井分成两格，一格安装下充填料的铜管，另一格用于通风和运送材料。又从采场边界的穿脉向上操演

矿井、人行天井，并与分段悲道沟遇。
回采出矿，当上、下两条分段卷道抛至充填井后，即可以后退方式采矿。在下分段向上打60°～70°的

炮孔进行崩矿，最初用0.7m2的气动装运机出矿，1970～1972年改为铲运机出矿，同时工作采损有8个。

充填工作，每回采推进3米左右，便在分段出矿巷道内架设挡充填料的木隔墙，然后进行充填。采

空区用低标号混凝土充填。骨料为地表开采的风化页岩，最大块度不大于30毫来。由竖井 内的下料管

道，运送到井底车满附近的料仓，再用2m'侧卸矿车运至采场充填井。充填时，用自卸汽车将充填井

内的骨料悉加水泥浆，卸入采空区。每立方米充填料水泥用量为60~83kg，水灰比为11.5，其强度可

达到2～3MPa。
采矿损失率较低，贫化率为20??右（矿脉薄）。

8.8.5.2 因本都谓铅诗像矿
畅洞矿床群，南北长150m，东西宽1000m，有大小50余条矿脉，由于受石灰岩形态控制，变化较大，

走向北东至北北西，向离东倾斜50°左右。最大的四号矿体，长250m，厚60m，延僳500余米。矿石平均

含银23g/t，铅0，34??锌4??规模110万～120万t/a。

该矿采用分段充填法和上向水平干式充填法开采小矿体群。用分段充填法的回采示意图如图2-8-68。

从主斜坡道向矿体开漏分段巷道，根据矿体的形状，分段害道间距（即高）为8~13m。4.3×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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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口

L和为2

图 2-8-68 栖洞矿分段充填法示意图
a-拥进分段卷道，b一爆破出矿，z一用深孔法打切割天片，d一充填

1一酚岩台布;2-铲运机;3-深孔台车，4一矿石，5-充填料，6-深孔

分段巷道的工程铜进效率为1，1～1.3m，切割犬并用深孔燥破法形成，切割工班效率为18～20m'。
蕾岩用履带式凿岩台车，打60mm的中深孔，先将切割天井扩至矿体全宽，每一回采循环燥破1~3

排炮孔。为减少爆破对围岩的影响，采用光面爆破。

出矿采用ST-5B型铲运机，矿石全解出完后，从上分段水平用铲运机运料充填，充填料主要为捆进

豪石。
为防止废石混入下一爆破循环矿石中，把出扩水平安息角以外的废石运走，

由于分段巷道进行了支护，几乎不会出现落盘和掉松有的现象。

矿石回收率比无底柱分段崩落法高，而贫化率低。

采扬日生产能力为1000～1500t。
该矿以主斜坡道为中心确定规模的大小〈卡车运矿），持续月出矿能力为8万t。

该矿分段充填法与分层充填法的效率比较如表2-18-18。

表 2-18-18分段充填法与上间分膜充填法工班款率比较囊

变形上向分层充填法上向分墨充填法分段充填法
苜项 （C法》（A法》（B法）

0,8-1.01a～1,21.18~1,8分段将道据进（m）

0.66～0.65深孔天井（m）
35～4550～6027～30m/工班岩（m'）散
110～14016～170280-290(t)

50～6060～7D融（m'）账
160～19019n～22028～s00(t)
120～1S0300-6o0300～400矿 （n）出
60～45160-30150～200填（m2）充 J20-130300～500305～400<t)
30～3565～75800～400综合效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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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3 麦尔兰Naan铅棒矿
该矿1977年6月投产，年产矿石230万t，是欧洲最大的铅锌矿山。矿床赋存在碳质页岩中，被三个断

层分成三部分，中部为主矿体，走向长720m，宽60m，埋藏深度90～300m，倾角15°～25°，个别地段
45°，矿体上部平缓，最厚处达75m。矿体下部分支为5个倾斜的扁豆状矿体。

矿石很穗固。顶盘是砾岩和黑色灰岩，也相当稳固，底盘是不甚稳圈的泥质灰岩和红砂岩。

矿床探明黑水河以北储量6090万t，平均含锌11.09??含铅2。73??
由于矿岩相当稳固，12，5m宽、15m高的采空场可以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不置落，同时考虑 到

矿石品位很高，决定用分段竞填法开采，如图2-8-64。
矿块布置和采准。矿房宽12.5m，长度从50m到100m，高度变化很大，为15～80m，分段高度15m，

所有分段运输平巷都布量在20m宽的半永久性矿柱内，在每分段的上部形成3.7m高的超前切顶 层。顶板用
中16mm的横杆和金属网支护，锚杆间距1.5×1.5m，初顶并支护以后，在靠近运输平巷的一端，用 大孔

爆破法开4m宽的切割糖。
回采和出矿，在切顶层用凿岩台车从上往下钻凿57mm的炮孔，在孔内装填胶质炸药，以切割槽为

自由面进行爆破。为了限制爆破产生的地震效应，规定一次只能同时起爆 3～4排孔〈排距1.5m），崩矿

2700～3600t。今后拟使用核油炸药，并增加延发雷管的段数，以便-次爆破百个炮孔。嫌下的矿石在分段

底部用斗容6.1m'的ST-8型铲运机运往演矿井。若运距超过150m，则用2，3m'的BROYT柴油液 压铲将

矿石装入载重26t的卡车，经运输平卷运往溜矿井，溜矿井断面为2.5×2.5m。
充填工作。一个分段采完后，用含水泥量为5??尾砂水泥浆充填，一直充填到保持3米高 的 空 顶

距离，为以后回采上面-个分段留下必要的作业空间。随后再回采一个分段，如此循环不已，章 到整个

矿房果完为止。
两个邻近的矿房采完后，用同祥的方法显采间柱，不同之处是从采场端部向运输平牲后退式 同乐;

充填料不加水泥。但这种方法遇到了一些困难——顶部平巷的顶板局部不稳定，所以决定在厚 矿体部分

改为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通过下盘出矿横巷出矿。

制备好的充填料通过地表管道和钻孔下到各个分段水平，再沿管道流至采矿杨。钻孔和管子 的直径

大部分是150mm，有的是200或300mm，据统计胶结充填所用水泥的费用约占采矿成本的10??

该矿机械化程度高，采矿全员工班劳动生产率为32，5t，全员工班效率为10。

8.9 阶 段 充 填 法

阶段充填法是指用空场法回采矿房或间柱，及时用充填料一次充填采空区，目的是支

撑上下盘围岩或周围的充填体，为间柱或周围采场的回采创造条件的采矿 方法。主要 包

括;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阶段空场事后充填（常称大直径深孔采矿法），VCR事后充填

法，留矿采矿事后充填法和房柱采矿事后充填法等，见表2-8-19。

8.9.1 适 用 条 件
（1）矿岩中等以上稳固，能用空场法回采的厚大矿体;

（2）矿石价值高要求矿柱回收高或需保护地表的矿床;

（3）矿房充填体自立性 较好的间柱回采;

（4）多用于急倾斜中厚到极厚矿体和缓倾斜中厚以上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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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 主要方案及特点

8，9。2.1 阶段充填法的优点
（1）兼有空场法生产能力大和充填法回收率高及保护地表的优点，克服了分层充填

繁杂作业循环的缺点;
（2）爆下的矿石能对围岩和暴露的充填体有临时支撑作用，
（3）多使用中深孔或大孔穿爆，铲运机出矿，装备水平高，生产能力大，
（4）一次充填量大，有利于使用低标号岩石混凝土充填，成本低;
（5）回采与充填工作互不干扰，制约关系较分层、分段充填法少;
（6）有一个大量出矿阶段，较分层、分段充填法有利于保证产员均衡。
8.9.2.2 阶段充宾法的缺点
（1）充填采场砌筑密闭，漏水隔墙的工作量大，要求严格;
（2）矿石的损失、贫化率较分层、分段充填法高，比空场法低。
8，9，2.3 阶段充填法的主要方案
1。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

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与分段空场法的采场结构基本相似，多采用无轨设备出矿的底部

结构，很少使用电耗出矿的底部结构;因矿体厚度不同，分段巷道可布置成单侧或双侧，
如图2-8-59n、b。

该法因有分段巷道，采准工作量大∶一般使用φ70mm中深孔，MouM Isa矿对有一面

以上充填体的间柱采场，使用φ115mm、φ140mm的大孔，Kid4 Creek矿使用φ200mm的大

孔，其炮孔布置方案如图2-8-70。

因来平。
大置径

31RL

? 水平a 6

.3MsgRL

图2-8-70 Ki Gresk200mm图 2-8-6 MountIsa矿分段
深孔布置方案图空场事后充填法图

1-出矿黄巷，2-出矿点，3-切醋a一铜矿体分及空场阶段竞填法，b一怪锌矿体阶段左填法
糟，4-兔孔i5—分段芸浪4—主要阶及横巷，2—联络道;3-出矿巷道，4~装矿

 路，5一分段移逍。6—切割天井，7-的孔

就炮孔布置而言．分段空场阶段充填法可以是中深孔穿爆，也可以用大孔穿烯。

2。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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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空场事后究填法是常称的大直径深孔采矿法 的一种。1973 年 加 拿大Copper
C际ffN矿音次用潜孔钻机在阶段空场法采场中钻堂φ165mm大直径深孔，最初只限于钻凿
孔深60m左右的垂直深孔，后来成功地钻凿了扇形深孔和环形深孔，孔深达到了90～120m。
在采场结构及回采工艺方面与目前国内的阶段空场法基本相似，主要区别是炮 孔直径更
大，装备水平更高和必须充填等。阶段空场事后充填的典型方案如图2-8-71。

该法与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不同之处是省去了分段巷道，而在采场顶部设置大断面凿
岩硐室，采准工程少，炮孔，直径与深
度一般比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大，其
穿爆效率相对高些。国内也有传统的
阶段空场法国采矿房，事后一次充填
采空区，如图2-8-72。

Ⅱ一风

T-Ⅲ

蜀 2-8-72 红透山钢矿阶段空图 2-8-71 Hoash steele矿山公司

场事后充填法图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示意图
】一运输平巷（2，4×2.4m）;2—人行风井，3-电犯联络道。
4一通风联略道5-通风天井;6—把道（2.×2，2m），7-當

岩天井（2×2m）18一凿岩硐室，9-矿石井，
10-出可□（2.2×2.2×2m）

3。VCR事后充填法
VCR 法 是球状药包垂直后退式采矿法的简称。它 是1975年首先在加拿大国际 懈 公

司列瓦克镍矿的矿柱回采中试验成功的。它的主要特点是∶采 用井下 潜孔钻机钻 凿φ

165mm下向深孔，用球状药包（长径比≤611）由下而上分层爆破;，每层爆破的矿石用铲

运机在出矿水平运出三分之一，为下一分层燥破提供补偿空间;顶层爆破以后，进行大量

出矿，最后一次充填。近年来，VCR事后充填法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除了工艺本身

更加完善外，也出现了多种变型方案和与其他采矿方法联合使用的趋势。

VCR事后充填法也是大直径渐孔采矿方法之一，与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的采场结构基

本相似，它们的主要区别见表2-β-20。VCR法典型方案见图2-8-73。

该法有采场结构简单，采准切割工程量少，作业条件好，崩矿质量高，产量大，成本

较低，对相邻矿房充填料的破坏不显著，以及矿石的贫化，损失率并不太高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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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R事后充填法与阶段常场事启充填法比较 表 2-8-20

VCR 事 后 充 填 法 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项 目

球状药包 柱状药包药包形状
普通作药特制专用炸药炸药类型
由采场一端向另一端推进燥破推进方向 自下而上逐层推进
有切削天并或切部福无切削天并采场工程
大块率较高块度均匀，大块率低恐酸块窗
低较 高采矿成本

多用于矿房、也可用于间柱多用于间柱、也可图于矿房应用对象

4.留矿采矿事后充填法
留矿采矿事后充填法是我国六、七十年代应用阶段充填法的一种形式。它的回采方案

与浅眼留矿法完全相同，仅大量放矿后，需对采场进行封闭，构筑滤水隔墙，然后一次进
行充填。其方案见图2-8-74。

231）b，导;;;∶

I-(.

图 2-8-74 凡囗等粉矿留g 采矿事后充填法国图 2--73 VCR法示意图

1、4一爵岩巷道，2～矿柱;3～运输巷盖，5-φ15
um大孔，6一第一分层）7一策二分层，8一第三分

层;9—拉底卷道;10--B矿模巷

该法虽与VCR法的由下而上逐层后退回采的方向相同，因炮孔为没眼小直径爆淤、

需进入采场操作，不但效率低，而且安全性差。每层爆破，部分出矿后，还需进行繁重的

平场工作，故应用较少。凡口矿用该法开采倾角大于55°、形态规整的矿体，1985年 约点

全矿产量的20??
上述分段空场、阶段空场、留矿采矿阶段充填法和VCR法在采场结构、回采特征和主

要技经指标的差别见表2-8-21。

5。房柱采矿事后充填法
锡矿山矿务局南矿河床下矿体为缓倾斜中厚矿体，矿块沿走向布置。矿块划分矿房，

间柱，3～5个矿块划分为一个盘区，长60～90m。矿块内先采矿房，后采矿柱，全部矿体

回采完毕后，再回收盘区矿柱。矿房和间柱都用房柱法（实为条带式矿房）回来，其回采

工艺与房柱法完全相同，事后充填的目的是为了支撑顶板围岩和有利于间柱的回收。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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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胁般充填法方痛的比较袅 表 2-8-21

留 矿 采 矿阶 毅 空 场分 段 空 场 VCR
日

事后充填法事后充填法 事后充填法事后充填法

<φ40mI>μ150mm大孔，个 >φ350邮m大孔中深孔。个别为大孔孔 
别φ100

<3m般60m一般66m，个别80～<40rm深
120o

倾辑平行垂直平行、倾鲜平行，垂直平行、颅斜平行、兔 形炮孔舞列
个射扁形个别患形

由下而上邀层回采由下向上还层爆破从一侧推向另一-侧从一侧〈编）摘向另爆进方向
一氮

浅孔菌岩机潜孔钻机湍孔钻机建型邀岩机、着孔主要穿孔设备
牙轮钻机菌岩机、牙轮盘岩机

采场内顶部凿岩硐室内顶部凿岩调塞内分段巷道内凿岩啊室位置

电契出矿结构铲远机出矿平底铲运机出矿平底主要为铲运机出矿出矿设备及底部
姑购结构平底结构，个别电靶结构

出矿结构

无无常有有无切割天井

0.6MPa1,0～1.7MPa1.0～!，7MPa个别0.6~1,5MPa菌岩设备錾求风压

2.4MPu
低高辍商劳动生产率
高低低较低采矿成本
式小小较 采切工程量

<6t/an20～3t/m终2t～50t8-35 t每米崩矿量
低低较J痰大块率
低高高采场生产他力

较 低较 高高高较采矿抛尖率
低较高高较采心贫化率

大小小压劳动登度

入员必须进入采场要不不不入员是否进采场

整好好好安余性

最 小小大较 大地震效应

小小大救 大对周胞充装料的影响
急频斜中厚以下急倾斜厚旷体，毁急倾斜厚矿体，接急频斜中厚～厚望应用 矿体顿斜极厚矿体体，缓倾斜中厚～厚 倾斜极厚矿体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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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75。

致因面酶

图 2-8-75 镉矿山房柱采矿事后充填法方案图
1一矿房 2一矿柱，3-盘区矿柱

8.9.3 采 场 构 成 要 意

因矿体的厚度、倾角和采用的穿孔、出矿设备不同，阶段充填法各方案采场的构成要素
相差较大。留矿采矿阶段充填法和房柱采矿阶段充填法与留矿法和房柱法无特殊差异，参照
第6章2·6·3和26·4选取。其他阶段充填法方案一般当矿体厚度小于15m时，沿走向布置采
场;当矿体厚度大于15m时，垂直走向布置采场。采场长度，一般为矿体厚度或<50m，
当矿体厚度大于50m时，可布置几个采场，采场长一般为20～40m。采场高度相差 较大，
VCR事后充填法一般为40～50m，分段空场和阶段空场事后充与法一般为80～100m，有
的矿山矿体的垂高，就是采场的高度，最高的达240m。国!外矿宙 约成要素实例见

表2-8-22。

阶救充填法构成奏系实"去 囊 2-8-22

索构 要 是否序
矿 山 名 称 布置方式回采方案

号 宽（m） 矿块长（m）高（m）

分段空场事后 38～40（濒>Mount Is 10铜矿体 垂直走肉布置45 ～245 492
充填法

沿走向布置同上 矿体厚铭，宣设矿体 35100

垂直走向布置加拿大 Kidd Creek I号扩 18～24同上 90 302

阈上15同上【号; 60 -
赞比亚 Mofulir矿 很走向布置矿体库筒上 75 41

漏直走向布置中国大姚铜代（罗倾容矿体） 斜长60～60 12~24^Jd

;（缓凝料山 体） 同上斜长50～89 1'0～15itL.i5

沿走向布置22,,6期众达（op空，【f N矿 立场审 91 186
充填法

同上矿体取加大 Heath Stele 矿山公司 4385上

管体厚】2～37} 直走向布置加拿大 Lockezby 禁矿 阈上 538

n，上50～1、,矿体 号厚要尔兰 Navan 船锌矿 12.5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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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表

要成 素序 构
矿 山 名 称 布置方式回采方案

号 长《m） 矿块宽《m）高（m）

中国红透山铜矿 矿体厚 网上2128凋上10

同上VCR法加拿大 Levack（矿挂〉 6 V20～26 4911

VCR法 网上V漂拿大 Birchtre矿 8～1812 34 38

VCR法 沿走向布置V加参大百年矿 5013 36 6～18
V 垂直走向布置加拿大 Sirathcona矿（间柱） VCR法 矿体厚57,9(81) 6.714

VCR法加拿大 Fox矿〈矿房） 沿走向布置5～503015 60.6

VCR法加幸大 Fox矿（间柱） 60.6 13.5 5～30

加拿大 Copper Qif S VCR法 沿走向布量工6 46 12

美国 Homestake矿 洛走向布置VCR法1r 3～3146 6I
澳大利亚 NBHC/ZC矿山公司[8

垂直走向布置VCR法 V（矿柱） 45 6,140
VCR法 V19（B采场> 5～50150
拉超彪滴

鹭直走向布置VCR法西班牙 Rublales扩 15～220～257019
同上VCR法中国凡口铅锌矿（矿房） B V40 8220
网上VCR法 V38 B,B40<阎柱）

网上VCR法 矿体厚 V中国金川二矿 5021
沿走向布意矿你厚留矿采矿事后中国凡口铅锌矿 4022

帘算法

委真走向布置&-10矿体厚40

矿房8~16·中国锡矿山矿务局南矿河床矿柱 斜长50-60房柱来矿事后 1823
间柱10~12 滑建向布置充填法

8.9.4 采 准切 割

留矿采矿和房柱采矿的事后充填法的采准切割工程与留矿法和房柱法基本相同，不再
重述。

分段空场和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和VCR事后充填法的采准切割工作主要包括 出矿 系
统、黄岩硐室（或分段巷道）、拉底巷道和切割天井（VCR法没有）。

出矿一般使用铲运机，其底部结构基本相似，主要包括。采区斜坡道、联络道、出矿
巷道、装矿进路、拉底平巷等。因采场大小不同，布置成单侧或双侧装矿形式，见图2-8-

6y。也有使用电粑出矿的底部结构，其工程参照空场法中有关章节。
凿岩碾室的位置用系矿方案、凿岩设备、炮孔大小及布置形式不同而不同。分段空场

事后充填法的凿岩是在，没巷道内。阶段空杨事后充填法和VCR事后充填法的凿岩硐室一
般布授在奶的顶部，k下场的尺寸和矿石稳固程度可布置成单巷、双巷、多巷或上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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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布置等多种形式，如图2-8-76。

图 2-8~76 凿岩硐室布置形式图

a一单巷，b一灰巷e一上下交错布置

分段巷道和凿岩硐室的规格一般视凿岩设备的型号不同而异。若用潜孔钻机凿岩，一
般炮孔距硐室边不得小于0.7m。凿岩硐室一般用锚杆金属网或喷浆加固，详见采场支

护章。
拉底卷道完成后，一般用上向扇形中深孔拉底，拉底空间不小于一次崩矿量的35??

8.9.5 回 采 工 作

留矿采矿和房柱采矿事后充填法的回采工作见本篇第6章，下面仅论述分段空场和阶

段空场的事后充填法和VCR事后充填法。

8.9，5，7 徽岩
（1）前岩工作是在分段巷道或凿岩硐室钻凿垂直、倾斜或扇形（环形）炮孔。目前

多用瑞典ROC306型、promec M177型和美国CMM型潜孔钻机，钻φ105～216mm、谦100～

183m的大孔，考虑钻孔偏斜率和凿岩效率，一般用来钻φ15～165mm，<70m 深的炮

孔。潜孔钻多采用1.6～1.8Mpa的高压风，钻机偏斜率控制在1??内。使用牙轮钻的矿

山，一般采用美国的11D、11MD和12MD型牙轮钻，钻φ200mm，深120m的炮孔。

（2）VCR事后充填法一般采用垂直平行大孔，有时也采用倾斜平行、扇形孔。典型

的倾斜平行、扇形炮孔布置方式见图2-8-77。

（3）VCR事后充填法的垂直、倾斜、扇形孔优缺点比较见表2-8-23。

（4）大直径深孔与中深孔凿岩成本比较见表2-8-24、25。

（5）大直径深孔比中深孔具有如下优点，

凿岩深度大，能量消耗小;
炮孔质量好，不易受岩层移动面报废;

凿岩成本低;
采准工程量少;
装药效率高，爆破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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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l5图RN-上盘

100水平
I-[

5
图 2-8-77 VCR法的倾斜和扇形孔图
a-百年矿的模糊孔墨;b一百年矿的扁形孔图

V，C，R法蠢直，倾斜、斯形孔优缺点比较衰 表 2-8-23

项 目 铸  征 主 要 优 缺 点 适用条件 实 例

全为下向直孔、钻孔偏斜率易控制炮孔 Levck矿倾向较陡的厚1，验直孔 下向宜孔 抵抗线相等，爆液块度均匀。但图岩硐室 凡口矿
大矿体工程量较大，有效钻孔利用率低 Thempson矿

金为倾解孔，炮孔抵抗线相等，爆破块
下向倾斜孔 度均匀，塑岩啊室工程量较大，钻孔偏相2。倾解孔 倾解中厚矿体 百 年矿

较难浆栅

菌岩制室工程量少，易适合矿体形态布 矿体形态变化 BIrchiree矿
3。脂形孔 核斜或环形孔 孔，但钻孔角度难控制，抵抗线不等，块

Writchorse铜矿稍大的矿床度不均，钻孔利用率低

表 2-8-24Kiaa Creek矿大直径课孔与中课孔爆碱成本比较表

φ54mmn φ200mm
目 《2)/C1)%

(1) (2)

每吨矿石图岩成本（加元》 63.70,290.47
每吨矿石爆破成本（加元） 33.30.090.27

合 计 加元/吨 0.74 51,40.38

8.9.5.2 潮破
1。炸药选择
VCR法采场一般采用密度为1，3～1.5g/cm2，爆速为400～500m/s的高威力、低感

度有足够稠度的特制炸药，在高硫矿床中不使用铝敏化炸药。以药包长度∶直径为6;的球

状药包进行爆破。
分段空场和阶段空场阶段充填法一般采用成本低廉的铵油炸药，以柱状药包形 式进行

爆破，药包长度一般为12～17m，每段炸药量不超过3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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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 3-25大直色基报语HC甾成本达效
Heath SteeleCopper cifr N 请兰达公司

目 45机18φ51nm φ18 ④64 ◆115

每米排孔■着成本《美元》
5,66.00劳动工贵 2,24

钻 头 1.606.21 I,400,352.4
钻 好 1.0G
缴修 1,054.60 0,s1.40

自，4来费
材料费

会 计 19.212.90 5,67 9,L
66每米深孔崩矿量，t/m 5 35b9 7,B
0.,29每吨矿右雪普成本，美元 o,266,710.760.24

一读顾为外包工释，只有合计值。

2。烯破层高及层数
VCR事后充填法采场可采用垂直孔单层烯破、多层燥破亦可采用扁形孔单层或者多层

愚破，单层爆破高度一般3～4m，多层高8～12m。单层多层的优缺点比较 见表2-8-26。

载 2-8-28单展、多器意碱优缺点比就减

实 例用条件优 缺 点评 速特 征项 目

L6vwck矿矿岩教赖园或愚破设计及操作筒单，晶掌量。一次崩
阶数高度较小的 凡 口 矿单服题破台●直孔单层点破

矿最较少 矿体 Strathoonn
一次腈矿量大，劳动生产率高，可减少 矿岩较熟概，会京多层烯 宋爆孔聚因朝繁爆碳震动产重堵塞或孔口 岗上中服高虚59~多层微整爆破

冲环，空场暴需时间短，对围岩雅被性有破方端 70m的矿体
利，燥破连健较复杂

Whitbor解矿顶板量早行族康彩 孔 单 盟 矿为稳国性相顶板形成扶彩，着固性好，其循间单层
Carr Fork矿《多部》爆破方向上单层成多累

或多层 对差的矿体 Dlratree暂趣进蠢

3。装药纳构
炮孔装药结构见图2-8-78、79、80。
4，形成切制槽

VCR事后充填法采场有时为了降低采矿成本，采用球状药包开初制着，柱状药包崩矿
的球-柱药包戟合燥破方案。切割横的形成通常有VCR法提盖拉切割精方案，上（下）盘
微差超前爆破切割精方案及中央微差超前爆被切割糟方案三种，它们的优缺点比较见表2-
8-27。

5。VCR法采场的爆破程序
（1）测孔，主要测孔深、偏斜和补偿空闻高度。
（2）堵孔，根据炮孔倾角和类似岩石中的小型漏斗嫖孩试验结果，确定堵孔深度。

通常有圆盘式木塞堵孔法、木楔堵孔法、方水块堵孔法、泥烧塞子与胶皮塾端孔法、混凝
土塞子和慎形胶皮帅精孔法。国内均使用胶皮垫混凝土塞子填孔法见图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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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79 球状药包多层装药结构图图 2-8-78 球状药包单分层装药结构图
1-导燥野，2-孔口固定木条，8一河砂，4一第二层药1-导导管，2-孔口固定本条 3一河砂，4一炸药
包，5一起爆弹，6-河砂，7-第一层药包;β一起爆弹包;6—起爆弹，6一般料规;7-河砂;

g-塑料绳，10-河砂，11-堵孔塞，12—炮孔一绪孔套，一炮孔

胶皮国 下放孔影 上拉堵孔

图 2-8-81 混凝土塞子胶皮垫堵孔法因网2-8-80 柱状药包分段装药结构图
1-吊环，2—混凝土塞体，3一胶皮垫圈1-木赛，?-砂层，3-吊绳;4-炉药;5-导爆索

6一起爆药包，7一网个最差电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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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切 制 温比 较 表 表 2-8-27

实 例适应条件项 目 仁 缺 点特 征

球柱药包先后爆破，不易混淆，采矿为 矿广岩稳固的矿VCR法切帮 Broken Hill切制槽提前形成 整孔懒破，一次扇矿量大，生产能力大，
体同（二）方案摘方案 切部橡爆破花工时较多

上（下>盘有软顶板平整，不醋提前形成切割灌，周期短，上（下）盘超前 凡 口矿岩的中稳9体。生产能力大，一次燥啵既有球状药包又有切削梗微差超前
燥破切割惰方案 同-"方案柱状药包，操作复杂

凡口矿中稳适合用 VCR中央郑前操破 同 上 中央开始，撮破夹制力小，其他同上 Ca7ra Fork法开采的矿体切剖着方案

（3）装药，采用人工卷装球状药包，一般每个药包介于25～35kg之间。装填3个药

包，起爆药包布置中间，用导爆索起燥。
（4）堵塞，是减少炮孔塘塞和后冲的一种重要方法。通常用细砂，也有用水袋、岩

粉袋、岩粉、碎石等。
（5）VCR 法 单层爆破起燥一般为;先起爆靠近采场中心的炮孔;先起爆较低顶板区

的炮孔;先起爆靠近地质构造破坏的炮孔1最后起爆边孔，还应根据放矿空间位置改变起燥

顺序。
有关 VCR 法的爆破技术详见爆破章。

部分矿山的炮孔抵抗线及每米崩矿量见表 2-8-28。

8.9.5.3 出矿
出矿一般都 使用 铲 运机。出矿步骤类似留矿法。即每分层（分条）爆破后，放出一

次自矿量的30～40??以形成下分层（分条）爆破的补偿空 间，最后一分层（条）爆破

后，整个采场一次出矿完毕。出矿效率与铲运机规格影响较大，凡口矿使用 LF-41型

（2m》）铲运机出矿，大量出矿时平均为30～700 t/d。减少大量出矿后的残矿损失，目

前多使用遥控铲运机清底，效果较好。

使用电耙出矿时，参照空场法有关章节。

8.9.8 采场支护及安全

8.8.6，1 采塌支护
凿岩硐室特别是沿采场宽度全断面拉开的硐室，应采用喷储或喷锚网支护。采矿空场

围岩的支护，一般靠其自身的稳固性和存窿矿石短期 维护。当上，下盘圈岩稳固性欠佳

时，采用长锚索加固（参见图 2-8-93）。

8.9，6，2 VCR 法潜在的安全问题

按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某些矿山的经验，VCR 法爆破后可能发生燥 后炮孔中气体燃

赚和爆破诱导硫化物粉尘爆炸。
为防止硫化物粉尘燃爆，加拿大 FOX 矿采用以下措施;

（1）用联酸钙粉作填塞炮泥，燥破后使碳酸钙粉满布采场，抑制燃燥，

（2）工作面经常酒水，防止粉尘飞扬和积聚，燥破时进行喷酒水;

（ 3）使用低燥温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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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分矿山趋孔猛技热及每来崩矿量表 表 2-8-28

纸 抗 线 单位炸药图岩班目每米崩孔底距5包 矿体 孔径}阶段
矿 炮孔方问 效率消耗量矿量名 高厚度

{m)(m) t/m)(m) ag/)(m)mm)<m)方式

165下 向 3.5 55 -7.56030Mount Ia矿 柱
115下40，上20 3.0 2860 -6.015上 柜

环形 70 2.5 5.0咸 40<测柱上 -2BD下 向 x思~6×7 10o钍 婚～倒 ≥49
120

下F 向 0.295165 2.6×3,691柱Copper Clilt N矿 -
i,2×4,6～20b向Kidd Creck 12018o

9.1×6,]
;9/h165 0.272683,5x3.6下向25Heaith Steele 矿山公司 柱 -56下 向 3x5～6×7115柱│3～2034Mufutra 拉矿 165

200 0.14下 向 5×4,24343～12Birchtree 矿 152
0.3a3×3 32下 向 1653~18 60首年矿

47.50,349。3F 向 152- 2,×2,4~×S46Homestke 金矿 30,5
8.60.34环 形 S04.2x4,216524Whie horae 矿

0,21下向扇形i5～60] 13.62,5×2.5～3×3165Car Fork扩
1s 0.652×2~3×3下 向 166孔深46球4.5~Almaden 矿
5～20 0.4-2,5×3,8下 向 165;O(30)中国凡口铅锌矿（矿房>
~26.28～6,32。x2,6165下 向40<*0〕<间柱） 4O

L,890.48814。062.5×2.5195淘50如图金川二矿（矿）

（ 4）使爆破延续时间控制在 200 毫秒以内。

8.9.7 采 塌 充 属

8.9.7.1 阶段充填法常用的充填材料

阶段充填法充叫的特点是一次充填量大，有条件采用高效率的充填方式，但充填体必

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站立高度，以保证间柱回采的安全和回采过程中不因充填体的塌落造

成过大的损失贫化率。目前国内外主要用尾沙胶结、岩石胶结来充填矿房，而间柱可按需

致巧矿房采用同样的充填料，或者先充填10～20m胶结料，然后充填非胶结料，形成不员

类型的充填体。Moun Isz 矿采用岩石充填料有如下优点。

（1）减少了价格比较贵的胶结水砂充填料的用量;

（2）弥补了水砂充域料的不足;

（3）允许有轻快的充填速度，能较快地回采间柱，

（4）减少了排水问题。

可见岩石充填量达到最大，在经济上是有利的。

8.，9.7，2 充填减备
充填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做好采场的密闭工作，使整个采场与外界一切井巷隔开，以

防止充填料的流失污染，其次是在隔墙上安装适当的滤水设施，防止采场积水，降低采场

底部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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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隔墙构筑位置

选择隔墙位置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岩石稳固的地方;

（ 2）隔墙承受充填体压力最小的地方;
（3）用数量最少的隔墙能达到预期目的。
一般当采场底部采用电粑时，隔墙筑在电粑道内，见图2-8-82。
采用放矿漏斗出矿而底柱岩石较好时，隔墙可筑在每一个放矿漏斗的颈部，见图2-

8-83.

采数区

图 2- 8·`3 放矿漏斗预部降增图图 2-8-82 隔墙在电耙道内的示意图
1一滤广寒有，2横牌卞;3-φ150～200圆木;1--运输平巷;2一电粑制室，S一隔墙位量;4电把

-r∶丶50/∶ 下;。·φ25mm销钉道，5一滤水管，6一湖水筒，7一尾秒

当放矿漏斗的底柱已破坏时，隔墙可筑在放矿漏斗和运输平巷的联接处，见图2-8-

84。
采用铲运机出矿的底部结构时，隔墙设在每条装矿进路内，分段空场阶段充填法的分

段巷道内也需没隔墙，隔墙距采场边界的距离至少3m，见图2-8-85。

I

1-I

矿 典型隔墙布置图 2-8-85 '图 2-8-84 联接处隔塌图
1-泥凝上葬础;-小，"-八100mm渗1-300×300mm立柱;z-260×250mm背板;

管∶4~销红;-二r，邦.项唐题3一排水管，4一粗麻布;S一φ25mm销钉;

6一安全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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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隔墙的种类

当充填料为流体状态时，隔墙所受的压力与充填高度成正比函数关系，但当充填料达
一定高度，砂水分离或下面的胶结料已初凝，则隔墙所受压力变化不大。锡矿山矿务局进
行了实测，认为砂柱小于6米时，压力值增加甚微，Moum Isq矿的经验认为∶由于某些
采场底部面积较窄，充填水平上升较快，也许要安装双倍厚度的隔墙。故各矿按自己的经
验，采用了各种不同形式的隔墙，主要有∶

（1）砖或混凝土块砌筑的隔墙，见图2-8-85。
（2）两侧为混凝土预制块，中间为尾砂胶结料的隔墙，见图2-8-86。
（3）现浇混凝土隔墙，见图2-8-87。

ETrrhrhHN

FrrrhptTrd 
&-pDor= l
μDp2rod j

LI [-I

图 2-8-87 红透山矿现浇混凝土隔填图图 2-8-86 某矿充填隔墙图

1-预别块;2-砂浆

（4）钢筋混凝土隔墙，见图2-8-88。
3。隔端的制作

（1）把底板吹净见到硬底，砌砖隔墙需浇灌混凝土基础、安装销钉（固定墙的横
杆）;现浇混凝土隔增需架设模板;

（2）砌筑或者浇灌隔墙，有的需留安全通风口;

（3）砖隔墙两侧及与卷道接触周边抹水泥砂浆，防止跑砂;

（ 4》安装涉水设施;

（5）为防止充填料从间柱或围岩裂缝中泄漏，有时需要向隔墙附近破碎严重的岩层

喷射混凝土。
4，采场的脱滤水设施
一般矿山在采场隔墙安装滤水设施进行脱水，没有安全门的隔墙，一般预留（埋）滤

水管．滤水管采用钢宝涂，靠采场--侧，钻有小孔，包上麻布或草席进行过滤脱水，
设有安全门的隔序。演十学尝在安全门上，有条件的矿山，还可利用钻孔作溢流脱水，如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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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江I-I

图 2-8-88 钢筋混凝土隔墙图 图 2-8-89 钻孔溢流脱水示意图
1-电贮阴室，2-溜井，3-隔墙，4-滤水管 1一空区」2-密闭展着;3-φ100mm钻孔，

4一孔口闸门5一滤水筒;6一电把道

8.9.7.3 充填
（1）密闭隔墙及滤水设施检查合格后，即可开始充填。首先进行试充，未发现密闭

工程有漏洞时，方可正式充填。
（ 2）密闭隔墙的滤水管在开始充填前关闭，待避

清后再打开放水;
（3）采场充填为分期充填，为防止跑浆事故，减

少充填体对隔墙的压力，一般先充5～7m 胶结料，或相

应的非胶结料，待初凝或脱水以后，再依次充填，直至

采场充满为止。
（4）为了提高岩石充填和胶结水砂充填料在采场

的质量，要考虑采场的几何形状，充填料的入口位置。

当采场长度不大，一般来说把充填井（钻孔）布置在采 I-1
场中间就可达此目的。岩石充填料倒入采场的理想状态 图 2-8-90 Mounf Isa 1100矿

体理想的充填料倒入方式图如图2-8-90。
1一胶结水砂充填区;2一胶坡岩石（5）为了让充填体进行排水和养护，最少要四个
充填区，8—遥想的充填料人口

月才允许相邻矿房回采。

8.9.8 实 例

8.9.8.1 Mount Tsai i100号铜矿体
矿床走向南北长约4km，垂直延深达1700余米。北部主要为铅锌矿体，南部为钢矿体。1100号铜矿体

为一特大盲矿体。矿体顶部距地表约600m，走向长近 2500m，延深约300m，厚度一般为300m，最大达

370m，隔品位大于 3??矿石储量近一亿吨。矿石围岩边界清楚，成矿岩石主要为硅化白云岩所组成的

Urguharf 层状页岩。其直接顶底盘亦为此种岩石所组成。抗压强度150～250MPa，但在断层附近比较朝。

因1100 号铜矿体十分厚大，采用沿走向积垂直走向方向划分为同格状的矿房和间柱布置方案。矿房

南北宽为38～40m，东西长为49m，垂直高度为45～245m。东西方向间柱宽为37～40m。条带状矿柱，南

北宽27～40m。
一般矿房采用分段空场事后充填法回采，见图2-8-694，间柱果用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回采，见图

2-8-7GC。
采准切割工作主要包括放矿巷道、出矿进路、联络道、漏矿井、凿岩巷道、切割技底巷道、切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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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等，详见图2-8-69x。切割灭井一般采用Robbimns61R天井钻机，钻凿直径1，8m。然后用深孔爆破扩至采
场全宽。拉底采用φ70mm的雕形炮孔爆破形成。

凿岩一般用PR123 型和DIH123 型钻机钻凿φ57mm上向扇形炮孔和φ114mm的下向扇形炮孔。炮孔
最小抵抗线为1.8～2.4m。也用潜孔钻钻φ100～165mm、深70m的炮孔和用牙轮钻钻凿φ200mm深120m

的大孔等多种型式。炮孔的抵抗线和每米炮孔崩矿量见表2-8-28。

炸药一般使用铵油炸药，也有使用浆状炸药，或用铝酸钠炸药。柱状药包长 12～17m，分段装药量

控制在 300kg以内。

出矿采用3.8或6，1m'铲运机。湍矿井距装矿点的距离一般为15～120m。

充填之前，按图2-8-85的形式潮筑460mm厚的挡墙。再用含3??泥、6??炉渣（相当于6～8??
水泥）的岩石充填料充填，充填料在充填水平用皮带运输，水泥砂浆通过钻孔、管道。在采场下料口与
岩石自行混合。理想的卸料状态见图 2-8-90。

由于采、出、充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生产能力相当大，1100号偶矿体产量约为400万～500万t/a。
1100号铜矿体已回采充填了69 个矿房和间柱，已有36个矿房暴露了1、2、3个充填赋，其结果是

满愈的。
Mounf Isa 矿回采1100号矿体的主安经验，
（1）用高分段与高采场回采，分段高达40m，采场高达80～240m;

（2）用纵横向布置采场的方法，回采极厚矿体;

（ 3）采场普遍采用φ115～200mm大孔穿姆1

（4）采用高质量低成本的岩石混凝土充填，
（5）充填体暴露面积达8000m2??站立高度达140～180m以上，
<6）间柱回采时，允许充填体局部垮落，在覆盖充填料下放矿，也可获得较好的效果。

采场综合生产能力，小果场约1200t/d;

大采场约300*/d，

8.8，8.2 红遗出额矿
红进山铜矿1号脉约占矿山总储量的90??其平面形态如音叉，纵向形状上粗下如，呈词状。矿 体

走向延长500～600m，延伸超过1000m。矿体厚3～35m，倾角50°～80°。矿体形态复杂，呈分枚复合，费

伏膨大、缩小等现象。矿体上盘主翼为矽线石黑云母片麻岩，下盘为注入式黑云母片麻岩。矿岩节理不

发育，界线鲜明，判稳因。面卷fz12～14，矿石f=8～10，为含硫较高的铜锌矿床，水文速质条件筒

单。
比较规整的厚大矿体，矿房采用空杨法事后充填法，矿柱用水平分层充填法。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

见图2-8-72。
采畅垂直走向布置。阶段高度为60m，顶柱高7～8m，底柱高10m，矿房宽为20m，矿柱宽为12m，

来场长为矿体厚度。
采用沿脉平卷加穿脉的环形运输系统。當岩遇风天井布置在矿房两侧是对角式。电靶道设在矿房中

阐的底柱里，间距 10m，切割卷道基本上与电耙道平行、垂直矿体走向。拉底多用浅孔和水平中深孔爆

破形式。
回采用BA-100型钻机打水平深孔，最小抵抗线为3，5m，用硝胺炸药，导爆续和电雷管双重起爆。回采

过程中的凿岩通风天井作为第二步骤矿柱采场的人行遇风天井用。

回采出矿完后，在电靶道内构筑密闭墙，其结构见图 2-8-87。密闭墙的地糟必须挖到硬岩，槽宽不

小于800mm，厚度为600mm，混凝土灰砂块石比为1∶213，块石直径小于150mm;密闭墙施工完毕，要

及时用灰砂比 1+1 的砂浆将籍抹严，其上安有脱水管。

开始充填时首先要进行试充，试充未发现密闭工程有漏时才进行正式充填。每 次充填的砂体高度不

超过4m，待空区无积水后方继续充填。充填料为碎石尾砂胶结料，每立方米充填料加水泥250kg。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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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尾砂分层充填、电把出矿。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1）采场生产能力，800t/d，
（2）采矿损失率;8～10%;
（3）采矿贫化率，15??
（4）万吨采切量;120m。
8，9.8， 加拿大Zavash 懒矿

Leoack矿3208阶段4800间柱长4m，宽8m，高20~26m。矿体为高品位细脉群，震存于花岗片麻岩
不规则的块状硫化矿化带中。地质品位为。含镍2??铜1??间柱两侧的采空区已用灰砂比为130??
结料充填。是世界上最导试验用VCR法回采闻柱的矿山，如图2~8-91。

室一段，第二段

一~1z填法工Z究填】3充螂

Le]I 1-[ J-I

图 2-8-91 Levach 矿VCR 法回采间柱方案图

1、2、3，4-燥破 顺序

矿柱分两段国采，第一段长18m，第二段长30m。

采准切割工作是开愈运输巷道，出矿进畸，拉底层和谢岩硐室。凿岩铜室用钢丝网锚杆支护。
第一段图下部有一层岩石，用势濯上向孔将其当下，出净。用ROC36型潜孔钻机钻雷φ165mm的下

向垂直深孔，炮孔呈梅花形排列，孔距为3m，排距为4.6m，边孔距充填体为L.5米。炸药为Hyvome

M120浆状炸药，每孔装药量为3kg。每次爆破后，测定孔深，绘制采杨顶根线，为下-分层提供爆破
设计的实测资料。爆破分昙高度为3，9～4.1m。最后一层为6.5m，装两个球状药包，两股一次微差燥
破。矿石用铲运机出完后，立即用水泥尾砂料进行充填。

试验中发现间柱两侧充填体未明显破坏。

矿石贫化率为10%;
采场生产能力为150*/d。
第二段的回来工艺与第一段相闻，都获得了满意的结果。
8.9.8，4 月口铅锌矿

凡口铅锌矿自1982年试验VCR 法以来，已成功地用矿房和间柱回采，1985 年已占她下采出矿量的

25??
Sh-200 5号采场位于狮岭-20am阶段，矿石为致密块状黄铁铅锌矿，中等稳置，/=9～13。F，断

展控制了矿体的底盘，矿体底盘倾角?5°左右。矿体顶底盘为黑灰条纹状、瘤状灰岩、中等稳固，f=9。

矿石平均品位P∶4，6??Z11.9??S，28.48??采场垂直走向布置，宽为8m，长48m。用VCR法

回果，见图2-8-92。
采场底部采用漏斗进路式底部结构，高度为8.5m，布置8个出矿进路，同距为6m。黯蓿酮宝雷宽

度分别为4，8、2，6m两条巷道组成，中间留2.5m宽的一个临时闻柱，并用管懂杆和金属网联合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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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2 凡修矿Sh-200 5 号采锅VCR法试验方案图

激岩采用扇形孔，为使两侧间柱垂直平整，矿房两测均为垂直孔，孔深一般为30m。凿岩设备采用
ROC306型和国产DQ-150J 型潜孔钻机，用COPs型或国产JG-150二种冲击器，国产Yv2.2/5-15增压
机与撒孔钻配套使形。风压为1.1MPa 时，台班效率 18，95m。需岩成本为25.26元/m（来计电费和压
风费）。

先进行一次单分层爆破，第二次则爆破2～3个分层，第三次用球一柱药包将剩余分层及雷岩硐室临
时间柱一次爆破。
第一次单分层爆破时，为减少冲击波影响，采用九段分区微差，分段药量小于 30kg，分腰高度平

均为 3.2m，炸药单耗0.42kg/t。
第二次爆彼∶除全顶板崩落一层外，再在切割槽处，崩二个分层，以形成梯段自由面。炸药单耗为

0.412kg/t。

第三次爆破时，切割槽部分，孔深6m，其余孔深22m左右。以多层球状药包徽差起爆，-次形成切

刻槽。其余以切割槽为自由面进行柱状药包烯破。禽岩啊室中的小间柱用小兔孔，也阿时爆碱。
采场出矿采用LF-4，1（2m*）型铲运机，平均运距为24m，大量放矿阶段日平均出矿量为802t/d。

充填前在进路口用混凝土块砌筑封闭墙。
并在装矿乎巷设置挡泥墙。然后用18～1∶10的水泥尾砂浆一次充填。
该矿用VCR法回采水平分层腔结充填剩下的间柱，也获得 了较滴意的效果。
VCR法回采矿房，间柱的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B-28。
8.9.8.5 金川二矿区

金川二矿区VCR法试验采场选在东部2号矿体34～35行间1250～1300m水平。该 地段处于2号矿体
含矿母岩向西延深的边缘地带。矿体产状呈上大下小满斗状。倾角平均71.5°～76°，下盘倾角较缓，
平均为52° ～54°．富矿体为贫矿体包围，矿体下盘有一破碎带，稳固性差。

试验采场垂直走向布置，采场宽6m，长38m（上、下盘均保留了部分富矿以后回采），高50m，采
场顶盘采用长错索进行加固，见图2-8-93。
试验采杨底部建立了LF-4.1（2m2）铲运机平面铲、运、装出矿系统t采场预部没有宽6m、高5m

的凿岩硐室，并有两个出矿口，拉底时，先辐一条3×2.8m的切剂巷道，再扩带、挑顶至离8m、宽6m
的壑沟。三条酸矿进磨口底板设15kg/m钢钠作铲运机出矿平合，进路口伸进采场1.5m，并用钢筋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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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口轻纬矿矿房、间柱VCR 法试验指标表 表 2-8-29

间 房 柱
指 标 名 称 - 200my=* -120mW* -80m 7—8-80m 4-5-80m 3-4-160m1·-_---_

30130 161 219164182果场综合能力（t/d）
0034832m'/营运机出矿能力（t/小）

9797 9797B898矿石回收率（??
10.95.08.4矿石贫化率（??
25,619.220,28。凿岩设备台班效率（m） 1924
0,330.28 0.280.420.43炸药单耗（kg/t） 0,40
1,182.00.98大快产出率（??

28 1825每米崩矿量（t/m） 20

采准出（m2/t>

注，以上为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长沙矿山研究院试验指标。

34行

1250m水平

图 2-8-93 金川二矿区VCR法试验方案图

1-长锚索潮家，2一上盘运输考满;3-长铺索，4一堂岩调室，5一翻岩硼塞联络道，6-φ165mm
她孔，7-34行穿脉;8一通风天井，9一铲运机装车口;10—出矿进路，11→塑沟;

12-穿脉，13一运输平悲;14—运输平卷∶15一35行穿脉

土支护。
量岩选用瑞典ROC3806型滑孔帖机，配DG416型增压机，COP62型冲击器，钻φ65mm大孔。排距

2，6m，孔间距2.5～3m，钻孔偏斜率要求不大于1.5??为降证钻机平稳作业，盖岩硐室底板靠有厚400

mm、强度为5MPE的充填料浆。气压为1.5～1.8MPa时，青岩台驻效率为44，69m。

静破采用HD乳化炸药，整个采锅进行了七个懂破循环，其中单愿爆破3个，双层爆破3个，高12

米的顶柱为三层烯破。炸药单耗0，468kg/t，最大单响药量22skg，大块率为1.52??

采场出矿采用LF-4.1型铲运机，矿石直接卸入该运输水平的4皿m矿车中，分层婚破时，要求出扩量

为擀矿撒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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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前在每条进路设预制块双层隔墙，厚0.8m，距空区5m，为防止 跑浆事故，先充5～7m胶结砂
浆，待达到一定强度后，再依次充填，直至充满为止。砂浆液度78??灰砂比1∶4～6。充填豳力为100
m'/h。

为保证采场上盘的稳定性，对上盘贫矿埋设了6根长幢索加固。为保证安全，对长 锚索承力，凿岩

硐室及长镜索码室沉降进行了观测，还对1300和1250水平进行了声波波速的监测。
主要技经擢标∶
（1）凿岩台班效率∶平均44，69m;

（2）炸药消耗量∶0，495kg/t（包括二次破碎）;

（3）每米崩矿量，14.66t;
（4）采切比，85.08m*/kt;

（5）嫁合生产能力，250，6t/d;

其中;分层出矿389.6t/d，大量出矿655.9t/d，

（6）采矿损失率。6，3%;

（7）采矿贫化率;0.93??

8.10 矿 柱 回 采

8.10，1 充填法矿柱国采的现状

我国有色金属矿山充填采矿法采出的矿石量约占采出总量的19??而矿柱又占充填采
矿法的30～60??其中顶、底柱约占20??右。由于开采条件复杂，部分矿山矿柱积压很

严重。如有的矿山，矿柱量占开拓矿量的40～50??我国部分矿山矿柱矿量比重见下表。不

 断总结和完善矿柱回采的方法，积极探索新的回采方法，是矿柱回采设计的任务。

我国部分矿山矿柱矿量比置表

背柱砼量占开拓矿量的比重 （??山矿

23。1黄沙界铅锌矿
40.凤尾山钢矿
43,9红送山铜矿
82.0凡口铅锌矿
15.水口山铅锌矿
24.4大鹑钢矿

（1）金川龙首矿用上向分层充填法回采间柱时，认为回采过程中造成的应力升高区

是在上部阶段运输水平以上和下部运输水平附近，阈柱底部造成较大的垂直压应力集中，

将给采准巷道的稳定性或拉底切割工程造成困难，而邻近矿房充填体处于应力降低区内。

在构造应力较大的矿山，回采过程会影响运输巷灌的稳定性。而回采过程拉应力的范围很

小，且集中在工作面附近的间柱中，随回采 顶板上移而上移，这是充填体的约束作用造

成的●。
（2）凡口铅锌矿对VCR法回采间柱，用边界元法分析其采场稳定性认为●，

● 来自北京钢铁学院井兰如《胶结充填采矿法回采过程的有限元换拟分折方法》;

● 来自长沙矿山研究院《凡口VCR法采场稳定性力学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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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柱靠上下盘两侧存在法向正应力，中部呈现水平方向的拉应力，但间柱内的最大压
应力和最大拉应力以及最大剪应力，除个别点都没有超过矿岩的抗压、抗拉、抗剪强度。
间柱的屈服点出现在上盘界面的附近，将别是首先出现在采场上盘偶角处。间柱最后二至
三个分层可能出现的失稳不是受间柱矿体内的应力状态的支配，而是受其所产生的形态支
配。当采剥两个分层即剩下6m厚间柱时，其采场顶板中都的最大下沉位移达60～70mm，
上盘邻壁向采场内的法向位移达40～50mm。而6m厚间柱所能允许之最大 可能下沉位移为

70～80mm，故最后一个分层留7m高即可。
间柱采场底柱上、下盘两侧偶角处（拱脚）存在很大的压应力集中，容易导致底柱采

前的屈服破坏，在底柱中心部位产生拉应力区，对于软弱矿岩可能会发生底鼓、容易引起

底柱中巷道的变形，这是在VCR法设计中必须考虑的。
上、下盘圈岩∶靠近间柱的界面区为高压应力区，采空区的两盘帮璧出现不大的拉伸

变形，采空区顶板与底柱的偶角处为应力集中区，尤以上盘的隅角应力集中为甚。下盘稳
定性比上盘好。采场可能出现的破坏，是从上盘隅角处和上盘帮壁处的围岩失稳开始，因

此应注意靠上盘的炮孔布置。
凿岩硐室的顶板和帮壁，在间柱回采的始终，稳定性甚好，虽然其应力、位移受到扰

动，但是很轻微，对于硐室的整体稳定性无影响。
（3）Moum Isa矿1100号矿体采用80～240m高阶段，回采间柱的经验认为;

间柱空场不管是那个帮壁，其平均稳定暴露面积都为3100m2左右，比 原来估计的750

m2大得多。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充填过程中没有产生深 部应力。奈因德鲁夫和考林经测

定所得的结论是，在充填过程中，充填体的重力，部分由矿房壁上产生的剪力承受。对于

一个高200m矿房，有深部应力时充填体的垂直应力对胶结水砂充填为3.5MPa，对胶储岩

石充填为3.5～4.5MPa。而胶结水砂充填料加胶 结岩 石 充填料的无侧限抗压强度分别为

1.1MPa和2.3MPa，充填体暴露面能保持稳定。并证实充填过程中无深部应力。在镉、铅

采区已充填了100个矿房和间柱，已有50个充填体暑露了1、2、3个侧面，充填体的性能和

在间柱回收中的作用非常好，间柱国收的比例已高达70??

8.10.2 矿性国采将点和充填体泰露面的特征

8.10.2。1 矿柱回采特点
（1）间柱两侧或周围都是充填体，间柱的上、下端或者上盘隅角是应力集中的地方，

回采时出现上移的拉应力区等，使采场巷道的维护、采场顶板的安全，都较矿房回采时复杂;

（2）间柱两侧充填体的性质、强度、整体性、自立高度等是选择间柱回采方法的关

键因素;
（3）矿房回采后，间柱轮廓已控制准确，有条件采用中深孔或大孔爆被的方法回采;

（4）矿房已有现成的采准巷道可利用，采准工程量少;

（5）用阶段充填法回采间柱时，出矿可在完全空场下进行，也可在部分（即允许局

部充填体破坏）空场下进行。Mow储 ISz的经验认为，充填暴露面的破坏并不意味着间柱

回采的失败，仍可回收99??上的矿石和金属量;

（6 ）间柱回采包括顶、底柱回果;
（7）矿柱留存的时间越长，受力状态越复杂，回采的困难越大。因而应及时回采，



1344 第二篇 地下开宋

避免积压。
8.10，2.2 充填体噪需面的特征
1。与充填体暴露面破坏有关的主要因素
（1）暴露面的最大宽度;
（2）充填体各侧面暴露的总面积;
（3）暴露面积超过某一极限性;
（4）间柱国采的大爆破规模;
（5）充填料的质量;
（6）凿岩爆破方法。
2。充填体暴露面性能

充填体暴露面的性能一般用最大宽度和最大高度来描述。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用可见暴
露面积的大小来描述。

部分矿山充填体暴露简况，见表2-8-30。

部分矿山充填体鼻蓄筒况条 我 2-8-30

充 填体
最大暴雪充填料性能 婴■破坏情况采矿方法矿名 充填体暴露破环端述
面 积

平均80m高，4m宽， 稳定值 考嘉面占房、柱均用分段， 8??泥岩石充填料Mouot Is4
18.5%2800m6??泥岩石充填料3O6m'除驶空场事唇充填法110o号矿体

[140～180m房、柱均用分段、Mount Is 无限制100m高，35m宽10～5??石光填料
高，460pm*阶段空场事后充填法铅矿你

高 26～48mLevack 房，上向充填法 可1∶30水泥尾秒胶结料
宽 48m左右West 柱，VC法

132水泥尾砂胶结 资 61m房t点柱充填法 可Strehcona
料 宽 107～122m柱，VCR法 --——-

没有片帮或塌房∶18～10水泥 高 28m，长i8m，房，上向分展充填法 落（实测充填体尾砂浆焦家金矿 33.Bm*柱∶上向分震充填法 强度1MPa）柱∶ 水秒充填

房，上阈水平分层 3162m'一般高4m，长3m，3s*以上碎石混凝土充填法 稳 团暴露时间凡口矿
100mi以上或尾砂混凝土 达21日主{啊贮产事后充填法

岩石混凝主加水泥 高?m，长20m，房。空场事后充填 无明显税落缸遇山矿 140i量为15～200kg/m'柱，上肉分屋充填

约5m高，《0m宽隔墙混凝士800mm混凝土隔墙水砂充铜绿山矿 200mt厚，100*真法

般好，局部隔墙混藏土，300混凝土隔墙干式充 约4～5，8m高，15～300
倒墙（质量 问～500mm厚，10a*填法黄沙坪矿 宽，180m2 题）

3，5m高，4m宽， 可局砂分条尾砂充填法潮西金矿 约14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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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3 充填法间柱固采的主要方法及实例

充填法间柱回采的方法，基本上是矿房回采所用的方法。
目前采用的主要方法有;

（1）下向进路充填法;
）上向进路充填法;分

（3）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 /

（ 4）留矿采矿阶段充填法;
（5）分段空场的阶段充填法;。
。、ycpt~'阶段充壤法（6）VCR法;

（ ?）阶段空场的阶段充填法等）

由于采场结构，生产工艺已如前述，但设计时应充分注意间柱国采的特点。间柱及上

下盘围岩的赋存特点，矿房充填体暴露面性能的预计情况等，选择合适的间柱回采方法，

用上述分层充填法和阶段充填法回采间柱的特点不同，如下所述∶

8，10，3.1 用分展充填法回采间柱的特点

（1）生产人员需进入空区，空区暴露面积小，充填体暴露面积不大;
（2）损失贫化率低;
（3）工艺和设备简单，易推广应用;
（4）人在矿石顶板或人工假顶下F作业，安全性较差;

（5）大都采用浅孔，生产效率较低。
当间柱上下盘围岩欠稳固，充填体不允许大面积暴露或间柱矿体也不允许大面积暴露

时，间柱回采多用分层充填法。目前应用的主要矿山及指标如表2-8-31。

8.10.3，2 角险段充填法国采词柱的特点

（1）人不进入空区（浅孔留矿法除外），整个阶段逐步形成空场，后期充填体临空

表 2-8-31分层充属法回采问柱狐标表

下向充警法向水 平分层 充 填法

主 要 雀 标 引凡口铅锌矿红透山调黄沙坪铅锌矿 金川龙省矿Baliden公司

6060~7010～15450矿块生产能力（t/d）
36~155~7(%)损失率

1-25(%)黄化率.

面全部暴露;
（2）采用中深孔或大孔（浅孔留矿法除外）爆破，生产效率高;

（3）作业安全性好;
（4）万一充填体暴露面垮落时，可在充填料覆盖下放矿，也可获得较好的回收率;

（5）空可按需要决定是否充填，较为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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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贫化，损失率相对高些。
当间距矿体及上下盘围岩中等以上稳固时，矿房充填体稳固性较好。允许有足够的暴

露面积的间柱回采可以采用阶段充填法，凡口铅锌矿用阶段充填法回采间柱的部分技经指
标如表2-8-32。

囊 2-8-32凡口铅棒矿用酚段充填法回果得柱拔经指标泰

阶毁空场事培留矿采矿的事后
VCR 事后充填法主 要 指 标

充 填 法充 填 法

160～20M150～200矿抉生产能力（I/d） 100～150
3～BI8～15 $～5损失率 （外）
9～]0.58.4~10贫化率（?? 1D~16

8.10，4 充填法原虑社主要回采方靠和特点

顶底柱回采是指将矿体划分成矿房、间柱、顶底柱三步骤回采时顶底柱那部分矿体的

回采。顶底柱矿体在我国约占充填法回采矿量的20??因它 的 开采技术条件较间柱更复

杂，且国内实际回采的矿山不多，故经验不甚丰富，还有待实践、总结、提高。目前主要

有下述几种方法;
8.10，4.1 分区分层分条回果顾降柱

红透山铜矿矿岩稳定，采场面积达1500m2以上，顶底柱总高度12m，自下而上，分三
层回采，首先将第一分层划分为面积基本相等的二至三个区段，从阶段下盘运输巷道懦一

斜坡道，从斜玻道下端掘脉内采准巷道，往上盘掘一进略，再以进路为自由面，后退式回
采。采 高 3m，充 填接顶后，再回

采第二个区段，直至整个分层采完t"*z*方可 。证如2

为止。区段之间的隔墙，用尾砂、

草袋垒筑。第二层划为四个回采区证Ttr7zZZZ 三分层嵌柱 段，采高5m（两采一充》，当第二分）"分层
=别 层以同样的工艺采完接顶后，第三

分层采用分条进路回采，进晰高
2.5m，宽3.0m，分条进路空间留

2，0m 宽 的分条矿柱。在安全许可
的情况下，分条矿柱可 采 掉 一 部
分，最后一次充填，为确保安全，
留1.5m左右的护顶矿层，见图

2-8- 94。图 2-8-94 红透山铜矿顶底柱回采方案图

南斯拉夫波尔铜矿用上向进路1-脉外运输平巷;2一新被滥;3-溜矿井;4一脉内卷道，5-回采

进路;6-安全矿性，7-隔墙;8一铲运机，9-面风井;10一护项层充填法回采水平矿柱（即顶底柱）

效果较好。见图2-8-34实例。

主要特点，



第八章 充填采矿法 1347_-.---------—-
（1）采用分区分层分条回采顶底柱，能缩小顶板暴露面积，
（2）靠充填体或充填体加少量矿柱（英石）支撑采空区;
（3）采用铲运机出矿，管道充填或充填抛掷车充填，生产能力较大，达150～200

t/d;
（4）为保证回采的安全，一般留1～1.5m厚的 护顶矿层;
（5）人需进入采空区作业，安全性祖对差些;
（6）矿石回收率较高，一般可达80～90??贫化率为5??
当顶底柱水平面积较大，而周围围岩或充填体不允许有较大暴露面积时采用。
8。10.4.2 人工房柱充填法回采廉柱
黄沙坪铅锌矿顶底柱高6m，水平面积约250m2，底柱之 上浇有0.4m厚、强度为15MPa

钢筋混凝土垫层。该底柱分二层回采，第一分层用干式充填法回采3，5～4m高（原房、间
用的方法），二分层回采前先充填干石至空顶高1.8m，再在充填 料 上铺0.2m的垫层和构

筑φ2～3m混凝土人工矿柱、柱间距离为7～9m，人工矿柱上面顶有同样直径的矿石柱，采
场周边留0.8～1m三角矿柱，然后分区分块后退式回采。为保持上下盘围岩钢筋混凝土垫

层、房柱的稳定性，需严格控制上述关系尺寸和燥破量，详见图2-8-95。

主要特点;
（1）空区顶板靠矿柱或人工

矿柱支撑;
（2）采场面积较小，生产能

力较低;
（3）矿石回收 率达 80～

98??留矿石柱时为下限，人工矿
柱时为上限。贫化率为5 %;

（4）人要进入采场工作。方 图 2-8-95 黄沙坪铅锌矿顶底柱圆采方案图
案似房柱法或点柱充填法; 1-混凝土胶结面;2一充填体;3一充填井1《一混凝土房柱。5一矿

石房柱，8一微凝土隔墙，7一溜矿井，8-人行薄19-钢筋混砸土络（5）采用人工矿柱时，浇筑 石
层;10～底柱，11一房柱，12一上部采场拉底层边界

工艺复杂，效率较低。
该法适应高品位中、小矿体或孤立星散矿体的顶底柱回采。
8.10，4.3 龈孔崩矿法国采顶柱
加拿大Bireh Tree矿213，5m阶段110号矿矿块的顶柱形态规整，厚为12.25m，水平面积

较大，分成五个矿块回采。首先在采场底部下盘距矿体9，15m处掘出矿平巷，沿出矿平巷

拥平行的装矿进路，再在适当的位置向上掘2.75×2。75m的凿岩天井;还掘采场联络道使麟

坡道与凿岩天井的上部相连接。
在凿岩天井钻凿φ51mm的扁形水平深孔爆破，铲运机出矿，最后留1.525m护顶层。

在回采期间，护顶层没有变坏的预兆，回采完后，仍能保持完好。铲运机平均日出矿熊力

为300t/，贫化率10??金属回收率接近95～97??未包括护顶层），平均凿岩工效45.75

m/工班;炸药消耗量0，34kg/t。洋见图2-8-96。

主要特点∶
（1）中深孔凿岩，铲运机出矿，生产能力大，可达300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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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96 Bivch Tres矿110号采垢顶柱回采困
s~213，bm阶段110号采场顶柱回采图;b一由贵岩天并會扁形深孔平面图

1-首灌井，2-通风井;3-服务关井，4-出矿卷道，5-鼓矿进路，6-段岩天井）7-上盘搜触界
线，6一下盘接触界线

（2）空区的暴露面，靠护顶层和周围胶结充填体自然支撑;
（3）人不要进入空区，作业安全性好;
（ 4）空区贸1.525m护顶层;
（5）矿石的贫化、损失率比一、二法相对较高。

该法可用于形态规整，上、下盘围岩较稳固的顶底柱回采。
都分矿山同采顶底柱的回采方法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如表2-8-33。

表 2-8-3顶 桌 柱 回 采 方 法 筒 况 表
黄化率采场生护顶层 损失率

产能力取 度回采方法及特点矿 名 顶席主要特证
(%)(%)(t/a)}(m)

分区分条回采，分三层，一层高高12m，水平面积1600
3米，分两个区，三层高3，5m，分m2，上下均用尾砂 胶结红透山弱

4.720180～3z01-1,6条回采，回采进路宽3m，高充填时间达3～5年，充矿
2.5m，间距2四，不但收，铲运填，体强度为0.0～4，5MPa
机出矿，尾砂胶结充填。

分层分条回采，锯条实为一条进顶板高3 γ4m，底柱
路宽4～5m，离4～sm，液压高一般为6m，上下均用凡口解锌 无台车幽划，参运机出矿，锚杆车护尾砂胶结或碎石混凝土充
顶，抛翼充填车充填填充填体强度2～4MPa

.顶底及底柱下屋s，5～《m用兽顶柱高3～4m，底柱 0.4～0,5
通干石充填法回采，余下 2～2，5高4～6m，院柱之上键 "钢筋混瞬 ;20～30 1520 赏沙坪铅 │m特殊回采即构筑2～8m混凝9.4~0.5m 标号18°钢锌矿 土人工柱，再分区分块后邀式图筋混凝土，薄上是干石充
采填料

用幽岩天并，高形水平 深孔 鼻 z 10高 12，256m，矿体形态 3601.525Birch
破，铲运机出矿规整trec矿

扇形中深孔爆破，铲运机出矿顶底柱呈蔓形，对空场Kidd
有利，周函充填体为块石

CreekI"矿 胶结料，高5～7m

* 护顶层未计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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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岩 石 分 级

岩石坚固性数据，是选挥钻凿设备．确定凿岩参数的重要依据。

9.1，1 酱氏岩石分级及应用

普氏坚固性系数是综合性指标，曾用岩石强度、岩体凿岩爆破和施工效率等指标，制

定了各类岩石的坚固性系数f，见表 2-9-1。
目前，测定和计算鲁氏岩石坚固代.系数f 有四种方法∶
规则试块抗压强度法;
捣碎法;
不规则试块抗压裂强度法;

抗压强度法与抗压裂强度法联合计算的综合坚固性系数。

我国矿山多用抗压强度法计算。表2-9-2为常见矿石的普氏坚固性系数。

普氏分级能简明地反映岩石的坚固性。但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不能确切表示出岩石
的可钻性、爆破性和稳定性。不久，将采用更完善的岩石分级逐步代替普氏分级。

9.1.2 我国矿山岩石分级及应用
冶金部鉴定通过的凿碎法岩石可钻性分级和岩石爆破性分级，主要侧重于实际应用，

并已在部分生产矿山使用。
9.1.2，1 齿碎法岩石可钻性分级

选用凿测器模拟冲击凿岩，以凿碎比功和钎刃磨钝宽度两项指标表示岩石的可钻性。

凿碎比功大小反映了岩石凿碎难易程度，影响钻孔速度。专刃蜜钝宽度反映了岩石的磨蚀

能力，影响钻头使用寿命。
凿碎比功

(2-9-1)

式中 a-—破碎单位体积岩石所消耗的功，10J/cm2;

N-·-冲击次数，规定为 480次;
4———每次冲击功，实际为40J;

d---孔径，实际比钙头直径大 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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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氏当石分 象衰 囊 2-9-1

坚固性系数级别 坚固性程度 者 石

2
20最坚留，最致密的石英岩及玄武岩，其它最坚固的岩石最坚固的岩右
15很坚固的花岗岩类，右英责岩，很坚固的花岗岩，硅质片岩，整固程很坚固的岩石I

度较了级将石稍差的石类岩，最坚强的砂岩及石灰岩

10花岗岩〈意密的）及花岗岩类料石，很坚固的砂岩及石灰岩;石英质坚固的岩石I
矿脉，坚固的砾岩，很坚固的铁矿石

坚固的石灰岩，不坚国的花岗岩，坚固的砂岩，坚蹈的大理岩;白云坚围的精石I.
岩，黄铁矿

一般的砂岩，铁矿石相当竖圆的岩石

砂质页岩;泥质砂岩相当坚阻的岩石醇.

坚固的页岩，不紧固的砂岩及石灰岩，软的砾岩坚固性中等的岩石
3坚固性中等的岩石 各种（不坚固的）页岩，致密的泥灰岩Y。

 教的页岩，很软的石灰岩;白墨1岩盐，石寄，凉土;无烟媒;普理相当软的岩石T
混灰石;破碎的砂岩;胶结的卵石及粗砂砾!多石块的土

1.5碎石土;破碎的页岩，结块的卵石及阵石;坚展的艰蝶;腰化的粘土相当教的岩石.
1.0粘土〈孩密的），软的超媒，坚固的表土层;粘土测土壤教T 土
0.3经砂质粘土《黄土、细砾石）软Y. 土

0.日育植士;泥炭，轻亚粘士;盘砂壤土状士胃
0,5砂，小的细砾石;填方土;已采下的媒松 数 土Ⅱ
·.3流砂;沼泽土，含水黄土及其它含水湖流动性土

注，玉.将每一种岩石必分到这种或那种等级时，不仅仅单独地按照其名称，而且必须按照岩石的物患状态，并假

据它的坚固性与分级表中列出的诸岩石进行比较。风化的、破碎的，打碎成个体的，竖断展箦压过的，羡
近于地表的等状态岩石，一般说来，应当把它划分到比处于完整状态的同种岩石稍懦的最中。

2.上述的岩石竖国性系数，可以认为是对所有各种不同方面岩石帽对够离性的表征，它在采矿中的章义在于，

（1）手工开采时的采集性，（2）浅眠以及溉孔的意岩性，（3）应用炸商时的爆破性;（4）在冒醇时的稳定

性，（5）作用于支架上的玉力等等。
3，在分类表中指出的数值是对某一类岩石中所有岩石而言的（例如，页岩类、石英岩费，石灰岩载尊等），
而不是对此类个别岩石而言的，因而，在特定情况下确定/值时，必须十分慎重，并且这-f数值在不同的

情况下是不一举的。

表 2-G-2国内矿山常见矿石、尝石的警长损温性系微

矿石坚圆性系数
费型矿种矿 OF)

6-15矩状赤铁矿 12～18条带状含铁石英岩
铁 8～10致密状富矿 8-18块状贫矿 10～12漫果状贫矿 0-16矿 致密块钒嵌藏铁矿

10~]8浸乘状钒钛磁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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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石坚固性系数矿注 rj>

装铁矿 8～16
]～3褐铁矿

8～10倍银坐

6～18碳酸锰矿

6～12离钼粘止矿粘
4～6土 硬质耐火粘土
1~2软质耐火粘土

薨 镁 矿
14～18硅 石

白 云 石
4～10石 灰 石

8-12含铜矽卡岩矿石
8～12含销酸铁矿石
9～11致密块状含解黄铁矿
8～9流纹英安凝灰岩含铜浸果矿石

铜 6-12次生富集矿石
6~12含期黄铁矿石
7~受含铜蚀变花岗闪长岩矿石
10-1材含铜片麻岩矿石
3～B含捐浸染状矿石
8~12含铜硅化大理岩

矿 8～10含制石灰岩
6~7含铜硅化白云圆庆岩矿石
12~16含御沙岩矿石
12-18含铜石英脉矿石Fnr..__.-—__-⋯⋯⋯.
8～]6致密块状黄铁铅锌矿石铅
B~10含铅锌角涨岩矿石锌
4～6石灰岩中提梁状誓郎矿石

含铜秒卡岩型矿石钼 6～B石灰岩中含钼矿石
11含钼变质花岗四长岩矿石

矿 11变质安山岩中漫染状解矿石

3.5含橡硅带技矿石
片9———_，_0—_.-_

2~10含辨砂卡挡矿石
10～12含钧石英脉矿石矿

含锡的卡岩矿石
14～16含锐硅化石灰岩矿石
8～10花 岗岩
8～12闪 长 岩
8~12舞 长 岩
6～12角闪 岩
6~12微 蓖 岩
10～15玄食 岩 ax—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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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sAe

岩石坚固性系数称岩 (f)

10～15安 山 卷
辉 绿 岩 10～15

8-12鹿合岩及泥质灰岩
大 理 岩

2～12干 教 岩
蛇 纹 岩
缘泥片档及滑石片岩

2～8石英片岩及角闪料
硅化石英岩

5流驶石英岩
绿泥石化板岩
变质辉绿岩

13花岗片麻岩
角闪片麻岩

2~8页 岩
8～16砂 岩

流炒石英魔岩
→5角砾 岩

风化花岗岩

H—净深，D0t。
钎刃腐钝宽度δ∶凿480次后，离钎刃两端 4mm处磨钝宽度。
表2-9-3为岩石雷碎比功分级及代表性岩石。表2-9-4为岩石磨蚀性分级及代表性岩

石。主要岩种的可钻性分布状况见表2-9-5。

表 2-9-3岩石重碎比功分般及代囊性署石

 戴碎比功a 代 袭 性软便程度级别 《//cm2）

页岩，媒、凝灰岩极软～190
石灰岩，沙页岩、谦揽岩（金川）、缘泥角闪岩（南芬》，云母石英片岩（南芬），软200～290
白云岩（火大石桥矿）
花岗岩（大孤山），石灰岩（大连世井子）横随岩片岩，钼土矿 <洛阳），混仓矿中等308-390I
（大弧山、隋芬），为闪岩

花岗岩、硅酸灰岩、辉长岩、（兰介》、扮着（大孤山），黄铁矿（白银），铝土矿中硬400 ～490
〈阳泉）磁铁石莫岩（北京），片麻岩（云南苍山）矽卡岩（杨家杖子），理岩

（青城子）

假象赤铁矿（盐山、白云鄂博），避铁石英岩（南芬三展铁、弓长岭），苍山片麻600～590 硬V
岩，矽卡岩，中细粒花岗岩（淘东格矿），暗燥角闪岩（南芬）

假象害铁矿（贴山、白云哪博富矿），灌铁石英岩〈南芬一、二层铁），焦 斑 岩600-690 很硬Ⅲ
（禽柚孜），致密矽卡岩（杨家杖于松北扩）

姻象赤铁矿（同上），磁铁石英将（同上）极硬 ≥700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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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事蚀性分级及代表性岩石 表 2-9-4

纤刃磨吨宽b 代 表 性 岩 石奥蚀性类别 (up)

页者、媒、额灰将、石灰岩、大理卷、角闪岩、被榄岩，辉绿岩，占云岩，钼土F，锅≤0.21
干教岩、矽卡岩
花岗岩、闪长岩、媒长岩、砂粉、砂页岩、链黄灰岩、硅质大理岩、混凸誉、麦粒0,3-0,6 中

岩、片癖岩、矽卡岩

黄铁矿、假象赤铁矿，磁後石英料、石更岩、硬质片麻岩≥0.7 致3

表 2-9-5各种主要岩种可暂性分布

图 名 [02.61 _协 _黄铁矿
基性岩氯性

石 灰 别
石莫砂岩
沙 页 岩

.-
*山式养铁石英当

岩石可钻性分级的综合表示方法举例∶
Ⅱ，——二级一类，易凿、弱磨蚀性岩石。
T3-—六级三类，很难曲、强磨蚀性岩石。

凿碎比功与岩石抗压强度相关性差，需要利用凿碎比功估算岩石普氏坚固性系数时，

可粗略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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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9-2)

9.1.2，2 岩石爆破性分级
岩石爆破性分级，是以能量为准则，在规定的爆破材料、参数、工艺等标准条件下，

对原岩进行爆破漏斗试验和声波速度测定。依据爆破漏斗体积、块度分布状况、波阻抗等
指标，对岩石爆破效果进行数量和质量分析，求得"岩石爆破性指数"，以评价岩石爆
被性。

岩石爆破性指数F

m-"/1a" (2-9-3)

式中 F——岩石爆破性指数;
V——岩石爆破漏斗体积，m2;

Kmn-—大块率，%;
K-——平均合格率，%;

Kath——小块率，??
pC———岩石波阻抗

其中 p——岩石体重，g/cm2，
C——岩石弹性纵波速度，10°cm/s;
e -自然对数的底。

岩石爆破性分级见表 2-9-F。

囊 2-9-E岩石爆破性分级及代表性岩石

爆磁性 代 表 性 岩石爆酸性指数5级 男 程院

干枚岩〈参平）、破碎性白云岩〈易!1）、泥质板岩（易门）、破碑性砂<29 极易爆I
岩（大姚）29,001～33I:
角砾岩、学配岩白云岩、米黄色Gz治<揭门）38,001- 46 局 爆[

46,6b)～531.
烟斑汇、页岩、阳起石石英岩、四层铁大理岩、灰白色的云着（易门）63.001～60: 小等] 50.001 ～68置，
破铁石英岩、舶闪辨长片麻岩、黄钢肉锌黄铁矿、石榴石矽卡岩、石灰岩8.001-74Ⅳ 难 爆g

74.001 ～员1§;
龙岗岩、矽卡岩、紫红色砂岩《牟定〉、矿体流色砂岩（大姚），石英片81。01-B6: 极难绩V
岩>86

9.1.2.3 岩石可钻性分级与爆破性分级的应用

凿碎法岩石可钻性分级和岩石爆破性分级能真实反映钻具钻进岩石及岩石爆破时的难

易程度，克服了普氏分级中凿岩与燥破相关性差的混乱状态。

采矿工程设计中，利用岩石的单项分级（可钻性、爆破性和稳定性）资料，可对具体

项目进行合理设计。对于总体工程设计，应以综合性岩石分级为依据。综合性岩石分级，

应根据岩石的可钻性、爆破性和稳定性全面地综合考虑，制定出岩石的总分级。这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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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目前尚未开展。

9.2 地下凿岩设备分类

地下凿岩设备按使用的动力分为气动、电动、液压及内燃四种。各种凿岩设备的型号
编制，见表 2-9-7。

气动凿岩设备种类多，更新频繁。气动凿岩机分类见表 2-4-8。

国产倒岩设备置号编制 表 2-9-7

产品名 称及代 号符性代号型 别组 类别

5
Y手持式凿岩机
YPP（频） 手持式高频凿岩机手 特式 YXX（下） 手持式水下幽岩机
YcC 《尘） 手持式集尘凿岩机

YT气腿式菌岩机
气 器 式 YTP气疆式高频南岩机P<频）
T（隔） YTc气随式集尘凿岩机C（尘】

气 动 Ys向上式凿岩机
YSC离上式侧向醋岩机C（侧）向 上 式（压缩空气为动力
YSP向上式高须霞将机P（频）S 《上）者 YSD向上式多用凿岩机D（多）

YG导轨式谢岩机导 轨 式 YGP导轨式高频凿岩机P（葡）
G（轨）  YGZ导轨式教立回转常岩机Z 《转）

YQ潜孔式幽岩机Q（潜）潜孔 式

手持式电动幽岩机 Yix手 拖式电 动 YDT支睡式电动晶岩机T<器）支脑式Y岩） D（电） YDG导轨式电动图岩机G（轨）导 轨 式
YYT气鼠式被压菌岩机T《驱）气 腿式
YYo导轨式液压醋岩机G〈轨）Y<液） 导 轨式

YN内燃酚岩机

cac轨轮式采矿钻车
轨 轮 式 CGJ轨轮式掘进钻车
B<轨） CGM轨轮式榴杆钻率凿

CL.C履带式采矿钻丰C（采）
履带 式 CLj履常式掘进钻车】（掘）

CLM履带式锚杆始率M（锚）L（履） clQQ〈切） 履带式切割钻车L--下 CTC轮胎式采矿钻车
轮 胎 式 CTj轮胎式掘进钻车
T（胎》 CTM轮胎式懂杆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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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产品名称及 代 号型组别 娠牲代;号b类别

FT气 跳
s（水）阔向式C（侧 谢向式气程 FTC
Y（齿） FTX下向式气整下向式X（下）

"（是） FIS水 腿
袖 腿 FTY

FJ机 ★ 器J （机）

雷岩柱架 FJZ2（柱）F<辅）
FJS双柱式幽誉住架S （双》

竭盘式酚岩钻架 FIXY<圆）

伞形吊架 FJDD（吊>助图
FJH环形吊架H<环）

备辆
FY油器注油器Y〈油）

注，痢压潜孔钻孔。天井钻机、地下牙轮钻机等国产设备。目前无线-型号编制。

在液长时期内，国内矿山仍以气动凿岩设备为主，同时将发展液压凿岩设备，增加液
压凿岩设备作业范围和使用数量。

各种国产當岩设备见本卷附录1。

气动 僵 岩 机 分 类 泰 2-9-8

适用钻服范围
基 本 特 点主要型号 孔 经孔深方 网 舒 性〈nm) (m》

6生2 3

重量轻，手持操作，可帖各种方向Y24
;教、中、硬任 意手 约式 的较小直径，较浅深度为困，主要用 <340Y28 宁盘下肉炮服

重量-般2～30k，主机安谈在气7655
软、中，硬气 腮 式 38-46YT2u 患上，靠气跟推力钻进，可钻凿水平 <5水平，倾斜

接 YTP28 或频斜的炮跟

重量一般40kg左右，气题与主机在设 与水平成
软、中、硬YSP45向 上式 同一纵向轴线上联成一体。用干天并 <540～50与 60°~90*据进等钻醋向上炮限

进 重量一般在31～D5kg，安炭在误幽YGP36
档机性复运动的需动轨道上，轨道架导轨 式 水平、倾斜A40～8o 硬、坚展4～20YGo式 设在住架或钻车上。可钻凿水平和各

分 xQZ90 方向的较深地龈
机置250~90kg，用于大孔深至5QZI-80

孔作业，可粘隙任意方向炮孔，总药 意│80～156 20-18横 孔 式 QZJ-100B 幽上向炮孔效率高，因产过风压举门
DQ-160 钻执尺能钻凿下向深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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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图钻 眼 范
类 蒸 本 特 点主要型号分 i孔 径 岩 性方 向 <orm) (m)

?5 62
配气阀的换向利用活逐擅压缩了的

教，中，硬度气膨胀作功进行，耗气量小，易于有活阀式} 765
加工
配气假的换向依靠速入量岩机的压·

教，中、硬蜡空气。启动灵活，气缸装有排气满YT24四突间阀式
音罩，降低 了噪声

无单独的配气装置，充分剩用度气
软、中，、硬的胀功。谢速快、扭矩大、耗气量YTP26毛 阀 式

小、结构简单，维修方便

小于2000次/min，噪声小，振 动 铁、中，硬挖 YT24 小、工作稳定——..-.-u---—
200-3500次/min，结构简单、 收、中、硬7855中 频

2500～40j茨7min，前速快、藏 ;中硬、坚硬YGP35频高 动较大、最好与台车配用
利用活搴回程与棘轮被问转爪掺住 软、中、硬7855
不动，追使活塞祇螺旋槽回转一个角

软、中，逆内回转式 YGP28 度，带动转动套艳动、形成转锌运动，
硬、坚硬转钎速度不可调YG80

采用冲击与回转各自独立结构，齿 冲梗、坚F∶
轮式风动机驱动，两级正齿轮减速，分 外国转式 中硬、经5YGz70 冲击、转钎可分别调节，适应各和不

中硬、坚硬YGZ90 同岩性钻图

小于30tg、巫量轻。使用S便，多Y24 牡、中、硬<r8- 46用于手持式，气腿式人工烯作约塑岩轻2 765 机孩
30～52kg，多期干测消式。冲山形YGP35 h硬、!38～51 3～;【大，把矩大，与台车虑用用于撰进或;查中 YG40 采场落矿孔

大于526g，用于台车或醋岩台架，YG80 中碳、∶8-2061~～80l冲击有力，扭矩大，多为外回转，深型 YGZ90 孔达跟优点易发挥

9.3 采 矿 凿 岩

9.3.1 钻 孔 分 类
按坑内作业性质和凿岩爆破工艺要求，进行钻孔分类，见表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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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分 龚 囊 2-9-9

中 聚 孔视 孔 大 乳

作 业 性 员项 孔 轻孔 经 孔孔 源 源深 孔 径
(m》《m)(mm) (mm》

<3浅孔题矿 38～44
51-100 4~10中源孔族矿采场置料爆破钻孔 >2100～365大孔缴矿

>20106采空区顶板崩落

整 井 S8～55 <s
j

鲜 井 <s88～3
38~43 <4普透卷薄
38～5D <5大断面卷道井巷是进曾岩燥破

<43-48钻 孔 斜 坡 道
<2,B38～43天井、淘井、切割井（普遍法施工）

>2010～18天井、着井、切翻井（深井景融法）
<2051～110初拦井t一次成井燥破法）

<100100-185邀 水 孔
<10010之19电 缆孔
60100~166通风孔专门用途钻孔 <W～A00-110吊耀施工孔 100

<1.338～4s省杆钻孔
<438～46卷谦管线吊挂孔

注，浅孔扇矿用合车钻孔时，孔深为3~5m。

9，3，2 浅孔徽岩

9.3，2.1 常闲设备
采场凿岩，一般用气腿式凿岩机。其主要技术性能见表2-9-10。采场落矿量大成矿石

坚硬时可选用导轨式凿岩机。采场矿石为中硬以下时，也可选用电动凿岩机。采场矿石松

软时，可用饷直接落矿。

泰 2-9-）0气腿式青岩机主要技术特征

证特术按
艇气量工作气压凿岩机型号 坦力矩冲击频率冲击动机 （的/min）(MP=)(N·m)(min-t>i)(kg)
8,20,515002100607665 2s 2.8130o180060YT24 24 3.50.6150160046YT2s 29 5.30.518002tb0-245065YT27 28

0,51SCO21008526YT28 3,00.4~0,6180026006028,5YTP28 3,0180025006026,5YTP260 0.5～0.619～220210060～75.24.5YT26DY 5,00.5130027007044YSP45
注。YTz是785题号的改进产品，YT2B是YT2型号的改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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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场落矿用凿岩设备，可参考表2-9-1l选取。

湖 孔 青 当设备遗舞 囊 2-9-11

岩 设 备酸
采矿方法

设 计 推 荐用 设 备目 的 使 用 设 备

7855、YT24、YTP267655、YT24、YTP28,YT2全 面 法
YT27、YT28.YTP2s7855、YT24,YTP26,YT25、YT30房 柱 法
YT2r、YT28、YTP26.YSP5浅孔留矿法 7855、YT24,YTP26,YSP45、01-45
9655、YT24,YTP26虽式扇落法 7855
7655、YT24、YTP26干式充填法 7855

YT27、YT28、YTP28、YGP4、YGZr水力充填法 7865、YT24、YTP28、YSP45,YGa0,YT25
YT27、YT28 YTP2ε785、YT24、YTP28胶结充填法
YGP45,YGZ74YSP45, YG40,YT30胶结充填法

注，1，YGP4，YGZ50雷岩机可配用CTC300A、CTCl4、CTCI4D、CTC10，2钻车。
2。YT25、YTS0、D1-43等型号菌岩机已停止生产。

9.7.2.2 浅孔请者实例

部分矿山浇孔散岩实际资料见表 2-9-12。

国内生产矿山凿岩机作业时闻，一般为2～4小时，纯作业时间短，各矿的雷者机效率指标相差较
大，主要是受采场回采工艺及采场嫁合生产能力影响。一个采埚可配备1～台前岩机作业。采场内浅孔
凿岩，采用一至三班制。

9，3.2.3 雷者机效率指标
浅孔凿岩效率指标，参考表2-9-13选取。
9.3，2.4 雷岩机数量计算及人员
浅孔采矿，按生产采场数配置凿岩设备。一个采场内配置凿岩机数量，应按采场崩矿

量及谢岩机合班效率确定。
采场配置凿岩机合数;

(2-9-4)n =aB
式中 r-——凿岩机台数;

A———采场每一工作循环内落矿量，t;
q——每米炮孔崩落矿量，t/m;
P——-凿岩机台班效率，m。

每米炮孔崩矿量;

(2-9-5)

式中 W-—炮孔最小抵抗线（或排距），m;

a—炮孔间距，m，
η-———炮孔利用率，%;

γ-—矿石体重，t/m2;
K——矿石损失率，%;
?，——矿石贫化率，??



袭 2-9-12浅 孔 雷 岩 实 限 资 释 舒岩机台难效率炮孔深度纤头直 醋岩模 鸿号弱存考式桁头形式采矿"方法性系就矿石类型 (m)矿山名称 ()Gm)《mm) 765平行上山方向 18-2.0中3～43房柱法15~～20磁 铁矿气沙家量矿-区 40~5YSP45拱 顶 1,2~1,5-字浅孔留扩法10~20石英大脉型xe理扩 括～576551,3-1.6压顶、挑顶-字φ40浅孔留矿法4~16磁铁矿牙 a0～90YG4p-* 魏顶、平行孔 2.4φ40充填法12~18砂化灰岩强心⋯。 76551.8~2,0拉底后挑顶字φ3～4z杆柱房柱法12~13醚脏铁矿金岭铁矿召口区 YT3,Y14 64,3统顶、压顶 I,8~2,2一字φ38～42分层充填法8～13石灰岩中多金属矿凡口铅锌矿 T25、7656 40～5平行上山方向 1.5一字中40房柱法10～12避铁矿 YTa6挑顶、压顶 1.~2.0一字φ38～40图矿全面法8~12热液脉型遗化铜矿 01-451,2-2,838～42浅孔留矿法7~11石英脉型瑙岭钨矿 48.3YT25压顶、挑顶一字 2.0留矿房柱注8～10矽卡岩型新冶铜矿 83.3965s、YSP4618-3.6铁 顶φ38～4 -字8～10热液脉型红透山钢矿 60蒸 顶 01-451,2-学φ3密矿法～10热液脉型缸漫山铜矿 的～B0养顶，压顶 YT251.6~1.8-字3-40全面法6⋯3青城子铝锌 YsP45 50~7oB 顾 1,2~1.5一事38～40浅孔留矿法6-10粘 液 型额山铅锌矿 YTa5平行上山方向 24-31.5φ40 一字房柱法5-10麓赤铁矿新江铁矿 压顶、然顶 1.5~1.8-字如38～40房性法8~1碑块岩 7655然顶、压顶一率φ38～40留矿全面法8-10W块岩刘冲磷矿 YT25热 顶3充填法4-10砂卡档型黄沙坪铅快矿 7656 3.71-字长螯法s~6 部质粘土王树帖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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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岩 机 台 斑 效 率 置 标（m） 表 2-9-13

矿石 坚 固性 系 数<力）
凿 岩 机 型 号

12~146~10 16~20

35～504 ～gb786、YT24、YTP26 25～35
YSP4s、YT2r,YT28 50~70 40～60 30～40

35～560～7050～80YGPSa2、YGZ5

注。使用硬质合金钎头，钎头直径40mm，孔深<3～5m，作业时间4~6小时。作业条件与上述不符时，选取指标
应适当调整。

按生产矿山统计数据，浅孔燥破每米炮孔崩矿量为1～2.5t。

采矿需凿岩机总台数，为各作业采场凿岩机台数之总和。回收矿柱 需 要的谢岩机台

数，按（2-9-4）、（2-9-5）式计算。
凿岩机备用量接作业台数100??定。

每台凿岩机配凿岩工1～ 2 人。

8，3，3 中 漂 孔 酯 岩

9.3，3.1 雷岩设备
1。气动凿岩机（压气为动力）

采扬中深孔凿岩，均采用导轨式凿岩机。采用内回转结构的有YG-40、YG-80型凿岩

机，外回转结构的有YGZ-70、YGZ-70A、YGZ-70D（低噪音）、YGZ-90型醋岩机。见
本卷附录1。

Yi 40型凿岩机与FJZ25型钻架配套;YG-80型凿岩机与FJYW24型台车配套;YGz-

70型凿岩机与CTJ700-3或FTD-6钻架配套;YGZ-70A、YGZ-7oD型凿岩机与CTJ-3或JD

6钻架配套;而YGZ-90型凿岩机与CTC142型台车或T25 台架配舞。台车、台架以压气

为动力。
YG-80 型凿岩机在孔深 10m以内时效率较高。但目前大部分矿山改用YGZ-9 型谱

岩机。
台车应用于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等进路内，CZZ700型钻车推进机构功率为1×0.745kW，

在钻凿较深炮孔时显得推力不足。CTC14型及 CTC-700 型钻车的推进马达功率为4.5×

0，745kW，CTC14.2型双机凿岩钻车，是专为大断面采矿进盛内钻量中深孔设计的，较单

机钻车效率提高20～60??CTC14，2型双机凿岩钻车开动率低，双机开动时噪声大。国外

有瑞典Atlas 公司的 Simba22l，Simba322，Simba323型采矿凿岩台车，其他有芬兰塔姆

洛克ParamaticH201，207B型台车，美国加登纳-丹佛公司的Fandr汕型台车，英国英格

索尔兰德公司的DC-66型台年，苏联BK-2T型台车等。

国产凿岩钻架和柱架，具有结构简单，操作集中、重量轻、拆装搬动方便等特点。与

YGZ90型凿岩机配套，在有底部结构分段崩落法、分段空场法的分段巷道内及中深孔崩矿

房柱法的凿岩上山内等巷道中钻凿炮孔，要求巷道规格不小于2.5×2.5m（宽×高）。

2。压缩空气为动力的潜孔钻机
QZJ-80 型钻机，体积小，重量轻，在小巷道搬动和施工钻孔很方便，向山蕴铁矿用

wxw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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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钻菌中深孔，取得较高的凿岩效率。
3。液压凿岩机

国外先进矿山用液压凿岩机钻蕾采矿炮孔已比较普遍。国内生产的中深孔液压雷岩机
其生产实例有云南隔业公司松树脚锡矿，在有底部结构分段崩慈法采 场中，用YYG20型
液压黄岩机与液压钻架配套，钻雷垂直扁形中深孔，钻凿速度比YGZ90型钻机快一倍。大
厂矿务局懈坑矿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采场，用YYG-250A型液压凿岩机与YGT-1型全液压
采矿钻车配套，钻凿垂直扁形中深孔，钻當速度比YGZ90型钻机快二倍，综合钻孔效枣提
高50??

坑内矿使用液压凿岩设备钻孔，是现代化矿山的标志之一。液压凿岩机钻孔，具有节
能、高效、低噪声、低成本等特点。液压凿岩设备结构简单，加工精密，如能严将按技术
规定操作和管理，维修工作量不大。国内研制生产的有 YYT30、YYG3145、YYGC145、

YYG90、YY④J80A型液压凿岩设备，目前处于试验和改进阶段，已有批量生 产。我国沈

阳风动工具厂与瑞典Atlas Copco公司合作生产的有1038HD、1032HD型等液压當岩机。

4。岩石电钻
在中硬以下及磨蚀性弱的矿石中，选用岩石电钻钻凿水平廓形中深孔是经济有效的。

河北古冶矾土矿，在深孔窗矿法采场中，原使用YG40 型凿岩机钻截中深孔，因矿石节理

裂隙发育，钻孔效果不理想。改用YDX-40A型岩石电钻（该电钻经矿改 装）钻孔，取得
了较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岩石电钻在软岩中钻孔，效率高、能耗少、作业条件好。在节理裂隙发育的岩层中钻

孔，孔壁保持完整光滑、不掉碴、有利于装药和保证爆破质量。岩石电钴功率小，推力不

足，不适合钻上向中深孔。

5。内焓雷岩机
国内生产的内燃凿岩机有YN-23、YN30A型机钻孔直径36mm，钻孔深度6m。

9.8，3.2 中梁孔雷岩实例
对国内部分生产矿山调查，各矿实际使用的演岩设备总生产能力，大于采新出矿设备总生产能力，

除特殊情况，中谋孔谢岩均满起生产要求。
矿山中深孔凿岩实际资料列入表2-9-14;国内中深孔藏者设备比国外同类型设备钻孔效率纸，原因

较多。但目前谢岩机效事将有较大提高。

9，3.3，3 窗岩机数摩指标

中深孔凿岩钻机效率按表2-9-15选取。

9，3.3，4 雷指机数量计算及人员

中深孔落矿采场，凿岩作业超前出矿作业，谢岩作业集中在几个采场或某个分段内进

行。黄岩作业采用三班或二班制。
凿岩机数量;

(2-9-6)n =-qpm
式中 n---酚岩机合数;

As-——-每班采矿量，t;
q-——每米炮孔崩矿量，见计算式（2-9-5）



囊 2-8-14中 聚 孔 雪 鉴实限费w 丁知孔布量 矩 孔】 管岩机合成度增机每怀头直径矿石坚感 图岩机型号舒头形式 （台年）效率 泵 变采 矿 方 法性 系 数矿石奥遵 方 式 ???无》(m》 (m)(mm》 10yGZ0E钻车<s 2～25参直间彩声58～唱I4~2铁矿板石沟铁矿 2(4en)roaE钻本 s<16二直声彩无底柱分段崩感法10～18 9~邮十字、柱齿灌铁矿号长岭铁矿 307.8(203)FrQ-190<1s直扁形p105 十字无底庄分服崩常法10-18铁矿号长岭铁矿 15～20-1 Y6Z90配龄架费直康彩φ60～65一字I8-16 有底柱分股新落法长石石英砂岩大禁铜矿 400)49.7Yoz0配触加<1or密直期形分段空场法 ◆58～60十字10~14│含朝没色长石石其砂岩 1率定铜 9.24.1.88Foz0定始车验直底形 <1s 下必65 十宰，-字10～14无 4无库住分段崩感法大厂矿务局铜烷矿热液欺型 23.32YQ-10oE 10,69柔度角形10~18 有底性分段崩惠法大厂矿务局铜玩矿热液胁型 2,3(sor.96.rYGZ0配钻车58+字 直启形无展柱分段崩幕法10~16磁铁矿施山铁矿 10.32(61mo)54.517.rQ-100Bkis p盈直角形10o住齿无底柱分食崩露法1o-1服铁矿知山铁矿 s.2a009).eZ90配双机结本K1s要直崩形一字、柱齿φe无底柱分段崩落达符山供矿三工区 微铁矿 35.9caro)z.8s 5,69<is Yea0配钻车西直自形一字、柱也48s无底柱分最崩落法8-1i符山铁矿二工区磁供矿 t5,3f287oo5<15，YGZ0配铅李到直点形】学φ87无底柱分股崩常出~13大庙铁矿 <2oye-1mA上向题形φ100无底住分段崩落法7~13│铁矿大庙铁矿 10~12水平扇彩 15~z6 BA-150g110 柱齿分段空场法10~12防卡岩整辆铁钼矿 上离扁形 12-1515 YQ-100φ110-有底柱分段删落法12-14矽卡岩型新子山钢矿 2~1s Ye-180上向扁形深孔留矿法14-1石英大胁型大吉山峰矿 51～85 <16.5 Feza争直扇形阶段强制频高法10～!铁矿书岗铁矿 0,5(60o032.6<15 GZ0配钻架秀直扇形φ5s无底柱分激崩湛法避铁矿湿溶铁矿 柔直扁思 <16 YG80配钻架燥力运矿空场读16~12口区 磁铁矿



续表炮 孔炮孔布置舒头直径 惯岩机台班了石紧固 髓岩机型号采矿 方 法 杆头形式 深 度冒山名称 矿石类 整 性 系 数 <白年）效率方 式(mm) (m》<7)3 s YGa0配钻架 23.1(15900)7.9龄应扇形 <1595 一字有底柱分吸崩落法马家脑铁矿 10~12避 铁 矿 YG80配结架验直扁彩 s.4(17o)5.1<i无底柱分段剧落法 φa5字、柱齿玉石洼铁矿 画 铁 矿 -1 ④110 上肉房形 10~18无底柱分段削落法 YQ-100 8~10模冲铁矿 做 铁 矿 3-14 φ10ol YO-100上肉扇形 10-16l4-16阶段量制崩熔法 20,A48-1细珠泛染型小专沟智 YG50配粘架垂直扇形986 十字 6,93有底柱分段崩露法 25.716~15比子沟纲8 矽化大源岩 8~12 YGa0配法车<15孟直则彩φ5g 上s分贵空场法】 块 著 48.24王集满矿 a~12 YGa能配钻架密直康形 <15分段空场法 39.05a十腾 块 卷王集磷矿 t~12 <is验直扇形无底柱分段麟善法 5o(3170o)做 铁 矿冶山铁矿 <16 YGa0配钻车6s 十享 垂真形无底柱分股剔常法 上向扇形 YQ-1907~12无底柱分段胸常法 803~10摊 铁 矿程朝铁牙 YG80配钻架 20~25<12有底柱分吸崩露法8~i 与中是水φ83网 块 岩金河群矿 YG48配柱架水平扁形 <l然液欧型 阶袅强制崩落法 纳5～65一字7~9桃林铅锌矿 22.5上肉麝形 <28 YQ-1o有底柱分段崩需法7~10摊 纸 矿 15.59105-上金山店法矿 水平扁形 1 YQ-10A10~20有虑柱分段崩落法 5~196十黄铁矿，磁做铁矿 ~目积官山钢砼 超前刃塔形 水平扁彩 YQ-i0有底柱分段崩感法4~8 15~20 2-15(379)φ105-】超闲情白云岩及白云者品门锅矿新山抗 上向扁彩~-6 无庭柱分最烤牌法 85～9 置小黄 铁矿肉U骁矿 水平期彩 YDX-0配往架<29中深孔留矿法4~6 40452 多刃式硬质枯亡古治矾士》 YG-z0泥钻*φes 柱齿 <15~12关底柱分段删感法 盈直席形 60-3o六厂矿务局条资引鸭液肽型 水平扇彩 <20 YQ-1008~10天井深巩崩落法 φ110 于字 10红悉泡铜矿 热液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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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15青誉机台斑效率指称（m）

炮孔班径 矿石坚固性系数（f）
凿岩机型号设 备 类 型 14-20（血t） 6~124～6

YDX-40岩石电帖 2～40φ52
YDZ60 20～30φ80 30～50

18~26YGg0 20～4oφ55气动醋者机
Yazs0 20～50～55申85

命80QZJ-8 20～25
低压善孔钻机 7~1210～16φ10tQZJ-100B

50~75 3-50φ65YYG-250A液压凿岩机

◆36YN - 23、YN-30A内燃凿岩机

注，1，效率指标为出勤设备的合宏进尺;
2。指标波动范围较大，可根据岩石可钻性难易及钻孔直径大小适当选取，
8.选用其它设备，可参考本表类似设备指标;
4，岩石电钻效率，钻惯警直平行炮孔时取下限值;钻图水平角形炮孔时取较高指标，

5.选用双机量岩帖车时，按单机钻孔1，2-1.4倍计算。

P -凿岩机台班效率，m;
-——凿岩机年作业率，??

影响中深孔质量因素较多，采场实测钻孔合格率为70～90??一般需补孔5??右。
计算每米炮孔崩矿量q 时，炮孔利用率取95??

凿岩机年作业率，可依据设备类型和作业班次选取，见表2-9-16。

囊 2-9-16■ 尝 机 年 作 业 率（??

二 班 作 业三 班 作 业 备类 !

70-8050～70气动晶料机
图o~794o～50液压携岩机
30一204$～55岩石电钻
6.40～55潜孔钻孔

中深孔凿岩设备备用量;
凿岩机50%;

钻车20??四合以下备用1台）;

钻架或柱架50 ??
双机凿岩钻车配渤岩工 2～3 人，单机凿岩配凿岩工1～2人，
用中深孔凿岩爆破回收矿柱时，凿岩设备教量计算，与采矿中深孔凿岩设备数量计算

方法相同。

9.，3，4 慷孔雷卷（包括大直径深孔）

9.3.4.1 钻机设备
潜孔钻机是钻凿大直径深孔的主要设备。七十年代以来，国外矿山开始用井下牙轮钻

机及全液压大直径钻机，钻凿大直径采矿钻孔，同时也在研制潜孔液压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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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压潜孔钻机

低压潜孔钻机用压缩空气压力为0，5～0，7MPa，钻孔直径为80～100mm。
YQ-100型钻机为早期仿制产品，国内矿山应用时间较长。YQ-100型钻机钻 孔效率

低、操作不方便、机体重、劳动强度大，该机型已停止生 产。QZJ-100A（YQ-100A）型
钻机是国内研制的，冲击器冲击凿岩动力为压缩空气，冲 击器回转由电 动 机 单独驱动。
QZJ-100A型钻概钻凿垂直上向炮孔时，钻孔淋水容易灌入电机而造成烧毁事故。QZJ-100
B（YQ-100B）型钻机是在 QZJ-100 A型基础上改进的，用压缩空气马达誉换电动机，设
备结构简单，操作及维修方便。钻凿炮孔时，钻具转速可控制，减少卡钎，提高了凿速。
QZJ-100B型储机耗风量较大。

QZJ-100A型钻机适合钻凿水平及下向炮孔，QZJ-100B型钻机可钻凿任意方向炮孔。
钻凿水平扁形炮孔时，凿岩硐室高度取2.6～2，8m，不宜超过3m，硐室宽度取3m。钻
凿上向、下向及倾斜炮孔时，谨岩硐室高度取2，8～3m，硐室宽度不小于2，5m。

2。高压着孔钻机
高压潜孔钻机，是高阶段大直径深孔爆敦采矿方法实施的关健设备。钻机工作时由配

备的增压机供风，风压1～2.4MPa。钻孔直径为I50～165mm，可扩孔孔径为 254～304

mm。高压潜孔锆机比低压潜孔钻机钻孔速度可成倍增加。国产高压渗孔钻机 主要性能，
（1）DQ-150J型（仿瑞典ROC-306）。该机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的履带式钻车，工

作压力1.05MPa，钻孔直径165mm，钻孔深度可达100m。钻机，重量轻，动 作较灵活，
操作方便。

（2）KQC-165型（参照美国CM钻机技术参数设计）。该机钻车为液 压的，谢岩
机工作风压为1.5MPa，钻孔直径165mm，钻孔深度达120m。钻机结构为钻机型，钻架箱
形结构，刚性好。没有训平油缸支撑钻架，使钻机作业时稳定、可靠。

钻孔效率主要决定于冲击霉性能和质量，国产冲击器质量与国外相比有差距。宣化风
动工具厂与美国Ⅰ·R公司合作生产冲击器。

ROC360型及CMM型钻机的台班效率为25～45m，新研制的CMM-2型及PromecMI77、

M188型钻机合班效率达到50～60m。
地下潜孔钻机向环形孔、高气压、液压驱动、装卸钻杆机械化和凿岩程序自动化的方

向发展。CMM-2型钻机的钻架可转动360度，无需定位即可钻凿环形炮孔，该钻机的推进
F允许钻凿180m的下向孔和46m的上向孔，钻孔直径为105～165mm。国内正在研制可當
环形炮孔的潜孔钻机。

DQ-150J型潜孔钻机作业时的工作面高度应大于3.8m。KQG-165型攒孔钻机作业时

的工作面高度应大于3，5m。

3。井下牙轮钻机
井下牙轮钻机是用于采矿工程的先进钻孔设备。
美国Robbins 公司生产11MD和12MD型牙轮钻机，为履带自行式。11MD塑牙轮钻机，

可在3.5× 3m的巷道内向下钻煮孔径为70～250mm、深60m的炮孔。

国内开始研制的KY-120和KY-170型自行式牙轮钻机，用于采场内钻进孔径为18mm

和170mm的深孔，钻孔深度为50～60m。偏斜率≤1??行走方向为600mm轨轮，KY-170

型牙轮机也有履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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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2 大孔雷岩实例
凡口铅锌矿和金川懈矿二矿区V-C·R法采扬當岩。
凡口铅锌矿和金川德矿二矿区的V，C·R法中，使用了瑞典Alas Copco公司的ROC360型履带式地下

高气压常孔钻机，◆165mm钻头。金川矿配备DG418型增压机，由0.5～0.6MPa增至1.5～1.8MPa。而
凡口矿配备了YV2，2/5-15墨国内增压机。二个矿山的详细内容见第六章第八节和第八掌第八节。

9.3，4.3 钻机效率擅标
大孔凿岩效率指标，参考表2-9-17选取。

表 2-8-17高E着孔站机合盗效率擅标（m）

钻孔直径 岩石坚固性系数 （/）冲击警作业风压
设 备 型 号 6-12(×10*Pa》 （企维） 14～20

2b～8185 15～20DQ-150J 10,5
35 ~40 15～2615 160KQ0-38

注，1，效率指标为出勤设备的台班进尺，
2，钻孔方向为下向孔，
3.用低压满孔站机钻雪水平及上向炮孔时，其效率指标，参考表2-9-16选取。

9，3.4.4 粘机设备蒙量计算及人员

采矿用钻机教量，按式（2-9-6）计算。
为避免钻机设备上下颜繁搬动，使用设备数量按阶段水平或分采区单独计算。炮孔利

用率按95??用，设备年作业率按60～8??取。在使用VCR法采矿、回收矿柱时，

应增加10??透孔工作量，透孔时设备开进采场，用后退出。

大孔凿岩作业采用三班或二班制。
钻工人数;高压潜孔钻机（包括开增压机）5名;牙轮钻机3名，低压潜孔钻机2名。

9.4 掘 进 凿 岩

9.4.1 平卷及斜坡道掘进

9.4.1.1 需用衡岩设备
平巷及斜坡道施工常用凿岩设备见表2-9-18。

表 2-6-15施 工 周 截 岩 设 备

径 孔深 备孔 注菌 出 设 备 (m)(mm)

应用警遍。设备轻、灵活、移动方便。作业条作较差，
劳动弱度大<2,536-43气题式含岩机
施工鲁温高度低于3m为直

适用于大、中塑矿山。机械化程度高通进钻本与导轨式能岩机 <s30-50 施工移湛断面应满足钻车技术要求配套
机械化程度高，作此条件好、效率高，作业面噪声低掘进钻车与液压潮岩机配 <5,D40-B06 施工卷道断面应满足铉枣技术要求。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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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机掘进钻车适用于小断面巷道掘进凿岩。三机掘进钻车适用于大 断 面 巷 道漏进凿
岩。双机掘进钻车适应性强，操作灵活，效率高，为矿山常用机型。

9.4.1.2 据进实例
1，马万水工程队独头巷道快速掘进

隧硐穿过岩层为石灰岩和页岩，岩石整固性系数/=4～8，隧帮掘进断面6，7m2。施工选用?台755
型气望式截岩机同时作业，严格执行定人、定位、定任务制度。作业面敷设双线压气管及供水管，井使
用快速管接头雷岩用一字形钎头，直径φ10～42mm，用费阳钢厂产B，55SiMnMo成品钎杆，舒长2，.2～
2.4m。掘进面布置炮孔 36个左右，平均孔深2，26m。每排炮凿岩时间，软岩15～17分钟;中硬岩石
20～30分钟。因使用胶质炸药和二等岩石炸药，每次进尺平均为 2m。

2。符山铁矿铲运机道施工
铲运机道穿过岩层为磁铁矿和闪长岩，岩石坚固性系数/-8～14。巷遭断面为13m'。童岩设备用

过YT-25型前岩机和CTC700.3型掘进钻车（YGZ70型富岩机），猪若设备使用比较见表2-9-1。

量 岩 设 备 使 用 比 较 表 2-9-19

掘 进钻 牢苜项 气骗醋岩机

2.10炮孔深度（m》 1.85
69炮孔数（个） 59

123.9应孔总长度（m） 97,35
210凿岩对间（xin） 390
600循环时间<四in） 785
1,98实际进尺《m） 1.44
984,2a7,3炮孔利用亮《??
4,B5.2每米'需炮孔长度（m）
49.538.1总装药量（kg）
1,922,D4炸药单耗（kg/m'）
B11黄工人数（人）

0.1980.081工斑效率（m）
.2,5741.053工班效率（m）

3，梅山铁矿采矿进路庞工

采矿进路凝面12.6m2，位于难留的矿体内，矿石坚固性系数/=14～16。用CTJ10.2Y型全液压掘
进钻车与YYG80-A型液压凿岩机配套钻孔。柱齿型钎头直径42mm，成品虾杆规格B25Y，轩尾用30Cr

MnSiNi2A钎钢良制。掘进面布慢炮孔52个，钻孔平均深度 2.3m，爆破进尺1.7m。钻孔时冲击油医

（90～100）×10°Pa平均纯贵速0，8m/mln，较YT24凿岩机凿速提高2～3倍。钻车平均台班雷岩效率

120rm，最高达207m。

9.4.1.3 黄岩设备数量计算及人员
采切工程及开拓工程施工用凿岩设备数量，按各类巷道月掘进量及掘进速度（见本篇

第十五章）算出需要的掘进队数，再接掘进队配置设备并计算出设备总台数。

快速掘进凿岩多用气腿式凿岩机。配置数量按每台占用巷道面积1～1.5m2计算，以不

起过8台为宜。一般巷道掘进南岩用气腿式凿岩机时，一个掘进队配2台。选用掘进钻车

钻孔时。配置凿岩机数s按熊臂数计，每个掘进队配掘进钻车1 台。

气腿式凿岩机备用量为100??导轨式凿岩机备用量为50??漏进钻车备用量按20%

考虑，四台以下时备用1i。

wxw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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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岩工人数，

气腿式凿岩机一单机作业1～ 2 人。多机作业按机台的1.0～1.4倍计。
捆进钻车一单机钻车 1～2人。双机钻车2～3人，三机钻车2～3人。维修工入数

按掘进钻车台数另行考虑。

9.4.2 天 并 播 进

天井、溜井、切割并等是采切工程中的重要项目，约占采切工程量的40～50??天井
（澜井、切割井等。除个别溜井下口施工精有不同，其它与天井施工大体相同，以下简称天
井）播进难度大，效率低。凿岩作业是天井掘进的主要工序，直接影响每一工作循环时间
长短。选用合理的、先进的施工方法，可加快天井掘进速度，对矿山持续稳产有重要意义。

天井掘进按使用钻凿设备划分为浅孔爆破法、深孔爆破法及钻井法三种施工方法。
9.4，2.】 浅孔燥碳法
天井施工使用的普通法、吊罐法、爬罐法均采用浅孔燥破岩石。品罐法施工用的吊螺

孔，为大直径深孔，选用QZJ-100B型潜孔钻机。自下而上钻孔。
关井掘进凿岩，选用YSP45型上向式气腿凿岩机，炮孔直径一般为38～43mm，孔深

1，5～2。6m，爆破进尺为1.5～2m。
普通法施工天井，配置1～2 台凿岩机。吊罐法及爬罐法施工天井，配置2台凿岩机。

用普通法、吊螺法及爬罐法，在相同条件下施工，比较结果见表2-9-20。

表 2-8-20天 井 ■ 进 方 法 比 较

每循环进尺工作循环时间 施 工 人 数X 工 方 法 "(m)（小时）
-A--.m_-

s以上12普通法
6语肇法
3~4爬障法

9，4，2.2 深孔爆碱法
按设计要求，在天井范围内钻凿不同直径的下向平行深孔。然后由下向上分段爆破成

井。或钴凿上向平均深孔，一次燥破成井。

深孔爆破法施工天井，在苏联等国家应用较多。国内用深孔爆破法施工天井实例。见

表2-9-21。
KY-120型地下牙轮钻机是较好的深孔钻凿设备。牙轮钻机由钻机、液压车和钻杆车

三部分组成。轨距600mm，可通过1.8×1.8m巷道，移动及使用方便。与普通型潜孔钻机

比较，钻孔速度快、炮孔质量好，钻孔成本低。并适应在节理裂隙发育、溶洞较多的岩体

内钻孔。目前，小直径牙轮钻头质量不够稳定。不宜在中硬以上岩石中钻孔。KY-120型

地下牙轮钻机台班钻孔数率。f=，4～6时，20～25m，f=8～12时，15～20m。设备年

作业率按60～80??取。
育天井深孔凿岩设备选择应考虑作业条件及设备适应性。平底结构采场切割并，可选

用切割井凿岩钻车。有底部结构采场切割井，可选用切割井凿岩钻架。VCR法采场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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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孔 滑 截 读 施 工 天 势 究 例

钻孔制终率（??

钻机合意效率（m）
孔色始孔深度

岩石坚图

设 备 名 称

量 小刘

 均

性 系 败

最 高平

岩 石 名 脉
矿山名界

c)

mm;

<1,0

47-80,0
40.3
50

φ168

KQG-16高压潜孔粘机
14-18

含缺石真岩、花岗着
号长岭铁矿

0,3
1,0

3.2

12.1
17.2

a2

TYZ1/26牙轮粘机
12~18

花岗堵、砂化灰岩
瑶岗做钨矿

0.3
0,02

o.87
15

22

73

φ2】

TYZ50天井始井
12~16

花岗岩，砂化灰岩
驱阀仙实矿

0,52

0.156.71
10,83
31

29~34.5
φ11

6~14

白云岩、石灰岩
黄沙坪留铸矿

34.5 29.
φ30

TYQ-0器孔帖架
6~14

白云岩、石灰岩

9.1
27s│

黄沙坪铅锌矿

5,《～5,B5
1a

26～85
φ10

YQ-100静孔钻机

白云岩、石灰岩

1,07
0.38

黄沙焊经铸矿

1.318

2

88

50

红族00虹款3
5~t

砂 著

1.8

0.43

李江铜矿

3.4

命70

山果-5

e-12

│石灰者、矽卡者

0.

中条山公司

0.22}
1,s

20~z2

9218

TYZ6天并钻机
自~12

大理岩

水口山般钟矿

1.0

12~18

》~11

CLQ-1切解井鹭岩钻率
8~10

源铁矿

符山铁矿

<t,0

45～85

25

φ50～BO

CZJ-100A盲天并醋岩帖剂
8~11

瞬块岩 注∶1、正常条件下盖者效率7.76~10m/h。 2、在f-14~16花岗岩中，平均钻进速度2，.4四/。 8、平均摊乾进速度0，182m/min，7~6m/h， 4、5人台帖实际月成井速度52，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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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使用高压潜孔钻机钻凿深孔。钻孔效率指标见表2~9-17。
9.4.2.3 钻井法
一些发达国家，用天并钻机钻（扩）并，具有速度快、成井质量好、安全等特点。
天井钻机钻凿天井方式;
1.上扩法
上扩法即钻机由上向下先钻导向孔，再自下而上扩大成全断面天井;
国内研制生产0.5～20m直径的天井钻机，使用较多的是TYZ 100型天井钻机，钻井

直径1m。用作钻凿通风井、充填井及溜井。国内天并钻机使用实例∶
1）金川石楠矿钻井法施工天井（上扩法）

天并穿过岩层为白云质灰岩及矽质白云岩，岩石坚固性系数f=8～10。平均井深45m左右，天井
直径1m。施工用TYZ-100型天井钻机先下φ200mm导向孔，而后用φ1，0m牙轮钻头向 上扩孔，每天一
班作业，瘫作业8小时。粘机施工组7 人，负责钻机的拆装、电流及水管的敷设、酮室准备及钻 井施工
作业。钻井施工平均工班效率为4.69m，最高为8，63m/痰。平均工班效率为0.67m。施工一条天井时间 

为10.4天。每米钻并成本为67，85元。
2）金川龙首矿天井钻进
天井穿过实有教岩层的镍矿体，岩石蛏岚性系数f=8～10。井深60m，井径1m。施工用TYZ-1000

型天井钻机，每天三班作业，斑作业日小时。钻井平均效率为4～6m/斑，用15～23个斑钻完一条井。

钻井成本为149，69元/m。

3）广东南山钨矿天井钻进
天并穿过岩层的坚固性系数f=10～18。用AT-500天并帖机，以21天时间钻完两条直径为500mm天

井，进尺92.8m。平均纯钻进速度为0.73～2，18m/h，平均综合钻进速度为0.57～1.22m/h。每米钻井

成本为75～100元。
钻井法施工天井，将逐步在矿山推广应用。岩石在中硬以下，天井直径不大于1.5m时，选用钻井法

施工天井是经济的。岩石在中硬以上，天并直径为1，5～2m时，天井施工方法选择应慎重，因站头昂

贵，消耗量大。用钻井法施工是否经济，雷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2。上向全断面钻进天并法——钻机在下阶段向上一次全断面掘进天井

日本同和矿业公司制造了MSRM-UPB-100A 型防护式上向全断面漏进天井钻机，钻

进天并直径为1.7m，深度为60m。该机可同时完成掘进和天井帆筒衬砌。最大回转速度15
rpm，最大扭矩为4000N·m。钻机尺寸，长度为2，8m，宽度为2.0m，高度为3.1m。设备

重量为14.0t。动力为75kW的三相感应电动机。

掘进时，采用液压油缸推进，推进负荷120t，推进速度一般为6～21cm/min，最大

为40cm/mln，行程长度为1200mm。
天井支护时，盘瓦液压油缸，推进最大负荷为300t，一般推进速度为0～9 cm/min，

最大为160cm/min。行程长度为600mm。

根据该机所作的试验，孔数16个，总长为295.8m，平均孔的长度为18.5m，最大孔长

为34，4m，平均掘进速度为22，8cm/h，综合工效0，17m/工斑。

钻杆，直径406mm，长度为1，0m，重量260kg/m。

钻头，型式为三段密封形钻头，重量为265kg，直径170mm，刃具采用硬质合金，镶

嵌在柱状或齿状钻头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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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凿岩工具与消耗

9.5.1 雷 岩 工 具

9，5.1.1 钎铜

钎钢是中空钎铜和成品钎杆的总称。

钎钢按钢种分为碳素中空钢和合金中空钢两类。钻具常用钢种见表2-9-22。

表 2-8-22钢 具 常 用 舒 铜 种 奥

注备选 用 例 种钻具项目

蚜头直径越小，岩石轴坚硬，钢45"、55°、4Cr、4OCrMo、4oCrNiMo、40MnMoV、
材性能应越好sCrMn、3sCrMoSi、35CrNiMo、2oNi4Mo、24SiMmNi钎 头 体

2MoVA
55SiMnMoTa、T.Cr

小 钎 杆 钎铜最好5SiMnMo,35SIMnMoV
钎体与合金片（柱）配合应实现

E5SiMnMo整体钎杆 等效报度

针杆直径总大，钢钙性能可稍差T,T,、Cr、35CrMo,40MnMoV、86SiMnMe、35Si
护杆钎杆 些MnMoV

45*、50*、40Cr、3SiMnMoV连 搜 套
4OCr、35SiMnMoV,22CrMnMo、32SitMoV、

钎 尾 4MnMoV,3SiMnMo、38SiMnMoV、30CrMnSINizA

钎钢按用途分，浅孔凿岩钎杆用六角形轩铜;中深孔凿岩连接钎杆用圆形钎钢;常用

钎钢的外形尺寸见本卷附录 2。
9.5.1，2 符头
钎头有活钎头和整体钎子两种。活钎头用于不同孔径的炮孔。整体钎子适用于小直径

炮孔。
忏头形状、特点及适用条件见表2-9-23。
矿用硬质合金牌号、性能、用途见本卷附录2。矿山所用的YG15合金常为YK20、

YK25合金取代。后者制作轩头使用寿命长、锆孔效率高。

部分厂家制造的硬质合金钎头规格，见本卷附录2。

9.5.1.3 钎杆、钎尾及连接套管

1.小研杆
钙杆与钎头之间采用锥形连接，靠钎杆与钎裤之间的摩擦阻力来传递冲击功和扭矩。

浅孔凿岩机用钎尾规格尺寸。见本卷附录 2。

2。接杆钎杆
接杆钎杆采用φ32mm和φ38mm圆形轩钢制成，杆长为1.2m，虾杆两端螺纹采用正弦

波形左旋螺纹，螺距12mm或12，7mm，亦可采用复合形波浪螺纹。而国外推荐采用梯形

螺纹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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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23舒头形状、特点及适用条件

适 用 条 件钎头形式 特 点

般钻當小直径炮孔。适用在竖硬以下，裂一字刃马脚形钎 对老式一字形杆头绪构进行改进，使其耐磨程
 隙不发育的岩石中钻孔头 度、凿岩速度、固定质量及排粉性能等均有较大

提高

用于中系孔凿岩较多，国外则大量用于浅孔与一字形钎头比较、钎头耐制性较好，钻孔较十字形杆头
角岩│圆。钎头经向磨蚀较小，可承受较大冲击荷载。
用于破碎、裂隙发育或软硬不均岩石中钻│ 消耗硬质合金量多及钎头价格较高，钎刃不易售

，孔，可减少卡轩老

用于中双孔凿岩较多，国外则大量用于浅孔X形轩头 合金片不易松动，钻孔比十字形钎头的帖孔还

菌岩要圆些
用于破碎、裂隙发育或软硬不均岩石中钻孔，

可减少卡钎f
钻孔直径范围大，由小孔径到大孔径均可。柱齿钎头 钻孔速度快，耐磨，硬质合金损耗少，钴孔质

钻孔中卡杆少，适用于中硬以上岩石中钻孔，量好，钻孔时可承变很大冲击载荷
可取代十字形及X形钎头

主要用于低压潜孔钻机上，将为柱齿形钎头钻孔速度较快，炮孔质量较好超前刃三翼状钎
代善头

常见接杆钎杆规格尺寸见本卷附录 2。
3。钎尾
中深孔接杆凿岩用的钎尾，有φ32×9?mm和φ8×97mm两种。YG80型及YGZ90型凿

岩机用钙尾外形尺寸见下图。

上-g7-一40--

YGZ90型凿岩机用轩尾尺寸

9，5.2 钴 具 滴 辆
钻具的消耗，与钻具的材质、结构形式、加工质量及钻凿条件（岩石可钻性，设备类

型及凿速）有关。
9.5.2.1 浅孔凿岩
硬质合金钎头消耗指标见表2-9-24。

成品钎杆B5SiMnMo每根钻进深度为100～150m。矿山自行加工的合金钎杆，钻进

深度为30～50m。
钎杆修理量按使用钎杆数20～25??虑，新锻制钎杆〈指矿山用自行加工轩杆）数量

按使用钎杆数25～30??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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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孔营岩硬膜合金钎头进尺及痛钝 袭 2-8-24

普 石 坚 固 性 系 数（/）硬质合金
指 标

 钎头形式 <6 10～12B～8 14～20

15~22 3-1530～50一字霾、十字型每个钎头钻进深亮 22-30
25～6565～110柱 齿 型 110~150(m》

0.b22~0.116.015～0,0220.007～0.01 0。01~0,015一字型、十字型每钻进一米的新
0.016~0,040,009～0.015柱 齿 醒 0,007～0.009纤头消耗（个）

性，1，杆头蜜嵌硬质合金牌号为YG105，
2.钎头消耗败指新钎头;
3.一字马脚型及十字型杆头按修靡2次考虑，柱齿型钎头不修康;
4，表中舒头消耗指标未包括8??钎头损失量。

9，5.2.2 中深孔及大孔凿岩

钻头消耗指标见表2-9-25。

钻杆、钎尾、连接套管及冲击器消耗指标见表2-9-26。

表 2-9-25中课孔及大直径深孔固岩每钻进彻的帖头病养（个
岩 石坚固性 系 数〈f）钻 头直 经

帖 头 形 式 10~12 14~206～8<《组m》
0,004～0.01一字型威十字型

参35 0.02~0.050.01～0.62柱齿型

0，01～0.μ5三翼超舱刃
φ105 0.015～0.040,01-0.015柱齿型

0,007～0.020,003～0,007柱齿型 0.1～0,003φ165

囊 2-8-26每 帖 进 1m 的 钻 具 滴 耗

冲击 器汗尾势a （不"设 备 类 型 （个）'<根）

0.017~0,6250.007-0.01气动导轨式圈岩机 0.017~0.0s
0.01s~0.0170.008～0.010,014~0,025液压滤岩机 0.008 ~0.00180.008～0,013低E俄孔铅机 0008～0,0010,001高压渗孔钻机

选用一字型及十字型钻头时，钻头修磨量按使用钻头量33??虑，癫焊合金钻头量按

使用钴头量5 ??虑。
钻杆、钎尾及连接套管加工量按使用数量的20??虑。

9.5.3 其 它 材 料 消耗

9.5.3.1 润滑油
气腿式凿岩机按表2-9-27选用润滑油。导轨式气动凿岩机按表2-9-28选用润滑油。

凿岩设备消耗润滑油数量见表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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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融 式 黄 老 机 用 润 滑 油 表 2-9-27

运动粘度 凝 环境温度 脚 号润清油名称 国 家 标 准(65℃mm/s) (c)i℃)

H3-40 37～43 GB443-6440号机械油10～30 -10

HU-2 SYB1201-6022号汽轮机油 20～23 -15
-10-10 HJ-20 17～2320号机械油 GB4(3-64-15

冷冻机油 HD-13 SYB213一5011.5~14.5 -40-30-10

导轨式气动背誉机用润滑油 表 2-B-28

运动粘度，环境温度 园 家 标 准牌 号润滑油名称 (60℃mm/s)<℃)

SYB12Is-59HD-13海冻机油 11.$~14.5-30～-10
SYB1201-68HU-2222号汽轮机浊 21～23-10～0

CB447-64HG-24机缸油30%
47～530~30 .CB44-64HJ- 50机械油70 %

表 2-8-29润 滑 油 台 班 消 轭 量（kg）

耗 油 量设 备 类 型居 油 量设类 型-..--_
1.0~1,5低医潜孔钻机9.6气L心图岩机
2,0～3,0高压潜孔钻孔0.5~1,0上向赏岩机

1.0导轨式气动幽岩机

9.5，3.2 压气管及水管
凿岩使用胶管的消耗见表2-9-30，供设计选取参考。

表 2-9-3D胶 管 第 耗 指 标

胶 水 管管腔业 性 欧

0.003-0.000.00M～0,85浅孔采矿（m/m）
0.0018～0.802中原孔采矿（m/m） 0.002～0.0025
0.014～0.0180,01s～0.0z掘进醒岩（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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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概 述

近年来井下各种类型爆破有很大发展，对提高采拥强度，改善经济效益和生产安全具
有重要意义。

托飞账破按装药结构分类可分为浅孔爆破、深孔（或中深孔）爆破和硐室操破。但从

使用范围来讲则有井巷掘进爆破、采场爆破，从矿床类型划分则有金属与非金属矿井下燥

破，煤矿井下爆破，高温、高硫矿床井下燥破，钾矿爆破及石油矿爆烯破等，后几种类型在

爆破安全上均有特殊要求。
在井下爆破技术中推广了多排孔微差爆破，挤压爆破、光面麝破、大孔径烯被等新技

术，对改善爆破效果，降低采矿成本具有显著效果。
本章内容中关于燥破器材和装药设施部分分别参看第一篇第六章及本卷附录2、附录

1中有关内容。

10.2 井 巷 掘 进 爆 破

10，2.1 提 进 悉 破 特 点

掘进漏破包括水平巷道、隧道、竖井、斜井或天井等各种地下通道的爆破。这些爆破

的特点是在单自由面条件下，每次爆破深度受断面控制一般为1～5米。为形成一定的井卷
断面形状，必须在工作面上布置各种炮孔，如掏槽孔，辅助孔和边界孔等。如图2-10-1所

表示为这三种炮孔燥破的作用范围。
掘进燥破要严格保证巷道的规格与方向，满足爆堆集中，块度均匀，炮孔利用率高，

周壁平整，材料消耗少等要求。

圆鬟
图 2-10-1 炮孔爆破作用范国示意图

-摔裸孔作用范围;2—辅助孔作用芯围，c-边界孔作用稳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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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炮孔锥列与参数确定

10.2.2.1 簿藩形式及其选择
炮孔排列的关健是确定掏槽孔的形式，根据巷道断面，岩石性质和地质构造条件，选

择掏槽形式，其分类如下;

单向
傩形倾斜狗擅
楔形
 龟裂掏糖孔
桶形垂直拘滴
螺施型（大直径空孔）

（混合挥槽

（1）单向掏槽，用于工作面有软夹层或弱面部位，按卷道断面大小和夹 层厚度不
同，布置1～2排孔，倾角取50°～70°。

（2）锥形掏槽，是在工作面中部形成锥形，多用于竖井漏进，惟形掏槽孔参数按表
2-10-1选取。

泰 2-10-1信 形 物 省 多 戴 表

相邻悠孔之间距（m）炮 孔 倾 角岩石坚固性系数

孔 口 隐 离 孔 底 距 离(")f)
0,41,00～0.9075~7q2～善
0.300.9～0,70一66～a
0,200.35-0.8068～45g～10
0,200.8～0.706～6310～18
0.186.7~0,8063～6013～16
0.106,6～0.56～5818~18
0.1D0,6～0.A54～5618～20

（3）楔形掏槽，由两排相对的炮孔组成，燥破后形成楔形，用于中硬以上均质岩
石，一般断面大于4m2时，楔形掏椭孔参数可按表2-10-2中选取。

囊 2-10-2楔 形掏 檀 ◆ 数 表

两排炮孔口距离炮孔与工作面夹角岩石坚固性系数 炮 孔 数、自
(an><")<t)

0.8～0,5076-702～6
4-8o,50~0,4070～666～8
60,D～0.3565～B38-10

D.35~0,3065-6010-12
60,30～b,2090～581z～16
6～t80～5516-30

（4）龟裂狗槽，用于中硬以上岩石，孔数为3～7个，孔间距取8～15em，空孔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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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装药孔相同，也可用φ50～100mm的大直径空孔。
（5）桶形掏槽，用于中硬岩石，几种布孔形式

见图2-10-2，大孔径空孔桶形掏槽实例见图2-10-3。
（6）蝶旋拘槽;是指各装药掏槽孔至空孔的距

离依次递增呈螺旋线布孔，并按由近及远的 顺序起
爆，形成非对称桶形，小直径空孔螺旋掏槽布置见图

图 2-10-2 橘形掏槽几种布孔形式 2~10-4;大孔径空孔螺旋掏槽见图2-10-5

做药充

图 2-10-3 大孔径空孔循形掏槽布置

1、2、3、4-起爆取序

xZzzzzZzu

图 2-10-5 大直径空孔螺旋拘糟图 2-10-4 小直径空孔螺旋掏槽

1、2、8-起爆版序;4-药包，6一填塞

螺旋掏横各装药孔到空孔的净距可按下式确定;
L1=(1～1.8)d

Lr=<2.0～3.5)d . 10-1)
L2=(3.0～4,5)a

L=(4～5.5)d

d———空孔直径mm，（与装药孔相等）;式中d-
Z，、Z2，L。、Ls—一各装药孔到空孔的净距mm，难燥岩石取下限值，易爆岩取上限值。

（7）混合掏捕，在不同条件下可选用倾斜和垂直掏槽的混合形式。如当岩石极坚硬

或巷道断面较大时，可选用复式楔形或桶形加锥形混合掏糟其布置见图2-10-6或多重掏檀

布置见图2-10-7。
由于周边孔的作用是使井巷达到要求的规格，所以辅助孔及周边孔的布置要求均匀，

以便充分利用炸药的能量。
根据岩石爆破性不同，辅助孔间距一般取0.4～0.8m，周边孔间距0.5～1.0m，周边

孔口距卷道轮廓线0.1～0.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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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5 混合掏格 图 2-10-7多重拘搭
a—椭形与锥形」b复式楔形 a-三重淘糖;δ-四重掏精j

1～8～起燥颠序

10.2.2.2 燥被参数确定
熹破参教包括炮孔直径、炮孔深度、装药量、炮孔数目等，正确选取这些参数是取得

良好爆破效果的保证。
1。炮孔直径
主要决定于凿岩设备与掘进的具体条件，大断面井卷（>6m2）可采用 38～45mm的药

卷;小断面（<4m2），岩石坚硬，使用高威力炸药;此外应用小直径（25～32mm）药卷
爆破亦可取得良好的效果。炮孔直径一般比药卷直径大5～10mm，采用压气装药时，可充

分利用炮孔直径。
2。炮孔深度
指炮孔底至工作面的垂直距离，合理的炮孔深度，应根据工艺要求及断面 大小来 确

定，在一般巷道掘进中多为1.5～2，5m，中等断面以上的巷道掘进并使用台车时，可增至
3～5m。在掘进竖井时炮孔深度L可按下式确定

平参舞进每100m2??量材洲耗定氧 囊 2-10-3

f=12~14 f=15~20f=8-10Y=4～6
导 炸炸 窝 药药

线段
爱）发） (m》 (m)m) Kkg)tkg)(kg)(m*) (kg) (m)<发）

1480 9994857124041128542oa7o z94274≤4
389 1715a05627 18.43231023251 492T4D36r2244～B
364 1471s120157829887419645 224310202各～B

1368333 854108052029172371202BI1160 2948~10 122s688213982263 47273635418655128518810～12 1146512718934292316B3315163492421d512-15 103824 4998314002095972881dB4221313515~20
214810348515987894o4123o5029834r3 294274<s 176254a389138s8782108452s2517993852244~U 152073s35460 1266208929448224r1s202 3us6~8 189166833313d5462918664162025483121908-10 127B13131028494283812391188614295Iag10～12 1186570271846455231358 74418s54826d148 102630246916s120867032al51z24r 13615～20



1380 第二篇 地下开采

L=(0.3～0.5)D (2-10-2)
式中 D-———竖井直径，mn。

3。炸药单位消耗量确定

炸药单耗取决于岩石性质、巷道断面、炮孔直径和深度等因素，一般按经验公式计算
或按国家有关定额标准选取。

（1）参照国家颁发的《矿山井巷工程预算定额》选取，参看表2-10-3及表2-10-4，

最后还应参照类似条件下的实际消耗指标加以修正。

泰 2-10-4亚并据进每1）0m'燥破器材消先定额

f=15～20fu12～16f=8～101=～6
电冒管炸 药炸 药 电雷管电事管炸 药炸 药 电雷管掘进方式 直径（m）
《发）hg) （发》 (kg)（发）(kg)（发》(kg)
0380314270283210136<3
4031736l2842622152031293~3.5
3702001263.5～4霸 52 250 321891881174～4,5
951背 16 │300114,5～5 387154107碳 6-5,5

6.5～6
45331233294138<3

2830122z284129
3812801253.5～4

2502902633174~4.5
3623214.4~5 111

2161075-5,B
5.5～6

51284214S<1
7~12

42A12~15 41833215~20 398318
533286450
4722364001993504~a 47223640019912568

注，1。炸药量为甘油炸药u
2。竖井反氩中不包括吊罐打反井，

（2）按经验公式计算，对平巷孔深在1～2，5皿时，炸药单耗4值可按下式计算∶

(2-10-3)J"T;

式中 q——炸药单耗，kg/m2;

K——系数，0.25～0，35;

f———岩石坚固性系数;

S。——断面影响系数，

S，=S/5 （S为巷道掘进断面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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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药径影响系数，山=d/32（d为药卷直径mm）。
每循环所需药量按下式计算∶

Q=qv=gSLη (2-10-4)

式中 Q——-每循环所需药量，kg;
q ——单位炸药消耗量，kg/m2;
y——爆破岩石体积，m2;
S ——巷道掘进断面积，m2;
L——工作面炮孔平均深度，m;
η——-炮孔利用率（一般为0.8～0.95）。

竖井掘进每循环实际消耗量 ②按下式;
Q=Q1;mi+gr"n+q-川a (2-10-5)

式中 !、P、g;——分别为掏糟孔、辅助孔、周边孔的装药量，kg;
n，、*、*。s———分别为各种孔的数目。

4。炮孔数目及间距

炮孔数目可按下式计算

(2-10-8)N =俗η

式中 n ——每个药卷长度，m;
α——-装药系数，掏膳孔取0.6～0.8;辅助孔和周边孔取0.5～0.65;
G——每个药卷的重量，kg）

其它符号意义同前;2-10-6式中不包括空孔数目。

炮孔间距，根据求出的炮孔数目，按巷道断面均匀布置，首先布置掏槽孔，而后是辅

助孔及周边孔，根据岩性调整孔间距。

10，2，3 矿 山 实 例

杨家杖子矿务局并巷掘进爆破参数见表2-10-5。

10.2.4 光 面 幅 破

光面爆破的特点是沿设计的井巷断面轮廓线布置孔距较小的 炮孔（a=0.8W），并采

用小直径药卷，空气间隔装药或不耦合的连续装药，在掘进断面内主体炮孔爆破后再起燥

光面孔。
光面爆破的优点是可以形成比较规整的断面形状，减少掘进超挖量，对围岩的破坏较

小，从.而取得较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10.2.4.1 参数计算
光面层厚度与光爆炮孔间距应满足如下关系;

(2-10-7)a≥(0.6～0.8)W

式中 W——光面层厚度，m。

炮孔线装药量按，
(2-10-8))Q=q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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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取状子矿复进工赛筹破参微表 囊 2-10-5

炮孔 j 员岩石 褪进 
莉用握进断面 消耗量 等 个 消耗量系数 系数

每等级个数 m）断面 数 [%)

3.BT 2s28 853.88524 3.8B6
3.65m* 27 88g[ 85 3.826223n mt3.5856

sJ 3,225(2×2.5) 903,2<1.5×2) sf(2×2) 9090 3.2 2420
2.923水 90 92] 2,921水平90 3.0184
2.7│20 952.7951895 2,118 r 2.4962.395 3522 15z.5ts
2.15 952.313 952,095l2
3,090,722.18.090.7z0.4平 均 3.040,18

8 3。67l 3,8 28pa213,99022
3.82z 903,7213,89020

255m 3.2925 951 3.84mt3,36553m' 18
28 2,9922×2.5)3,04}〔2xz9 17 953,0(1.5×2) 9515
20 2.7942,T1803 152.81o天 井 3 1
18 2.5962,315022.3 1s1o12

2.618 961e 2.2112.01060101
3.022, 92.195. 8,016,73,095.16
3,59088 3.83.8887 81
3.59,975~ 9290 3.53263.6930316.12m'
8,2jom+ 928O 8,2305,B43.39027(2,4x

2,55) K3.5× 2、9942.9922,902水 平 244 [,85)2.86)
2.7942,692232.6923 20
2,69G 26212,842 1.
2.6962,895202,418 94 3,D93。3.D91,26。目3,091。4平 均 24.
9,4203.4701183,46597 8.3743,1583.36Bb62。48 39,23.3?7908.27070-18,23 3,2653.179803.175省 6tmt 8.183.070 813.03 80(2,×5.2) 60 2.890ro2,865 IS2,945竖井 2 2,7go85l2,7ab 8885 284 3,18290,.73,178,8823.1平 均

式中 Q——装药量，kg/m;
q——单位炸药消耗量，kg/m;，

a～—炮孔间距，m;
W——光面层厚度，m。

亦可根据光面爆破的经验数据选用，如表2-10-6。

10.2.4.2 案例
（1）某地下工程巷道光面爆破，见图2-10-8，

上述工程布孔及爆破参数见表2-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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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6光 面 燥 破 参 敛 表

巷道、确 周 边 孔 爆 破 参 数
室开挖跨 炮孔，间距 光面层厚度图 岩 条 件 儿密染系败 线装药I炮孔宣径
流

<kg/m)(m)(mm) (mm)(mm)(m)

0,20～0.30800～700 1,0～1,1烘 <5 35～45 50 ～700 .-
整体稳定性好，中硬到坚硬 0,20～0.250.9～1.0700～900β >5 700～80035～45

0.20～0,250.9~1,060～700 60-700边 墙 35～45

0.20～4,25$00～800 0.9～1,0600～70035～45拱 <6
整体稳定一般或欠佳中硬到 0.15～0,20,8～D,9700～80035～45 800～1000部>5

坚视 0,2～0.25700～800 o.8～4,9600-70035～45边 墙

0.12～0.180.6～0,8400～600 Y0 ～90035～46粪 <5

节理、裂隙很发育、破碎带、 0,12-0.180,5-0.7800～10no 500~70035～453 >8
岩石松救 0,15~0.200,7～0.835～45 760-900500～700边 墙

民【
作ar-ace

_-zx=z

z-zxzx
Fxxz?
Fzzzz-2zzz

zazzz-ea

三rza-z
__200—

一300-
一→3200-图 2-10-3 平巷光面爆破图

表 2-10-7t参 敷

药 量深 装
败（个>孔炮孔名称/ 序 盒 量（Eg）卷/孔(mm)

1.52500中心孔 1,832002-5φ8海槽孔 10.81230006-9掏被孔 7,230010-15扩着孔 7.300S16一19辅助孔 10,B300020-25辅助孔 18,0300026-35 10辅助孔 12,812300073-4宏 孔8 7,230901843-60帮 孔
30001181-1预 孔10 87,8S9371计

炮 孔 消 耗炸 药 消 耗每循环进尺掘进断面积 3.27m/m'1.25kg/m22,4m27,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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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矿山光面爆破实例见表2-10-8。

（3）国外光面爆破参数见表2-10-9。

国 外 光 冒 每 碱 多 败 表 2-10-9

光 面 ● 破 预裂爆被周边药卷直径炮孔直径 装药密度
孔 间 跑炸药种类 周边孔间距 光面展厚度
(m)(mo) (m》 (m》(anm) (kg/m)

9,25～1,0.7古立神30
0,3-8,60,9古立特 0.B6,12
0.3-0,60,9古立特 D,00.17
945~0.71,10,8古立特0,2550
0,5~0。1.922 1,0纳单特0,35
0.6~0.91,6纳毕特 1.2250.575
0.7~1.0I,9J.4教纳米特 260.7a7
0.8~122.1狄纳米特 1,6290,91do
1.~1,62.72,0纳毕特 40125 3.4
1.2~1，惠3.22,450纳毕特2,0
1.5-2.14.03.052狄纳来特8.0200

10.3 来米场 爆 破

采场嫌破是指地下开采矿房或矿柱崩矿的爆破，有浅孔、中孔和深孔爆破或采用硐室

爆破。近年来大直径深孔钻机应用于地下，从而发展了大直径深孔爆破法。采场爆破所采

用的方法与回采工艺、矿体赋存条件紧密联系。如浅孔法多用于薄矿脉和矿石较稳定的条

 件下，而深孔法多用于中厚以上的矿体。采用的崩矿方式与选用的采矿方法有密切关系，

采场烯破多具有两个以上的自由面、一次燥破面积与爆破量远比井巷一次爆破量大的多，

尤其是深孔大爆破有时可达几百吨的装药量。采场爆破应保证作业安全，每米炮孔崩矿量

大，回采强度高，贫化报失小，大块率低和材料消耗少。

10，5，1 聚 塌 滑 孔 爆 破

浅孔爆破主要使用于留矿法、充填法、浅孔空场法等采场崩矿中。

10.3.1.1 螅孔簿列
炮孔排列形式一般有平行排列及交错排列，分别见图2-10-9及图2-10-10。

I立LLs 小》在3i1nAk血

ketgy-
vTayTn7rzz
C公立母

图 2-10-~10 炮孔排列形式图图 2-10-9 炮孔排列方向函
a-平行排列，b一窄相交带排列，e宽幅交储排列



I386 第二篇 地下开采

10，3.1，2 燥破参数的确定
1。炮孔直径和深度

浅孔爆破药卷直径多为32mm，炮孔直径一般为38～42mm;有些矿山矿体较薄，为控
制采幅曾采用过小直径药卷（25～28mm）及小直径炮孔。

炮孔深度和矿体与围岩性质，厚度及赋存状态有关，一般孔深为1.5～2.5m，有时达
3～4m，当矿体较薄，矿岩石稳固，矿体形态不规则时，应选取最小值，反之取最大值。

2.最小抵抗线和炮孔间距

(2-10-9)W = (25～30)d

(2-10-10)a=(1～1.5)W

式中 W--—最小抵抗线，m;
d-—炮孔直径，m;
a ——炮孔间距，m。

3，单位炸药消耗量
可按类似崩矿条件的实际指标及经验数据选取，某些浅孔留矿法矿山炸药单位消耗见

表2-10-10。

我 2-T-10某线浅孔留矿法矿业蜂药单位消耗

二次爆酸炸药单耗量 《金/）一次燥破炸药单耗量 （kg/t）矿 山 名 称

0.4～4,5畅家杖子岭前锅矿
0,250,62八家子铅锌矿
0,2b0.70墙岩铅矿
0,200,50青城子铅钟矿
0,150.80五龙金矿
0.160,35桓仁铅锌矿

0.4荣河铅簿矿

也可参照下表选取单位炸药消耗量指标。
骁 2-个0-11浅孔筹矿炸药单位源晃量表

10-15<8 8～10坚固性系数（t）

1,6~2,81.0~1.60.28～1.0单位炸药清征量（kg/m'）

0.3.2 果 场 课 孔 爆 破

深孔崩矿具有劳动生产率高、回采强度大、作业安全、操作方便、采矿成本低和产尘

少等优点，故这种方法已占崩矿法中的优势。但钻孔、放矿管理不善时，贫化损失较大，

大块率较浅孔为高，主要用于回采厚和中厚矿体。

10.3.2.1 布孔方式的选择
布孔方式有三种，即平行深孔、扇形深孔和束状深孔。布置方式分别见图2-10-11、

图2-10-12及图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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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 2-10-11 平行深孔布登图

a~垂直深孔，b-水平辣孔

NNJSS露LJ

序站述沁
TE&e厂
A浓述

Ⅱ-It 征一显

图 2-10-12 垂直扇形深孔布置图 图 2-10-13 水平康形深孔

平行深孔炸药能量分布均匀，矿石破碎质量好，而息形深孔则具有采准工作量少、炮
孔布置灵活、钻机移动次数少等优点，因此在生产中应用较广泛，其中以多层水平扁形孔

及垂直扇形布孔为主，而束状深孔使用较少，一般只在回采矿柱、空区处理、边缘矿体及

零星矿体回采中应用。
10.3，2，2 爆破参数
1.炮孔直径d
主要取决于钻孔设备选型。如用选用YO-65、YG-80凿岩设备时，孔径为50～70mm;

YQ-80孔径为80～90mm，YQ-100孔径为10～110mm，ROC306钻机可钻凿孔径为165mm
的炮孔。我国采用接杆凿岩孔径为50～70mm;潜孔钻机凿岩孔径为90～165mm。美国、
加拿大、苏联等国家的一些矿山趋向大孔径凿岩，孔径在150～200mm左右。有关国产凿

岩设备详见本卷附录1。

2，最小抵抗线W
1）按公式计算平行孔最小抵抗线

(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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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Z—-—孔径，1×】0cm计;
4-——装药密度，g/cm2;
7-——装药系数，η=0.7～0，8;

m——-深孔密集系数（近系数），m =0，8～1，2。

扇形深孔最小抵抗线也可应用（2-10-11）式计算，但m值取平均数，η值可由表
2-10-12中查取。

愿 孔 载 菌 系 数 表 表 2-10-12

装药 数 （T）深
肩 形 排 列平 行 排 列(m)

0,75
0,550.80
0,760,83
0.750,85
0.7520～~22
0,8&0.8722～24
0.5224~2
0,83
0,B50.9028～3o
0.870.92>30

2）按最小抵抗线和孔径的比值选取

坚硬岩石 W=（23～30）
中等坚硬岩石 W=（30～35）d

W=(35～40)d较软岩石
3）根据矿山类假资料选取

最小抵抗缓W（m）孔径d（mm）
1,2～1,650～60
1.5～2.060～70
1,8～2,570～80
2.5～4.080～100

3。孔间距a
对于扇形深孔，可分别用孔底距a;和药包顶端处

垂距a2来表示，见图2-10-14。

孔距a按下式确定∶
(2-20-12)a= ml

式中 m——密集系数（邻近系数），烘值一般取

1.0～1.2;对于扇形孔，孔底m值可增
图 2-10-14 扇形孔间距示意图

大至1.5～2.0，

W——-最小抵抗线，m。
4，单位炸药消耗量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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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阅表20-10-13选取，或参考类似矿山实际指标确定。

表 2-10-13共下滚孔爆破炸药单耗量接

>1812-168-125-83-5矿岩坚固性系数（ ）

初次爆破的炸药单耗 1,1～1,50,8～1,10.5～0,80.35～0,50,2~0,35
g (kg/m*)

二次爆破的炸药单耗 >4585～4525~3515-2510～15
占g 的百分率

（1）对于平行深孔，每次装药量Q由下式求得，
(2-10-13)Q,= gmW"L

式中 Qx——每米装药量，kg;
q——单位炸药消耗量，kg/m3;
m-——密集系数（邻近系数），
W---最小抵抗线，m;
Z—孔深，m。

（2）扇形深孔，通常求每排孔的总装药量。
(2-10-14)②,=qWS

式中 Os——每排扇形深孔总装药量，kg;
S-——一排扇形孔可担负的面积，m2;

g，W——-意义同前。
国内井下深孔凿岩爆破参数见凝2-10-14。

苏联矿山深孔崩矿参数见表2-10-15。

5。填塞长度
扇形藻孔填塞长度一般在（0.4～0.8）W范围内，相邻深孔采用交储不同的填塞长

度，以避免孔口附近炸药过分集中的状况。

10.3，3 采 场 挤 压 爆 破

挤压燥破是指被爆矿石向已崩落的矿石（或废石）方向挤压，而不事先预留补偿空间

的一种燥破方法。如图2-10-15。

图 2-10-15 挤压崩矿示意图

4一燥破前，一爆碳后



表 2-10-14

国内共下器孔雪岩师破多缴痕
每吨矿石燥酸材料润能

雷 普 设_ 

矿石性员

备 注

铬物罩算予提

v 矿量

孔.深

孔径 

采矿方法

矿山名称

钻机整号

(m)

G/m)(%

量5

本表根据

.0S0,2
0,42

YG-90

2,75

协林船钟r
氧

型般据读

《地下金属

qta~2

留矿法及充填法
SB-M6

2.,94

?卜厂长被8石灰岩

矿山技术留

B～122,6~

分配水平源孔
2,2

易门新子山白云岩8～

查投告》

YQ-10

一12~8.2s

a,s
白云料∶
门风山因

景基放露

 p

l981年2月

,5-3,8,~
5-2r,
5A-100│

12 3,3
蛇教岩40-
河北铜i

o.0310,2

a。-2,.11.

YC-tof
有库柱分股崩落出
1 2,7
大理岩【
胡家峪

 0.0x 0.19

1.82s~2

XG-8.s
了（无>底柱分象

大强岩 
篦于沟

0.4B4

间 2.7

BEC120n

惩类s2
制矿峪

0.080.13
0.5
0、62

arQ-ajs~9
无庭柱分段崩落习
n s.74
卡料
程澜铁矿

0.028 0,21

│zrp3~1.5,s
8opf2~15

vQ-30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1 4.24

10辉山铁矿

<0,1

23~aq，8~2，山
10}

YG-80

分段脱常法、
0~A3,6

1 反屋山换矿

o.2s{a,as

>20 p,

1-1.8

<o2.5
YQ-a0o

分段空畅法
~1 3.B

12 反黑山按

o.02

客法 vQ-0o
o~2

底柱分段嫌意法

向山硫铁矿典

o,oxsp17
│o.0zs
0,32

he～is

无底柱分盈燃释法

大庙换矿国

0.08-.
0.3 0.2

hs~2p,51;

3BC~120E
无底柱分段幽感法

中，s

6 3.7

慎铁山铁矿

，邮，0~1.2一

YQ-0

)-43.

符山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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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矿山潇孔赐矿和矿石二次破碎指标表 表 2-10-15

合格块院不合格大】二e矿石硬度矿石i很度矿石密度部孔真径制矿单位矿体厚度 单位诈药深孔布置 尺 寸按产量，系 彭年 炸药起置企业 耗量<t/m3(mm)(m》 (mm)实体（??孔隙度 (g/t g/t)

80阿巴坎矿 4～6～Ito350～ 100010～1430～701B78 8,6

9～16深孔12~14 10000 503～4100～io.51978 600塔斯塔戈尔矿
的平行孔群致密的
5～8深孔 50100 3～5800o12~15 100~1020～120 3,51978金列克新矿
的平行孔群致密的

40o最小抵抗钱 14015010～2sk~r8列宁山矿 700 151974 2,8
3.0米不大的
3×3，5米 200400150 s50~7o0 121973 2,88～2D 12～16腹杰尔新克矿

200BO02，8×2，B米 日100 80014 3,515～40t975阿尔登-托警坎

斯克矿
25051Qc03.0×3.0米36010o6～12 3.7ko～1001876高山矿务周

不大的"磁铁"矿
 {400～50D 200最小抵抗规4 Y512~18 500～7861502,B15～部兹良诱夫公司矿 197?

5.5米不大的
z00{Op~～5001.5×1.8米【J0 1012~10 50o～60o}2.8 703～26磁良诸夫公司矿 1977

不大的
100最小抵抗线 840o80010o10~4 3,,720～4D1976戈勃拉夫达特 

2，56~3，D米矿务鹿"南方"矿
405~10最小抵杭阀 80040016～19 100500 3.4矿、库尔 3978

3，2~3，7米聚克磁力异常区 100最小抵抗线 <00480703.812～142 ～10伊尔奥斯克公司1975
1，8米期洛乌素夫斯蒸矿

挤压崩矿具有改善破碎质量、降低大块率，不必预留补偿空闻、可实现一步臃回采等

优点，因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般采用多排孔挤压燥破微差起燥法，-次爆破层厚 度约20m左右，松散矿石的松散

系数应不小于1.1～1，3，炮孔排距在1，5m左右。国内某些矿山挤 压燥破参数见表2-10-16。

表 2-10-16地下 挤压 得 破 参 最

一次麟矿参 败矿 1矿石影固矿体厚度
厚 度挤压条仲孔 莽 最小惩孔 径单位炸药深孔排列性系数矿山名称 线消耗置 <m)(m) (m) m)(mπ)方 式 Ckg/t>G

壁直扁形 15~18相邻松散矿石挤压1,810~158～74q=0,4468B~1230～650篦子沟矿 鄙孔

向相锦松散矿石 204～B 挤压垂直、水易门制矿 15p10-11020~30 两侧有松散矿石 9b平痛形深孔狮子坑 向两侧挤压

向根邻松散矿石 号~13壁直扁形 1,812~1585～72q=0,478915胡家省矿 挤压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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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大孔径深孔爆破

大孔径深孔燥破有柱状药包爆破及球状药包爆破（VCR法），下面着重介绍球状药包
爆破方法。

10.4.1 VCR采矿法的年破理论基础

VCR法是美国C。W∶利文斯顿对球状药包漏斗燥破的研究 和L，C朗的实践应用的
结果。

利文斯顿研究燥破漏斗理论，是在下列基础上进行的，即;
在一定埋深范围内，随着药包埋置深度的增加，爆破漏斗体积也将有所增加。当深度

达到一定值时，再增加埋深，漏斗体积反而减小;最终将不出现爆破漏斗。把烯破漏斗体
积最大时的药包埋深称为最佳埋深，不出现爆破漏斗时的药包最小埋深称为临界谨深。爆
孩漏斗随埋深变化的曲线叫利文斯频曲线。

利文斯顿在研究上述现象的基础上，试验观察到一系列关系。
首先是埋深和炸药量之间的关系，即临界埋深和最佳埋深与炸药量的三分之一次方成

正比，其比例系数为常数。
临界理深和装药量的关系可以下式表示，

(2-10-15)N sEW
式中 N——临界埋深，m;

W-—齐发药量，kg，
E ——-应变能系数。

最佳埋深 d 和装药量的关系同样可以表示为;

(2-10-18)d=EW' = AEW

d=--——最佳埋深和临界埋深之比，称最 佳比例理深。

上式说明，只要通过小型试验找出特定炸药和介质的N、E、d三个参数，就可以求出
与任意炸药量W所对应的最佳埋深。

L，C朗对利文斯顿爆破漏斗理论的发展在于把球形药 包用下向爆破，他认为凡长径比

小于或等于6的药包可视为集中药包，或称为球形药包。与条形药包比较，集中药包对围

岩扰动大，裂隙延伸长。把球形药包埋置于卷道顶板之上，抵抗线接近最佳墨深时，爆破
形成的爆破漏斗大于向上爆破的爆破漏斗，因为这时重力及摩擦力不但不起阻碍作用，反
而促使破碎带岩石冒落，加大爆破漏斗的尺寸。如果从矿块上部空间设计好的下向她孔中

靠孔底处安置集中药包爆破，一定厚度（应大于药包谨深）的矿层就会崩善到下部拉底空

间内。如此重复进行爆破作业，整个矿段就以水平分层向上后退的方式向下崩蓄，直至全

部采完。这就是V。C，R采矿方法的工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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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燥破漏斗试验实例

凡是采用VCR法的矿山，均要进行爆破漏斗小型试验，用一定的装药量W，变化埋深，找出其临界
埋深N，计算出应变能系数E，试验找出最佳埋深d，计算出最佳比例埋深4，得到一条4-V/W曲毁。有
了该曲线和E，N数据，就可以定出任意装药量的最佳埋深，作为工业爆破确定药包埋深的依据。

我国凡口和金川二矿区曾先后进行丁多次烯破漏斗试验，以寻求合理炸药匹配和南岩爆破参数。
（1）试验条件（见表2-10-17）

泰 2-10-】7凡口、金川二矿区爆破调斗试验条件

每个药包重量孔 径
炸药类型炮孔方向孔败输岩设备矿山名称 kg)(mm)

CLH-2型乳化水5 4,5φ100YQ-100凡口铅锌矿 炸药
被松量，2"岩石 2上φ80 1101-45金用二矿区 和HD型乳化炸药

（2）燥孩漏斗试验结果（见表2-10-18）

表 2-10-18凡口、盒川二矿区年破漏料试验能集

二 区川 矿凡口铅锌矿
项目内容 2*岩石炸药铁 松 腊HD塑乳化油CLH型乳化炸药

1.78Y.762.02.9B1，临界理深（m）
0,810.801.971.402。最能气糜（四）
1.403,401,5871.7853。应变能系数应
0.48Q,460,4550.474。最佳埋聚比A
1.761,7s2,3474,296.婚破看斗体积V，（m'）
8.03.23,012,806。都斗直径（m）
0.880,871,1740.937。比能 V/0 （mn·/kg）
0.240.2870,2130,28。炸药单矩（kg/t）

爆破漏斗试验表明，蒸种炸药与岩石物理性质相适应是一个相对概念，如在金川扩岩烯破性好的条

补下，低威力炸药也可达到一定烯破效果。在金川矿岩条作下HD型乳化炸药与介惯之属匹配更为合理。

10，4.3 VCR法的鄙破工艺

10，4.3。1 炸药选择
最初，在VCR法中，均选用高爆速、高密度、高比能的炸药，后来有些矿山采用按油

炸药进行爆破，也取得良好效果。
所选用的炸药，应具有适当的摩擦和冲击敏感度，接近零氧平衡，便于装药并他充满

炮孔等条件。
选用炸药的最好方法是，用不同品种的炸药作小型漏斗试验，进行比较，选取在最佳

遵深时（单位重量或体积的炸药）崩矿量多而且经济的炸药品种。

国内用于VCR法的炸药如表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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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R 法常用炸药表《国内> 表 2-10-19
海特罗麦克新 CLH乳化炸药 HD乳化炸药炸 药 际 葛里炸药 寞伦耐博（局克威或变克斯）

1,3 1,A~1。451,217 1,50,92密度<g/cm'） 1,A
8010581爆压 10*Pa 54,4

d500～5500 426卷速 m/s

10.4，3.2 炮孔参数

钻机偏斜率应控制在1.5??内，孔径多用165mm，炮孔闻距参照试验的烯破漏斗开
度，最佳埋深定一个初始值，再经工业试验逐步进行调整。有关矿山间距参见表2-10-20。

边界炮孔的布置应特别注意，当矿体与围岩比较稳固，炮孔应靠近矿体边缘线;矿、
围岩稳固性较差，边界炮孔在距边界线1～1，5m处布置，以防止上、下盘脱落。如回采矿
柱，边界孔应距 充填体1～1.5m，防止充填体脱薄。

囊 2-10-20炮 孔间 题 表

孔 贴 （m）孔 径（mm）矿 山 名 称

孔廊2～4185凡 口
孔底2～4165
梅花布孔，3皿166列 瓦 克（加拿大）
孔癌能3，8~4.8153棉 树加拿大）

2,4185百 年矿（加拿大）
3.1×2,7166霍姆斯特真（美围）

2.5×2,5,3 ×3,4×4165卡 弗 克（美国）

10，4.3.3 美药
装药前必须清孔，特别是不和拉底空间贯通的炮孔，要将积水、岩粉吹洗干净，然后

精确测量孔深及补偿空间的高度，绘制爆破顶板和矿难轮廓图，调整原设计的药包位置和

装药量、起燥顺序;最后，依次按放塞、装药包、再堵塞的顺序严格按设计要求作好装药

工作。装药地点要清洁，防止炮孔堵塞，发现堵孔及爆破"打枪"时要及时处理。

10.4.3.4 爆破
常用的起爆网路有电紧网路、电婚与导燔索网路、导爆索与导爆管（非电微差雷管）

网路等多种，也有两套起燥网路混用的。埋深为1，8～2，5m时，一般单层燥落高度为3.0m

左右。
同一层的药包有同时起燥的，也有用孔间微差起燥的，一般 延 迟 时间为25～50ms。

微差起爆可减少地震和空气冲击波的影响、破坏。使用微差起爆时，一般先爆中心炮孔，

后燥边角炮孔。
单分层燥破比较简单，但效率较低。为了减少工序，在每个炮孔中一次装几层药包，

用孔内延迟技术起点，即多层烯破。多层爆破多用于软岩和顶柱回采。顶柱回采时，一般

最后一次烯被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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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种网路的规划布置，计算及安全要求等问题参看本手册第一篇第七章露天大燥
破中有关节。

国内外部分矿山应用VCR法的实例及参数如下表2-10-21。

10.5 药 室 崩 矿

药室崩矿是在专门开凿的巷道或药室内集中装药的崩矿方法。药室可以向自由空间，
也可以向已崩落的矿石进行崩矿。药室崩矿分有药室的和无药室（将炸药放在巷道内）两
种，见图2-10-16。

由于该种方法所需巷道工程量较大，大 块 率 较

高，所以多用于采空区处理，矿体极坚硬不好打孔或

裂隙发育打孔困难的采区。国内在弓长岭铁矿、镜铁

山1铁矿、杨家杖子松树卯矿采用了药室崩矿法。

药室崩矿的原理及设计方法与露天硐室大爆破基

量电本相同，可参阅第一篇第七章有关内容 。各项燥破参

敷计算也基本相同，其中密集系数m一般为0.8～1.2，
在处理采空区时可取1～2。

药室崩矿的最小抵抗线取决于采空区处理所需的
图 2-10-16 药案期矿示意图

盖层厚度与顶板的崩蒸面积;对回采矿柱和矿房则取 a—带药宣1b一无药室的
决于矿柱与矿房的几何参数，一般最小抵抗线不能大1一断面1，5×1.6on的药室横卷，2—斯面

1.2×1.Bm的药室;3—深约 0，5m的药井;于矿房宽度，此外也取决于破碎块度。
4一用矿石碎块填意

杨家杖子矿务局、松树卵矿采用有底柱强制崩落
回采露天席部矿体，钻凿上向孔迁到松动矿层有80??钎和塌落，炮孔完好率仅15??爆

破效果很不好，因此改为小药室挤压燥破方案。矿房布置见图2-10-17。

17m

0n,

图 2-10-17 松树卵矿商塞布置图

药室崩矿主要指标，
7～8n

药室最小抵抗线
4～6m

药童水平距离
7层

药盆层数
02个

茜宣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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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挤压松散系数 1.162
单位耗药量 f=10～I2 0.6kg/t

r= 80,4kg/t
总装药量 103,dt

毫秒爆破共 9 段爆破顺序

10.6 深 孔成 井 爆破

深孔成井燥破应用于天井、润并和充填天等的掘进，它比普通浅孔爆破法具有作业安
全、工效高、劳动条件好，成本低等优点。爆破有两种方法∶一是空孔掏槽爆破法，见图2-
10-18a;一是漏斗燥破法，见图2-10-18b。目前使用较多的是前一种方法。

b

图 2~10-18 深孔成井燥破

10.6.1 漯 孔 布 置
10.6，1，1 空孔掏籍架碳法
是以中心平行空孔为自由面的爆破法。该法空孔直径比装药孔大，但不装药，其它炮

孔布置应根据岩石性质、炮孔直径，掏槽方式及天并断面大小确定。

第一响掏精孔至空孔的距离 L按下式计算，

π2Dt+ n(D*+a*) (2-10-17)
我（D十d）

式中 D— 空孔直径，mm;

n —补德系数，
d—一第一响掏槽孔孔径，mm。

掏槽孔至空孔的距离可按下式计算;
(2-10-18)L=(2.6～4.5)D



毒 2-10-21

部分矿山应用VCR法实例及参数

每米孔单位耗多

燥破层 
柱状药

孔 深

采场船培
堵塞高度

孔隙尺寸

孔 径型置深度

患政量

包重量

（画/;

布孔方式

《m)

长x宽×高（m

矿 山名 称

(m)

</m)

(m)

《mm)

6×4×20~26
3,9~4.2
3

4.8×8

Levact（加条大）

3.83
3

3.33×3.3

LerackWest（加拿大>

3~i×3×34
8,50
23

3x3
康形孔
~2.5

Birchtree（加拿大>

300

87,2

6×～×4a

sx3~42×4,2
倾斜孔
1.73
165

Centenial《加拿大）

66

87×107/122xe1
3-9,6
37.6

8×3

西直孔

1.80
165

Stratheona（加拿大>

3s

33,0

15×28×70
55

Sx3

角形孔
~2.8
165

Rabiales<西班牙）

300

s2.7
20

24

185

White horse（加拿大）

18,6～21.8 210~30
40～48

15×～×4
,0

34
3,0

2,5×2,B-s×3
启形孔
2.0
166

Carr For（美国）
B

1,5-2.4
4.27

2,4×2,A~8×s2,72~81,
倾斜孔

16s

Homestke<美国）

45~5×30×44
2,0

2。46
18

2×2

1.78

Almden《西驻牙）
10

2×a

1.80

Fobian〈瑞典）
11

37，5成12，5 3.0
3,7x3
直孔
,4~2,8}

Clere land（澳大利亚）
12

24.3

8×8×32,2
.75~2,8
386
2,7×2.7
画塞孔
2,28 
165

凡口船饰矿（中国）

14.7
60

6×27,6

2~252,8-9.
孔糖配言8.0
6验直孔

金用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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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孔的数目和间距应保证天井规格，均匀布置为宜。
空孔捣槽孔布置实例见图2~10-19。
10，6，1.2 颗斗焊破法
是以单孔燥破漏斗方法掏槽，然后按顺序分段燥破，每段爆破一个孔，这种方法如图

2-10-20,

图 2-10-20 需斗爆破示意困图 2-10-19 空孔掏根布孔图

慵斗燥破法炮孔布置，应根据所采用的大直径炮孔漏斗试 验结果和天并断面与形状

确定。

10.6.2 课 孔 燥 破 参 数

10.6.2.1 炮孔直径
一般常用的孔径为90～130mm，采用FJ1-7W钻机为51～76mm，ROC 306寥钻机为

165mm。
10，8.2.2 蜷孔败目

一般根据类似矿山经验和实际试验确定，也可用下式估算∶

(2-10-19)N = -r

式中 h——断面系数，以2×2m2为1;2×1.5m2为1.04;1.5×1.5m+为1，2;

了 ——每米炮孔装药量，kg/m;

s ——天井断面，mn2;

q ——单位耗药量，kg/m2。

10，8.2.3 分段高度
一次爆破分段高在10米以上的，一般适用于松软岩石爆破。例如云南晶钢八街矿在不

稳固的砂质板岩互层中爆破，每次爆破分段高在12～15m。

一次燥破分段高在10m以下前低分段爆破采用于中硬以上的岩石中，。

10.6，2.4 装药量计算
1。掏槽孔的每米炮孔装药量C

(2-10-20)Q:=1.6(sina)

式中 Q∶——每米炮孔装药量，kg/m;

α，———-装药孔中心至空孔切线夹角之半（'）;

L;——装药孔至空孔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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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它炮孔的装药量02

(2-10-2)
C2=0.6(sina;) 'L

式中 Cz——--每米炮孔装药量，kg/m;
az——装药孔中心至着腔切线夹角之半，（'））
Lz——装药孔至着腔自由面的距离，m。

10.8.2.5 单位耗薪量a

q值受岩石性质、天井断面，炮孔直径、炮孔数目及分段高度等影响。都分矿山单位
耗药量见表2-10-22。

深孔天 弊顺碱q管表 我 2-10-22

单 位能 药 量（k/m*）矿 山 名 称

26贫沙年
16四川石精矿

云陶八舞矿 11,1

苏联培什塔哥尔矿 50～62
25,17目本日立矿

芬兰鼻托尾警矿 20

课孔顺破矿山实例 表 2-10-23

分段爆破天 芹 规 籍 孔 数丑 经
有无空孔高 度钻机类型岩石性质矿山名称 高，度断 面积 （个）〈xm) (m)《mS(mty

1.5×1,5 YQ-100灰石砂者 有3～87~1295～120B～352,0×2.0黄砂焊矿 反修-100f=8~M 2.0×2,8
缸炭-100 有含铜砂岩 28～3,51~1190～12770～80φ2，4m车江铜矿
300米地质帖f=6~1

有》～ 6花岗岩、蛇纹岩 3～5100YQ-10o91,5om 37-60四川石槽8
f=6~7

北京-11o型 2.2～2.8 有?白 云 岩 191.2×1,,2宜武匡钾矿 地 质 钻f=8～10

砂岩、板卷算 YQ100 羌12-151~390-11015～53中0，B~2，5绿岩八街铁矿 KD-100F=2～5
有146~150YZ30g～202.5×2,5f=7~8挑 林
有5～7528-500牙轮钻73>3mf-12～15集岗仙

3.5~4.5100o反修10011~14f=12-1粗 东
11Simba5 96～1545f=8-1中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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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深孔爆破施工要点

10.6.3，1 施烯要求

（1）保证炮孔施工质量，炮孔偏斜率不超过0.5??最大不超过1??否则应补孔。
（2）多用自下而上的起燥顺序，掏槽孔间隔时间可取25～5ms，辅助孔和周边孔的

间隔时间以取150ms以上为宜。
（3）装药前要检查炮孔是否畅通，然后填塞孔底，一般堵0.3～0，5m炮泥或砂子。

装药 应按设计规定的结构进行连续或分段装药。

10.6，3.2 预防施孔堵害的滑地
（1）平行空孔掏着时，各孔的装药高度尽可能保持同一高度，
（2）每次爆破后应使工作国平整，否则应补燥;
（3）保证装药质景; 14101010101010L4
（4）不宜堵塞炮泥，以防炮泥烧结堵死炮孔，

（5）防止块石落入孔内;
（6）不应随意加大分段高度。

10.6.4 实 例

我国部分矿山深孔爆破成井实例见表2-10-23。

我国某她下油库艰用深孔一次成共法，井深21m，断面为

4.2×4，2m'，穿过白云岩及花恻斑岩，容重2，5t/m'，抗压强

度为140～240MPa。全部炮孔从地面用钻车一次钻出，爆破

是全断面全深预裂，分层多度爆破，其布孔 及起 燥顺序见图

2-10-21，其参散见表2-10-24。

图 2-10-21 超慢顺序图

费 2-1-24跟 孔 败 我

崩 孔裂迪 孔 铷蝥 孔驱 环孔裂糟孔五 名

28孔 数 641026sb4孔径
偶合沙检限展惧合含空气纸隔不偶合连崇 不偶合连编不偶合违续装药结构
分五默延期暴酸分五段延期爆碱金秦同时最破 全深同时爆致全梨同时爆破爆破方式 4、B、B3,6.7101爆破序 11、138、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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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开采矿山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回采出矿作业
的出矿结构和机械化程度。地下矿山国采出矿形式主要有铲运机出矿、装运机出矿、电船
出矿、振动放矿机出犷、溜口闸门出矿、装岩机出矿等六种，国外还有铲运机-自卸汽车
出矿、装载机-自卸汽车出矿、挖掘机-自卸汽车出矿、连续出矿机出矿等。

本章内容只包括前四种出矿形式，其中以无轨设备出矿和振动放矿机出矿为重点。
关于无轨设备出矿巷道断面规格确定，路面构筑等内容详见第三章矿床开拓。铲运机-.

自卸汽车出矿详见矿机卷。电瓶出矿中的采场底部结构及漓口闸门出矿内容详见第五章采
矿准备及切割。其它采场内的出矿结构内容洋见第六，第八章有关内容。

11，1 铲 运机 出 矿

铲运机在生产实践中有如下优点;
（1）具有极大的机动灵活性，无须铺轨架线，可快速自行到所需的工作 场所进行

铲、装、运作业;
（2）简化了井下作业，节省了淘井和漏斗等开凿及安装工作量;

（3）作业范围广。铲运机不仅适用于采场回采出矿和掘进出磕，还可作道路平整，
材料运搬，集中大块，粉矿回收，边缘矿体回采等多种作业;

（4）劳动效率高，生产能力大。

铲运机在井下应用也存在下列问题和缺点∶

（1）柴油铲运机排出的废气污染井下空气。铲运机虽带有废气净化器，但废气净化

问题尚未很好解决，需辅以强制通风，加大了通风费用;

（2）轮胎消耗量大，轮胎消耗费用高。每台铲运机年消耗轮胎教多至数十条，与路
面条件和操作水平有关。其所需费用，国外矿山一般占装运费的10～20??国内矿山一般

占装运费的20～30%;
（3）维修工作量大，维修费用高，且需熟练的司机和装备好的保养车闻。据澳大利

亚Mount ISa 矿的统计资料，在分层充填法采场中，ST-5型铲运机每一工作小时需4.25

维修工时。国内矿山维修费一般占装运费的20～40??且维修费随设备使用时间的延长而

急剧增加;
（4）基建投资大，设备购置费用高。国内矿山设备折旧一般占装运费的20～30??

且要求卷道规格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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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内使用铲运机的生产矿山目前管理和维修水平较低，装运作业成本较高。柴
油铲运机装运作业每吨成本一般为1.0～2.0元，电动铲运机为0，58～6，77元，而电靶一般
仅为0.5元左右。
因此，在选用铲运机出矿时，应经过详细的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但经国内生产矿山

十多年的使用实践证明，铲运机的优点比较突出。随着国产设备和备件的解决及维护管理
水平的提高，铲运机的使用数量将逐年扩大。

11.1.1 使 用 条 件

（1）要求采场开采强度大和劳动生产率高的矿山;
〈 2）矿石和围岩稳固性较好;
（3）备品、备件来源方便并有足够的维修力量和管理水平的矿山。

11.1.2 出矿方式和出矿结构

11.1.2.1 出矿方式
根据铲运机出矿所处地点的不同，可分为下列三种出矿方式。
（1）铲运机在采场底部结构中长时间固定在一条或几条装运接道 中铲装 和运着矿

石，如留矿法、分段法、阶段矿房法，有底柱分段崩藩法、阶段崩幕法等采矿方法的回采

出矿。
（2）铲运机在采场进路中铲装和运输矿石，如分层崩落法、进略式上向水平分层充

填法、下向水平分层充填法、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等采矿方法的回采出矿。

（3）铲运机在采场内多点不固定的铲装和运输矿石，如全面法、房柱法、上向水平

分层充填法等采矿方法的回采出矿。

11.1，2，2 出矿结构
1。采场底部结构中的出矿结构
由集矿堑沟，出矿巷道，装矿进路，运输平卷，出矿福井等构成，见图2-11-1。

（1）集矿堑沟为连接装矿进路与上部采场的受矿结构，且平行于出矿卷道。
集矿纸沟在采场中的条数根据采场宽度确定，当采场宽度小于20立时，采用单置沟;

当采场宽度大于20m时，采用双堑沟，见图2-11-1，2-1-2，2-11-3。集矿堑沟的斜面倾

角一般采用45°～55°。
（2）出矿将道为平行于集矿蟹沟与装矿进路连接的巷道。当采场垂直矿体走向布置

时，该巷道为穿脉眷尴，且位于间柱中，见图2-11-1。当采杨沿矿体走向布置时，该巷道

沿矿体走向布置于矿体下盘或上盘围岩中，见图2-11--2。

（3）装矿进路是连接出矿卷道与集矿堑沟的巷道。该巷道的布置与采场尺寸、铲运

机的外型尺寸，矿岩的稳固程度和运输巷道的布置有关。

装矿进路与出矿巷道的连接，可斜交，交角一般为45°～50°左右，见图2-11-2。

装矿进路闻距一般为10～15m。间距过小，不能保证出矿结构的稳定性，间距过大，

 进路间难于装运出的三角矿堆损失过大。因此，装矿进路支护后可以采场底部总暴舞面积

不超过采场水平面积的40??参考。
铲运机在直线位置上铲装效率高，机械磨损小。因此，该卷道长度一般不小于设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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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继期

了- 0-π
图 2-11-2 装矿进路与出矿截道斜交布量图图 2-11-1 采杨底都结构中的出矿结构布置图

1-出矿巷遵;2一装矿进陷13一集矿置沟，4一矿1一出矿薯道;2～集矿墅沟，3一袋矿进路!4-运输平
体界蛾，5-采下矿石鲁;5一上盘平卷，6—国风天井;7一进风天井，8一通

向上部的斜被瀚，β一废石着井;10—矿石画井11一
通向下部的斜坡道;1z一间柱;13一矿房;14一矿体界

线;15一采下矿石

度与矿堆占用长度之和。
装矿进路布置形式与采场宽度有关，当采场宽度小于12m时，采用单堑沟单侧装矿进

路的布置形式（见图2-11-2）;当采场宽度为12～20m时，采用单堑沟双侧装矿 进路的布
置形式（见图2-11-1），一般两侧进路销开布置，当采场宽度大于20m时，采用双鳌沟双

铡装矿进路的布置形式（见图2-11-3），两侧进路可对称布置，亦可错开布置。
（4）运输平巷为与出矿巷道连接的巷道。当采场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时，该巷道沿矿

体走间布置于上、下盘围岩或矿体中，当采场沿矿体走向布置时，该巷道与出矿巷道合两
为一。

（5）出矿溜井可沿运轴平巷或出矿巷道布置。当沿出矿巷道布置时，一个采场设置
一条，当沿运输平卷布置时，几个采场设置一条。其间距根据铲运机经济合理单程运距确

定。实例见表2-11-1。
随着悉控铲运机的出现，发展了一种平底结构遥控铲运机出矿方式，它与出矿结构相

似，装矿进路可单侧布量，也可双侧布置。但采场底部不开鳖沟，而是按采场全宽拉底。

一般在采场出矿到最后阶段，遥控铲运机从装矿进路进入采场空区中进行三角矿堆的装

运。这种方式不仅简化底部结构且可减小损失。
凡口及大厂锡矿设计中V C R法及大孔阶段矿房法中采用的装矿进路单侧布置出矿结

构如图2-11-4。

2。采场进路中的出矿结构
由回采进路，分段（分层）平巷和出矿瘤井等构成，且位于分段（分层）的底部水

平、同采进路的布置，间距等详见第七、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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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送机在某场成都站构中的出矿篮构实例 表 2-11-1

绪 构矿矿山 出
采矿方法国名

出矿瘤井运输平巷名称 集矿堑沟 装矿进路出矿巷道

5 82 63 4
沿出矿巷遣沿矿体走向为单堑沟， 平行于集矿分段懂岩的阶段 与出矿巷激

布置，每一采布置在矿体下敷沟，且位于 斜交，交角为堑沟斜面倾角矿房法。矿体厚度
场一条，断面盘15～17m处50"、采用 单间柱中央50°，氢沟 康大于20m时，矿房为
规格为 2.5×堑沟双侧进路部宽度 10～缅直矿体走 向 布
2.5m布置形式，两14m，位于矿置，矿房宽35m，坡

侧装矿进路对房中央最庠部长50m，间柱 宽
称布置，其长15m，底柱厚1～矿
为13~17m，14m，采用LK-1和

TORO-100型护运 间距为15m

机出矿中

沿出矿考道与出矿巷道沿矿 体 布 与出矿巷道平底结构的自然
布置其间距为合而为一直交，为双侧紧，且位于圈崩蒿法。沿矿体走
80m，平均运进路布 置 形岩中、上下盘向布置，矿房长度
距40～50m式，网侧装矿围岩中各布置8m，矿房宽度为 无

进略对 称 布一条矿体厚度， 采 用
置，其间距为LK-1型铲运机 出
10m矿

沿运输平善沿矿体走向与出矿巷道垂直矿体走有底柱阶段崩落
由含 布置布置在矿体下斜交，交角为向布置，且位法，垂直矿体走向

爆 盒图岩中45°，为单 侧于矿体中布 置，采场长
进路布置形式100m，宽16m，采

用架线式和 LK-1着护
型等运机出矿星

为矿山主额为盘区平巷与出矿老道平行于集矿为单堑沟，分段雷岩的阶段
井，沼盘区平与出矿巷道直斜交。交角为鳖淘，且位于堑沟斜面倾角矿房法，盘区 布
巷布置，芪风交，且位于盘56"，采用 单间柱中央为50°，氧 沟置，矿房长m，宽
距为160m，谭区矿柱中堑沟双侧进路底宽4m，位20m底往厚14m，
井崛格为 φn布置形式，两于矿房中央最分爱高22m，采用
《最大出矿 块侧装矿进路错ST-5重铲运机 出 底部
度为750mmn）开布置，其长矿

为12m，间距
为15m

与出矿巷道平行于集矿为双錾沟，分段肇当的阶段
斜交，采用双堑淘，且位于位于矿房最底矿房法，盘区布

费 堑沟双侧进略间柱中央部量，矿房意度大于
3 布置形式，其30m，间柱和盘区

间距为15m矿柱宽为9m，采
用ST-型铲运机

出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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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__-
矿山 矿 结 构出

国名 采矿方法名称 集矿墅沟 B矿瘤井运输平巷出矿巷道 装矿进路

z 3 5 6

为单堑沟，分段售岩的阶段 平行于出矿 沿运输平巷沿矿体走向与出矿巷谱
位于矿房中央矿房法，矿房乘直 堑沟，且位于 布置，两个采布置，且位于解交，交角为

矿体走向布置，矿 场共用一条，矿体下盒圈岩间柱中央 60°，单堑沟双最底部加
房宽18m，简柱宽 扩运机平均运中。与出矿卷侧进路布置形
12m，底柱商12m， 距为84m道直交式，两侧装矿愈
采用ST-4A亚 售 进陪错 开 布
运机出矿 置，其长度为大

19米左右，间
距为15m

沿运输平巷分段法，阶段高 位于矿体下为单堑沟， 与运输平巷与运输平密
布置，其间眶盘器着中，彪直交，单墅沟位于矿房中央度78m，分段高度 合而为一

7em，断面规单测进路布置矿体24m15m，不分矿房矿 最部
格为φ1.8m形式，其长屋柱沿矿体走向连续

为20米左右。圆采
距矿体6米处
有一条下盘通赞
风平卷，连接
各装矿进路。
装矿进赔间柱

比 为》m

沿分段运着位于矿体的与分段运输与分段运箱为单塑沟，分段法。阶段高
平稳布置，其下盘与矿体的平巷直交，单平卷合而为-錾沟斜而倾角度7m，分三个分亚 间距为9m氢沟单侧进穿 交接处66°，且位于矿段，分段间有6米

布置形式，其房中央最底部厚的解矿柱，沿矿
间距为10m，体走向布置采场，
长度8.5m采场长度为24m，

闻柱宽8m， 采 用
Gat 960铲运机. 出
矿

（1）分段（分层）平卷是与回采进路连接的巷道，一般沿矿体走向布置于靠下盘或

靠上盘的矿体中;在矿体极不稳固时，可布置在上盘或下盏的围岩中。当回采进路沿矿体

走向布置时，分段（分层）平巷与回采进路合而为一。一般分段高度为10～15m，分层高

度为2.8～3，5m。上下分段（分层）平卷应错开布置。
（2）出矿溜井沿分段（分层）平巷布置，且位于下盘或上盘围岩中，一般1～2个

采场布置一条。
采杨进略中的回采出矿结构实例见表2-11-2。
3。采场内的出矿结构
1）全面法和房柱法的出矿结构

铲运机出矿是比较适应的，设备可自由出入采场，出矿绪构由出矿斜卷（平巷）、运

输平巷和出矿漓井等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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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燔速烙中的出矿结构实例 表 2-11-2

矿__结 构矿 山
采 矿 方 法国名

回 采 进 路名 称 出 矿 溜 井分 段 平 些

,4 63 521

袅直矿体走向布置， 沿分段平卷布置，其矿体走向布置在脉无愿柱分爱酬营法，
与分段平柏直交，赋采 脚距为2-37.5m，溜外16~1?m处的下盘民番直矿体走肉 布 置，

井舰格为2.5×2。6m选略间脂为12，6m，长 岩中4~5条回采进路一个采
度为矿体厚度场，即采场宽度为网～

60.5m，分段高度 为铲
47m，采用LK-1 麦管
运机出矿

沿分爱平巷布量，每需直矿体走向布置， 沿矿体走向布置在下无熙柱分象崩落法。
个采场布置一条，其间盘国岩中，当矿体厚度与分段平考直交，西菜垂直矿体走向布置、5
距为50m，平均 运 题较大时，在矿体上、下进路间電为10m条图采进路一个采场，
50~100m，第井规 格盘国港中各布置一条分即采场意度为m，分
2×2m段平梅股高度 12m，采.用

IP-4.1型铲运机出矿
中

沿分段平警布置，其沿矿体走向布置在匮参直矿体走向布置，无底柱分段篇感法，
间距为0～100m，平均看中与分段平卷直交，其间验直矿体走肉布量，采車

山 运距为构~7m，测井距为10m，上、下分段场宽度8tm，分股高度
规格为 的sm愉开是凝形布量为10m，采用W】-2和

LKA1型管运机出矿
沿分段平梅布置，其秀直矿体走肉布置， 沿矿体走向布置在制无底柱分段剧息法，中金子

条属为 间距为36m，平均运距上盘的矿体中与分段平巷直交，其间善直矿体，走肉布置，
在70m以内距为10m分散高度为10m，采用有同矿

色篦 LK-1星护运机出矿

沿分段平考布置，一沿矿体走向布置在下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无底往分段崩喜法，
个采场布置-条，其阀囊围岩中，矿体厚度较与分段平巷直交，回采要直矿体走向布置。5

待 距为5m，平均运 距大时，在矿体中体再布进路闯距8～10m条选路一个采场，即采证 80-120m置一条分卷平巷场意度为50m，分段高
度10m采用LK-1枣铲
最机适矿

当盘区平著布置，一即为盘区平卷，且位季直盘区平善布置，无单柱分象扇感法，
个采场布置-条，其间于矿体中与盘区平卷直交，其间盘区布量，60～m划海国 距为8~8邮，平均运距为10m，其长度 为分为-个盘区，在盘区山 彪73m左右25-30y中等 W0m布量一个采

装 场，分段高流为12m，
采用LK-塑铲家 机出矿
矿

沿分股平巷布置，一沿矿体走向布置在矿垂直矿体走向布量，无配柱分段烂落法，
个采场布置一条，其阀号 体下盘的角闪岩中与分段平港直交，其间确直矿体走肉布置，5~

长 靶为6-60p，平构速距为10m6条进路一个采筋，即触
距为50m果场宽度为5一Wm，铁

采用LK-1塑护运机出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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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矿 山 _结 构出

果 矿 方 法国名
回 采 进 路 出 矿 漏 井名 称 分 段 平 卷

4 82 63 

沿分段平巷布置，-垂直矿体走向布置， 沿矿体走向步置在矿无底柱分股崩落法，
个采场布置一条，其闻与分段平老直交，其间 体上盘围岩中垂直矿体走肉布置，5

程 题为60m，平均运题为彪为10m条进路一个采场。即采中
110m场宽度为50m，分殿高

麦为10~1m，采 用
WJ-1.5型铲运机出矿

沿分段平卷布置，其鸯直矿体走向布置， 沿矿体走向布置在下无底柱分段崩癌法，
与分段平巷直交，其间 河距为的m，平均悉原盘大理岩中垂直矿体走向布量，采墨
距为10m 为75m场览度50m分段高度为

10m，采用LK-1和

ZLD-40擅铲运机出矿-

[-1

mXXM2wmXs

[-
n-Nt Ⅱ一Ⅱ

图 2-11-4 平底结构遥控铲运机出矿布量图图 2-11-3 双重沟双横装矿进略布置图
1-出矿卷道，2-晚矿进路，5一铲运机在空区绕矿1-出矿巷道，2一装矿进路，3-第矿錾构，4-采

4一脉外运输平警;5一崩下矿石下矿石，8一间柱;6一矿房

（1）出矿斜卷（平巷>一般位于矿体内，当矿体倾角小于5°～6'时，该巷道布置呈

与矿体倾向一致的直彝卷（平巷），见图2-1-5。当矿体倾角大于5°～6"时，该巷遵布置

虽伪倾斜的直斜卷或折返斜巷，见图2-11-6，2-11-7。作为矿石、人员、设备和材料运输

的通道。当矿体厚度较大时，斜巷亦可位于矿体下盘围岩中，用分层横卷与采场违姜。

（2）运输平卷和渭井布置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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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6 伪倾斜直斜卷布置图 2-11-5 与矿体倾向一致的直斜巷布置
1一出欧寥炸;2-运输平巷，3-阶段运输平巷，4-矿房1-出矿翻井;2一运参平并，3-阶段忘验平巷;

5一矿柱，8一通风平善;7一出矿斜糖4-出矿斜巷，5一采场，6-矿柱，7-通风平卷

国外生产矿山常采用铲运机-自卸汽车、

装载机-自卸汽车和挖强机-自卸汽车等出矿

方式出矿，采场一般不设出矿演井，回采工

作面矿石用自卸汽车直接运至矿山骁载矿仓
Ⅰ-1 或主溜井。其运距一般在800～1000m以上。

实例.见表2-11-3。I-
2）上向水平分层法的出矿结构?级-2艺统哲3②-C回
由斜巷、分段平巷、出矿进路（联络道）

和出矿溜井等构成。
（1）斜巷一般位于矿体下盘围岩中，

见图2-11-8。当矿体下盘惺岩不稳固时，亦

可布置在矿体上盘围岩 或矿体中，作为人

员、设备和材料的运输通道。
（2）分段平卷的布置为，当采场垂直

矿体走向布置时，分段平卷一般沿矿体走间]J
布量于下盘围岩中，见图2-11-9，2-11-10。-0
当矿体下盘围岩不稳固时，可布置在上盘图

图 2-11-7 伪倾斜折返斜卷布置
岩或矿体中，且与斜卷连接。分段高度一般

1-出矿瘤井;2-阶段运着平警、3-出矿鲜感，4-

为2～3个分层高度，分层高度一般为3～矿房，6-矿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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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畜法和房往法聚埚内的出矿储构实例 表 2-11-

结矿 山 构
采矿 方 法国名

卷 运 输 平 巷 出 矿 瘤 井名 称

为盘区平巷，F∶^1巷位于矿体内的直 斜 采场不设出矿翻井，房柱法采后尾 砂 充
接，斜卷波度为 5.5～ 连接，且位于矿体河， 矿石用G卸汽车直擦从填，矿房宽度15m，采

沿矿体走向布置5，5??作为矿石人员， 采场工作面运茎矿山裁场中留10m圆柱，圆柱瑞
材料和设备的运输通道 载矿仓，运距最 大 为间距29m，采用铲运机

700m-自卸汽车出矿

为盘区横巷，伪频解 采场不设出矿澜井，位于矿体内即为盘区房柱法，沿矿体走向
矿石用广卸汽车直藜从运输道，作为矿石，人 布置在矿体内，与盘区每50m划分盘区，沿体

典 员，设备和材料的运输 采场工作面运至矿山装运输道连接倾向划分矿块，矿房宽
通道 载矿仓，最大运 距为【m，矿柱宽6m，采用

离 660m装载机一良卸汽车出矿

位于矿体下案 12m 不设出矿测井，矿石从斜喜每距12m垂高房柱法，矿房宽度15加
用自勤汽率直接从采场掘分段损巷蕴向采场，处，斜巷坡度为10%m，矿柱1，35×21m，念 g 作为矿石，人员，设备 工作面运至矿山 装食采用电铲或铲运机-自大

和材料的通道 站，运距约800m（上坡）卸汽车出矿

位于矿体走向长 40o 从斜将每10m需畜在 采场不设出矿翻并。房柱法，抢直矿体走
矿体内沿矿体走向布置m的中央矿脉内，解老 小于12"矿yjST-2B铲商布量，即自分发平卷联
分股平磬（运着平巷）坡定为110，为所返式 送机自>方且接出旷，沿矿体倾向布置矿房，邦

12°~14°矿体，用电把矿房斜长29～30m'
德 将矿石集中到分 段 平

卷，再用铲运机在分段
平巷出矿

采场不设出矿需井，沿矿体走肉布置盘区房柱法。矿房 宽度
小于40m用铲运机直簇运输平善（两条），与5～6m，矿柱规格18～法

矿山酬斜巷连接 装运矿石，400～即em无20m'，盘区布置，采
用握虑式获象机威扩运用艇爬式装拔机或铲运国
机-自舞汽率出矿机-自卸汽车出矿

沿斜卷布置，每一采位于矿体内，虽伪倾房柱法，矿块沿矿体
场设置两条，一条位于斜宜解卷，解卷 坡 度走向布置，其长 度为苏 g 采场下部，一条位于采10°，即为对角斜卷180m，矿房宽度6，5～ 无
场中部，灌井规格为207.5m留规则矿柱。采联
m2，铲运机采均运距为用几Ⅱ-8型铲运机出矿
8b-100m

5m（两条一充），则分段高度为6～10m至9～15m。当采场沿矿体走向布置时，无需

布置分段平巷，自斜巷每分层开凿联络道通向采场，见图2-11-8。
（3）采场联络道的布置为。当采场沿矿体走向布置时，每分层自斜巷布置联络道通

向果场。当采场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时，自分段平巷布置联络道通向采场，该巷道可自分段

平老布置两条（一条上坡，一条下坡>平面上错开的巷道通向采场，见 图2-11-10。亦可

自分段平巷布置一条上坡的巷道远向采场，随分层的上采，将进路挑顶，由重车上坡逐渐

变为重车下坡，见图2-11-11。
（4）出矿满并可布置在采场充填体内，一个采杨至少一对。但由于支护工作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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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强度大，效率低，且难于维护，因此，目前广泛布置在矿体下盘的分段平巷中，几个
采场共用一条，其间距和断面规格要求同前。

实例见表2-11-4。

r一-I

Ⅱ-I

图 2-11-B 斜警位于矿体下盘圈岩中的布置
1-鲜鲁;4-穿除美矿平善;9-采筋联培道;4-充填井;6-湖水井;4-充填体;7一崩下矿石

8一运矿短格;9—脉外酒井，10一通风井

I-1

·
1-L

I1
图 2-11-10 分段平巷和出矿联络道布置之二图 2-11-9 分段平卷和出矿联络道的布置之一

1-出矿座井，2-分段平卷，3-出矿进路（联络道）;1-分段平巷;2一务幕，8-出矿酮并;4-阶段运靠平
4-帆蒂;5-滤水井;4一充填料，7一跟镉;3-间柱;

幕;6-联警道;~-充填体，7-充填天井;;一矿房;
9-矿石;10-通风天拌9-矿柱

11，1.3 设备遍查、生产能力和设备数量确定

31.1.3.1 设备霆握
影响铲运机设备选型的主要因素有运输距离、矿山和采场的生产能力、作业性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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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运机在上向水平分是充填法果场内的出矿能荷实例 泰 2-11-4
矿山 络国 __出矿

采矿方法
名称 出矿酒井名 出矿联焙道分段平卷料 卷

74 62ej 3
布置在采场充慎沿矿体走向布置位于矿体下盘圆 从分段平巷通博上向水平分膳胶

体内（现改在下盘在阻矿体10m的下岩中，作为人员， 条（一条+20?结充填法，画直矿
围岩中。沿分及平设备和材料的运输 盘圆岩中，与解海体走向布勤，矿朗 度，一条-20??

凡 卷布置几个采场没连接，分段高度8度>平画上错开的通道，斜巷 被 度宣14m，阅 柱 宽
置-条》每一采场出矿联络道通向采m，分墨高度4m20~25??弯道半8m，底柱厚如m，
设置一对（两条一充）采 用LP-4.1 和 场径》～12m，库板

TORO-486DH 型 铺设0，2m厚的混
铲运机出矿 凝土路医

中
位于采场充填体宋设分 最 平 从下盘斜善每分位于矿体下盘围上向水平分服是

内，用钢筋混漏土层都联络道通向采考，分层高 虚 米岩中，呈折返式布砂充填法，沿矿体
构筑，壁厚9.6m，场，作为人员。设3x置，作为人员，设走岗布量，矿房长缸
肇一个采场设量一备和材料的运输出备和材料的运输通度为100～180m，进
对，其间距为15m，人口不留间柱，座柱厚 道，解巷披度1∶5
平均运面为10～6度为 6x，采 用铜
匹，准并听面舞格TORO-100DH,
为2×2mLK-1和LF-4，1型

铲运机出矿
位于采场充填体从分影平都迹沿矿体走 肉 布位于矿体下盘图上向水平分服点

内，每一来插设量两条（一条上坡，氧，且位于矿体下柱充填法。君矿体 着中，作为人员，
一对，用德凝土构-条下较》平面上盘围者中，与斜卷设备和材料的运输走向布置，矿房宽邻图 筑，量师0，4-0.4量开的联络道通肉连接，分层高度通道度为3Zm，间柱宽

绿 m，海井断贤规格采场4-5m，分段高度4m，采场中船矿体
1，3×1.5皿8～10m走向警i～排柱，山

排距12~16m，每铜
排1~2个点柱，采

矿 用W工-76 和WJ-
1.5D电动铲运 机
出矿

沿分段平卷布置从分段基道洞-沿矿体走向布置位于矿体下盘-上向水平分层充
于下盘围岩中，其条倾斜的联络道通于矿体下塞36m处赠，是爆旋形布置，填法，垂直矿体走加
间题为转m向采场，随分厚上的围岩中，与解接解巷坡度为20??向布置，矿房宽度拿 采恶渐挑顶，由盒连护。分显高度5为15m，间柱宽度 作为人员，设备和

车上坡麦成重车下大 m，分段高度15m材料的运输通道12m，采用ST-A
波塑铲运机出矿

位于矿体下盘国从分设平巷露出沿矿体走向布置位于矿体下盘图上向水平分段充
岩中，每-乘满设矿联络道与下盘出于矿体内，用分段考中，沿矿体走向填法，沿矿体走向

爱 置不少于一对矿灌井连接模善与解卷连接，布量，量沂退式布布置，40m长作
分段高度为15m量，斜卷波 宽 为为一个采场，采用尔

j20%ST-sA型铲活机
单

出矿



1412 第二篇 地下开采

续读表

结 构矿 矿d
采矿方法围名

出矿翻井分段平卷名称 出矿联始道

321
沿矿体走肉布量从采场至出矿题未设分段平皂，上向水平分层完 斜糖只从采场底

于矿体下酸m处的护运机设备整体或 并用出矿联给道违部的运着横档至采填法，沿矿体走向是 围岩中，其阅能为分成三个部分，从 擦，随分层上采每布置。-个矿体作 场拉底水平相通，
90～120m，但其中采场中央的辅助天 隔3~4分爆在溜井为一个聚场，每个 斜卷坡度为1-7
阴条靠中央轴助天裹 井（规将×3.8m） 两侧交善孤滑采编分同个 采矿
井进人现场，分层高最，采用ST-EA铲

度4m运机出矿

位于矿体下盘国从矿体下盘滴井米设分段平卷位于矿体下盘围上偏水平分层充利
岩中，每一采场放每分湿开抛出矿联从矿体下盘解密每岩中，为折题式布填法，沿矿体走向
置一条，渭井下部络道通向采场，上分层用惯稳直接与置，斜巷坡度1T，布置，一个矿体作亚
与斜警连息，温并下分层联络游平国采场连通，作为人作为矿石，人员，为一个采场，采用
断面规格为2.4×土错开布景设备和材料运输的 员，设备和材料的ST-6,918TI-
2，4m平均运距为运输出入口，分层SS塑护活机出矿 道
76m高度4.5m

业场地、投资和经营费等。
（2）运输距离是选择铲运机的决定条件，据国外生产矿山实践，柴油铲运机经济合

理单程运距一般在150～200m以内，个别可达300m。电动铲运机则在 100～150m以内。
在经济合理的单程运距内，铲运机设备选型结合矿山和采场生产能力进行。有条件的

应尽量选用大型铲运机，只有在产量小和运距也较短时，才选用小型设备。
（2）巷道掘进出碴。因掘进一次爆破量有限，一般不宣采用大中型设备。但国外一

些矿山，为减少设备台数或管理方便，加之基建期往往采用生产期的设备，因此，也有采

用中型设备的。就生产矿山而言，主要作业一般采用大中型设备，辅助作业一般采用中小

型设备。
（3）作业场地较大者一般采用大中型设备，作业场地狭小者一般采用小型设备。

（4）选择设备的型号和规格除考虑上述因素外，还应从经济上予以分析确定。

机械设备的运行费一般规律是大型的比小型的经济，如加拿大萨得伯里矿区每吨矿石

铲运机的装运费用;ST-2A为0.92美元，ST-4A为0.49美元;ST-8为0.，31美元。

此外，按铲运机单位有效载重所需功率，单位有效载重的设备自重及行车速度等指标

考虑，仍是大型设备较为有利。但实际选用中，应结合设备的质量、维修条件、坑道条件

等综合考虑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中型设备具有较大的行车速度、较高的机动灵活性和爬坡能力，单位有

效载重的设备自重较轻，单位有效载重所需功率较小，所以该型设备使用较广泛。

11.1，3.2 生产能力确定

1。小时生产能力确定
1）装运卸一次作业循环时闻

(2-11-1)多=缸+班+弱+站+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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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11-2)

式中 ———装运卸一次作业循环时间，s ;
t——装载时间，s，一般定点装矿取20～30s，不定点装矿取60～808;
tz-—卸载时间，s，卸入矿仓或漓井一般取10～20s」
b——掉头时间，s，因铲运机为前装前卸式，装运卸一次作业循环有两次掉头时

间，一般共取30～40 s;

f---其它影响时间，s，一般取20 s;
t--空重车运行时间，s;

2L——装运卸一次作业循环往返运距，m;
v——铲运机运行速度，m/s，与巷道状况（如照明、巷道宽度、路面性质、转

弯多少及坡度等）有关，特别是路面性质不同，运行速度可有成倍之 差，参考表 2-11-5

选取。

载 2-11-5扩产运机量行建度参考敏据

好 很好教好路面性质 《沥青混凝土路面》<无路面或很意的确石路面） （较好的辟石路面） 〈混凝土路面）

>123-12运行湾度（km/b） 6～a

2）小时装运卸作业循环次数

(2-11-3)

式中 n ———小时装运卸作业循环次数，次/h。

）小时生产能力
(2-11-d)2 =K外Gy

式中 Q;——铲运机小时生产能力，t/h，
K——铲斗装满系数，一般取0.8;
G——铲运机一次装载量为一个铲头（尖斗）容积，m2/次;

γ——装运物料的松散体重;t/m'。

4）小时运输量曲线图
根据上述计算式和下列数据，计算并画出3.8m"铲运机运距、惠度和小时运输量 关系

曲线图，见图2-11-11，2-11-12。

计算数据如下;
2000kg/m2装运物料松散容重
G6080kg铲斗载重
定点装矿30日，不定点装矿804装载时间
20 s卸载时间
40s掉头时间（两次）
20 s其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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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0 121501752002252505 5 75 10025150175200 225250
单程运距（m）单程运距（ m）

图 2-11-12 3.8m管运机不定图 2-11-11 3.8m*护运机定点
点装矿小时运输量曲线图装矿小时运输量曲线图

铲斗装满系数 0.8
从圈2-11-11，2-11-12中可按不同的运行速度和不同的单程运距查得3.8m2铲 运机的

小时生产能力。若需求得其它型号铲运机的小时生产能力，还需按表2-11-6铲运机斗容校
正系数进行校正。

铲运机 斗容 检 正 系 戴 囊 2-11-6

5T-11ST-5ST-1/, ST-2 ST-4ST-3 ST-aST-1铲运机型号

B.503,89 5.800.765曾斗容积（m） 1,L6 3,062,201.53
2.2371,4741,004,8050.3a3按正系数 0.201 9.403 

图2-11-11，2-11-12是按装运物料容量为2000kg/m2制作的，如需求得装运其它物料
容重的小时生产能力，再需按表2-11-7物料容重校正系数进行校正。

物 料停重铰正系 做 表 2-11-7

购料讼散存重 1,81.2 2.01.91.81.51。41.5/m+)

o,95 1.000.900,850,UD0,750.700.e5校正系数

2.72。6 2,D2.52,S 2,42.22。1输料松散容重（t/m'）
1.401351,301.251,201,151.101.06校正系数

5）实例
某矿采用s，8m'运机定点出矿，单程运距100m，矿石松散体重1.9t/m2，铲运机运行速度8km/，

铲斗装满采徽0，8，装载时间30s，卸载时间20，调头时闻（两次）40s，其它影响时间20s。

（1）用计算式计算铲运机小时生产能力，那先按式（2-11-2）计算运行时间为4=90%;

按式（2-11-1）计算装运卸一次作业循环时间为=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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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式（2-11-3）计算小时装运卿作业循环次数为以= 18次/h;
按式（2-11-4）计算小时生产能力为Q= 106t/。
（2）用小时运输量的线图查得铲运机小时生产能力，即先从困2-11-11中查得生产能力为110l/h。

再从表2-11-6，2-11-7中查得铲运机斗容校正系数和物料体重校正系数为1，0和0.965，则3，8m"铲运机
生产能力为110×1.0×0.365=105t/h。

2，台班生产能力确定
1）班有效工作时间

（1）班内设备完好率按下式计算，

(2-11-5)

式中 gr——班内铲运机设备完好率，%;
T，——铲运机班内可能工作时间， h ;
T-——铲运机班内放障停工时间，h 。

铲运机的故障处理时间随设备使用时间的增长而增加。据英国采矿杂志编辑部1974年
对世界各国的函调资料统计，50多个矿山铲运机设备完好率为14，4～5??平均73??国
内生产矿山为30～76??

（2）工时利用率用下式计算;

(2-11-6)

式中 9-—工时利用率，%;
T。-——铲运机班实际开动时间，h ;
T`———-班法定工作时间，h。

铲运机班实际开动时间，还受作业条件（如腐井、通风条件、大块、栅顶、供气、供

水、供电等）和生产管理、设备利用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故工时利用率既包括了设备完好

率，又包括了设备利用率、生产管理和作业条件。工时利用率 国外生产矿山一般为40～

70??国内生产矿山一般为30～50??
（3）班有效工作时闻按下式计算

T,=Tq (2-I1-7)

2）合班生产能力
在求得班有效工作时间后，按下式计算∶

(2-1]-8)②,=2T,
式中 ②-——铲运机台班生产能力，t。

3。台年生产能力确定

（1）年工作班数一般取500～600台班。

（2）台年生产能力可按下式计算，
(2-11-9)0=mR;

式中 Q-——铲运机台年生产能力，t;

m——铲运机台年工作班数，台班。

用上述方法计算铲运机生产能力比较繁锁，且影响因素多而复杂，计算的成果不一定



生产矿山警遗银生产能力

豪 21-8

单翠苯定 工时利用率
铲运机

生产能力（t）

国名

矿山名称

采矿方法

备

(%)

型 号

台时台难

(m》

台 年

8

r

6
8

198~18年生产指标
91~103-树 2万~13万

LK-1

6-73

无底柱分服崩落法

50

梅山D铁矿

2,0

I万 100~19年生产指际

LK-1

将山使r

55~1*0，7万~1，510
50～8

2.0

B0-120

同 上

平均17

LK-

弓长岭铁矿

p18～25
37~80

胃上

2.0

138z年生产指标
5 .15万

WJ-1,5

110

a~z02.8万～6.82

圆上

37～50

程期铁矿

1.5

1981年-19生产指标

ZLD-40

76

3Ⅱ～s3

阿 上

7.0

尖林山铵矿

5 11.47万
1982年生产指标

平均154 的3~137 9~s

LF-4.1

10～38

厂矿务局钢坑锯矿

50～100
2.0

1989年7~8月生产指标
平均3210

LK-1

1，34万

2.0

同上

s0~70a7

1978年生产指标

宋山飘矿

K-1

70

2.0

1.0万~i，9万1

同 上

19的-19年生产指标

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可能于沟解矿

T的~75p00~28
32-62
a2

LK-1

14，5万

岗上

2,0

1976~1078年生产指标

寿王坎啊旷

roRO~4DH 1.3
平意结构的阶段自热制LK-1

196-20

198年，190年时工作指标

2.0

50

金山店获矿

客法

EToRC-100

117 构167丁
.9万

oDH 1.

18.7

会区机械化水平分展究

4号试验采场带标

凡口钢榜矿

30-6o

平均247

2.0

20-2

LP-4,1

-200m盘区试验采场指标

8

平均2z8

CT-15at

V.C.R，法

0,83

采场大量出矿指标

39.8

2,0

LK-1

190~1981年生产散标

40

37~24 6.0~9，0万│
67 

上向水平分层充满法
红悉山钢矿

WJ-A.5D电动 1.5

26～87,5

19年试验带析

a1 平均20

60

岗 上

铜纸山铜矿

26～38
a 

0.76
~5～10o

50～108

实测报标

浅孔留矿法或分层充EnST-IA
金厂峪金矿

电动



续表

10

9

11

7

1982-19年生产缩标，
n1-157

59～100
2.0

LK-1

分段法，分股面矿崩意出
小寺沟领矿

设计指标

中国

18万
36o
 10e

14o

42.5

ST-B

3.

分段霞岩的阶象矿房法
挤竹图多金属矿

ep6

65

ST-

8,0

34

阶段矿房法

马能琳铜矿

610

加拿力

190

sT-sA

33

分段崩落法

竞需复特铜矿

295
59

14～250
3,8

ST-5A

房柱法

将多块罗蒙铁矿
西欧

590

62

54

3.目

ST-5

上向水平分服充填法
Mounl Ira

50

78

3,.8

ST-6

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族
Cobar采矿公司

澳大利回

287 100

2,.8

ⅡK-2，悲

20

106

5.0

XK-2,8
房柱法

网契奏公司
苏联

161

3.8

asK-sA

_,_

50~57.s 的～
r8

sT-u
53.08

CrsgMon媒矿
加拿大

a70

45,8

3.06

Ssr-u

帕度液基响会矿

133

ST-5A

Pyaatimlr
芬志

a6o

π-70

布尔登铁矿

年工作阳仓塞
16万

s00

70.

他

Sr-23

1.55

采矿杂志监舞解

年工作50合塞
21，1?万

8

7

8.8

英国

ST-5A

拖荐



I418 第二篇 地下开采



第十一章 回采出矿 1419

准确实用。因此，在有条件时，按类似生产矿山的实际指标选取，较简单和实用。但目前
还缺乏这方面的完整资料，所以，可用上述方法计算铲运机生产能力后，再参考生产矿山
实际指标，经综合分析研究确定。

11.1.3.3 设备数量确定
设备工作数量可按下式确定∶

(2-11-10)

式中 A——设备工作数量，台;
Q——矿山年回采出矿量，t/a。

备用数量确定如下∶
B=fA 《2-I-11)

式中 B——设备备用数量，台;
 ---备备用系数，??

备用铲运机的作用有二，一是生产班中顶替出故障的设备，二是顶替计划 检修中的

设备。
铲运机备用数量与设备出矿工作制度和检修制度有关。当出矿工作制为每天三赛时，

故备用设备数量要大些，当出矿工作制为每天两斑时，备用设备数量可小些。
（1）设备计划检修所需备用系数。据国外矿山生产资料，设备工作小时数与计划检

修小时数的比约为5u1，则设备计划检修所需备用系数至少为20??

（2）设备大修所需备用系数。据国外生产资料，估算设备大修 时间为 运输时间的

10??则设备大修所需备用系数为10??

囊 2-11-10国内生产矿山铲运机能龄使用寿命

每吨矿石轮胎费用轮 胎 每条轮胎
备注平均出矿量轮冶规稿使用寿命铲运机型号矿山名称 占作业成本比例《元）(×10*t) (%)(h)

1982年生产指标200.3441,85～2,2016,00-24j370～ZLD-40尖林山铁矿
】1984年上半年生产指标250.23b,8226f4.00-2400-50oLK-1丰山铜矿
1883年生产指标200.220,851914.00-24 5W3-1.S程潮铁矿
【1983年生产筹标280.384.0-2412～san0,55～1.0LK-1符山铁矿

0.16.00-24p0~350 j行新的光西喻LK-1 28-33寿王坟制矿 0.3d9,58TORO-10oDHμ1.0-z】3～s00
网产替遗轮验400.355 i0.118-6.299914.00-24LK-1小寺沟锅矿

260.429,8～0.22ToRO-100DH 5a～200)Hp1,00-2]!
试验采场指标37～58,078～0.12 0.92~1,420～88LF-4,1 j2.00-24凡口铅锌矿

160,49O,1050CT-1500 50-ro10.00-20
190.160.1414.00-24250～60sLK-1

1980~1982年生产指标32,40.510。 27ToRO-10DR1.红透山洞矿 30.70.700.18352,00-24LP-4,1
【983年1~8为生产指标14.45大广矿务属 1.252750～26012,0-24LF-4.1衡坑幅矿



1420 第二篇 地下开采

（3）设备故障所需备用系数可按设备完好率计算，设备完好率建议取60～70??则
设备故障所需备用系数为30～40??右。

上述三者合计铲运机备用系数为60～70??考虑现行矿山管理和维修水平以及铲运机
用于不同工艺的利用率的变化，铲运机的备用系数可根据具体条件取50～100??

通常两班制出矿，设备利用率不高的条件下可取下限，三班工作且设备利用率较高时

取上限。

11.1.4 技术题济醋标和主要材料消耗

（1）铲运机生产能力，见表2-11-8。

（2）铲运机轮龄使用寿命，见表2-11-10，2-11-11。

（3）铲运机主要材料消耗见表2-11-9。

囊 2-1-11围外生产矿山铲运机轮黄使用寿命

轮脸使用寿命（b）矿山数目<《个）轮胎混格铲运机护斗客积（m*）

280～9280 包括德斯7,60-15
200～2个月8,16-151，16以下 650~52】0 包括海新z3.,00—10

110,0-11
100~700 包括赢新2I12,00-24
500～g0013.00-251,5~2,3 10～1200214,00—25
400~1808 包括海断816,00-25
40～500 包括幕新2618,00—253,00～5。8 570～1206220.50-25
65023,50-25 15,6 2500i24,50—25
376～1000 包括蘑新28,50—26 56,A~7,3 500～1000 包括翻新929,50—25

11.2 装 运 机 出矿

气动装运机，已湿淅被效率高的铲运梯所代替。但由于铲运机在我国制造及使用时间

都不长，目前某些地下矿山回采出矿仍以装运机为主要设备。

装运机出矿优点
（1）装运机实现了无轨作业，设备轻巧;

（2）装运机可自行一定距离，减少了滴井和漏斗的开凿安装工作量;

（3）采场底鄯纳构简单，易于在出矿工作面处理大块。

装运机出矿缺点

（1）维修工作较大，维修费用较高，

（2）轮胎消耗量较大，轮胎消耗费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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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拖曳风管的限制，远距较短，机动灵活灵不太膏;
（4）铲斗容积小，生产能力受限制。

11，2。1 使 用 条 件

（1）适用于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分层崩落法、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下向水平分层
充填法、平缓矿体的房柱法和全面法等采矿方法的回采出矿;

（2）采场生产能力中等以下;
（3）矿石和围岩中等稳固以上为好;
（4）装运矿岩块度在500～600mm以下。

11.2.2 出矿方式和出矿结构

11.2.2.1 出矿方式
根掘装运机出矿所处地点的不同，可分为两种出矿方式。
（1）装运机在采场进路装运矿石，如无底柱分段麟落法、分层崩落法，进路式上向

水平分层充填法、下向水平分层充填法等采矿方法的回果出矿。

（2）装运机在采场内的多点不固定的装运矿石，如上向水平分 层充填法的回采

出矿。
11.2.2，2 出矿缩构
1。采场进降中的出矿结构
与铲运机采场进赔中的出矿结构基本相同，其差异如下∶
（1）为保证装运机的单程运距回采进路长度不大于40～50m，回采进距沿矿体走向

布置时，其长度不大于100～120m;回采进路垂直或斜交矿体走向布置时，其长度不大于

60m。
（2）回采进路间距一般为2，5～，分层崩落法、进路式上向水平分层 充填法、

下向水平分层充填法等采矿方法的回采进路间距即为回采进略宽度。

（3）分层高度一般为2，5～2.8m
（4）不设无轨斜巷，装运设备、人员、材料、进出各分段分层水平的通道，一般是

设于脉外的设备材料井。

实例见表2-11-12。

2。采场内的出矿结构
在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中应用，出矿结构较简单，主要为出矿漓井的布置。一般出矿

演井位于采场充填体内，随分层的上采逐渐顺路构筑，要求每一采场不少于一对，断面规

格要求同前。采场设备和材料通道为充填通风井，一般位于矿体采场内。

实例∶见表2-11-13

11，2.2.3 出矿物道参数确定

（1）装运机设备一般通过设备材料井或采场充填井进入装运水平或采场中，不设无

孰斜卷。所以，出矿巷道均为无轨平巷，其坡度与有轨平巷相同。

（2）出矿巷道断面规格的确定原则及方法与铲运机相同。

建议的各类装运机出矿卷道规格见表2-11-14。



装运机在采场进路中的出矿罐狗卖例

费 2-11-12

_7绪
 构

矿山名称

出 矿 潮并

│ 沿矿体走向布置在靠上盘的矿体│
沿分段平巷布置，且位于上盘图岩

25m!醋直矿体走向布置时，与分段平巷│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矿体 厚度小于 25m│

或靠上盘的矿体中，其间眶为50～60

大病锁国

m。潜井断面规格为φ2m

│于25m时，回采进距避直矿体走向布置，采何采 │场宽度60~4om，分段高度B~13m，采用 ZYQ-14装运机出矿

沿分段平卷布置，一个采场一条，
宜沿矿体走向布置在下盒图岩中，

梁直矿体走向布置，与分段平截直沿F
无磁柱分段崩蒂法，重直矿体走向布置，

其间距为60m，平均透距 为20～30m
矿体厚大时，在矿体中央再设-条
，G 交，共间距为a～16m

河山铁矿

采杨宽度3am，分段高度10m，采用T，G 

分段平著

出矿

沿盘区平卷布量，一个采场设置一
为盘区平卷，且位于矿体中

垂直盘区平密布置，与盘区平卷宜
无底柱分段崩蓄法，盘区布置，30～80m

条，其间距为50～60m

神山铁矿

一个盘区，盘区中每5～即m布一个采
交，其间庵为10m，其长度为25-

沿分段平巷布置，一个采场一条，

│釉工矿体走向布置，与分段平巷良
沿矿体走向布置在矿体下盘開

无底柱分段麟考法，垂直矿体走向布置，
弓长触铁矿

其间距为50～60m，平均运距50m

采场宽度50～60m，采用T。G出矿
交、其间距为10m

岩中
沿矿体走向布置在矿体下盒型岩

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羹直矿体走向布置，

沿分段平巷布置，一个来场一条，

雪直矿体走向布置，与分段平巷直

尖林山铁矿

采场宽度50m，分段高度10~12m，采用T，G│

其间距为50m，平均运超小于Apm

交，其间距为10m

出矿

沿矿体走向布置在围岩中

验直矿你走向布量，与分段平卷直

沿分段平巷布置，其间距为50m翻

无底柱分段崩露法，垂直矿体走向布置，

井断面规格为φ2m

交，上下分段错开呈藏形布置

采场宽度50m，分段高度10m，采用T，G出
山钢矿

矿

嚼直矿体走向布置，与分展平巷直
 例筋混凝土包网的分层崩落法，沿矿体走

沿分层平巷布置，且位于下盘湿岩

交，回采进赔宽度2，7m，固采进路

中，一个采场一条，其间距为50m，
盘的矿体中，上下分层错开布置

尚布量。采场长度50m，采用T，G出矿
武山纲矿

长度为1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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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1-13敬迷机在上向水平分塞充填法果场内的出矿储构宴例

矿 结采矿方法矿山名称

每一采场设二条充填井，2-3条顺略天并，2~3条出矿瘤井，温井位于上向水平分层充填凤盖山需矿
充填体内，用钢筋混凝土钩筑，其壁原0，5～1，0m，其断面爆将为多2m法，采用T，G出矿

每采场侵置2条充填并，2条腐路天井，2条出矿溜井，猫并 位于充填体上陶水平分暴胶结

内，其断面规格为1.2×1，2m凡口格锌矿 充填法，采用T，G出
矿

每一采肠设1～2条通风究填井，2-3条顺略天井（人行），2～3条出矿霜井，上向水平分服充填锶绿山铜矿
且位于采场充填体内，用14mm钢板焊接而成，溜井断面规格为φ1，6m法，采用T，G出矿

囊 2-71-14重议的款烟机出矿者道规格

巷道高度卷道宽度设备外塑尺寸宽×高车销寥积铲斗容积设备型号 (m)《m)(m*) <tm)《m>

2,5～2,82,8～8,01.215x1,450,8ZYQ-12 0.12
2,8→3.03.2-3.51,615×1,710I,6ZYQ-14 0.30

（3）出矿巷道转弯半径一般不小于8～10m。

11，2.3 设备生产能力和数量确定

设备生产能力一般根据类似矿山的生产指标，结合运距、大块率，是否分采、出矿溜
井的配置、上下分段（分层）的干扰等影响因素综合分析选取。建议的装运机生产能力见

表2-11-15。
设备数量按式（2-11-10）计算，备用量按式（2-11-11）计算。国内矿山资料表明，装运

机备用量可取100??

赛 2-11-15装运机生产能力的建慎者标

产能 

ZYQ-12ZYQ-1s作 业 条 件采矿方法
台 年台班台 年台班│

1.著分采;
2.运距大于50m; 795万-8万80～120!
3，矿石体置小
4，1-2台设备使用一条出矿滴井

无底柱分段崩营法
1，不需分采。
2，运距在40～50m以内; 130~15 万-B万
3.矿石体重大;
41～2台设备，使用一条出矿遍井

1.不能分采，
分层崩落法，上问 2万～3万p4万-5万 35～502，运距在40～50mn以内; 60～o

或下向水平分层充端
3.矿石体置小

法 4，1～2台设备，使用一条出矿溜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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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矿山装运机生产能力见表2-11-16。

生产矿山碘遇机生产能力 我 2-11-18

（t）拾年装运机重号矿山名称 采矿方法 运能（m） 生产能力台

大庙铁矿 zYQ-14 4～50 13B无底柱分段崩善法
2YQ-14程潮铁矿 40～50 130～140同 上

8，5万T,G尖林山铁矿 <30同 上 103
5，0万T,G 30～40符山铁矿 67.5同 上

5，4万~7，5万ZYQ-14 60～60 122~154海山铁矿 同 上
4.7万 T,G 70～80同长岭铁矿 50网 上

zYQ-14同 上中条山能子沟铜矿 60 130
T,G上向水平分展充填法 30～40 8d～100具显山铜矿
ZYQ-12 60～8020～30凡口铅钟矿 同 上

或ZYQ-1zG
55～80ZYQ-14 2～30铜绿山需矿 固 上
5～的020～3ZYQ-14同 上红进山箱矿

11.3 电 耙 出矿

电把出矿多年来广泛应用于地下矿山的回采出矿作业。目前仍是我国地下矿山回采出

矿的主要设备之一。
电糖出矿优点，

（1）设备结构简单，坚固耐用易于维护、检修，维修费用低。据寿王坟钢矿生产资
料，电靶维够费仪仅占出矿作业费的8??右，折旧费占出矿作业费的15??出矿成本低，

一般为每吨0.5元左右;
（2）操作简便，工人易于掌操;
（3）基建投资小，设备购置费低，要求巷道规格小;

（4）作业范围较广，电耙还可作阶段上部水平的掘进出磁，充填材料的运撒、粉矿

回收等作业）
（5）若采杨爆破崩下的矿石块度适中均匀，电粑生产能力可达较高水平。

电耙出矿缺点∶
（1）机动灵活性差，摔换工作面不太方便，且一般只能作直线把运;

（2）作业率低，受其它井下作业的干扰，一般为25～40%;

（3）靶运距离短，水平靶运一般不大于40m，下坡靶运不大于60m，

（4）溜井和漏斗（堑沟）的开凿安装工作量较大。

11.3.1 使 用 条 件

（1）大部分采矿方法的画采出矿及阶段上部水平的漏进出碰，

（2）采场生产能力中等以下;
（3）矿石和围岩中等穗固以上为好

（4）靶运矿岩块度在350～500mm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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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出矿方式和出矿结构

1，3.2.1 出矿方式
根据电靶出矿所处地点的不同，可分下列三种出矿方式。
（1）采场底部结构中的出矿，电规设备位于采场底部结构中，长时间固定在一务集

矿巷道靶运矿石。如留矿法、分段法、阶段矿房法、有底柱分段崩落法、阶段崩落法等采
矿方法的回采出矿。

（2）电耙设备位于采场进路中粑运矿石，如分层崩落法、进路式上向水平分层充填
法、下向水平分层充填法等采矿方法的回来出矿。

（3）电船设备位于采场内多点不固定的都运矿石，如全面法、房柱法、壁式崩落

法、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等采矿方法的回采出矿。

11.3.2，2 出矿结构

1。采场底部中的出矿结构

按其强矿结构不同可分为操斗式和堑沟式两种，出矿结构由集矿漏斗（墅沟）、电耙

巷道和出矿灌井（溜子）等构成。详见第五章采矿准备及切割。实例见表2-11-17。

2。采场进路中的出矿结构
1）回采进路
（1）回采进踪布置与矿体厚度有关，当矿体厚度小于3～5m时，沿矿体走向布置，

当矿体厚度大于3～5m 时，直交或斜交矿体走向布置。

（2）当采用巷道式回采进路时，回采进路与分层平卷可直交或斜交。这种布置方式

回采时暴露面积小，使用维护及安全性好，但机械化水平低。还需人工辅助出矿，劳动强

度大、生产能力低。当采用以出矿躏井为中心呈放射形的回采进路时，与分层平巷呈斜

交。该布有利于电耙出矿，可减轻出矿劳动强度，提高出矿劳动生产率。当采用倾斜分层

回采进路时，其布置与巷道式回采进路相似，但回来进略呈 12°左右的坡度。该布置便于

电靶出矿，靶矿效率高，便于充填料的输送和接顶。
（3）当采用巷道式回采进路时，国采进度长度一般不小于10m。当采用放射形和倾

斜的回采进路时，回采进路长度不宜超过 30～40m。

（4）回采进路宽度一般为2～3m，个别可达5m;上下分层回采进路平面上应错开布置。

2）分层平卷
当采用巷道式回采进路直交或斜交矿体走向布置时，分层平卷沿矿体走向布置于矿体

中。当采用巷道式回采进路沿矿体走向布置时，分层平巷与回采进略合而为一。当采用倾

斜回采进略时，分层平卷垂直矿体走向布置于矿体中。分层高度一般为2.0～2.5m，上下

分层平巷平面上应错开布置。

3）出矿溜井
一般沿分层平巷布置，其凤距为30～50m。淘井断面规格要求同前。实例见表 2-11-18。

11.，3，3 设备选置、生产能力和设备数量确定

11.3，3.1 设备选霾
影响设备选型的主要因素有粑运距离、采场生产能力、靶运矿岩的块度、作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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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1-17电辊设备在采端意部随构中的出矿结构实例

旷_结 构出
矿山名称 采矿方法及构成要素

电 靶 卷 道 出 矿 溜 井漏斗《集矿数沟）

沿电粑道布置于采场潜矿体走向布置，-采用漏斗式出矿结构，分段法，沿矿体走向
一墙，一条电把灌设置个采场设置一条，距阶单侧布置，其间距为布置，矿房长度42m，
一条，其断面规格为φ段运榆平卷顶板高间柱宽度8m，分段高度 6m方形，量斗料面倾因民钢矿 2.5m4.5m，其断面属格为角50°漏斗颈断面规格14m，?柱厚度Ism，顶

为2×2m 2× 2m柱厚度5m，采用电把设
备出矿

沿电船道布置于下盘采用蟹沟式 出矿结 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深孔阶段矿房法，事
圈岩中，每一电把道设构，沿电把道是双排连 每一采场设置平行的后胶结充填处理采空
置一条，其断面规格为两条。其间距 为a~10续的堑沟，教沟斜面倾区，垂直矿体走向布置，
2× 2mm，电知道距阶段运输角50°，出矿口间题7m，采场宽度15～20m，间红透山桐矿

平巷顶板高1.6m，电惜开布量，出矿口断面柱宽度10m，顶生厚度
道新面规格为2，2×规格为2，2×2.0m7～8m，采用电靶设备
2,2n出矿

沿电袈道布置于描上采用漏斗式出矿结 垂直欧体走向布置，有底柱分段崩落法，
盘的矿体中，一条电把构，翻斗双侧对称布置， 一个采场设置一条季直旷体，走向布置，

易门铜矿 道设置一条其间距为5m，方形矿房宽度10～15m，分
段高度13sm，席挂厚度
7m，即间距为4～60脚山抗
m，采用28kW威30上W

电靶出矿

沿电把道布宜于下盘垂直矿体走向布置在采用调斗式出矿绪有底柱阶段崩落法，
覆岩中，每一电靶道设矿体中，一个采场设置裨，着斗双键缝开布量，垂直矿体走向布置，矿铜 官 山
置一条一条，电犯著距阶段运方形，其阀走为5~9m房宽度12～15m，间柱有色金属公司 输平巷顶板高度为2.5宽度-10m，底柱厚度

狮子山梯情 ～3.0m，电靶道断面操5～8m，采用 28kW或
格为2×2m30kW电把出矿

质等。
（1）合理的水平靶运距离不大于 4m，下坡靶运距离不大于60m。若采场生产能力

大，粑运距离较长，选用大中型设备。只有在采场生产能力小，靶运距离也短时，才选用

小型设备。
（2）靶运矿岩块度一般允许在 350～850mm以下，块度较大时采用大中型设备。竖

硬的块状矿岩，采用锁式靶斗，软或砂粒状矿岩，则采用箱式靶斗。

（3）卷逮掘进出瘤，一般不宜采用大中型设备（与回采结合时例外）。

11.，3.3.2 生产能力确力
一般根据类似生产矿山指标，结合犯运距离、大块率、电粑道维护量、通风、阶段运

输等影响电粑设备生产能力的主要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选取。在选取指标时，应采用由采

场出矿开始到出矿全部结束，整个出矿属期内电靶设备的平均生产能力。

建议的电靶设备生产能力见表 2-11-20。

国内生产矿山电靶设备生产能力见表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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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把在采场选赔中的出矿缩构实例 表 2-11-18

构_矿____结_出矿山名称 采矿方法及构成要素
分 层 平 善 出 矿 潮 井回 采 进 路

沿分墨平巷布置于矿以出矿潮并为中心是 沿矿体走向布置于矿下向水平分层充填
体中，两个采场共用一体中，连通采场的通风放射形布置，其长度为法，沿矿体走向布置，
条出矿糖弁，其间距为天井和出矿溜井，分层30m左右，宽度为2，4～黄沙坪铅锌矿 采场长度为30m，采用
60m高度2.6m（第一、二s.0m，上下分腰进路rW或13kW 电靶出矿

层为2，2mn）平面上链开布量
沿分层平卷布置于靠垂直矿体走向布量于从分层平卷以倾角倾斜进路下向水平分
下盘的矿体中，每一分矿房两端，分层高度为12°沿矿体走向布置，层充填法，沿矿体走向

金川有色 层平卷布置一条，回采$m（第一、二层为2m）其长度为zm，宽度为布置，采场长度为5Dm，
进路设置13kW电把，5m（第一、二层为2m），人行通风井和出矿溜井

金翼公司 分层平老设置2kW成上平分层选赔平面上错位于矿房阴增。充填井
80kW电把接力出矿开布置位于矿房中央，采用

龙首矿 13rW和2skW或30W

电粑接力出矿

位于矿体下盘氮着沿矿体走向布置于靠从初制上山中心沿矿分屋期落法，沿矿
中，上部蜜切翻上山，下盘约矿体中，分展高体走向双侧布置，其宽体走向布置，采场长度
其间距为10～15m度为2~2.5m度为2，4~2.6m，长度16~16m，切部上山

为5~7，6m，相邻进路位于采场中央，每采完湘辉锰矿
趋前距离一般控制在一个吸场，如用黄泥浆

灌入粉落区，以预防火2，4~2.6m或4，8～5，2
m之间灾，采用电靶出矿

小灌并沿主进路布垂直矿体走向布置于主进略沿矿体走向布软性智顶分层崩落
置，纵横间距为5～6m，采场一端，且与下盘材置平行的两条，相距为法，沿矿体走向布置，
采场着井沿电把道一增料井连搜5m，且与分层平糖连采场长度为40～60m，马控格锡矿 布置，一个采场一条，接，回采进路垂直矿体材料并位干采场一端的
每15米垂高为一电杞层走向布量，且与主进路下盘谣券中，采用电枢

连接出矿

我 2-11-19意议的各良电把出矿着道规格

出矿卷道规粒鬼 格斗 规把电把设备
高度（m）宽度<m）容积（m*）高度（）宽度（m）型 电

1.8~2,01.8~2.02PK-14 0,20.4~0.50.66～0.8
2JP-15

2.0~2.22.0-2,22DPJ-28 0,30.535～t.551.0~1.2
zDPJ-3

2,2~2.52.2~2,60.5～0，否1.01.52DPJ-65

11.3.3.3 设备数量确定
（1）工作数量一般按矿山同时出矿的电把道，或工作面和备用电靶道，或工作面配笠

的电帖设备数量确定。另外还应包括矿山同时进行采准、切割采场所需的电粑设备数量。

（2）备用数量建议取工作数量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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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1-20建仪的电把设备生产做力

粑斗容积 靶运的F 将块度 粑运距离 生产能方（t》
电靶显号

(m"> 台 年班(m)(mm) 台

2PK-14 .0万~8.0万<40<3500,2 30-30
2JP-16

2DPJ-2 39.5万~5.0万<400.3 <500 60～80
zDPJ-30

5，0万~8，0万<402DPJ-55 <B60 80-]000.5～0.6

泰 2-】l-21国内生产矿山电把载备生产管力
台班生产电纪型号 沼运距高来 矿 方 法矿 山 名 称 建w， 能万（）(mn)

11-204b～50
全面法东江铜矿 253～440～5028

部5～940～5014全面法通化有矿

3140～60全面法 28或80新江大罗坝铁矿

59～即14房柱法每矿山批矿 7040～5028

5D30～401a房柱法务川汞矿

88～a2402B分段法因民铜矿

120～16o20 40阶段矿房法寿王坟铜矿 206～2503056
12c30Ab阶段矿房法中调钢矿
60～504028分段法白银舞铜山矿
3d-504～601浅孔留矿法香花岭幅矿

90-10030b65湿孔留矿法大吉山锦矿

42-505014或30长壁崩落法龙制铁矿
60～1ae40～5028长警崩露法王村铝土矿
9128～302B有底柱分段胸落法中条山胡峪铜矿
826～3028有底柱分段麟幕法中条山篦子沟铜矿
75d02B或30有底柱分段削落法易门辆8
6740～50有底柱分囊崩落法 1s愧屏我矿

6～703D～8028有底柱分段崩露法公树山病
8D2～37.628阶段剧落法提林铅钟矿
8Q30～5028阶爱崩落法狮子山铜矿
±03028阶袅崩落法德兴铜矿

80～t0o30～442移审30上肉水平分层彪填法
30～4307贫沙焊铅养矿 下向水平分层充算法 0-603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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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振动放矿机出矿

11.4.1 概 述

振动放矿是通过振动放矿机对矿石松散体的强力振动，并部分借助矿石重力势能，实
现均匀、连续并容易控制的一种强制出矿方式。

振动放矿机出矿具有如下优点∶
（1）振动放矿机对于块矿、粉矿、粘性矿及冻结矿等，均能显著改善出矿条件。金

山店铁矿，闸门放出粘结粉矿时，装满 5Ct的列车需39～50分钟。采用振动放矿机一般仅
为5～20分钟。

（2）出矿能力有较大的提高。辉铜山铜矿采用分段空场采矿法，用振动放矿机出矿
使采场出矿能力提高到350～500t/d，井下出矿能力比使用气动闸门出矿提高2～30??
.矿车装满系数普遇由0，7～0.8提高到0.9～1.0，提高了装运效率。

（3）基本消除了出矿过程中的卡矿、结拱和堆滞现象。东风萤石公司杨家矿采用振
动放矿机的出矿口为72）×806mm，出矿块度最大为135D×600×800mm。

（4）振动放矿机出矿，矿流平稳、易控，避免了装车时矿流冲击引起的反尘。

（5）振动放矿机出矿与气动闸门出矿相比可节约能耗。如辉铜山矿使用12台振动放

矿机代替原气动闸门，每月电耗减少1～2万度。

（6）采用振动放矿机出矿所需采切工程量比其它出矿方式少。

振动放矿机的主要缺点为;

（1）不象无轨自行设备那样机动灵活，只能在曝定的出矿点出矿，不能随时移动，
（2）选型与安装不当时，难于达到良好的工作状态，甚至影响出矿效率;

（3）若底板断裂，振动电机烧坏⋯⋯等故障将迫使停产 检修，且振动电 机价格

较贵;
（4）若弹性系统、密封系统不当，将产生较大噪音和漏矿，增加粉尘浓度。

11，4.2 都动放矿机选置

11.4，2.1 撅动放矿机的种粪
振动放矿机机型很多，其典型结构有三种。 ，

1。单轴振动放矿机
见图 2-11-13。优点∶采用普通电机，价格较低;参振重量较小。缺点。两皮带轮中

心距方向会产生位移，使振动放矿机产生不规则摇摆，造成皮带磨损快，甚至拉断。此类

放矿机将逐步被附着式振动放矿机取代。

2。双轴振动放矿机

如图 2-11-14所示，理论上分析四种放矿机是在放矿量要求大、矿石流动性差和要求

激振力调节范围大的条件下使用，其优越性较大，故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3，附着式振动放矿机
该机的特点是直接用振动电机附着于振动台板之下，省去了上述类型振动放矿机动力

系统转换的一套设施（如皮带，皮带轮等），是目前较好的一种类型。其基本结构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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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14 双轴振动放矿机图 2-11-13 单轴振动 放矿桃
1--动台;2-弹性系统。3~电动机;1—氯动台，2-弹性系统;8一电动机;
4一凝动器;5一机架16-传动皮带4一振动器;S一机架;6一传动皮带

2-11-15。
11.4.2.2 选型计算及校验

1。原始资料
振动放矿机选型计算，需收集矿岩的物理力学性质、最大块度、粉矿堆积角（如表2-

11-22），矿岩的自然安息角、土壤的自然安息角、不同的内摩擦角及其相应的侧压系数、
内摩擦角及内摩擦系数（分别参见表 2-11-23，2-11-24，2-11-25）、大块矿石与粉矿的

比例、矿石的粘结性、矿石的含泥量及含水量、矿石体重及松散系数、使用地点、溜井形
状及尺寸、放矿口尺寸、每个放矿口要求的放矿量及服务时间等原始资料。

2。埋设参数的确定
振动放矿机的埋设参数包括，眉线角a、眉线高度库和埋设深度La（见图2-1-16）。

He-L2-+
x7下T-NTTV卡

图 2-11-16 搬动放矿机 埋设参数图图 2-11-15 附着式报动放矿机
1一振动台，2—弹性系统;3一电微器;4-机架

 矿石的动安息角中可近似的看作比自然安息角小5°～10°。

1）眉线高度的确定
眉线高度 库取决于大块尺寸a和大块通过系数K，可用下式计算。

(2-11-12)h= Kd
振动放矿机出矿的K值比重力放矿要小，一般K=1，6～2.2为宜。当大块矿石产出率

较高或矿石粘性较大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滑石一类的矿石，K值可小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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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矿堆积角（α）实测值 泰 2-11-22

粉矿堆积角矿石的粘结性号 溜放物名称 岩石硬度系数序

8B°～70*不粘白云着〈含闸） 4~-61
65"-70*不粘书矿石（石英脉）〉 12~192
55°～60°意状赤铁矿 不粘10~128
66*一B5*粘性较大10～15赤铁矿
60"不粘钒钛铁矿石 6～135

不粘 6*～71'磁铁石英岩 12～156
粉矿较多，较粘 ag*-75°赤铁矿 12
熟矿多而粘 . >86°的卡岩型磁铁矿B
粘性不大 85"～75'钢 矿 4～89

°不粘 55*～部疆铁矿 1810
石灰石矿 8～1211

55°-80'不粘8～12赤铁矿12
85*~70*不粘8～12铅棒矿1a
60*一65"不粘赤铁矿 10-15t4

各种矿石、岩石及土确的备储安急角表 费 2-71-23

摩擦系款侧压力系数自然安息角客重V
称名序 号 Ke 树对混凝土对阴板（t/m2）

0.17145"1.70~2,00铁烧结矿
0.850.600.27135°1.90磷灰石晶矿
0.36.450,43g3 30*石膏（狭径100mm以上> 1,45
0.350.550,21740°1.85石青【共径1CDmm以下）
,800.500.33330°1.20矾土5
0,700,600.217~0,1740"~45°干的粘土 1.80～1.7Dφ
0.80,2015*-25° 0，的88～0，4161 ".2.20瀑的粘土7
0.400.300,456～0,27126"~35*潮湿的粘土 ↓,70～1.80B

0.406,406～0.27)25°-85'1.91~2,0温的砾石9
0,750,4535*-46° 0.271~0.171,80干的感石10

4,361～0.328"~30'1.70逼土11 ←-D.33~0.171部0"～35'1.69潮湿土I2
o,21740"1.70~1.74白云石13 -0.362-0,27128°～35"1.20~1,5干的端喧土14 0,600,B440"～50* 0.271～0.1320.40～0.70干的煤灰15

0.350。450,3330*生石灰〈粒径100omm以上> 1,1618 0.360.550,271a6*0.90生石灰（粒径100mm以下）17 0.350.550,27135"0,70消化石灰粉18 0,550.21～0,17]85*～45·1.40~1,75石灰石Ie 0.479.34,17145°0.6D微资20 0.55,406～0.24925*～37*0,99～1,00水基石21 0.840.24937*1,30～2,00块石22 b.29533·1,4D水泥熟料23 -0,36128*0,93电石24 0,21740°1,37～1,56石英（粒径50mm）25 0.850.530.29633*1.80镁粉（粒经30mm以下）26 0,1711.80～2.00蠕矿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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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容 重 侧压力系数自然安意角 摩兼系数
序 号 名 称

中(《t/m") 对混凝土对钢板K。
铁座 0.3～0,23128 1,90～2.1q
干砂 0.5029 0.7002711.60 36°
癫润的砂 0.400,8530 t。n171.81 40"
含水饱和砂土 0,3531 2.00 25* 0.408 0。48
煤的粉末82 0,70 18° -0,569
钕矿石 1.80~2.0093 9,217
磁铁矿 2.50～3.5034 d5' 0.,17] -
赤铁矿35 2.5~3.00 0.17145°
漏铁矿6 1.20~2.00 0.371 -46'

0.34烧融37 0,5040°0。60 0.217
干的砂质粘土 20°～46"38 1.60 0.48～0,ZJ7

潮温的秒质粘土 15°～20' 0.549-0.4B0$9 1.98 -湿的砂质粘土 0,490~b.4062.1040
0,35无烟煤 0.41 30" 0.383b.90
0.35福煤 0.700.17142 45*0.70
0.5D0.50确粉 0,2174°1,6948
0.800、58水泥 0,33330*1.6asd
0.A40千的煤藏 35·～60" 0.271～0.3120,60～1.0046
0,30D,60烟煤 0,217d0°0.9048
0,850。65碎煤 0,21?6.a04r -0.333大换泥煤 380,75{8 -碎块泥媒43 30° 0.8330.86

泰 2-11-24不同的内廉兼角及其相应的侧压系欺

甲.，（*） K。K。甲a*）

0.1800,33 4《
0,17132 0.297 d6
0.18334 480.2B3
0,14 16 0.271
0.12500,25936
0.1005538
o,072600.21740
0,040650.188

表 2-11-25内库缘角及内息缘系藏

内康擦系数J，=tg，内摩擦角甲。（°）
物料名称 动静动静

0.57～0.700.84～1,03o～3640~50磁铁矿，赤铁矿
1,00疏铁矿《块） -0，70~1.即35～45锰矿

0.79～1.的舞矿 35~45
9,8440钢、铅、锌制矿 0.67～0.79.84~1,908D-354D～45石灰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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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

内部集系数f，"igYa内摩藻角P，f*）
物料名称

动 静静

30～46账石 0.57-1.005o 0.57
碎石 1.D0 0.703545

D,E1~1.00无烟煤 27～45 0，81一0.6727~30

历值确定后，将方=届作为合理埋设参数应满足的条件，其目的在于保证出矿口的矿流
流通断面。压过小会影响振能的有效传播和大块的通过，h。增大，意味着埋设深度La的增
加，当增值过大时，由于参振重量过大，会引起振动台面受矿端的振幅变小，这不但无益

于提高出矿能力，还徒然消耗动力。

2）眉线角o的确定
为了保证振动放矿机停机时矿石不从槽台撒蒸或溢出，6要比矿石自然安息角6小。

(2-11-13)o≤0- (2°～4*)

3）埋设深度La的确定
当h=届时，据图2-11-16的几何关系，可导出埋设深度的计算式。

(2-11-14)

式中 L——埋设深度，m;
h——眉线高度，m
q——振动放矿机合面倾角，（"）;

φ——振动放矿机出矿矿石静止角，一般比矿石堆积角度小5°～10°。

3。振动放矿机几何参数的计算
几何参数包括，台面长度Z，台面宽度B，台板倾角α（参见图2-11-16）。

振动台面几何参数必须根据矿石的物理力学性质、矿石自然安息角、最大的块度尺寸
和运输设备等因素来计算。

1）振动放矿机的长度
(2-11-15)L=(LA +La)/cosa

式中 L——-振动放矿机的长度，m;

Lz——眉线至放矿机末端的水平投影长度，m;

Lg-—矿石塌蕃的水平长度，m。

2）振动放矿机的宽度
(2-11-16)B= (1.6～2.0)d

式中 B——振动放矿机的宽度，m;

a——大块矿石尺寸，m。
目前振动台面宽度，一般取800～1400mm。当大块矿石尺寸a大，和要求的生产能力

大时，或容器尺寸较大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应当注意的是，B值要小于受矿容器的

进口宽 度 300～600mm，以免撒矿，另一方面，在受矿容器大于握动放矿机台面宽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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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振动放矿机的B值减去 300～500m后，B值应为其妥矿容器进口宽度的整数倍。
3）振动放矿机台面倾角a

一般台面倾角α取10°～20°为宜，矿石流动性好时，取小值，反之取大值。
在振动强度相同的条件下，台面倾角的增大，将使振动放矿机的生产能力提高。但倾

角增大是有限的，不能导致眉线角d大于自然安息角θ，否则矿石会产生自藏，带来不良后
果。此外，台面倾角过大，会使台面长度增加，从面增加参振重量。部分矿山台面倾角a

值超过 了 20°，虽然其眉线角还未超过自然安息角，但

由于振动敢矿机在停车时会产生一点余振，此时矿石易

撒落在巷道中，增加了巷道清理工作量。小于 10°时，

生产能力减小，但流动性能很好的矿石可采用8°～8，

如滑石。
4）操动放矿机台面与矿车的关系，见表2-11-28和

器 2-11-17 台面与矿车关系图
图2-11-17。

1-动机台面;2一矿本
4，参振寓量的计算

囊 2-11-26很动放矿机合面与矿本的关系

标准轨矿车6,09,D8.5.4,01,2,2,0参.5，0.55，0，75矿车客积（m*）

>300360～《06250～35z06～300150~200bj《mnm)
>350>300>300>250→200;(mm)

参振盒量由振动台和矿石重量两部分组成。
(2-11-17)G=G,+KG;
(2-11-18)G,=qgBla +yBU

式中 G—一参报重量，kg;

K——振动台画上矿石的结合系数，K=0.15～0，8，

G;——振动台重量《包括振动器），kg;

G;———在振动台面上的矿石重量，kg，

q——-撮舍埋入部分单位面积上的重量，kg/m2;

γ-—矿石松散体重，kg/m2，

U——眉线以外塌落于振动台面的矿石纵断面面积，m2。

(2-11-19) -1(L-a)
根据受矿卷道中的矿石达到一定高度后，矿石的垂直压力不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大，越

向于定值之原理，即重量为矿石与卷道壁之间的摩擦力所平衡，由此可求出豆值。

矿石表面光滑，含泥及含水量少的矿石。

(2-11-20)q=TStd
对粉矿或粘结性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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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

式中 d—-矿石对巷道周壁的外摩擦角;
⑨。——矿石的内摩擦角;
S——受矿巷道横断面周长，m;
F—一受矿巷道横断面面积，m2，
C——松散矿岩的表面粘结力，kg/m2;
Kc——侧压系数。

_1-sin9。 <2-11-22)工十sin9。

内摩擦角甲，是表征松散体流动性的基本量。松散体的内摩擦角愈小，侧压系数 Kc值则
愈大（松散体流动性愈大），反之则愈小。

11.4，2.3 撒动放矿机使用越国
在选择振动放矿机时，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计算，以求得较接近实际使用的机型。我

国目前应用的振动放矿机有数十种型号，它们的振动参数，几 同参 数，埋设参数均有差

异，额定功率为1～30kW，，机重由300～10000kg。目前仅能提出一个大致的使用范围。

（1）一个出矿口的年出矿量5万t以下，储矿高度4～30m，储矿段断面2×2m2或薄

矿体留矿法，长壁法，全面法等的漏斗中使用。且要求振动放矿机在一处放完后，进行拆

迁，重复使用时，可采用功率为1，5kW、台板长度为1.8～2.3m、台板宽度0.7～1，0m的

轻型振动放矿机。
（2）一个出矿口的年出矿量约在5～10万t左右，储矿高度在30～70m，储矿段断

面为2，5×2.5m，或阶段崩落法，可用功率为3～4kW，台板长度为2～3，5m，台板宽度

0.9～1，2m 的振动放矿机。
（3）一个出矿口的年出矿量50万t以下，储矿段新面3×3m，储矿高度70～100m，

可采用功率5.5～7.5kW，台板长度2.5～3.5m，台板宽度为1～1.4m的中型振动放矿机。

（4）一个出矿口的年出矿量能力在100万t以上，铺矿段断面直径为φ4m以上，矿车容

积在3m2以上，可用功率为 4、5.5、7，5kW 的振动放矿机并联运转，或设计重型振动放

矿机。
在选择振动放矿机时，应注意振动放矿机的旅板形式，目前，底板形式有四种，正常

情况下，底板受矿端和卸矿端的宽度是一样的。只是在矿车长度稍大、台板宽度较小时，

矿车两端装不满，影响矿车装满系数。为提高矿车装满系数，可将卸矿端加宽。不要选用

台面宽于矿车长度的振动放矿机。若矿石含泥、含水、粉矿多的时候，最好采用活动斗舌

的结构。

11，4.3 生产能力和设备数量确定

31，4，3.1 生产能力确定

1。技术生产能力
1）矿石输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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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x+2x号n，sina-sin2x）mgcOsa+（cos2zng-1）sin的 （2-11-23）

βarcos (2-11-24)

式中 A--一振幅，mm）

v——矿石输送速度，m/h;
o——振动频率，s-';

β——矿石的抛射角，（"）;
——振动合面倾角，（°）;

n，——为跳跃系数，它取决于工作状态系数K，值，K"K，，K为振引
度，-般取1.9～2.3。形值见表2-I1-27。

泰 2-11-27矿 石脆 联 系 微

3.303.002.7S2,00 2.502.25Kv

1,600,8970.920,80 0,80.74*p

2）技术生产能力
(2-11-25)2=3800Yh,Br

式中 Q-技术生产能力，t/h;

γ——矿石的松散容重，t/m*;
——眉线高度，m;
B——报动合宽度，皿）

·2。使用生产能力
振动放矿机的使用生产能力，要比技术生产能力小，其影响因素有∶

（1）探动放矿机的动力系数;

（ 2）振动放矿机的几何参数;
（3 ）振动放矿机的埋设参教;
（4）振动放矿机的弹性系统;
（5）矿岩的物理力学性质、矿石块度、湿度、粉矿比例、粘结性等;
（6）装卸设备的规格、性能及运输方式等;
（7）采矿方法及可放出的矿石量。
综合上述因素，可用下式计算∶

《2-11-26)0'= KQ
式中 Q——使用生产能力，t/h;

K——生产能力的影响系数，K=0，2～0，4。
目前我国使用的振动放矿机的实际装车时间见表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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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2 设备数量确定
振动放矿机选定后，在数量上必须满足尼一个放矿口能安装一台。据调查，弊台振动放

矿机损坏得不能使用的尚未发现，均是局部构件出故障，故-一般不设备用的振动放矿机。
但同前，国内振动放矿机的振动电机时见损坏，所以应随机多购置备用电机10～20??

11.4，4 采场振动放矿机出矿的底部结构

11.4，4，  采场底部结构形式
1。漏斗式
漏斗式结构用于无底柱崩落法的采场溜井、有底柱崩落法、充填法、房柱法、长壁法

等。可分为单侧漏斗和双侧漏斗两种（见图2-11-18，2-11-19，2-11-20，2-11-21）。

图 2-11-18 单测磊斗底部结构布置图
1-运输平巷，2-矿率，3-振动放矿机，4一井颈;5一屑线梁

图 2-11-19 双侧裾斗底部结构布置图（东风萤石公司）

1-阶段敦矿运输V替∶?封淬共遗，3-振动放矿机，4-短毕井和漏斗，5一周线果和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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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安
图 2-11-20 双侧凝斗底部结构布景图

1-动制老道;z—振动放矿机，S一筑矿硼室，4一运验平皂

图 2-11-2S 晏门铜矿双侧滑斗底部结构布置图
1-送输营道;2～漏斗，3一订多平警;4一切削横，5一最动放扩机

2.堑沟式
采用堑沟式底部结构的目的是为了使振动波有效地控制在传播范围内，以减少大块的

堵塞、卡斗、悬拱，以保证矿石有较大的流通断面。通常垂直装矿卷道德进振动放矿机碍

室，然后挑漏斗井，开意拉底卷道，在拉底巷道两帮打眼爆破，形成边坡角等于或稍小于

振动放矿角的氢沟，目前有如下三种，
（1）冯家山铜矿单堑沟底部结构，见图2-11-22;
（2）倾斜安装硐室的堑沟底部结构，见图2-11-23;

（3）水平安装硐室的双堑沟底部结构，见图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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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22 冯家山偶矿单堑沟底部结构布置图
1一阶段运输平巷;2-矿车;8-振动放矿机，4-拉底巷道;5-运输平善轨面

Ⅲ-m

图 2-11-24 水平安装啊室的双氢沟图 2-11-23 倾斜安装硐室的双塑沟底部
底部结构布置图结为布置图

1-阶段运输平卷;2-安装璃宣，1-阶段苯输平巷，2一鳌海，
3一虞沟，4一级动放矿机3-安装酮宣j4一报动放矿机

3。人工底部结构
人工底部结构是用钢筋混凝土支护装矿巷道和振动放矿机硐室的一种新 的底部结构

形式。
人工底部结构要符合如下要求∶要能承受上部松散矿石的压力和承受拉底凿岩爆破以

及二次破碎的冲击载荷。根据经验，底部载荷应为0.5～0.6MPa，通常采用双筋配置，壁

厚400～600mm，200号钢筋混凝土。苏联捷格佳尔矿铜筋混凝土入工 底柱，出矿口间距

3.5～7.0m，双侧交错布置，钢筋混凝土卷道净宽2，0m，净高2.3m，壁厚400mm，计算

载荷50t，钢筋消耗350k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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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2 采场振动故矿机的间距
振动放矿机的间距，根据振动放矿角、采矿方法、采场放矿条件及采准布置等因素综

合确定。
1。崩幕采矿法的间距
有底柱制落法和无底柱崩落法使用振动放矿机出矿时，不同于重力放矿的是，其中心

距是根据放矿椭球体相交原理来决定的。
D=0.75h√/1-eF (2-11-27)

式中 D-—振动放矿口中心距，i;
h———放矿层高度，m;
e——偏心率。

在两放矿口中心距已定的条件下，斗穿长度也为定值。
L=0，375h√/1-e~-0，5（B＋φ） (2-11-28)

式中 LZ-——斗穿长度，m;
B-——运输巷道宽度，m）
φ——放矿口直径，m。

2。空场采矿法握动放矿机间距
空场采矿法采场顶板不塌落，崩下矿石在顶柱的掩护下放出。一般说来，对放矿工艺

没有等量、均匀、顺序控制要求，可以充分利用定点集中大量出矿的方式。
空场采矿法采场振动放矿机间距，当矿体厚度不大时，采场沿矿体走向布置，见图

2-11-25。
采场沿矿体走向布置时间距计算，

D= K(B＋B,)
(2-11-29)=K（B＋2hctg甲）

式中 D———振动放矿机间距，m;
B——报动放矿机台板宽度，m;
B;一-两相邻振动放矿机之间放矿死带宽度，m;
K——考虑底柱稳定性的结构系数，一般K=1，2～1.5，
h——堑沟或漏斗喇叭口高度，一般为2～3m;
φ——报动放矿机静止角，一般甲= 45°～55°。

对厚大矿体，采场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振动放矿机在穿脉装矿卷道中交错布置，见图

2-11-28。
采场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时间距计算∶

(2-11-30)S=K（B+ 2Lu+ 2hgctg甲）
式中 S-—一穿脉装矿巷道间距，m;

B——装矿设备宽度，m;
L，-——报动放矿机振台的水平长度，m。

3。留矿采矿法振动放矿机间距

留矿采矿法的放矿工艺要求应保证工作面高度和局部放矿量的要求，也就是说，放矿

过程要等量，均匀地放矿。在冯家山钢矿、石人峰钨矿、杨家矿等矿的生产实践证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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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op2cig

固 2-11-26 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摄动放矿机图 2-11-25 沿走向布量莱动放矿机布置图
1~阶段孢矿平急，2-聚动放育机斗井;1-运输着道，2一放矿机明室;

3一菌岩巷道，4-国采绝孔s一满斗颈∶4-漏斗，5一人工廊柱

用（2-11-31）式计算摄动放机间距，减少了采准、切割工作量，提高了采场纯矿石的回收

率，降低了矿石贫化率。

(2-11-31)D±B+4

式中 D--—报动放矿机间距，m）
B-—--振动放矿机合面宽度，m;

h——振动波在矿石中的有效作用范围，m，为达到相邻漏斗放矿时矿堆表固能够

均匀下降，脊部残留矿石不多，一般取h。=5m左右为宜;

甲—--振动放矿静止角，一般为45°～55°。

31.4.5 振动救矿机出矿韵经济效果

目前，我国采场使用的放矿设备，主要有指状幅门、反扁形偶门、链状阐门、快漏斗、

木漏斗和振动放矿机等。在同等条件下振动放矿机与各类闸门相比，通过一次投资和经营

费的比较，才能看出它们的经济效果。
（1）无底柱分段熊落采矿法采场溜井，如程潮铁矿和金山店铁矿，溜井高度为

70m，酒弗断面2×2m，一个演讲的放矿量5万t以上，服务时间4年以上，在濮井中安装

振动放矿机与气动隔门的投资及经营费比较，见表2-11-29，2-11~30，2-11-31。

从上面的结果可以看出，振动放矿机在无痕柱分段崩落采矿法的润井中应用，经济效

果较气动闸门好得多。
（2）阶段崩落采矿法采场温井，如桃林铅锌矿，在倾斜矿体底盘沿矿体走向布置电

靶道，应用振动放矿机取代原使用的气动闸门、混凝土漏斗和木薰斗。溜井高度25m以

下，溜井断面2×2m，每个瘤口的放矿量5万t以下，为满足年产90～100万t的矿石量，

100多个瘤口，全部安装了振动放矿机。其投资比较见表2-11-32。

桃矿的两种放矿方式投资，气动较振动放矿高2836.1元/个;出矿经营费，振动放矿

机为0.12元/t，气动闸门为0.49元/t。
（8）分段空场法、长壁法、房柱法、全面法和留矿法的应用效果一般较好，如多宝



策十一-章 回束出矿1443

植潮铁矿孤动散矿机与气动雨门投资比较 表 2-11-29

 * 动 阐 } 振 动 放矿 机项 乱

量（信） 1数放 矿 设 备 4S0 4815用（觉）费
 m-y-

量（m2> 241.1 53数明 室 工 程 28266用（元）费 668S

量（m2） 66 22数浇灌 混 凝 土 38o0用〈元） 1276.7费

量（1） 9,392 2,471数钢 材 5597 1361.6用（元）费

40130班（个）工安 装 403 124资〈元）工
1260,38306《元）

房805.7《元）网署费用差

泰 2-11-30金山虑铁矿振响放矿机与气动闸门级资比较

量 动 放 矿 机气 动 阐 门项 昌

设备数量（台）
1.410设备重量（（t）

3300i5Q0设备费用（无）
S41180硐室工程量（m》）

28509100硐室开挖费用（元）
10725Q安装费用（工资）（元）
6007z8850合计（元）

22843两者费用兼（无）

表 2-11-31每疏矿 石的出矿经 鳖 费

气 动 网 门振 动 放 矿'机巨项

0.0180.018动力费（元》
0,1850.041放矿工人工资（元）
0.015爆破材料赞（元） 0.80.143折旧费<元） 9.605维修费（元）
1.0320,202合计（元）

0.83两者相差（元）

山铜矿位于高寒地区，采用浅孔留矿法。矿石体重为4t/m，合格块度≤350mm。采用铁

漏斗放矿时，劳动生产率低，且经常发生大块卡斗现象，特别是寒冬季节由于矿石冻结，

放矿更加困难，每年几乎要停产半年时间。后改为振动放矿机出矿，保证了全年正常生产。

多宝山铜矿振动放矿机出矿与铁漏斗放矿的投资及经营费比较分别见表2-11-33，

2-11-34。



1444 第二篇 地下开采

提林铅锌矿每个洞斗氯动放矿机与气动期门的投资比较

项 气动 雨 门日 振 动 放 扩 机

8431.12648.1硐宣工程<元）
1703.248,1设备费（元）
164.4169安装费（元）
622,3772,6其它（元）
8020.960B4.8合计（元）

辊 2-11-83多主山颠矿振动放矿机与漏斗投资比较

稠 牛振 动 放 矿 机项 目

300设备费<元）

33安装费（元》
3431.8合计（元）

表 2-11-34多室山铜矿摄纳放矿积与铁漏斗经营接比较

铁 播 斗最 动 放 矿 机每吨矿石经常费（元）

0.1650.0d1放矿工人工资
0.005维修费
0,084爆破材料费

0.00r电 费
9,2540.048合 计

振动放矿机一次投资较大，是铁漏斗投资的5倍，而铁漏斗的放矿费用是振动放矿机

的5.3倍。
单从上面计算，初步说明使用那种设备较经济合理，最终可用投资超 额返本矿量来

判断。

(2-11-32)P=μ一g-
式中P——投资返本矿量，t;

A-——-振动放矿机一次投资，元;

A，———、木漏斗一次投资，元;
B-——铁、木漏斗放矿费用，元/t;
B，———振动放矿机出矿费用，元/t;

只要振动放矿机出矿量超过式（2-11-32）算出的投资返本矿量，就比其它类型的漏斗

放矿经济合理。多宝山矿根据上式计算出，每台振动放矿机返本矿量为14228t，大大低于

每台振动放矿机出矿量10万t/2，因此使用振动放矿机是经济合理的。

11，4.6 国外损动放矿机出矿技术概况

苏联研制的振动放矿机，最轻的为140kg，最重的达9.5t，所需功率为0.8～30kW，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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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放矿机合面长度为1.5～7.0m，宽度为0，5～2，3m，安装倾角为0°～30°。轻型振动放矿
机的激振器多使用HB-21和HB-24型气动振动马达，此种激振器具有结构简 单、重量轻和
机械磨损小的特点，但能耗较大。

苏联库兹列茨各矿山、塔什塔歌尔等矿山在阶段崩落果矿法中应用 了B工Ty-4TM型
振动放矿机出矿。阶段高度为40～60m，盘区宽为20～27m，长度与矿体厚 度 相等。盘区
间不留矿柱，沿矿体走向连续崩矿。阶段采准时要掘两条脉外运输平巷，且每隔20～27m
掘一条断面为3×3m的穿脉巷道。在运输横巷里的两侧交错布置斗穿，它们距巷道底板高

2.2m，呈15°～20°倾角，其间距为7～10m，长7m，宽1.6～2.4m，高1.4~1，6m。在这
些斗穿中安装振动放矿机，见图2-11-27。

2;心。

四-烘

Y一N

图 2-11~27 振动放矿机在连续阶段炭落采矿法中的应用
】-运输横卷;2-级动放矿机安装雨究，3-观察巷道1，4-抗底宏间，5一补偿槽;6-束状深孔，

7一幽岩巷道。8-束状赢形深孔;9-水平束状深孔，10一切侧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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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B加IV-4TM型振动放矿机出矿，工作面运输及装车的生产能力为电耙格筛系统2～
3倍，且可以在联络卷道内处理矿石悬顶，在振动放矿机的平台上，可以用炸药进行大块
的破碎。
苏联为解决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分段法和阶段崩落法等多种采矿方法的采场运搬，研

制了分节通用的新型振动放矿机。设备对巷道底板不要求专门基础和加强措施，生产能力

比一般振动放矿机大10～15??每节运输机的长度与崩藩步距相适应，驱动节位于运输卸

载端，且对巷道底有专用的加强措施，其特点是拆除一节运输机不影响后面正常使用。这

种运输机有BP-80、BVP-80MI、ByP-80I、BPM-150Y和BP-100B等几种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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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概 述

采场支护是指在回采过程中对采场《矿块）顶板、围岩进行加固的作业，以保障回采顺
利进行。

我国矿山采场支护是个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技术和设备落后，机械化程度低，劳动

强度大，支护成本高。目前，多数矿山采场是靠自然支撑的，使某些直接在采场顶板下的

回采工作带来安全隐息。采场支护仅在少数矿岩不稳固的矿山进行了试验研究工作，与国

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
今后，应加强采场支护技术的研究，保证采场作业安全，提高支护劳动生产率和降低

成本。同时，在设计中应将采场支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12，1.1 设计果场支护注意的问题

12.1.1.1 加强岩体力学研究
岩体稳定性往往决定采场支护形式。通过岩体力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准确判断矿岩稳

定情况。建议有条件的大中型矿山开展岩体力学的研究工作，如岩体物理力学性质，包括

岩体强度、弹性模量、泊桑比、风化及透水性等;岩体变形、破坏及移动规律;断层、层

理、节理等结构面对岩体稳定性的影响;采场围岩应力分布及规律;采场地压大小以及与

支护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等。以便正确选择采矿方法、采场构成要素以及支护形式等。

12.1.1.2 采场支停与采矿方法和包乘方案密切相关
设计选择采矿方法和回采方案时，应充分利用顶板围岩自身强度，改善应力状态，使

采场围岩自身成为承载结构，力求不支护或局部辅以少量支护。

同时，必须注意到采场支护直接影响采矿方法的选择。随着采场支护技术水平不断提

高和支护成本下降，即使矿岩稳定性较差，也可以采用安全、高效率、低成本的采矿方

法，矿石损失贫化指标也能得到改善。因此，采用合理的采场支护形式可以扩大某些采矿

方法的适用范围。
12，1，1.3 提高图聚望度，含理安排回采顺序

提高国采强度可以缩短采场顶板围岩暴露时间。因为顶板变形往往是蜗变的，从变形

直到垮落冒项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如能加快回采速度，在短时间内顺利完成各 项回采 作

 业，对采场支护有利，可以不支护或采取简单的支护办法，降低采场支护成本。

回采顺序与采场支护的关系也很密切，一般来说，回采顺序应使采场稳定性处于最佳

状况，使支护工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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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选择经济实用的支护材料
（1）材料价格低廉;
（ 2）就地取材，因地制宜，节省木材;
（3）支护筒单，便于机械化作业;
（4）优先选用锚喷支护和长锚索支护。

12.1.2， 采 场 支护 种类

根据围岩加固方式，采场支护分为单体局部支护和整体系统支护两种，前者适用于较

稳固岩层，后者适用于不稳固或稳固性较差的岩层。
根据支护材料和支架种类，采场支护分为锚杆支护、长锚索支护、喷射混凝土支护、

支架支护（从略）、特殊支护及联合支护等六大类。

12.2 锚 杆 支 护

锚杆种类繁多，材料来源广泛，加工制作简单，运输安装方便，使用安全可靠，适用

范围广，是国内外矿山采场支护主要形式之一。

12.2，1 锚杆支护作周原理

锁杆支护作用理论较多，得到公认的主要有下述三种。
12，2.1，1 悬吊作用

锚杆将矿岩表面的不稳岩层或岩块，通过杆体悬吊在深处基岩上，使其不脱落，见图

2-12-1。该理论适用于采场顶板整体性较好的岩层。

12.2，1.2 组合靠作用
采场顶板如果是层状岩层，锚杆将若干较薄岩层锚紧，使层间摩擦阻力和顶板抗弯强

度增大，增加了顶板的稳定性，见图2-12-2。该理论适用于沉积岩层状岩层。

12，2，1.3 挤臣鲷量作用

在节理比较发育的岩层中，在锚杆预应力作用下，每根锄杆周围形成一个两头呈锥状

的简形压端区，各锚杆所形成的压缩区彼此连结成一体，此区域内破碎岩块互相挤压，形

成具有一定厚度的连续均匀压缩带。此压缩带不仅能维持自身稳定，而且具有承载能力。

如果采场顶板呈拱形，均匀压缩带也呈拱形一自承拱，此时承载能力将更大，见图2-12-3。

锚杆 挤 压 加固作用适用于节理裂隙比较发育的岩体，对储杆支护作用具有普遍意义。

12，2.2 锚杆支护参数的确定

由于岩体力学性质复杂，对其研究程度有待深入，因此，一些理论计算还不精确。目

前国内外锚杆参数设计基本上采用工程类比法，有时用经验公式进行验算。

锤杆参数根据单体局部支护和整体系统支护两种方式分别进行计算。

12，2，2.1 单体局部支护时罐杆参数确定

1。锚杆长度
(2-12-1)l=Z+I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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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rw7rG 

图 2-12-3 锚籽挤压加固作用图 2-12-2 楼杆组合聚作用韶 2-12-1 嫌杆悬吊作用

1一锚杆，2一筒形压蠕区，3-均1-层状岩系;2一锚仟1-基岩，2-不得定岩块，3一第杆
匀压奠带（自承拱）

式中 ——锚杆长度，m;

z;——懦杆播入稳固岩层深度，涨壳式及楔缝式锚杆Z，=6，3～0.4m，管缝 式及砂浆锚

杆4=0.5～0.6m;

42——危岩厚度，可根据采场顶板节理及裂缝方向推断，m;
I。——-锚杆外露长度，视锚杆种类而定，m。

2。锚杆直径

(2-12-2)d=11.3,

式中 d-—锚杆杆体直径，mm;
K—安全系数，K= 2～3;
C-—危岩重力，N;

O;-—杆体材料抗拉强度，Pa。

3，铅杆根数
如果"危岩"不是一块而是一片，需储杆组加固。

(2-12-3)n=K号

式中 r-——-惯杆根数，根;
K——安全系数，K= 2～3;
Q——危岩重力，N;
P-——每根懒杆锚固力，N。

12.2.2.2 整体系统支护时输杆参数确定

1。锚杆长度
国内外矿山使用的锚杆长度为1.2～3m，一般为1.5～2.0m。可用下列公式验算∶

(2-12-4)=N(1.1+

式中 l——锚杆长度，>二倍岩石节理间距，m;
N——岩层稳定性影响系数∶围岩稳定性较好N=0.9;围岩中等稳定N=1.0;围岩

稳定性较差N=1.1，围岩不稳定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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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采场跨度，m，本公式适用于F≤12m。
2，锚杆问距

国内外矿山使用的锚杆间距为0，5～2m，一般为0.7～1，5m。经验计算公式如 下∶
· a=(0.5～0.7) (2-12-5)

式中 a--锚杆间距，a 二三倍岩石节理间距，m;
---锚杆长度，m。

3。锁杆直径
国内外矿山便用的锚杆直径为12～40mm，锚杆直径与锚杆种类有关∶楔缝式锚杆 直

径一般为20～32mm，常用24～26mm，涨壳式锚杆直径一般为12～20mm，常 用14～16
nm;管缝式锚杆直径一般为32～40mm，常用38mm;钢筋砂浆锚杆直径为 12～20mm，
常形14～16tmm。

锚杆直径还与锚杆长度有关，经验计算公式如下;

(2-12-6)110

式中 d——锚杆直径，mmn;
Z-—锚杆长度，mm。

4。锚杆排列
有方形、矩形及梅花型等，视具体条件而定。
5。国外计算锚杆参数的经验公式

国外计算箱杆参微笼验公试 泰 2-12-1

经 验 公 式国 作 者 或 工 程别

a<与，符号同的笑 国 T，A，Lang等

霞山工程 芍，布置0.5~1根/m'澳大利V
T,L,V,Rabcewicz >号~B奥 地 利
E.TIncelien r~片 A通量东氧理则专法 国

1>2a a<1,5m 1969年隧道范日本

12.2.3 锚杆分类、特征和适用条件

按锚托与围岩锚固原理，将锚杆分为机械锚固点锚杆、注浆锚杆、摩擦式储挤及其它

类型锚杆四大类，各种锚杆结构特征及适用条件见表2-12-2，可供设计参考。

12.2.4 锚 杆 安 装

12，2，4.1 锚围力试验

采用错杆作为采场支护主要手段的矿山应进行锚固力试验。内容有各类锚杆的锚固力

特性，确定最佳锚杆类型，锚固力与孔径和扭矩 的关 系，锚杆合理参数等。



泰 2-12-2

备界城符结构技术特征及益用条件

注

【表;

造用条件

痛 圈力

图
简

临杆名称

原为应用最广泛
矿山均可自息

可达（50~100 中

给杆，现逐渐被账
直径24mm长 1，8】

EN 安装时加扭锚固数果好，不

光式和管垫式取代

矩150~30oN·m 宜在教岩中偿用

式错秆

9元

对钻孔直径及源

1-杆体;z损子，3-查领;4一螺《

加拿大、奖国、

中小型机修厂可
20） 中硬 以上矿

a，法国使用较善遍

2，金属胀为

田岩，在教老及孩│制谦，直轻16mm，
EN 安 装时加扭

我国黄金矿山使用-__中幅固效长1，8m 谢 杆售
较多，如微家，张家

果比损差式锚杆 7～ 
·m

金矿等

好

 1-杆体，2-激于，3-亲亮;《-益板，5-与杆体为-体方彩头

在媒矿使 用普

与胀亮式精杆相
中硬以上日

一般为50～

1，在金属矿使用

3.金属倒模

近，直径16mm，
，对孔潭要求

式输杆

。不严

矩不小于150N-

7～~8元

杯

盖??条 I-杆体12-活动侧嵌，3-固定额，4-垫板，6-般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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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就格）

锚 固力

适用集条件

篑基
髓杆名称 2

适用于中小矿
一般为10~20

矿山均可自制，
小型矿山曾有包

4，普通木锚】

山地压 较 小 采
kN，最大可达40

场，矿岩中硬以
硬杂木制作，每套

kN

3～《觉

后=学 1-杆体，3-木垫板，一外使，（-内模，5-铁垫蛋

岩直径16mm，长砂聚端杆在我国

5.钢例历、钢

锚固力为50～适用于各种岩
教岩及破 1.8m 钢筋砂浆睛}矿立普端应用
150kN钢筋直径石，对软岩及破 

种酬算学
位绳砂系锚

16mm，长1.5m│碎岩层比机械点│杆每手 威力;龄期1天为顶板允许婴露}杆为2~3元（利用
特种摇精荐特持养存联并种

60kN，3矢为a0!时间在2天以上!废供钢丝绳）～00kN。钢丝;时，方可噪用砂

1-代丝绳，2一影梁; 3一肪

绳步旅髓杆锚弱; 浆键纤 浆锚杆 竹片厚6mm

锚

矿山均可自制，

6，竹肪砂浆j

 注人砂浆后，比

宽20mm，双片，

单~竹片蓄杆锚固

『安软1天后达雌面积小，地压

析

锆瓣

力大

10AN，7天后达│不大时可以采用2~30hN
十一竹片，3一砂浆



续表

（和变接，
适用条件

锚 国力

基罐杆名称

树酮锚杆在管
开体直色 18
树脂固化时间
梁采用端头

国、法因、美国等
 mm，长1.5m端头

7.树脂锰杆

锚j3~5 min，10l
锗固的 树脂 锚 

妈二年副J，

大量使用，我国应
储固的树脂锚杆，

达60min即可承载。j
杆、锚固力达6

憔广使用，集中建

长适用于任何 岩 每套成本
~120kN。全长

立树脂药包加工厂

杆层，对软岩及碎（1983年价格）
锚固的树脂锚杆

描固岩尤为有效，特
平均每 m 蜡固

三三t

上别适用于顶板允 许暴醛时间短的

1-杆体，2-挡圈，3-左旋麻花部分，4-垫

采场

板;5一螺母，5一树脂药包

这种端杆问世后

一般由专业厂加
适用于各种岩
镝固力与锚杆

发展很快，许多国

3.管染式锁

工，多用16Mn割。
层，对软岩及融
钢管的材质、壁

家普遍应用，我国
│直径40mm，长!，8

厚、钻孔直径有│

凡口矿、金川二百
承m端杆每套 9～10

关，一般可达81

供世当y养器

使用较多

藏，最适用于顶元
～10kN以上

板不允许器健时 间长的采场

1一杆体;2一益板

由增典发明，在

 擦

由专业厂制论，
适用于各种岩
又称司或蒸克

繁 确典中部矿进行

3，水压整脉

壁厚 2mm 钢谦

式

压 层，对软岩及础
斯锚杆，用高压 月

1舌 试验，安装速度快
冷轧成内呈圆舌

水使锚杆膨胀紧碎岩展更有效

品支护效果好，但成

(Swelex)

形，外呈匾形双层

固在孔内，靠摩

afre

高于本高。金川二矿使
壁钢管，成本高于

簇产生绪固力，

用效果较好

管缝式

可达80-100kN

1-杆体，2-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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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价格、

贯据

造用条斜

能杆名称

只有木村厂才能
在矿肯货用

压缩木锈杆也
通用于任何岩

10。压缩木

过。现在使用较少

是寒擦式镜杆，
煜，但增层含水│
冰生产，六+年代北│ε

循料

不仅在 锚 头 部
更为有利，因压 【
发京本材厂生产几万套，每套成本3-9

缩木只有受溜才
位，而且沿敏杆 全长产生摩擦自

能基胀

冷学323-e?2
力，锚固力可达

1-压辖木杆体2一内楔;3-外楔 组合型螨秆很多，如横蟾砂浆输秆、非亮沙浆输杆接管做杆、胀官髓杆等，其中快管式偏杆在涌四金矿等地试验，地圆力大，可达1kN以上，教便
1.组合锚

碎卷 层支护效果好，安装后立即承赖。此外，还有铺杆桁架，总是一种组合髓 否应锚 除上述横杆外，还有预应力砂浆错杆、钢珠原擦糖杆，可伸长青动链杆、易固式婚杆、康擦滑彩锚杆，自铭式愉杆，水泥速族药卷错杆等，其中有些 
12。 颜型能

锚杆正在研制、试验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水泥海糙杆在煤炭系统（北京簇装科学研究院，中国蝶管学淀够）已有批量生产，并有争利出量，每容约0.2~0.8元，是很有发展的遗的采场交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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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固力试验所用设备及工具有ML~20型锚杆拉力计或HL-10型错杆拉拔试验器、压力
表、扭力扳手、活扳手、锚杆连接杆、经纬仪等。

12，2.4.2 安装
为了保证安装储杆作业安全，首先进行采场顶板囊顶作业。国内目前采用人工撰渣，

劳动强度大，不安全，国外已用机械撬渣，如液压扭转齿，冲击锤及撬渣机等。
撬渣后，钻锚杆孔，我国一般采用手持式凿岩机械或液压钻机。钻孔方位、孔距、直

径、深度等，应严格按设计要求施工。

我国目前采场顶板饿杆的安装均采用手工操作。安装机械点锚固锚杆如楔缝式，采用

大锤锤击，然后用扳手加扭矩，安装砂浆锚杆时，应配置注浆设备。国外许多矿山采用锚
杆台车安装锚杆，完成钻孔、安装、注浆等工序，工效高，劳动强度减轻，成本低。我国

已经生产MGJ-1型锚杆安装机，其它型号的锚杆安装机正在研制中。MGJ-1型橘杆安装机

性能、型号见本卷附录1。小铁山和金州二矿区引进有瑞典Atlas公司的Hzan1型锚杆台车 。

12，2.5 劳动生产率及成本

12.2.5.】 劳动生产率
采场安装锚杆一般由采矿工入兼任，不设专业工作队。锚杆安装速度（包括钻孔）与

岩石硬度、锚杆类型、设备及具体条件等因素有关，一般每班二人可安装10～20根锚杆。

围外生产率较高，如美围采用涨亮式锚杆，每班二人可安装25～150根，平均70根。

12，2.5，2 成本
锚杆成本包括储杆材料加工费和安装费。湘西金矿1984年采场支护的锚杆成本见表

2-12-3，部分工厂加工锚杆的售价见表2-12-4。

表 2-12-3潮西 金矿 锚 杆 成本

总成本安晓费材料及加工费径 {mW幅 杆 类 型 （元/报） 《无/》（完/般）(mm》

9,820,029,0020o16西翼胀光式储好
9,872.078.80200022会属植缝式锚杆 10,I71,079,10200025金善楔缝式婚杆 7,P171,076.9020033,5换督-1型锚杆 7,876.60 1,D720041.5狭营-2型锚杆 4,742,212,5320016爆纹钢筋砂菜锚行
2，制2,210,74200015,5度明绳砂浆错杆 2.1?2.21.58200012,5废钢绳砂浆领杆

12.3 长 锚 索 支 护

12.3.1 醌 述
长锚索技术应用于采场支护后，从理论到实践发展很快，现已成为采场支护主要方法

之一。加拿大、澳大利亚、芬兰等国是应用长锚索技术先进国家，这些国家的长锚索产品、

已商品化和系列化，髓索施工安装已实现机械化，用锚索台车可一次完成钻孔、送绳，注

浆等作业。在设计选取锚索参数时，往往经过多次试验，对数据经反复研究后才确定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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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12-4部分工厂加工能杆鲁价
-—_-mwe--

施 价锚杆直径 锚杆长度 注生产十家错杆类型 （元/报》《iom)《重m）

（19B5年）包括垫板等招远最黄金机修厂7,9200016涨 壳式
（1985年）包括捡板等招远县黄金机修厂7,5180026涨 亮式
（198年）包括垫板等招远县黄金机修广160 7.1傣 亮 式 19
（1985年》包括垫板等招远县黄金松修厂140o 6,7涨 亮 式 16
（1833年）包括托板北京治金建筑研究总院7.72000霞 糙 式 4I,5
（1083年）包括托板北京冶金建筑研究总院1800 7,16曾 绪 式 41,5
（198年）包括托板北京冶金建筑研究总院6,36?5no管 缝 式 41.5
（198年）包悉托板长沙钢5～715OB～2000管 绝 式 38～40
（188年）包括托板链派钢厂5-81600～2200智施 式 38～4o
（1983年）包括托氧长沙市糖杆厂5-121200～300040～45擅 臂 式

本矿削造成本（Iq飞4年）】湘西金矿长沙矿山研究院6,200o41,5块管~2型
（1983年）包括托板单岩矿山机械厂6~71500～200016丧 壳 式

参数。近几年，我国一些矿山如湘西金矿、风黑山制矿、铜录山钢矿以及金川二矿区等也

进行了长锚索试验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安装时基本上采用手工操作，劳动生产率

低，使推广工作受到限制。在设计长锚索参教时，我国仍采用工程类比法，凭经验选取。

长锚索支护主要应用于充填法和空场法采场。在分层充填法采场，应用长锚索预先加

固顶板和上下盘围岩，可使在顶板下直接作业的工人安全得到保障，从而使回采工作顺利

进行。在空场法采场，用长锚索加题矿体上下盘围岩，不仅使采矿和放矿工作顺利进行，
减少矿石的损失和贫化，同时也扩大了空场法的应用范围。图2-12-4为澳大利亚王岛

（Kig Isand）道尔芬（Dolphn）矿用20m长错索加固上盘大断层示意图，经过加固，

使位于断层下部的矿体得以安全回采。
图2-12-5为加拿大杰柯（Geco）矿用7～20m长储索加固矿体和两帮示意图，采用加固 措

施后，解决了采场中顶板冒落和两帮片落的问题。

1-一

O

图 2-12-5 杰柯（Geco）矿长输索加固图 2-12-4 道尔芬（Dolphin）矿用长错索加固

采斯示意图层示意图
1-矿体，2-围岩）3-长领索1-矿体，2-大断展;3-长横案施工巷道，-长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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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6为芬兰科塔拉提（Kαalah）矿用20～30m长锚索加固采场上下盘围岩示意
图，松软的蛇纹岩和角闪岩上下盘经加固后很稳定，使分段空场法矿石画收率达到100??包
括部分贫化》，贫化率为18??

图2~12-7为我国凤凰山销矿用长锚索加固水平分层充填法采场顶板示意图，采用加固
措施后，顺利采出了因顶板失稳而难以回采的三个采场中的矿石，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

—Z250

Z 300

Z 350

-Z400

图 2-12-7 则黑山铜矿长储索支护采扬顶板示图 2-12-8 料塔拉提矿（Kofalahsi）矿长锁索

意图加圆上下盘示意图
1～尾砂充填体12—充填法采场，3一长栅索;4-短维杆1-空场法采场，2一长锚常施工墓道;3一长锚索

12.3.2 长幅索结构、变护原理

12，3.2.1 长锚素结构
长锚索支护是在矿岩中钻凿深孔或中深孔，然后放入一根或多根钢绳，并向孔中注水

泥砂浆，凝固后即可加国和支撑采场矿岩。长锚索又分普通长懦索和预应力长储索两种。

普通长锚索结构见图2-12-8。预应力长锚索结构见图2-12-9。

阅 2-12-9 预应力长嘴宗结构示意图图 2-12-8 普通长错索结构示意图
1-钢规卡，2一钢丝绳;3-砂浆，4-孔塞，5一混凝土墩1-一钢丝绳;2-砂浆;3一排气官;4一注浆管，

台;6-一拉紧装置框类6-孔意

钻孔中钢丝绳有单根、双根或多根，一般常用单根钢丝绳，其直径为16～30mm。新

旧钢绳均可，采用废旧钢绳成本低，但必须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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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浆多采用硬聚氯乙烯臂，直径15～20mm。排气采用塑料管，直径10～15mm。
】2.3，2.2 长错橐支护原理及锚圆力

长储索结构与砂浆锚杆相同，由于长锚索比普通砂浆锚杆长，钻孔直径大，铺固范围
大，因此，锚杆的三种作用一挤压加固作用悬吊作用组合梁作用都能充分发 挥，锚 固力
大，被锚固岩体整体性和稳定性都得到改善。

长锚索锚固力与钢丝绳破断力、钢丝绳与砂浆之间粘结力〈握裹力）以及砂浆与孔壁

之间粘结力有关。钢丝绳破断力主要取决于锅丝绳直径和质量，粘结力主要取决于砂浆强

度，必须提高砂浆早期强度。影响砂浆抗压强度的因素很多。要求水泥标号大于400°，一
般选用普通硅酸盐水泥。砂子宜用中粒砂，平均粒径0.3～0.4mm，最大粒径不超过3mm，
含泥量不超过5??灰砂比为1∶1~1.2。水灰比太大，砂浆强度降低。水灰比 太 小，施工
困难，应加减水剂，如VNF-5型减水剂等。水灰比一般为0.4～0.45，加减水 剂可降 到

0.35～0,38。

12，3.3 长幅索支护参数确定

】2.3，3.1 钻孔长度

钻孔长度根据长锚索用途变化很大，由5m到50m左右。采场顶板长锚索长度应大于顶

板冒落最大高度，如某金矿顶板冒落最大高度为4～5m，则锚索长取5～6m。在钻孔 设备

及安装方便条件下，尽可能加长钻孔长度。采用BA-100钻机时，孔长50m，采用YGZ-

90中深孔钻机，孔长10～15m，采用YSP-45凿岩机，孔长5～6m。
12，3，3.2 钻孔间距

长锚索钻孔间距，目前根据经验选取。其网度根据岩层稳定性及节理裂隙发育程度选

定。不稳定岩层，节理裂隙又比较发育，网度一般为1.5×1.5m或2×2m;稳定岩层，

整体性较好，网度为3× 3m或4× 4m。

12，3.3，3 钻孔直径
钻孔直径不仅要满足钢丝绳、排气管、注浆管安装方便要求，还应使钢丝绳和砂浆的

粘结强度以及砂浆和孔壁粘结强度达到最佳值。一般根据经验选取，钻孔直径为钢丝绳直

径2～3倍，常用的钻孔直径为50～90mm。如湘西金矿钢绳直径为21.5mm、31mm，钻孔

直径65mm。凤凰山惧矿钢绳直径15～25mm，钻孔直径60～70mm。铜录山矿钢绳直径

24.5mm，钻孔直径66mm。国外有些矿山，通过多次锚固力试验确定锚索钻孔直径最佳值。

12.3.3.4 蛤祝方向
采场中的长锚索一般采用上向钻孔，预锚固全段高长铺索有时采用下向钻孔。加固上

下盘的长错索，一般采用扇形炮孔。

12，3.4 长 幅 案 安 载

长储索安装工艺包括钻懦索孔、检查清洗钻孔、推送钢丝绳和安装排气管、封孔及注

浆等。预应力长锚索还应增加储头制作及孔口施加预应力装置。普通长储索安装工艺见图-

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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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10 普通长锚索安装示意图
1-揽神槽，2-水泥砂教，3-上料装量 4一灰菜泵，5-注浆管;《-钢丝绳;7-排气管8-孔塞，

0一钻孔

12，3.5 劳动组织、剪饰生产率及敢本

12.3.5.1 劳动组织
长锚索支护在国内尚属新技术，一般采用专业工作队，其人员组成见表2-12-5。

表 2-12-5长错煮支护专业工作从劳动超织

注工 数人特

一台机组雷 岩 工
胡螅、砂浆制备、运输
钢绳推送、封孔
注 浆工

电工、附工各一人敏 助 工
队 长 1

8

表 2-12-8国内外部分矿山长辅索每米恩本（元）

芬兰KotalakM矿（美元） 毫
Homss!ahw矿领蒙山铜矿凤盖山铜矿湘西全矿矿山名称项目 机械安装人工安装 （美元）

1,503,25s,253,561,470,995钻 孔材 5,901,281.284.83.6&钢丝绳
0.150.258,251.130,Ar其 它 0.605料 3.354.754.759.015,80小 胃 1.80
0.,80,12

0,281,800,75 9,201,506.03.270.770,78
035

18,2066.2510.7512.91o,293.10

12.3.5，2 劳动生产率
我国长锚索安装劳动生产率较低，一般每人班5～10m。国外，如芬 兰KotaiaM矿，

人工安装时为每人班20m，采用锚索自车时为每人班80～100m。我寓应加强锚索安装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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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工作，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12，3，5. 支护電本
长锚索支护成本，国内每米为3.10～12.91元。国外每米成本为6.25～18，21美元（几

个矿山的统计资料）。国内外矿山长锚索成本见表2-12-6，表2-12-7、表2-12-8。从表中
成本构成分析，我国几个矿山长锚索支护材料费所占比重大，为52～70???工资比重较
小，为9～25??因此，我国应从节省原材料入手，降低长锚索支护成本。

表 2-12-7风【山铜矿试验采场长描索单位成本

成 每m罐索成本
项 目

（元》（元）

3_66中24.5，8×7+1钢丝绳 1789,15
材 0,1783.2597，5 排 气 需

0.03T4,80木 M 孔 塞
0.26硅酸盐水泥（50） 127,10

河 砂 0。014.80料
小 计 4.132018。10

0,32158,19钻丑人 0,34锚索安装 160,00
0,1163.6D清洗钢丝蝇
0.77S77.88小计
1.80878.58压 风其 1.47a30,00钎头、钎杆、塞警，钎尾
o,1256,7设备折旧费

它 3.391735,28小 计
8,294131,26讨含

表 2-Y2-8摘国霍缘斯特克（Homestake）矿长维索每米应本（美元）

单 位 或 本目项单 位 成 本B项

0,361非二、 注浆管0.30057mm钻头
0,023堵 塞材料0.54164mm钻头 6.485及加工 小计1.。433任 铜

0,154联换套筒 0,374水 泥量 注0.390幽卷机维修 0.069氯 维 修
0,220 浆台架维修 0.443小计着 2.078小 计 7.288醋者与安装工 1.912注 浆2.624单段规索打节 资二. 9.200小 计3.280双段绳索材料 18,206总 计0,197通气管及加工

12.4 喷射混凝土支护

喷射混凝土支护在采场支护中的应用不如巷道支护广泛，主要应用在分段崩落采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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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采进路的掘进与维护，下向胶结充填法的第一个分层的回采以及作为采场冒顶片帮的
紧急支护措施等方面。

12.4，1 喷射混凝土材料及配比

喷射混凝土材料包括水泥、砂子、石子、速凝剂等。一般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标号
400*以上。砂子采用中粒和粗粒砂，不宜使用细砂。泥及杂质含量不应超过5～10??含
水率以5??宜。石子以卵石为好，卵石最大粒径不得超过25mm;若采用碎石，碎石最大

粒径不得超过20mm。颗粒级配要合理。
采场支护要求早期强度高，因此喷射混凝土中必须加速凝剂。常用速凝 剂有 红 星I

型、711型，782型、氯化钙、氟化钠、水玻璃等。
水泥、砂子，石子的配合比一般为1∶2;2，水灰比一般为0.4～0.45，按此配比，每m*

混凝土需用水泥380kg，砂子760kg，石子760kg，水160kg。混凝土标号可达 到200*。

水灰比对喷射混凝土强度特别是早期强度影响很大，应掺入减水剂，降低水灰比，提

高喷射混凝土的早期强度。

12.4、2 喷 射 厚 度

喷射混凝土厚度取决于顶板稳定程度及采场跨度。对于采场顶板较稳定、跨 度 在 3m

以内时，喷射厚度为30～50mm，采场顶板稳定性较差，跨度在4～5m以上时，不 仅 喷射

厚度加大到70～100mm，而且要加锚杆。

12.4.3 劳动组织及机具

生产矿山如果仅仅采用喷射混凝土处理采场冒顶、片帮事故时，不必配置专业人员，
可借用据进喷射混凝主队伍。如果用喷射混凝土作为采场支护的主要手段，就必须配置专

业工作队，其人员组成见表2-12-9。

我 2-12-3喷射混凝土支护专业工作队势动粗织

数人务职种工
队长
喷射机司机

喷 射 混 凝 土 喷 射 手

上 料 工

觉 拌 及配 料 搅拌机司机
配料、运料

S _

10计

喷射混凝土机具有喷射机、搅拌机及送料设备。
喷射机是喷射混凝上作业的主要设备。按喷射工艺可分为干式喷射机、半湿式喷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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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湿式喷射机。国内外混凝土喷射机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见本卷附录1。
搅拌机和上料机是喷射混凝土作业的配套设备。用于干喷的混凝土搅拌机可选用JW-

200型强制式涡浆搅拌机和安下型螺旋搅拌机。用于湿喷的与HLF-5型湿喷机配套设 备 是
HL-2型配料搅拌上料机。上料机有皮带上料机、斗式上料机、小箕斗式上料机 等。

12.5 特 殊 支 护 法

采杨支护还有许多特殊的方法，如水泥注浆法，化学注浆法，沥青注浆法，粘土注浆

法，冻结法，电化学法，热力加固法等。
水泥注浆法适用于节理、裂隙十分发育的采场岩层，要求裂隙宽度 大 于0.15mm。采

用水泥注浆法加固采场顶板的技术曾在我国一金矿试验过，这种技术是否可行应继续进行

研究。
化学注浆法适用于徽裂隙岩层。采用的化学浆液有丙烯氨基化合物，环氧树脂，集数

基甲酸乙酯等。此法在国外已应用于煤矿支护。苏联应用于微裂隙不稳定岩展表明，在特
定条件下，化学注浆比锚杆支护顶板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0??每吨煤成本也略有降低。

12.6联 合 支 护

对于顶板节理、裂隙比较发育以及地压较大的果场，需要采用二种以上的支护形式，

称为联合支护。
采场常用的联合支护形式有锚杆与金属网、喷射混凝土与锚杆、长锚索与锚杆等。

12，8，1 .循杆与金属阈联合支炉

锚杆与金属网联合支护是采场支护的主要形式之一，在采场顶板岩石十分破碎的情况

下采用。锚杆可以增加顶板的整体性和稳定性，金属网则有效地防止顶板碎石的冒落。同

时，金属网还把许多锚杆联结在一起，在更大的范围内增加了顶板稳定性。
锚杆类型以摩擦式（管缝锚杆）和树脂锚杆最好。金属网多用铁丝编织而成，网度以

50× 50mm为好。
矿山实例，新城金矿缓倾斜薄矿体开采
原采用不正规的房柱法，为保护上盘，开采时留一层护顶矿，矿厚2～6m，护顶矿厚

度很难控制。矿体顶板比较破碎，暴露面积不允许过大，矿体本身稳定性也较差，故在采

场留大量矿柱，矿石损失40??上。
为演少矿石损失，保障采场作业安全，采用了锚杆与金属网联合支护。选择锚杆类型

时，共做了三种锚杆的锚固力试验，结果见表2-12-10。

从试验结果可见，锚固力以管缝式锚杆最大，成本以螺纹钢筋砂浆锚杆最低。从储固

特性来看，管缝式锚杆安装后立即承载，砂浆锚杆安装后不能立即承载，要有1～2天养护

时间。考虑到该矿顶板较为破碎，顶板暴露时间不宜长，决定采用 管 缝式 锚杆。实殿证

明，管缝式锚杆对支护岩层比较破碎的采场是有效的。

金属网 用10°铁丝编织，网度100×100mm。由于安装锚杆和金属网，每吨矿石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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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10三 种 错 杆 试 验结 果

杆第 规 格 锚 园 力
髓 杆 类 型 备注

(×10"N)长度（mm）重径〈四m）

金属涨亮式锚杆 扭矩15～20kgm7.815 180o
价格7元/根

养护期2天螺纹钢筋砂菜输杆 20 9.518O0
价格3～4元/根

价格1690mm长警缝式锚杆 560.980 10.41~s2
8～9元/根1690

成本增加0.75～0.80元，而矿石损失由40??到20??下，总的经济效益较好。
对于采场顶板岩石中等稳定时，可以不加金属网而用钢带代替。钢带加工容易，指许

多锚杆联成一片。如焦家金矿曾采用涨壳式锚杆加钢带支护顶板，效果也很好。

】2，6，2 喷射混凝土与锚杆联合支护一喷磐支护

对于矿岩十分被碎以及地压大的采场，喷髓支护是一种有效的支护方法。

实例，金川二矿区下向充填法第一个分层的进路支护。

由于爱微顶构造的控制，矿岩十分不稳定，地压也很大。因此采用下向胶铺充填法，在采第一个分层
时，分层卷道及固采进赔的报进必须在矿石直接顶板下进行，如果完全采用木捕子支护，一是木材消耗量
大，二是采场地压大，木棚的强度不行。因此设计采用喷射混凝土锚杆金属网支护，局部辅以木糊支护。
储杆选型∶经过比较，在被碎岩层中打锚杆，以摩擦式和树脂输扦最有效。摩擦式维杆安装后立即

承压，而且可经费动压考验，其先柔后刚特性也很适合金川的地压特点。树脂情杆安装后也能很快发 挥

作用，对破碎岩层支护也很有效，但树脂药包产地远，在运输、贮藏方面都很困难，最后决定选用摩擦

式管缝锚秆杆。
愉杆长1，8～2m，外径35～38mm，髓杆网度 1，D×1.0或1，5×1.5m。采用YSP-45或7655凿岩机打

锚杆孔。金属附采用直径8～10mm铁丝，网度 200×200mm，点焊成网。喷射混凝土厚度50～79mm，

先喷后储，再喷。
金川二矿区采用上述支护后，保障第一个分层的回采顺利进行，为以下各分屋回采创造了条 件。

12，6，3 长锚素与省杆联盒支铲

长锚索与锚杆联合支护是近几年在我国发展起来的护项技术。采场若采用单一长横索、

支护，虽有许多优点，但布置网度较稀。对顶板节理裂隙比较发育的采场，在顶板下作业

的工人仍受醉石掉落之害。所以，在长锚索之间还应安装短锚杆，组成长锚索与短锚杆联

合支护系统。经几个矿山实践，这种支护形式效果较好。

实例;
（1）湘西金矿采用长锤索预控硕连续分条尾砂充填采矿法。长墙索预先安装在采准天井顶板 内，

孔径65mm，孔深8～8m，每隔1，5m接之字形交情布置。选用该矿提升用8度19些废怕铜丝 绳，直径31

mm，人工送绳，注浆机为MZ-1塑，采用前进式注浆工艺。

锚杆采用金属模管式锚杆和螺纹钢筋砂浆锚杆、钢丝绳砂浆锚杆。锚杆长2，2m，孔径40mm，紧 跟

工作面先安装金属楔管式储杆，然后再按设计网度加密砂浆横杆，限度为1×0.8m2，梅花形排列。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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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部分矿山聚场支护实制 囊 2-12-11

注采 场 支 护 氯 述开采技术条件

2
人工岩茫支 键面矿体为砂岩，似层状，矿厚 采用人工岩柱和锚杆护顶。入工档柱布置9×

积、铺杆直径、长度Bm，岩柱断面3.14-7m'，为圆形方形和 精1～2m，顶板界限不明显，中
该矿均采用公式计算等穗固，节理裂隙发育。底板 弱形。每m2人工岩柱可渗担10，38-13，1四'顶
或验算，此处公式从板面积。人工着柱采用100*水泥砂浆及大块度石为红色细粒砂岩，组织松软，

7略砌筑，工班定慧0，8~0，4m'，工程单位成本6.7验定性较差
元/m'。锚杆采用直经为22mm金属模差式及钢
经绳砂浆锚杆，闻距1.5×1.5m，长L，～2m，
金属模集式锚杆每套成本 17-13元<包括安
装），钢丝绳砂浆智杆每根1.0~1.5元，安義工
效5根/工班

全面采矿法验用于采涵顶板支护采用留不概则矿柱、康石染、亮蒸江铁矿床为内陆尚沼相沉新
矿体倾角13"～28"追凝土预制块操、木操等形式。对顶板局部不雅定积，望似层状、透镜状 和扁豆
段，该矿矿体 煨为地段，采用木立柱和木覆子加固。为减轻配筑度状。矿厚0～5m，平均1.5m，
25°～~86"地段采用房石操工程量，曾采用键杆文 护。采空区支护系中郁稳定，两翼稍差，上盘较
柱法稳定，/"【2～14，下盘中容 数，包括不规则矿柱和人工岩柱等，约占8~15%

验定，/-8~9
该矿房柱法为不规矿体形态复 杂，倾角14*- 采场顶板中等稳固时，采用局部锢杆及木点柱

则房柱法，有时又称支护，采场不稳固时，采用锚杆金属网支护，采20*，厚度6，2a～8，15μ。矿区
小进略全面法。采矿场慢不稳固时加木翻子支护。该矿曾试用过各种斯层发青，沿 走向平均每5～
方法试验时，采用糖7m有一条断层，矿 石f=13， │类型横杆，其中主要为金属紫彪式（岫岩矿山
杆等护顶措施，矿石矿体顶席板均为含金蚀变岩， 机械厂制造》和管楚式输杆（长沙钢厂制造），
圆收率86，7??化率节理发青，局部驶碎，从中等金属网用8号铁丝偏织，网度5×50mm，
为15。°??坑本消耗此外，还应用过锚杆桁架和水泥注浆加脚顺板，稳圆到极不幕固
4.2m*/t主要同题是，锚杆安装靠手工操作，效率低，使

其推广使用受到限制
锡矿山矿从1982年采用警避房柱法和籽柱房柱法，普通房柱法适矿体显似展状，赋存于矽化

就开始试验杆柱房柱用于顶板中等着固的2、3层矿体，开柱房柱法建灰岩中，矿体分三服，厚度从
法，随后进行推广，用于顶板不稳定的1展矿体。杆柱房柱法房间矿上至下散次为2m.5～~8m，
并一直应用至今，对柱尺寸为s×4m，间距5～6m，排距11m。矿房4～6m。矿体顶板也依次为页
于顶板不操定采场。中用锰杆支护顶板，多用模缝式，直径25nm，岩，不稳国;矽化灰岩或灰页
锚杆护顶是有效的方长2.3m，两度0.8×1m，靠近间柱重当加密，岩，中等薄固∶页岩中等稳圆
法近年来也试用过其它型式的箭杆，如楔曾式错

杆等法
为丁掌握质板在回随着拉顶层推进，紧按着掘质，然后对顶板新试验采场矿体厚9，65m，矿

采期间变化情况，在要构造和节理进行素摘和分析，确定截推断顶板石致密，/-12，顶板为二云
顶板适当部位布量一不稳定岩基范围、危岩形状、大小和重量，确定每石英片岩，f-12，片强发
虫吊她帖孔，进行位键杆文护范围。用材料受力极限平衡法和逻辑类育，局部有风化现象，受断层
移观测顶板暴露L1个比法计算出砂浆锚杆直径为16~18mm长1.6～影响比较破痒。底板为绿泥石
月后，思锯杆支护地1，8m，两度<1.2~1，B）×（1，3-2.0）m，靠石英片岩，较松脆f。7，片通
段保持和定运断层及风化警处加密，且留临时矿柱。在采场发育，在听蟹两侧，矿岩破碎

内被小断层切割的局部不稳温地度 用φ2mm，

长1.8m楔施式错杆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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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采 场 支 护 锰 达 在开采技术条件采矿方法

2 s1
该矿房柱法开采工回采由上而下进行，分层高度2.5m，第一分矿石结构数密，章定性好。

作面高度大，固采时层顶板虽拱形，为此，采用似光面爆驶。预板金局部地最由于构造破坏，翼隙
提高采场照明等级，面采用喷射福最土支护喷射厚度50mm，其作用较发育。现在开采地股是从特
如在采场中设探黑灯是增强顶板整体强度，防止顶板碎矿石掉下，便大矿体中圜定的175×17S×20
等以监视顶板安全状态。采场顶板局郝不稳定地m'富矿股

段，用键喷嵌合支护，选用砂浆钢膀锚杆，直径

法 18~2mm，长2m，每恨繁杆支护面积1~】.5m'

S，采场考损5万美S，采场没有用长锚素加固，原设计高度 40m，矿体近于直立，被各种片麻
元，S4采场采用长锚采到29m高时采场域帮，矿石大量黄化，导致停岩和角闪岩包围。翘岩主要由
素支护后，盈利120万产。矿石总报失33??总贫化45??被横岩和辉巩岩组成，并被很

Kota] 美元，根据开采技术S，采场采用长嘴索加固上下盘。在开采前，在多纵向摘向的角闪岩和蛇欤岩
条件，也可采用分层矿体上下盘开雷三层安装长锡索的专用卷谱，肉含矿带所破环，形成以角砾岩
充填法，但成本高;上下盘打扁形孔，排间蹈6m，每根锚索平均尴为标志的讼散带。锦矿石品位
经济效益差。固$m2。错索直径3mm，钻孔直经51mm，共0.6%

打锚索214根，总长7800m，平均每根长25m，钻

孔从专用卷道一直打到矿体边界为止

用长镱索 加 固矿九华山铜矿进行了预控顶全段高锚索加固矿岩安基山矿区码碱矿体震存于
岩，不仅改善采矿各浅孔留矿采矿法试验。长锚素共15根，分2排闪长粉岩与大理岩接触带中。
项技术经济指标，也西边一排下邮加固围岩，上部加固矿体，东边一矿石节理裂隙发育，闪长玢岩
扩大了浅孔留矿法使排了报加固矿体，采用废旧提升钢丝绳，直径易风化破碎。矿体厚度大于4
用泡图。我国有的矿25.4mm，15mm，钻孔直径50，部mm两种。m焓段尤其不稳定
山用能杆加固浅孔留'钻孔深14～45m，两度2.5×3m'，采用KD-10o

矿法顶板、上下建国地质钻机，注浆器注浆。施工每来5人，每下放

若一根制丝蝈、运料、拌制、注浆共需0.4～1h

壁式崩憨法采新支采场采用支柱和放顶办法，支柱多用点柱，服矿体区沉积岩层状岩展，中
护关键是控制好顶板滞顶板下沉，放顶可以编小顶板录露面积，释放等验固，倾角30"，厚度0.8-
暴露面积，及时放顶。顶板压力。点柱直径200mm，排距1，2~1.6m，3.5m，厂=8~10，顶板为页岩
词时采场结构参败设间距0，9-1.5m。控顶距3.2～6.4m，放顶距及砂页岩，不稳固，节理裂隙
计要合理4.8～6.4m，悬顶距8，0~12，8m，抗木回收率发育，f=6~10，膨板为小白

约30??长壁崩落法在该矿比重逐渐减小，被不石英岩，稳固，/=18
规则的房柱法《该矿称为逆挺法）取代

采用馈错支护代替采场支护原用金属栅子加背板，劳动强度大，矿石为碎块状雕获矿， f=
金属都于支护，每m坑木消耗大，现在采用喷摘支护。采用砂浆糖2～6，虽蜂窝状1有一部分粉
进略支护 费 用节 约杆，杆体用φ20～22mm爆较钢奶，长1.5~2，5状盛铁矿，f<2。矿体节瑶发
35。43元，降低成本m，每排锚杆-10兼，量扁形排列，排距0，~│育，很不确定。上盘主要为闪 20??劳动生产率也1.0m，钻孔直径a～50mm，前倾角8"，砂浆灰长岩，按破碎∶ 下盘主要为花 │
相应提高砂比1理1，水灰比0.4~0.45。喷射混凝土厚度岗岩，与矿体接触 处 为防卡

│即～85mm配合比，水泥砂子∶石子=113.2岩，节理裂除发 育，渔定性很
1.14，水灰比0，5，每m迅略喷射混凝土量1-差
1.2m'，回弹率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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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名称 采 场 支 护 概 述开采技术条件

2
凡口铅铈矿还用曾盘区机械化胶结充填采用上向分层充填方案，金屋蛉北寓矿体比较稳固，

能式错杆文 护VCR凿岩、爆破、运般、支护、充塞等作业均在直接>8，狮岭矿体为块状结构，
采场的量岩谓宝，并顶板下进行，采编支护很重要。在顶板出现三角稳固性较好，f=10~12。靠
与燥致相结合，取得节理时，采用能杆将危料髓面。在断层节理发青上下盘矿体局部稳固性较差。
一定效果地段，采用锚杆与金属网联合支护。锚杆采用6上下盘为灰岩，较稳固，f=

25m血模靠式威p3mm 警缝式，网 度1.4×1，58～10，局部泥质灰岩稳固性
法 m，金属网采用14号铁丝编 织，两度25×25较莞

ii
焦家金矿除了用错在水平分层充填祛采场内进行了锚杆支护试焦家金矿属蚀变岩型矿床，

杆支护顶板外，还试验，试验中速用了3种输杆;模缝式，胀壳式和主要矿体赋存在主断裂带下盘
影 脸过和正在试验长锚树脂锚杆。从栅图力上看，三种锚杆均能满足设的绢英岩化花岗岩和黄铁编莫

素文护项板找术计要求，但楔箍式锚杆直径25mm，钢材用量米贯碎裂岩内，因受断裂构造'
多，搬运也很重，决定不用，树脂锚杆生产厂家影响，矿石节惠比较发育，如
远，药包的运输贮存问顺较大，也不用，账壳式│不支护，客高圆落。法
髓杆由铅远县黄金机修厂生产，产地近，长1，8

m，直径1《mm的错杆每套5.7元（198I年），性

能出能滴足设计要求，决定准广使用，网度×1

或1.5x1，5m

读矿通过长锚载和现采用水平分层充填法开采，在采场安装上向该矿有一部分矿体及顶底盘
短糙托文护顶板后，长锚索和短镱杆支护顶板，长键囊网度一般为强岩由于受构造影响而非常破

Home 将效率低的方桐支柱2，4×2，4m或3×8m，顶板磁碎时鹏度为1，8×碎，采用方握支柱充填法开*take 充填法改为效率较高1，8m。锚索 钻孔直径有83.5mm和57，2mm阴采该地段
的水平分属充填法，种，分别安装2根直径为15.9mm和一根直径为
采矿成本降低了16%28，8mm损丝编，钻孔深度在13.3m以内，短栅杆

为账壳式长度为1.5m、2.4m，网度为1.8×1.8
m，长罐素安装效率每人班7，8m，成本为每米

18.208美元或每吨矿石1，87美元

自长错需安 装至采用长锚案加因 VCR采场上盘，在上盘源进VCR 采场位于2号矿体因部
VCR 采 场 充填结束储素硐宣，用ROC306参孔钻机钻幽φ168mm长边缘地带，采场雪直走向布置
历时2.5月，上盘最大16.5～2zm的锚索孔·个，每孔内放2~4根直径于寓矿体中。矿体上盘以混合
最禽面积300m"，在为2.5mm钢丝绳，共分2排，排距lm，孔间│岩为主，下盘以大理岩为主。
瞒固范医内未发生片距 0.8m。安 装时施加颗应力。钢丝绳在孔中定矿体内节理较发育，上盘稳定
帮冒善事件位后，先进行幅固展注浆，长度1，5m，注浆后性较差，下盘局部受构遗影响

7~10天，用网个千斤顶将钢丝绳拉紧并固定后，也不稳定
进行全孔注浆。平均每根幅索成本为926，5元，

每吨矿石成本为0.138元

该矿还采用高分层为安全回采位于断层下盘的矿体，在分量水平矿体延伸验高300m，厚度
点柱充填法 和 空 场开漏巷遭穿过矿体及新思，达到断震上盘，在上8～50m，矿体赋存于矽卡岩
法，但关键是控制断参及下兹拉沿脉卷道，在热道中打长偏素加固断中，禺岩是大理岩和角页岩。Dolphix 屡的奉露时间 和 面层和上盘。在采场内也打长错索加固顶板，同时矿体上盘有一条主断墨。矿体
积。采用长锚载加置还采用重糙式嵴杆和胀宪式锚杆加固顶板。长情及围岩节题发育，属中等稳定 断层和采场是可靠的索长度为2m，网度为3.5×3.5m'，嵌光和管

籍式锚扦网度为1，2×1，2m'，长度为2，d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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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与楔管式锚杆数量比为311。
采用长橘索与懂杆联合支护后，采场安全性得到改善，采场生产能力提高，矿石损失贫化指标降低。

（2）风黑山铜矿采用长储康短檐杆并配合光面毒酸技术支护水平分层尾砂充填法采垢。长镭霜采
用直径为15～25mm钢丝绳，孔径60～70mm，孔深8～10m，基本网度为4×4m。采用自制的辊式康擦
轮铜丝绳推送机推送钢丝绳，用HB6-3型灰浆滚前进式注浆。

储杆选用涨管式和管缝式，孔径35mm，孔深2m，锚杆陶度1.5×1.5m。
采用长嘴蒙与短锚杆联合支护后，采场安全状况得到改善，采矿直接成本虽然提 高5.2??但可以

从采矿生产率提高和贫化损失指标降低中得到补偿。

（3）铜绿山阴矿采用长锚索和短锚杆联合支护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采场顶板，长 铺索 直径24，5
mm，钻孔直径6mm，钻孔深15m，安装一次长懂索可以服务3～4个分层。基本网度为4×4m2及3×3

m，局部破碎地段加密至2，5×2.5m。采 用安在凿岩机上的送索器送绳，用HB6-3型灰浆泵向孔内前进

式注浆。
锚杆采用管缝式，直径45～46mm，长1，8～1，8m，钻孔直径42～43mm，用曲打器催助钻机冲击力

将镝杆压入孔内。锚杆布置网度为0，9×0，9m。

采用这种联合支护后，虽然每吨矿石成本增加了0，64元，但由于采场安全条件改善，点柱条柱 尺寸

缩小，采矿画收率提高。此外，矿山采用这种方法恢复了一个垮掉的采场，从益体考虑，经济效益是显

蓄的。
国内外部分矿山采沥支护见表2-12-11，可供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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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充 填 材 料

常用充填材料可分为三类，即。惰性材料——在充填过程中和充填体内材料的物理和
化学性质基本上不发生变化，是充填材料的主体;胶凝对料——在环境的影响下，材料本
身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发生变化，使充填材料胶凝形成不同力学特性的整体。充填工作中主
要的胶凝材料是水泥，由于水泥价格高，为降低充填成本，广泛采用各种地方活性材料，
添加材料——大多数是高分子化合物。采用添加材料是为了提高充填工作性 质、降低成

本。常见的充填材料见表2-13-1。

表 2-】3-1常 局 充 填 材 鹑

添 加 材 料胶 凝 材 料储 性 材 料

架凝剂、速凝剂、缓凝剂、水泥、磨细的炼铁炉渣、磨细的炼钢炉渣、废石、风砂、河砂、戈壁集
早强剂、减水剂、加气剂等。磨细的烧粘土、磨细的石灰石、生石灰、熟料、帖t、重介质尾砂、全粒

石灰、石膏、粉煤灰、磁黄铁矿，灌化矿物级尾砂、水淬炉滥、山砂、人
称 等。造秒、分级尾砂等。_
13.】，1 情 性 充 填 材 料

】8.1.1.1 惰性充填材料的化学成分
某些情性材料的化学成分见表2-13-2。一般而论，充填材料中的SiO2、Al，0，和Fe2O。

的单盐或所组合的复合矿物，具有化学稳定性。MgO或CaO的单盐，一般含量较少，但应

注意有的矿山尾矿中MgO含量较高，影响充填体强度。若惰性材料中还含有少量S、P，C，

应注意在充填体发挥作用的有限期内，不应极大地降低充填体的强度和严重危害井下劳动

条件和环境。
13.1.1.2 情性材料的粒级组喊
情性材料的粒级决定于材料来源和为满足输送需要对充填材料所进行的加工。

1。最大粒径
管道输送时，水砂充填料不大于管径的1/4，胶结充填料不大于1/5;车辆输送时，块

石不大于车箱平面最小尺寸的1/3，不大于溜口最小尺寸的1/3。

2。最小粒径
在水力充填中主要由脱水构筑物而定，它影响充填料的利用率、强度、流失量和输送

方式，见表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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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数悔性材料的化学成分（?? 囊 2-13-2

花岗岩铜官山尾砂红遇山尾秒降矿山恶砂 石灰岩凡口尾砂 页 岩材 斜 砂 岩金川随砂

70,178.54 14,09SiO, 58.90k6,0056,D039,2224.5271.70
4.n?A1O。 15,634.69.70 7.334.974.59

1.570.7720,11 1.08Fe,0, 4.0?1,003.572.07
0.88MgO  4,As0.98 3,822.79
1,SB│40.80CaO 3,15 5,5]32,01 15.14 1.79 3,2b3.89

2.87 5.03Co,
1.32Na,O -

4,I3,22K;0 1.32-
1.7818.38FeO 4,97

0.54，图62.654、97S -
泰 2-13-8最 小粒径和分级界最

分级界展最小粒度
脱水方式输送设备充填材料充填方式 （四m）（m唯）

o① 按强度要求不脱水石干式充填采空区 废
汽车

0。05～1o不 脱 水矿车干式分层充填 模据拌的混凝土
汽率

2525不 脱 水夜警破碎块石大体积充填中与砂浆赢
汽车合之块石

0.1稻 草 袋 0D.100～150管道河 飞水砂充填 Bφ178管道 状 特愿 1砂水砂充翼 D;G3~150 9,02～0,03纤维织物水力充填 启砂水现浆 壁

① 指爸最最的最细粒级，在该分级工艺中难以删除。

3。分级界限
情性材料因充填工艺要求而需剔除部分细粒级的工艺称为脱泥。分级脱泥所获得的师

上产品，当其素计产率达到95??的粒级称为分级界限（或必s）。例如，某矿尾砂分级所获

得的粗尾砂，其+0.03mm的粒 级达95??则称其分级界限为0.03mm。当采用尾砂胶结

充填时，分级界限的要求已不十分严格，特别在尾砂量不充足时，可尽量提高砂浆浓度，

降低分级界限。
4。平均粒径

情性充填材料均为混合粒级。以颗粒均匀度系数C，来表征混合粒级组成的均匀程度。

(2-13-1)C,=H4,
式中 d——60??充填料能通过的筛孔直径，mm;

4;。—-10??充填料能通过的筛孔直径，mm。
4;0，4，以及dg，4。等可从粒级曲线上查出。C。值愈大，表示充填料中粒级组成意

不均匀，据认为Cu≥5，充填体密实程度较好。
(2-13-2)d,= Ed,a;

式中 d;——-充填料的平均粒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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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组粒级的粒径，mm;
α，——第 s组粒级的产率，取小数值。

例 某种惰性材料的筛析结果见表2-13-4，在半对数座标纸上绘制粒级曲线图，见图
2-13-1。

某种馈 性 材 料粒 题 最 表 2-1-4

-1.8-0.3-0,15 -1.2 -2,5 一3-0.07A-0.03 -0.04粒级（mm）

2,750.112 0.25 0,45 0.9 1.850,0590.015 0.0354;(mm>

0.03180.06840,2844 0.18340,240.09180,08620.0780.0333
0.96829,90180,43B 0,71840.2940,19750.1I3累计产率 0.0833

tdwb ozdo3 十
压力（MPa）粒卷 （mm）

图 2-13-2 松散惰性材料的沉缩曲绩图 2-13-1 粒级画线图
1-100??石;2-100?质砂，3-60??，4??石;
4-70??，30??石15-80??，20??石，8—90??，

10??石，7-140??质砂

从图中可查出，ds=0.02mm;4=0.031mm;d=0.32mm;d=0.9mm。

平均粒径;dp=Zd;2;= 0.541mm。

13.】.1.3 储性材料的孔隙率

(2-13-3)

式中 p——惰性材料的孔隙率，

Y-———惰性材料的密度，t/m*;

Y，———惰性材料的体重，t/m2。
孔隙率与粒级组成和颗粒间的排列方式有关。等直径密实圆球呈立方体排列时有最大

的孔隙率，p=0.4765;呈菱面体排列时有最小的孔隙率，p=0.2595。混合粒级的密实

圆球的孔隙率最小可达到p=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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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4 情性材料的筑德

充填材料由于水浸作用、设备运行和充填体自重以及矿山压力而使固体颗粒 重 新 排
列，孔隙率减小而发生体积沉缩。沉缩后减少的体积与原体积之比称为沉缩率。河砂和粗
尾砂的水浸沉缩率不小于5 ??松散惰性材料秒与破碎的碎石（2～15mm）的实验室压缩
试验结果见图2-13-2。水浸沉缩和设备压缩的体积将在下一循环中被充填，故其数量应计
入充填量之内。因矿山压力而发生的充填体压缩，一般发生在采场回来和充填工作结束之
后，其数量一般不计入充填量之内。

充填体的沉缩与开采深度有关见表2-13-5。

豪 2-13-5充填体沉绪率与开果深良关系

700256～30085～ 50 160开采深度《m）

10j~71-2沉糟率（??

在井下大气潮湿条件下，胶结充填体沉缩值约为0.5～3mm/m。

13.1.2 腔 凝 材 料

13，1.2.1 水泥
充填用的水泥为普通水泥，密度 3000～3150kg/m2，体重为1000～160okg/m2，在计

量设备内《例如叶轮式给料机或螺旋给料机）取松散体重 1000kg/m3，计算水泥库的容量

时取平均体 重 1300kg/m2，计算水泥库的载荷时取密实体重 1600kg/m2。一般水泥的标号

和质量指标见表2-13-6。
水泥贮存时间过长将会降低活性，贮存3个月活性降低8～20??贮存6个月，活性

降低14～29???存-年活性降低18～39??
用水泥制作的胶结充填料，其强度决定于水泥用量、情性材料的粒级组成和水灰比。

凡口矿粗尾砂的平均粒径 4，=0.14mm，与 325号矿渣水泥所制作的胶缩充填砂浆，其

7，07×7.07×7，07cm试块的抗压强度见表2-13-7，金川矿-3mm棒廉砂试块强度见表
2-13-8.
、用-15～＋5mm 之 碎 石、-5mm之粗砂和-3mm 的棒磨砂加入825号普通硅酸盐水

泥，按管道自流输送要求加入水量，制成的细粒混凝土，其试块强度见表2-13-9。

并下充填用的适合电把输送、浇注机输送和重力自流输送的混凝土见表2-13-9。大量

使用水泥的矿山，最好采用散装水泥压气输送入库，减小水泥活性的降低。

13，1，2，2 地方活性材料
为节省胶凝材料费用，广泛采用各种地方活性材料，其特点是在充填料制备站内将其

湿磨至水泥的细度（比表面积250～350m2/kg），再直接混入充填料中。也只有磨细至筛上

0.09mm产品为5～20??，其胶凝活性才能表现出来。最常用的地方活性材料为高炉矿

渣、炼铜反射炉渣、粉煤灰和熟石灰。地方活性材料的性能用碱性率 M。活性率M。和质

量系数K来表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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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水泥的员量瘤标 表 2-13-B

硅 酿 盐 水 泥项 目 普通硅酸盐水泥 不露水霸点众果影

28 天 28 天7 天天3 天3 天 28 天标号和龄期 7 天

z25228130 110225
16o )30

沈还温度 32532G l150325 190120~
425(kg/cm+) 270425 180
626525 230 340 525210 290320

626 290

225
275

抗折裂度

(kg/em') 426 34
625
825 82 惠看

0.0mm方孔能鳞余不得超过15%细 度

初凝不得早于4分钟，终凝不得迟于12小时凝结时间

覆渗煮法检验必须合格安定性

 熟料中MgO含量不得超过5??如水泥经压森安定性试验合格，则燃料中MgO含量可达6%MgO
S40. 矿渣水泥中含量不超过4 ??其它水泥中含量不躯过3.5%

注;1kg/cm*=0.1MPA，因原标准尚未修正，故暂用此。

表 2-3-7凡口尾砂酸箱斜之试决强度
抗压强度（MPa）(kg/m*)用 量材

砂浆重量浓度 C，
天 于记 28水尾

8,834.9751731,80.75 1569
7.284.3256028,118800.75
4,222.B7209, 55616750,75
3.4L2.28164.2 5493184.6.75

表 2-13-8金川-3mm神息砂水泥砂浆试换强度

抗压温度（MPa）材 料 用 量（kg/m*）砂 浆 浓 度
砂浆比真 120 天28 天│水 泥 秒│容积C， 水重量 C

3,892,941,551.7931076179.8837,90.根230,70 4,273.782.431.900203.5 1222476.00.5240.75
5.895,233,632,0221387231.1404,00，图57.80
L.571,571.1B1.789111s189.258.00.4630.70 2.282.181.321.8981264158,0474.00.52820.75
2.2.4B1.6D2.018143a179,2483.20.5580.80
1.2a0,920.561.781187113.75,30,sgo0.70
1,371,00.751.831291129,1473.0.52880.75
2.372.041.672,028146.4402,60,597B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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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石源凝土的合填配比与强度 襄 2-1-A

塌落度容 重 抗压爱度 （MPa）用 量 （k/m料材

3 天(t/m") 砂棒唐砂碎 石 28 天水水 泡

1.86794 2,25s T,7661 2,87s8o 18 5,27250
1.36 312,5 9.72,18377 194648250

635S 2,16z782 5.3325 2.os 190250 │3.28

2.180 │ 6.3618310 20tB42200
2.163│828自08820200

204 2.14781559683020
3,86315180
2.769。4 0,472.154 1.33859324 214227180
2.B0,499,4 1.222,139845569833180

完填用提制土的配合比和夏度 寂 2-13-10

28天抗压骚度 料 用 (kg/m*)
输送方式 (MPa)石碎砂或笔砂 水泥水

5,492q013257Lo167
6。1024011978aD200电 桌 11.018s702 1811250
9.73z401209851300

7,28～7.85800～3501100部86220岗 注 机
250～300 82~7割1260240 540自流箱送

CaO＋ MgO (2-13-4)SiO,+Al0;

(2-13-5)

当MgO含量小于10??

_CaO+AlO,+MgO (2-13-6)K=—SiO1+T0;
当MgO含量大于或等于10??

(2-13-7)K- Sio, +Tio,+MgO
式中氧化物按百分数计，M。>1时属碱性，M，≤!时属酸性，M。=0时属中性。

用于胶结充填的地方活性材料应达到，M。=0.17～0.25，M。≥0.65;K>1.8。对于

达不到上述标准的材料，可加入4～6??水泥、石膏或石灰作活化剂。已用于工业的地方

活性材料的化学成分和性能指标如表2-13-11所示。
金川用第二冶炼厂之粉煤灰筛去＋3mm杂物，加325号普通硅酸盐水泥制成充填砂浆

的试块强度见表2-13-12。澳大利亚Moum Isa矿用铜反射炉渣，磨细至 295m/kg与平均

粒径0，103mm之尾砂制成的充填砂浆试块强度见表2-13-13。苏联五一矿利用南乌克兰的

高炉矿渣，湿磨后加入水泥或粉煤灰，砂浆试件强度见表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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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方滑性材料的成分和煮标 泰 2-13-11

学 成类 KM。 Mo产 地 CaOA10。 Fe,O,SIO; SMgO

1,450.2061,02S山 0,760,8802 16,4 1.96888,9
1.700.0150.5 0,439.89 8。05石景山 I4,4537,42
1,0.440.4 0.90.6B4,45 5,36汉武 18.0234。04
1.772.50 0.851.061.1045.90 5。56意大赛着尔 12,08
1,720,76 0.311.070.5037.0b 8,00Otokumpu 32.00 10,00
0.380.90 0.25 0,1034,001.97,9085,60Mount Ia（芬） 3.60

KpBoporCxB角 1.731.9日 1.00,65 9.3012048,7510.8536.11
集）

0.60,07- 0.610.B23.2319.5738.3川n
3,5 0,930.15 0.65.201.509.1o28,30维斯蒙 41.70

0,B10.06 0.611,02.003.00Oxtotumpu 26,0051.00
灰 q.589,40.0.89 0,094,93t,404.69五一 矿'（苏》 15,8249,0c

表 2-13-12金用粉薄灰水泥砂浆试换骗度

抗压强度 （MPE）料 用 量（kg/m'）养护条件式量浓度
28 天砂 关3 天粉煤灰 水水 呢2度通 度│(%)

2.55 6,473.21205.9450.6e801,780%20±s°0.7r 7.56109,3442.8191,6194,2士3* 95%6,7T
5,987。DI57,42,51B0.7160,720主$e.77
4.30.67192.7 1,6742.0142.142,020士8° 3%0,77 4.320,541231.2 1.1841.312s。1123,1D0%20±3"0.77
2.650,90.391261.0441,101,7108,720±s 90%0,77

美 2-13-13Mount Isa时砂浆试换凯压烈度

(MPa)度强压腔融材料加入量（??
56 天42 关28 天14 天r 天炼铜矿渣泥水
0.5670.54B0.5070.405目，884
0.6060.533a.630,5610.3d 0.0280.850.s760.6820.421各
6.763.7580,7820.7210,4528 0.4Bo0.6520.5890.510,4s7 0,9950.8750.9890.7530,63
1,1391.6231.0590.9220.59多9 .1ss1,,Q881.081.0478,731123 0,780.7240.62S0.5920.5350 1.5081,4731,3521.0030,769·4 1.8581,6781.511.280.838154 0.8760.8150.7810.69t0,8og

注，舞限压力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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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联 五一矿 充 填 砂 浆 强 度 袭 2-1-74

抗 【 强】度（MPa）材料 埚落度用 葡 (tg/m*)

天} 6060 天 180 天矿 渣粉媒灰 90 天昌 砂砂 <cm)

6.878.92 5.002.741260 10400 400
0.67136 4,912.94110

500 4,1z 4,B53.04900 400
6.774.232.84 5.2078osav
7,26117o304
7.384.32 5，转3.1416o0
4.1.96 2.8480
3.532.751.771,2810360 4aD600
3.531.961.171.281o45o
5.593.7383904001200

13.1.2.3 磁黄铁矿和黄铁矿
某些金属硫化矿床中，磨细的磁黄铁矿和黄铁矿，由于密度较大在分级脱泥时易进入

粗尾砂，使尾砂平均含流量1～2??甚至高达5??上。加拿大诺兰达矿业公司和Sulivan

矿的经验证明∶磁黄铁矿与空气中的氧和水分发生缓慢的氧化反应的生成物，熊将情性材

料胶结成稳固的充填体。发生均匀氧化的条件是，
（1）惰性材料（炉渣和尾砂）的配比和粒级组成有利于空气流通和水的渗透;

（2）磨细的磁黄铁矿的用量为惰性材料的3～10%;

（3 ）水分的含量应达到固体重的15??
例如∶+0.051mm的粗尾砂，按4∶1与炉渣混合，加入8??磨细磁黄铁矿，在空气自

然流动的条件下，将水分排干至15??后34天，其无侧限抗压强度达到1.862MPa。

硫化矿物氧化所生成的SO离子，对水泥和其它胶凝材料又有破坏作用，其浓度达

到1500～1000mg/l时，生成硫铝酸盐晶体（3CaO·A1，O。8CaSO，31H，O）和二水石膏

（CASO，-2H，O），体积增加2倍以上，使充填体内产生内应力，最终导至开裂威崩解。国

家标准除对水泥中的碱含量有规定外（见表2-13-6），建筑部门对骨料中硫的含量规定为，

含流化物，硫酸盐换算成 SO7"以重量计不超过1??胶结充填体的服务时间短，对惰性

材料中的硫含量可降低要求，但无论是用磁黄铁矿作胶凝剂或用含高硫尾矿作情性材料，

均应经过试验确定其有利和有害的影响。
13，1.2.4 胶凝材料的物理浩化方法

胶凝材料要磨到比表面积 250～350m2/kg，以利于水化作用，提高砂浆强度。物理活

化方法有;胶凝材料的再磨;振动活化法;素流活化法，电磁法和超声波法等。苏联阿齐

赛斯克多金属公司在全尾砂充填工艺中使用的290r/min的强力搅拌机，属于素流活化法，

它将一0.043mm达35～1??全尾砂加水泥120kg/m2，制成重量浓度0.8～0.3的触变

性砂浆，比用普通法制成的水泥用量 200kg/m2的砂浆强度高 30～40??采用一种振幅3

mm，频率350 赫的带网孔的槽式振动机，振动活化后的砂浆与相间材料和配比的普通砂

浆的强度对比见表2-13-15。从表中可以看出，振动活化法对低水泥的砂浆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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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动活化法的砂浆强虚 囊 2-13-15eswa
压 强 淀 （MPa）抗

水泥用量tkg/o*）
0 关60 天2 天

1,371.27.18最动活化 !20 0.50.49普道秒浆 0.89
1.671,86.98概动活化 135 1.191,i80.88普通砂浆

5.984.31振动活化 2,65230 6,202,94督通砂浆 ，母8

3.1.3 漫 加 材 料

13.1.3.1 戴凝剂
絮凝剂可使水泥在充填体内均匀分布，提高强度或降低水泥用量，消除充填体表层的

细泥量。常用的素凝剂为聚丙烯酰胺类高分子化合物，它的作用与细粒惰性材料的粒级和

矿物组成、溏液性质有关。因此应通过试验确定是否需要加入溶液pH 值 调节剂或助凝剂

如氯化铝等，但它所形成的絮状沉淀物，重量浓度仅0.65左右，它所结合的水分对充填体

的强度有不利影响的一面，选择合适的絮凝剂，对综合效果影响很大。

13.1，3.2 减水剂
减水剂为表面活化材料，均为高分子有机化合物，多为造纸、制糖、酿氧的废液加工

或石油化工产品，它吸附在胶凝材料和惰性材料的亲水表面上，增加砂浆的塑性，可以降

低水用量和提高强度。圈产减水剂有几十种，适用于充填用的价廉的减水剂见表2-13-16。

对充填体强度的影响见表2-13-17。

表 2-13-18廉价的最水剂性能表

制 造厂主 要 性 菌掺量（占水泥的??主 要 成 分名 称
古林开山屯化纤浆厂滤水、缓凝、节约水泥木质素频伤 0,2～0.3M登
广州查纸「浓水15~20??缓凝变性木素MY型 0,3-0,5
保定造纸厂减水15??增强20%腐 植 酸 0.3棉聚
新遍招祸化工厂减水10??节约水泥10%腐 植酸 0.3天山Ⅰ螫
大连红卫化工r-雌 水亚甲基二蔡磺酸钠NNOF型 0,76～1
首钢熊化厂敲水，早强康β甲基菜破验钠SG型
广西贵县篇r厂减水10??增致QA整 密箱道神度液 0.2
断江瑞安糖厂减水。缓凝旅糖化钙ST塑 0.2～0.3

13.1.3，3 速凝剂、绿凝剂、单强剂、加气剂

常用的速凝剂为 CaClg、NaC和二水石膏，CaCl】的用量一般不超过水量的3??常

用的缓凝剂为酒石酸、亚硫酸、酒精废液、硼砂和动物胶等，其用量需经试验确定。一般

减水剂均有早囊效果。无机早强剂以硫酸钠为主，并有减少用水量和提高各项物理力学指

标之作用。加气剂可使充填料的体积增加，从面达到在局部地点使充填料接顶。如加入铝

粉0，3～0，8kg/m*，可使充填体体积增加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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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水剂对究填体强度的龄响 表 2-13-17

 用 量（kg材 抗 压 强 院 （M?a）
名 弥

14 天300号水泥 8 天7天3 砂水减 水 剂

120 1.08 1、71.3170U棉 子 息 490
1430 0.193143 D.4767

],881790 1,19120485
胺化棉于舞脂 1.25 1,911700 1.62120470

2.18(R-CoONH) 1,52 1.811700120
1,78 2.101.3917o01264459

2,1B1.651,37170012044010

13.1.4 水

胶凝材料需要水以实现水化反应。水又是各种添加剂的溶剂或载体。因此水中所含杂

质对胶凝材料有影响。弱碱性的矿山工业用水，使水泥尾砂胶结料的强度略有升高，见表

2-18-18。
骗 2-13-~13限 性 水 对 砂 浆强 度 的 影 响

度（MPa）压 强抗
重量浓度水泥尾砂比类别 pH值 90 天28 天14 天于天

2.22 2.41,420,22510.1磁性矿井水 0,6B1:6 2,04,870,940.137工业水 7,3
9.300225 0,2储性矿井水 10,1 0,85120 o,4E0,250.217.2工业 水

矿井酸性水多来源于硫化矿物的氧化，酸性水中的SO;离 子侵蚀水泥后而产生难溶

的就酸盐类晶体，发生体积膨胀使充填体破坏。建筑部门规定，用普通水泥制备混凝土，

水中之硫酸盐含量以SO∶计不超过27mg/l，pH 值不小于4。
用海水制作素混凝土是允许的，但含盐总量不得超过5000mg/，它的早期强度获高，

但28天以后的强度要降低，因此要尽量减小水灰比。对于水泥尾砂胶结料与海水接触或被
海水渗透均会降低强度。在三山岛金矿的试验中，以海水（或与海水近似的盐水）养护试

块，与标准的潮湿条件相比，强度降低i1～28??见表2-13-19。
水可以改善细粒惰性材料的输送性能。在固液混合物的水力输送中，为表达其中固液

的比例，常用体积液度C，、重量浓度Cr、体积固液比CG。、重量固液比G，表示。设Q、②、

Q分别为水、砂浆和固体的密实体积流量，m2/h;7。、Y.、γ分别为水、砂浆和固体的密

度，则固液比例之间的换算如表2-13-20所示。

1，1，5 充填体的含水与渗流

在井下潮湿的条件下，水力输送所形成的充填体内存在着分子水、毛细水和重力水。

分子水是固体表面所吸附的一层极薄水膜，重力不能使分子水移动，只有燕发才能消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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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弊护对覆度的影响 表 2-1-19

定 （MPa）杭 ? 强

类 别 灰 秒 比 1120灰 砂 比 18

24 天 28 天

0.191.468 0.276湖墨养护 1.021
o,1371.142 0,2海水养护 0.904
27.918.7 19,6强度下降（?? 13。45

表 2-3-20浓度 与密虚的换算

crC, GrG。YnY?式

GtG。 ⋯+Gg1+G。 γa
G

C-_书 7.,G。 1+G

Ge×Y

DY G.v} 1Ym-C。

子水。最大分子水持水量按固体重量的百分率计约为，粗砂2??细砂2.8??砂壤土4.9??

黄土16??用于充填的分级粗尾砂3～5??毛细水仅对细粒充填料有实际意义，它能传递

静压力和在重力与毛细力的联合作用下运动。在于燥的尾砂中和饱和的尾砂中毛细管水消

失。重力水存在于充填料的孔隙内，在果充循环很紧凑的分层充填法采场，由于凿岩和运

矿中除尘洒水，使充填体内孔隙的饱和程度可达80??充填体内的重力水以渗流形式排

出，当供水量超过渗流量时，在充填体表面上泌出一层满水，以溢流的形式排出。充填体

的渗流能力决定于水力坡度、材料的渗透阻力和最大毛细管力。充填料的渗透性能用渗透

系数来表征，一般通过试验确定。当无实测数据时，可暂按下式讨算;

(2-13-8)K,=50d'。/。→H2-)

式中 K-———渗透系数，m/h;
p—孔隙率;
d;。——10??充填料通过的筛孔直径，mm;

e ——自然对数的席，e=2.71828。
上式适用于p≤0.45。一般认为，对于水平分层充填法采 场，K;≥0.08～0.1m/h。

当对采空区进行充填，对脱水时间无要求时，可采用较多的细粒级，但应使K，≥0.05m/h。

一般充填材料的渗透系数见表2-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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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充填材料的渗遇系敷 囊 2-1-21

料 多 透 系 数（cm/h）

砂 25～15
504呢质岩
6卷4疲石

卵石4= 5um 54000
《8400碎石

选厂尾砂

胶结充填时，主要脱水方式是充填体初凝前，在充填体表面泌出水以滋流方式排出，

充填体的渗透性要求已不严格，而提高砂浆浓度财是一重要因素。

13，1.6 充填体的力学种性

胶结充填体与一般的围岩和矿石相比，它的弹性模量要低3～4位数。充填体的强度不

甚均匀，现场取样表明，当28天龄期的试块强度为4MPa时，充填体内强度介于0.5～

25MPa之间，主要是由于充填作业间断时管道冲洗水的有害影响。但胶结充填体的整体性
好，通常由于采矿方法的工艺与充填体的力学特性不相适应才发生破坏。惰性材料的母岩

力学特性见表2-13-22。某些胶结充填料的力学特性见表2-13-23。

情性材料母岩的力学轴性 表 2-13-22

内聚力弹性模量 内踪擦角抗压强度 抗拉强度
泊松比岩 不 (MPa}<")(MPa×10")<MPa)(MPa》

16～6045～660.2~0.350～1407～25花岗岩 99～245
20～8030～600.1～0,256~20010～30150～340石英岩
15～3035～500.2～03510～9010-30大理岩 100~250
3~20.5～300.2~0.310~100砂 岩 20～20 4-25
20～5035～600.2~0,355~1005~2050～200石灰岩
3~2015～300.1~0.3540-80B0～250 15~25白云岩
$～2015～300,2～0,420-78页 岩 2～1010～100

表 2-13-23某整数结充填料的力年特性
内 聚 力内寒擦角抗拉强度 弹性模量抗压强度 备 注消 松比
(MPa)<")《MPa) (MPa×1>(MPa)

侧限压力0.,103尾砂比水泥 300.254.10.172 0.1MPA-301 0.488360.2525,00,3458:1
8n1 0.951400,3320,0加碎石

353??泥 28.50,22
6??谦

369.00,17水泥6，25%
266,0-0,14水泥4.8%

35～403??泥 28,U
6??渡加碎石

7～13. 0,2-0.222.5～3,840kg/m2矿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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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干 式 充 填

由于井下运输设备的改进和地表环境保护之要求，干式充填的应用日益广泛。

13.2，1 充 填 量 计 算

13.2.1.1 矿山年平均充填量

(2-13-9)

式中 Q，——矿山年平均充填量，m2/aj
Q—--矿山充填法年产量，t/a;
?μ---矿右的体重，t/m'，
Z——采充比，m2/m2一般取0.8～1。

13，2.1.2 矿山的日平均充填量
(2-13-10)g,=Qa+T

式中 Q-—矿山日平均充填量，m2*/d;

T-——矿山年工作日，天。
13.2.1.3 矿山的日充填能力

(2-13-11)2.= K0,
式中 2-——矿山日充填能力，m*/d;

K——充填作业的不均衡系数，一般取K=2-3。
K值可接如下原则选取，简单的充填系统，对采空区进行连续充填取较 小的值，复杂

的充填系统，进行分层充填时取较大的值。充填料来源充分时取较小的值，掘进废石作充

填料所占比重显著时取较大的值。充填量和充填能力均指井下充填体积。井下掘进的废石

仅为充填料之补充和利用，可取日掘进量的下限。

13，2.2 干式 充 填 系 能

在井下运输干式充填料，可以使用矿车、汽车、铲运机、电耙、抛掷充填车、胶带输

送机等。在考虑干式充填料的运输设备和运输系统时应注意到，采用相同种类和型号的设

备运输矿石、废石和补充充填料的可能性，回采、掘进和充填作业在空间上的分布关系，

出矿量、掘进量和充填量在24小时内的分布和峰值;重要路段和交叉点的通过能力，对提

升和井下动力系统的影响等。
在按公式（2-13-11）之Q确定运输设备时，由于已考虑了充填作业的不均衡性，可

以取消或减少设备的备用量。
干式充填系统设计的关健是充填料的转运和储存，即废石溜井的数量、位置和容量。

它与矿山的开拓、采准、采场位置、运输设备和充填量等因素有关。充填系统应尽量利用已

有并卷。我国较成功的于式充填系就是将充填料采掘场建在充填井的上方，以简化地表的

采扬运输设备。711矿在4个成石渭井口上方建小的充填料采石场，井下用采空区储料，储

存量达3，5万m2。自流充填量可占25～30??如图2-1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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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8 711矿充填系统级教影示意图
I一联地表线，2-采石场，3-充填料铺仓;4-充填井;5-把运充填料;6一混凝土握神站;7一河

沙温井;8-我柱及来采矿体;9一巳充填区

13.3 水 砂 充 填

水砂充填的特点是用管道水力输送比较粗的松散充填料。常用的充填料有山砂和河砂

两大类。山砂为破碎的岩石，粒径-60mm，河砂为-5mm。水砂充填系统一般 由砂的制

备，砂仓、注砂室、充填管道、工作面脱水、沉淀和排泥、供水系统，仪表监控系统、信

号系统等组成，如图2-13-4所示。

困 2-13-4 某矿水砂充填系统示意图
1-采石场，2-充翼料破碎站，8-秒仓，4-注砂室;5-充美井∶-充填繁，7一供水曾，8一储

水池!9-排水管;10-水泵房，11-密房昆仓;12-压气排泥峰;13-中央沉淀池，14-副井，

15-一充填钻孔;16—选厂，17一主并

3，3.1 水砂充填的适用条件及优缺点

主要适用于非胶结充填回采工艺的矿山，如缓倾斜壁式充填连续国采的矿山、一步骤

回采的分层充填法、两步骤回采时第二步踝采场的充填以及处理采空区的事后充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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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充填料来源广泛，除山砂和河砂外，粒级符合要求的各种废料均可使用;充填
能力大，当用φ180mm注砂管时，每小时可充填100m2以上;充填体还具有防火、隔热、密

闭、限制围岩移动等作用。
缺点，在厚大矿体开采中，水砂充填所形成的松散充填体不能保证矿柱有效回采，管

道输送的水砂充填料耗水量较大，按采场充填体积计算的水砂体积比为1.2～1，4;增加供
排水费用和排水沟断面，专用的充填排水巷的坡度要达到7‰，才能使泥砂自流入沉淀池。

13.3.2 砂仓 和 注 砂 案

13，3.2.1 砂仓
砂仓的平面形状有圆形和矩形，依容量、运输设备和出

砂口数目而定。金属矿山当充填量不大时，建议用直径 10m
的圆形砂仓，有效容积约 600mn'，如图2-13-6所示。可用汽
车、矿车或胶带输送机向其运料。砂仓的有效容积可按图2-

13-5的原理进行计算。材料的堆积角c和塌落角β值参见表2-图 2-13-5 料仓内有效容积

13-24。砂仓有效容积一般应大于日平均充填量2，的1.5倍。
13，3，2.2 注砂室

注砂室上接砂仓，下接充填管道，起调节砂水量使砂水均匀混合，以及删除不合格大

块等作用。注砂室的基本形式有两种，混合沟式见图2-13-6;给料机式见图2-13-7。混合

沟式注砂室不耗动力，无运转部件，能有效地调节和控制砂水量，应优先采用。

表 2-13-24充填材耗的靠积角和黑落角

自βa装卸方式材 料 类 翠

55*～60*38" ～40*千式 { 出料用水管冲属25°～30*水力

80*~70°干式 38°～40°
含泥多的山砂 出料用水检冲刷2S"～30*水力

55"～断*干式 38°-40°
河 出料用水检冲即20°～25*25"～30°水力

55"~75*35*~38*干式
袅 .砂 混凝土底板水抢冲脚10"～~15"J5"～20*水力

10°～80'40"～4B°干式含泥多的粉砂，想尾秒 水方流态化放砂15*~20°7°～10°水力
85"-75°35*～38干式水 泥 风力流态化5"～10°》°～5°风力

13.5，3 水砂充 填管道

13，3.3.1 充填管壁厚的计算

(2-13-12)=-J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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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7 给料机式注砂室困 2-13-6 圆形砂仓和混合沟式注砂室

1-砂仓;z一水平闸板;3-垂直闹板，4-帝式给料机1
5-条筛;8-摄动筛;7-底板，8-混合箱，3一沉铁窝，

10一水管及喷嘴，11-冲洗水管

式中 d-——管壁厚度，mm;
P---管道所受的最大压强，MPa，水砂充镇料由于磨蚀性大，多采用耐磨的含铬

铸铁管或含锰铸铁管，在充填管路的布置上，应使P≤3MPa，尾砂充填多
用钢管，可使P= 5～6MPa;

D---管道内径，mm;

〔σ〕-——管材的抗拉许用应力，MPa，铸铁管取20～40MPa，焊接钢管取60～80MPa，

无缝钢管取80～100MPa;
K——磨损腐蚀量，钢管取2～3mm，含铬或含锰铸铁管取5～7mm，普通铸铁管

7～10mm。
13.3.3.2 水砂充填管道
水砂充填的主于管采用的耐磨铸铁管见表2-13-25。充填工作面使用 的轻便管一般为

壁厚4～5mm的直缝焊接钢管，管长2m，管道内径与主干管相同，一般在矿山制作。锅

管耐磨性参见表2-13-26。
13.3.3.3 水砂充填管件

由于充填管件是一种易耗件，其法兰的尺寸与联接件的数量比国家标准低一级。各类

水力充填所用的管性均相似，水砂充填的常用管件如下，

1。短管
又名三尺管，大多用铸铁制成，其内径、壁厚、接口方式与主干管相同，见图2-13-8。

它安装于管道转弯或三通管下端的直管之前，以防砂浆对直管一端的严重磨蚀。它也用于

组合成-定曲率半径的弯管段和拼成给定长度的直管。

2。弯管
铸造的弯管有10°、15°和30°三种，与短管和偏口组合成弯管段。由于弯管内壁的外半侧

将受到强烈的磨蚀，故设计时将外侧壁加摩，一般为内侧壁的1，5～2倍。充填管的曲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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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 2-13-25水 秒充 填 玉 平 督

管道好命内 径 包括齿兰管 长壁 所 工作压力
矿山名称 充填材料 敷设地点盘平均重 材 后

（万m"）(MPa)<kg/m)(m》<mm)(mm》

20斜15~2灰口等铁河砂， 2.620 i00178
叙井平巷灰口铸铁 1.5～2-5m班 20 80152 2,5新改媒矿
平白口铸铁体重2.0 1,5~2152 20

30采无箱钢管 -393.6168 1o
50平特解井。与加铬抑铁 31052,420178油母页岩，狂康煤矿 S0mm 竖5益 铜3,515 71,4178体置1.7

经 判灰口铸铁 一8520 2.5细砂， 169礼赛请尔 10解 无线钢管32,73.5G158-5的皿
煤 平 消 12.1焊按制管205体重2，47 150

废布， 竖并，平着加铬诗铁 310S2。4凡口船穿部 20178-60西血

竖并，平着 7～15加储钟铁 31052.420山砂， 178辽得煤矿 部mm 8解 井6猛 钢3,5 71,415178
体散2.5

竖共，平增 20-25加储铺装1052420山砂， 178取新媒引 10解 井-80mm 5锰钥71,43.515178你重2.4
竖并含锰俯喉2,420山砂， 144湘潭猛矿 平巷含鲨锌快502,418iss页尝

表 2-1S-28拥 管 附 新 性
管道完全启损菌通过充满管 道 倾 角曾径4，（mm）

充 填 材 料 斜数量（m'）<")壁厚O<mm）

d=76~100 4.0万~8，0万0粒 状 炉 流d-10~12
10.0万尾d=50
15，0万0尾4=75
<70。0万尾d=125~175
17，0万d=125 0炉渣，破碎者石

6=12
10.0万0融碎岩石《半分砂岩）块度8-d=150
19，0万50mun 0～30d=8
8.5万80-45

，10、0万45~70
20.0万0阈上玄截岩内衬管

径不可太小水砂充填管一般为700～1500mm，尾砂充填管为500～1000mm。如图2-13-9。

3.三通管
三通管有30°和45°两种，见图2-13-10。

4.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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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8 内径178mm的短管

2A1.2

图 2-13-10 R = 500的神铁三通管图 2-13-9 φ178mm弯管

制造材料为高碳钢，两端内径不等，装于弯管与短管之间，以减少砂浆对短管的磨

蚀，平口的壁厚磨协掉6mm，即应更换，见图2-13-11。

5.偏口
用高碳钢制成，用以调整管道的小角度转向。偏口的夹角有3°、6°、8°三种。安装方

法与平口相似，轻便管使用的偏口用木制成，还可重复使用。见图2-13-12。

图 2-13-12 偏口
图 2-13-11 平口及其安装位置

6。伸缩管
当竖并中的管道经三通管通往水平巷道时，在三通管与短管之间可安装伸缩管。除用

于补偿温度变形外，还用以更换闸板与检修管道时之拆装，见图2-13-13。

7。闸板
阐板为开、闭式各一件，装于三通管之下方，用以改变砂浆流向。闸板用厚5mm的钢

板制成，见图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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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zsl.Z分

图 2-13-14 开式和闭式闸板图 2-13-13 φ178mm伸缩管
1-中间法兰，2-套管;3-增法兰;4-压圈，5-橡胶环

13，3.3.4 水砂充填管道管件的组合
根据上述各种管件的功能和用途，充填管道在竖

井内及马头门处的组成如图2-13-15。

13，3，4 水砂充填系统计算

13.3.4.1 充填倍键
利用重力进行自流输送的充填系统，常用充填倍

线的概念，它是管道总长度L与管道入口与出口间高

差H之比，以表征系统输送条件。
pvy了sTwyyF

N=方 (2-13-13)

式中 N-一充填倍线。
由于充填管道随充填采场的位置而延伸或转移，T下*yeyeyr下v

故矿山的充填倍线并非一个定值。但用充填倍线可以图 2-3-15 照片中充填赏踮组合
估计一套充填系统的服务范围。根据我国水砂充填的乔意图
经验，对于-80mm的山砂，N=8是可能的，N<51-注砂室，2-φ178注砂臂;s一喇列繁;

是很可靠的;对于-5mm的河砂或细砂，N=12是可4-缩口，5一短管;6-伸缩管，7-弯
管，9- 阐板，9一三通管，10一安全阀

能的，N <8是可靠的。
如果由试验或计算，已知砂浆的水力坡度，则可求出该系统能满足的砂浆输送管路总

长度和充填倍线。即∶
(2-I3-1L4)K;Ey= KLi

即∶

(2-13-15)

式中 Kz-—-垂直管段的满管系数，0，8～1;

γ--砂浆的密度;
K。——-管路的局部阻力系数，根据管路复杂情况为1.05～1.2.

;——-砂浆的水力坡度，10*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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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水平段L的长度大大小于计算值Z，则在同样浓度下砂浆流速可提高，因此整个
系统能力约大致按、√/乙L7比例增加。

13.3.4.2 砂浆的流动速度
两相流出现滑动床流态有一小的流速范围，其中量大的流速称临界流 速v，m/s，除

通过实验观察外，可近似地用下式计算∶
(2-13-16)v. =0.55K√daa(V-1)

式中 K——系数，1，2～2，一般取1.8;
、dmx--固体籁粒的最大尺寸，cm;

y-—-固体物料的体重。
在重力自流输送不耗动力的前提下，实际输送速度为临界流速的1.2～2倍。在生产实

践中，当砂浆柱不变时，砂浆的流速还随充填倍线而变化，当倍线增大，则财流速减小（但
不应低于临界流速的1.2倍）;充填倍线小，则流速增大（但受充填系统供水和供砂能力的

限制）。为满足最大倍线要求的流速称设计最小流速Vim，在最小倍线下充填系 统发挥
最大供料量的流速称为设计最大流速V-。设计最佳流速Vo是指在该流速的相应倍线下，
能充填绝大多数采场;而且供水量小、供料量大、流速较低、管道磨损小。一般认为;对
于-60mm山砂，V。i≥4.0m/s，Va≤7m/s，对于-5mm的河砂，V.n≥2.5m/s，
V.≤4mn/s。

13，3.4.3 水力坡度
-60mm山砂水力输送的水力坡度可用以下两公式计算，再按经验选一适合之值。

1。于长兴公式

i=√γ。i. 0.7.gD（V??二1） (2-13-17)

(2-13-18)ig=λ-2pD

(2-13-19)

式中 i。——相同管径和流速下清水的水力坡度，×10°Pa/m，

λ ——清水摩擦阻力系数;

g ——重力加速度，9.81m/s*;

D——管道内径，m;

;—--砂浆的流速，m/sy

q-——-体体重校正系数，φ=0.6√ 3，65，

K。——管道联接质量系数，对于甲178mm以上管道，K。=1～1，05，对于φ100mm

以下管道，K。=1，2～1。357。

2。张国权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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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0)

式中 o———固体颗粒的沉降速度，m/8，见表2-13-27，
(2-13-21)对于山砂;o=0.551√/（γ-14。

4，———固体颗粒的平均粒径，cm;
-——颗粒与管壁间的摩擦系数，对于山砂，f= 0.3，

Az，Ay——分别为正面推力系数和上举力系数，对于V≥4m/s以上的水砂充填∶

A=0.25。

水中国体颗粒贡障造度 表 2-13-27

沉降速度（m/s）粒 度（mm）充 填 材 斜

0.045～0粘 土
0,00r47～0.000014淤 尼 0,05～0.05
0.294~0.001470.25～0.15细 砂
0.1084~0,0294t。0～0,25中 砂
0.2185~0.10a粗 砂 2,3～1,0

0.7~0,2I35躯砾石 5.0-2,B
0.425～0.7中恶石 10.0-5,D
a,52～0,42大砾石 15,0～10.0
0,672～0.52细卵石 25。6～15,0
1.09-0,672中卵石 40,0-25.0
1.49～1.09大卵石 75.0～40.0

3。新汶公式
一5mm河砂的水力充填可用新汶公式进行计算，即，

(2-13-22)=6+-
式中 C———经验系数，对于水平管段

(2-13-23)

??——密实体积水砂比

(2-13-24)

管路系统中的局部阻力可按等效长度选取见表2-13-28。

13.3.4.4 宾制
某铝土矿床为两层相邻约15m的缓倾斜薄矿体。矿石体重2.55，矿体惯角25°～30"，矿体厚1，S～

3.5m，走向长约80m。矿山被计生产规模为6600t/a。采矿方法为留不规则矿柱的全面法，用水 砂充

填进行采空区处理以利于积翎矿层的国采。充填工作年工作日330天，每日工作2斑。充填砂仓和注砂

室拟建于矿床中央底盘内，第一充填阶段距地表约106m，如图2-13-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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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畜 屉力 等 效 长度（m） 素 2-13-28

蜜 (mm)径
局 部 阻 力. 10 150 20050

1,2阀 0.5
直角弯头 0.3

203三通

密 2-13-16 水砂充填倍线计算示意图

按上述有关公式可求得;年平均充填量QA=25800m*/a，日平均充填量Q，=784m'/d，矿山充填能

力Q，=1568m2/d（圆事后充填取K=2）。充填料为开采山砂，井下掘进废石量约为58600m*/a，考虑

充填料井下流失量2??地面流失量3??则山砂开果量为211400m'/a。山砂体重2，7，松散体重1.6，平

均粒径dp =1，8cm。采石畅日生产能力为1166t/d。

破碎站产出之山砂，除有20天充填量（20×784=15680m*）之地面堆场外，还可用皮带直接向砂仓

装斜。采用图2-13-8所示的圆形秒仓和混合沟式注砂仓。为使砂仓有效容积大于1.5×784=1176m2。皮

带装料机卸子砂仓中央，距她表高约5m。按谁积角a=39°计，上部圆靠部分容积为105m'。砂仓圆柱段

将高度由Bm提高到11m，其容积为864m'，下部出料用水枪冲刷，故全部截头国能携分均为有效容积，为

214m2合计为118m2。谭验佐在地表下的总高度为24，509*3.00= 27.509m。

-50mm山砂采用鞍钢生产的φ178×20mm的铸铁注砂管输送，法兰连接，每根长2，4m，填联接性

每重约105kg。
充填斜井与注砂室直接连接，斜井倾角30°，阶段内一属充填管最大长度38m。故各中段最大充填

倍钱为∶

Nm1体98=7.

7f596-6°=5.8Namn=号

157 +60+60中35+380
106-27.5+30＋30

临界流速6-按公式（2-13-16）计算得;
v=0.55×1，8√5×（2.7-1厂=2.89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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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第一阶段最远采场之充填，应加大水量，减少砂量，采用较低的流速，试取水砂体积比（按
采场充填体积计算）X= 5，流速V=4m/s。对于靠近充填井的采场，为发挥效益，应加大砂量，减 少水
量、加大流惠，试取水砂体积比X;=1，5，v=7m/s为最大充填能力，则水砂充填操作范围计算如表2-
13-29所示。

水 砂充 骥 的 撮 作 范 图 我 2-13-28

阶 段填充

操 作 条 件 2
最大能力最远采场 最大能力 最远采场最大能力最远采场

3,255.82 3,25 63,267.2实际倍线 N
3.256.133.2583.25计算倍绞 N; 7,22
1,61,61.52,6I.b水砂体积比 A， 6
74.5流速V（m/s>
0,5160,5180,3s 0.5160.518重量浓度 C。 0.211
1,4811,411,4811,3251.4BI砂浆密度 Y 1.163
0.2550.10e0.083 0.2650,266澜水水力披度6 o,0a34
0.390,2750,2i 0.39砂浆水力坡度 0,390.152
627403627158827砂浆流量C（m2/h） 358
449289449289《49水流量 。（m'/b） 326
479S0 186 479479干砂流量 Qe<t/h） 87
29418929411329463充填能力 g。（m'/hy
9.66,29.63.79,61.74流失泥量q（t/h）

4,1 2,T2.76.92,_714,8平均充填小时（h/d）
14838010138063S80服务范围 L_x（m）
38.510026.510016.6100采场比率Caz（??

注，砂浆水力坡度系根据张酬权公式计算，x10*Pa/m。

13，3，4.5 水砂充填的最优流态
由于充填采场的位置随开采进度而不断移动，故设计的充填系统一般仅根据理论计算

提供一个操作范围，或推荐一种最经常的操作状态，以便确定设计的物料流量和检验生产

能力。在矿山生产过程中，应根据实测数据检验设计的计算值，并按最佳流态进行操作。

流速是表征两相流流态的主要参数。而确定最优流速v又与充填能力q，水砂比X，和水

力坡度i等因素有关。水砂充填的最优流态可表达为满足下列限制条件时i最小。

（1）流速应大于临界流速ve，并小于7m/s;

（2）水砂比X，= 1 ～4;
（3）小时充填能力应为系统额定供料能力g.的（0.6～1）倍。

（4）充填时间当一班工作时不少于5小时，三班工作时不大于18小时。

（5）充填倍线N应在给定的能充填绝大多数采场的基本倍线N，的（0.8～1，2）倍范

围内。
由于管径D不是连续变量，当需要选择管径时可在首先满足D≥34ma，的条件下，从小

到大试取几种管径D⋯⋯D。。
例 报据上述表2-13-28可以看出，在已确定两班作业条件下，按最大能力（X，=1.5，v=?m/s）

组织生产不是最优的，因为它的物料流量太大以致平均充填时间仅2.7h/d，从而增加了供料和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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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加大了管道磨损。可以推荐第三阶段最远来场的充填状态为最经常的操作状态和充填系 统的餐

定供料能力。即，N。=5，13，v=4.5m/s;X。=1.5I q。189m'/h。按两班作业每日充填12小时计，
则系统的充填能力为180×12=22sm3/，为日平均充填量的2，8倍（2268*784=2.89）。若接二倍平

均充填量计算的工作小时数为8.3小时（2x784＋18=8，3）。故系统的供料能力《参考表2-13-29）为

日平均供砂能力∶784×1.6×1.02= 1279t/dr

日最大供砂能力∶2 ×784×1，6×1.02= 2558t/d;

供水能力（冲洗管道）。--×0，178× 4= 358m2/h

日用水量;289×8，3＋0.5×358=2678m"/h;

最大量失泥量;8.3×6.2= 51t/d
按N。=5，13组织充填作业，在此惰线下第一中段的服务范围Lax"（106-27，5）×5.13-（157+

.35）=211m;能充填的采蠕比率Cax=211+380×100?5，5??同理，第二阶段;Lmx=305m，

Cmx= 80??第三阶段及以下的采场均可按此状态组织充填作业。

13.4 尾砂水力充填和尾砂胶结充填

尾砂的特点是粒径小，设计尾砂水力充填的原理和方法，适用于其他细粒固体物料，

例如-3mm人造砂、粉砂、粉煤灰等。

13，4.1 尾砂的水力旋流器分级

全尾砂中的细粒级若不能在采场内截留，必然会随充填水流入卷道和水仓。此种细尾

砂与其由井下排泥系统处理，不如在地面对全局砂分级，仅将粗尾砂用于充填。

尾砂分级中的旋流器一般直径为20～50cm，多内衬橡胶或辉绿岩铸石构 件。分 级压

力一般为0.07～0，15MPa。当旋流器锥角为20°，进料口压力为0.1MPa时之分级粒径见表

2-13-30。

我 2-13-50水 力能 遣 昌 的 分 级 霍 径

5035892520旋流器直径 <em）

28~5017～2513～187.5~145～B生产能力（m'/h）
52～240u～18037-15032～1?427~124澄流最大粒径（βrm）
15~207,B~157.B~155~202.5~10进料管直径（cm）

尾砂用旋罐器脱泥有一段分级和两段分级。一段分级多用于尾砂粒级较粗、且分级后

的粗尾砂大于充填量的情况下。两段分级用于尾砂较细，又要尽量利用尾砂作充填料的情

况下。两段分级除使用设备较多外，还要增加水量。一段沉砂的浓度为0.6~0.8，在给入

两段砂泵前要加水稀释到合理的给料浓度。国内各矿的尾砂分级见表2-13-81。

设尾砂用水力旋流器分级的粗尾砂产出率为R，对于一段分级∶

(2-13-25)R=a.P-
若对一段沉砂进行二次分级，二段溢流与一段监流合并后送入尾砂坝，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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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砂 分 级 表 囊 2-13-31

(%)速声 率

分级假数矿 山 名 称 + 200目 -400目尾砂类型 +409目

-0,037mB+5，074R用 +0.oS7mm

63.38 17,95金尾砂 82.06 胶凡口 78,31 B,93粗 尾砂 91.07

40,70全尾砂 24.7) 5。30
一易铜 景山 3,94粗尾 砂 40.956 Br.08

28,0.74.9760.96全尾砂 及-红进山 0100.90想 尾砂 7r.0
<3,3859，态2全尾砂 44,28 二凤威山 4,315,68粗 尾秒 ?3.72
28,9070,1635,16全 尾砂 及贫砂评 9,2093。8060,65粗尾砂

38,7062,3044.02全用沙 歌·招 录 15,508.5057.70般 尾砂
S0,1263.88全 唱砂 83.88 段锚矿山 18,658,A59.60宽 尾砂

(2~13-26)R=α.8glea
激流中细粒级回收率en，和沉砂中粗粒级回收率e。可由下式求得;

(-C· (2-13-27)

(2-13-28)
-(β。-C24

式中 a-，c-——-给料中的细粒级和粗粒级的含量，取小数值;

82，β-——溢流中的细粒级和粗粒级的含量，取小数值，

C，C。—-沉砂中的细粒级和粗粒级的含量，取小数值，

e2∶，ex;——两段分级时第一段和第二段的粗粒级回收率。

设粗尾砂的产量系数为K。因粗尾砂中还含有一部分分级界限以下的细粒级，若取分

(2-13-29)级界限为4，即粗尾砂中含有细粒级5??则可近似地认为，K≈1，05R（2

(2-13-30)或取;K= R+C。
设矿山年粗尾砂产量为Q。（m2/a），则，

(2-13-31)

式中 2-——矿山年产量，t/a;
n-——-尾砂产出率，取小数值，

y-——每m'充填体中粗尾砂的重量，t/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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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尾砂的并下流失系数，Kz=1.02;
K。——尾砂的地面流失系数，K = 1.01～1.03。

例，某铅锌矿年产量为45万t，全尾砂产出率为58??尾砂采用一段分级，分级按0.043mm进行，
分级效果见表2-13-32。每m'充填体中粗尾砂含量为1.7t/m，地下流失系数取1，02，地面流失系数取
1.03。根据表2-13-32，可得出呼=0.299;a=0.7】;β=0.8752;β=0，1248，Cr=0.062，C=
0.038,

表 2-15-32题砂分级 效 果表

滥沉砂 沸

粒径（mm）
(%)(%)(%)(??(%)《%)
0.1S0,134,77+0.21 3.19s.19
0,240.1117。5811.850.21~0,149 8.66
0.530,2950.635.1523.300,14～0,874

12，结11.95总3.3070,1034,95 43,150.0T4~0,043
10D.0087,52100.00100,00 6.2029.90一0.043

根据上述有关公式可求得;er=0.853;e;=0，947;Rx0，664;K=0.708。

则矿山可用于充填的粗尾砂量为∶Q。= 103500m2/a。

13，4.2 尾砂水力充填的砂仓和充填管道

为了调节选厂供砂和充填作业一般需设尾砂地面堆场或砂仓储砂，只有当尾砂量超过

充填所需数量时，才可不设砂仓，两直接由选厂供砂进行充填。

13.4.2，1 卧式动仓
1.电靶出料的卧式砂仓
一种简单的电靶出料卧式砂仓

如图2-13-17 所示。粗尾砂在平底

砂仓中脱水，用电粑靶入输送 螺

旋，进入搅拌桶。水泥储存于水泥

库内，用给料机计量后制浆在搅拌

橘内混合，经钻孔送入井下。这种

砂仓结构简、施工容易、基建投资
小。但生产能力低约为30m3/h，
计量的配比控制也不甚理想。

图 2-13-17 电靶出料的卧式砂仓电靶出 料的卧式砂仓设 计
1-尾砂管道，2-电肥;3-较车;4-输送螺旋，分计措螺装r

要点∶ 《一揽拌橘∶7-制浆螺旋;8一给料机，9一水泥库110一钻孔

（1）电粑的把运长度一般不
大于50m，斜坡的坡度在20°以下。

（2）砂仓内和斜坡底板的耙斗运行线上应埋设钢轨，以减少摩擦力和底板磨损。

（3）砂仓除远端滥流脱水外，在两侧应考虑过滤脱水构筑物。

（4）脱水后的尾砂易于板结，应采用大功率电靶绞车（例如55kW级），和轻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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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耙斗。

（5）在配置尾砂稳送螺旋时，其动力端应位于使螺旋在"拉伸"状态下工作。
2。抓斗出料的卧式砂仓

金川二矿区西部充填系统的抓斗和皮带出料的卧式砂仓如图2-13-24所示。它 的 设备
较多，投资较高，但可制备高浓度的结构流砂浆，计量和控制设施也相当完善。

13，4.2.2 立式动仓
立式砂仓由圆柱形筒体和半球底（或锥形底）组成。在底部装有 4～5个放砂口。尾

砂用管道从顶部送入，沉淀成饱和砂浆。半球底内装有松动喷嘴，通入高压 水 或压 缩空

气，可将沉淀的尾砂松动。放砂口周围装有造浆喷嘴，通入高压水或压缩空气，可将沉淀
的尾砂松动。放砂口周围装有造浆喷嘴，通入适量高压水使沉淀的尾砂流态化。凡口矿立

式砂仓如图2-13-18所示。一个砂仓的储砂量为1000m'，能放出浓度C2=0.79的 砂浆，充

端能力50m2/h。
立式砂仓设计要点∶
（1）砂仓应中心装料，四周均匀溢流排水，砂仓之直径在选定的送砂流量下，应保

证粗粒级不致随滥流水带走。
（2）砂仓的圆柱段高度应大于直径的2

倍。
2p -13 （3）仓麻放砂口的数量和操作顺序，以

及半球底或锥形底内的松动喷嘴的位置和数量
应保证仓内砂面均匀下降。

（4）造浆喷嘴的位置和数量应保证较大

的放砂浓度和在稳定的放砂浓度前提下提高砂
-15

仓的有效容积。
（5）底部主砂管的坡度不得小于12°。
（6）在计量装置前应采用盘管或上升管

以保证砂浆满管和匀惠流动。
一般立式砂仓应设量两个，即一个工作，

另一个储存，砂仓容积最好能清足分层充填时

一次最大充填量。
博 2-13-18 凡口矿立式砂仓示意图

3，4.2.3 充填管地!-10am'砂仓;2-450t水泥仓，3一放砂口，4-
电动夹臂阔，5-y射线密度计，6一电藏浇量计;7- 尾砂充填由 于 粒径 小，流速低，应采用
φ2m搅拌桶， 8一双营螺旋喂料机，g—冲击式流量

 价格低、来源广泛的水、煤气焊缝钢管计;10-漏斗。I1一充填钻孔，12一排污泵，】3一袋 4
（YB234-63），常用型号如表2-13-33 所示。式收尘器;14一松动喷啸，15-适浆喷嘴，

16一主砂管，17一盘管 只有在压力很高的条件下 方 采 用 厚壁无缝钢

管，管长3～6m。亦可采用耐磨YB231-70型低合金无缝钢管。

充填工作面最好采用塑料软管。常州增强塑料厂生产的塑料软管如表2-13-34。塑料

软管的悬吊应采用吊环，可用凿岩机的废风绳内穿钢丝制成。

13，4.2.4 充填管降
钢管多用法兰连接，临时管线可使用快速接头。法兰螺栓的数量一般不超过6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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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嚣气 焊 缝 铜 售 囊 2-1-33

5.,3.75整 厚（mm） 54.754.6 i
位长皮置 量<kg/m】公称直径（mm）外径〈mm）

175.5 7.870 0,84 -80 一9.9188.5 B,34 .13.⋯-10.5100 14
18,2416.04140125
21.6317.81165150

袭 2-13~84矿用 宣 斜款管

试验压力工作压力每根长度近似重量外 径 患 厚
(MPa)(MPa)<m)(kg/m)<mm)(mm)

≤1.0 1,8a0~501.4387.575
1,6≤1,030～部2.055多88
1,B≤1.2&2.88910I10

件的制作原则同水砂充填管件。短管和三通用同一型号的管件制作，弯管多用铸铁制作。

由于尾砂充填管装拆容易，不需伸缩管和平口。为了便于连接，短管、三通暂的一端应采

用活动法兰。
常州增强塑料厂为所生产的塑料软管配套生产了由玻璃纤维增强的酚醛树脂法兰。可

直接订购带法兰的软管，或向该厂订购软管翻边机，由矿山自行制作所需长度的软管并接

装法兰。
3，4.2.5 充填钻孔
尾砂充填系统中垂直段，特别是自地表至充填阶段应尽量使用充填钻孔以简化系统，

缩短管道长度，减少维修工作。钻孔应有套管护壁。关键性的钻孔除套管外在钻孔中还下

有充填管。稳固岩层中的钻孔可作管道使用。为便于在并下寻找，钻孔的垂直度误差要求

为30'。钻孔和管道联接以及套管的固定见图2-18-19至2-13-22。

13.4.3 砌 料 流 量

】3.4.3.1 干料流量
为满足充填能力qr（m2/h）之于料流量G （t/h）为;

(2-13-32)G=g.Ky/:
式中 K-——充填料的井下流失系数，Ka=1.02;

;-—充填体的于料重量，t/m2。
当尾砂胶结充填料在采场取样测定"。时，应注意它与充填体的体重?和充填体的固体

重Y，之间的不同概念和数值关系，即。
(2-13-33)y=Y.＋C。
(2-13-34)Yw=Y+0.2C
(2-1835)Y,=Yp+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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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0 钻孔与充填管柔性联接图 2-13-19 钻孔与充填管刚性联接
1-夹板，2-锚杆，3-汛底管;4-孔口管;5-充填1-孔底冒2一弯管，3-种缩营，4-孔口管

管;8一高压软管t?—软管法兰，g一快速接头

-f00

图2-13-2 水平钻孔与孔口曾图 2-13-21 套管用锚杆固定
1-站孔2-孔口管，s一水泥砂浆1一套箭，2一活动法兰，3-100×10向

钢制作的夹板，4一φ25cm锚杆

式中 Y。—每m2充填体中的尾砂用量，t/m°;
C。——每m'充填体的水泥用量，t/m2，0.2C。为水泥水化的最大水用量;

S——充填体内水的饱和系数，即充填体孔隙内所含水的体积与孔隙体积之比，在
尾砂充填或低标号尾砂胶结充填的采场中，当出矿作 业时，S可高达0.951

潮湿的小试样，S= 0.3;

-—充填体的孔崇率，P=P上产，充填体的孔隙率与尾砂的粒级组成，水泥用

量、充填体被压缩情况等因素有关。尾砂水泥胶结充填体取样烘于至恒 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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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填 体 的 孔 障 率 集 2-13-85

于料置固 体 重 孔 隙 率水泥用量<kg/m"） 平购密度
骨 料 p充填体聚 Ya砂 YaY。

0.354粗尾砂 2,0872,163,88315
0,298人造砂 18471.913ob 2.72340
0.3071,3342.02粉煤灰 1.4a28
0,3482,It62,173,3粗尾对268
6.307.81a1.87人遵砂 2,F250 283
0.26541,3911.451,97粉煤灰293

D,8522,1273,36 2.17粗尾砂215
0.2871.8631.91人造砂 2,68235200
0.281,3271.371.92粉煤灰230
0.3e52.1082.14粗尾砂 3.37160
0,3041,861.882.T人避砂1?e
0.28t1.341.38粉煤灰 1,87181

2,08 2,4072,053,457粗尾砂
0.4121.541,542,621人遗砂0
0.5180。320.821.7粉煤灰

孔隙率见表2-13-35。
13.4.3.2 水流量

水力充填中所用之水，一般在不同地点加入，故应计算不同地点的水量和总水量。以

立式砂仓为例。尾砂在砂仓内沉淀，砂面上有泌出之清水时，沉淀之尾砂呈饱和充水状

态，其饱和浓度为Ca。造浆喷嘴加入高压水使其流态化，其用水 量为W;（m2/h），使之

达到放砂浓度Cr。在搅拌桶内加入于水泥粉，同时加入水量W。（m2/h），使之达到输送

浓度Cz。充填开始及结束时*洗管道，用水量为W，（m2/h）遂有;

(2-13-36)

(2-13-37)

w-(-69.15)c. (2-13-38)

w;-(ef)。-(1cf).-+.c (2-13-39)

(2-13-40)W,=Q
式中 ?，-—砂仓内尾砂的体重，t/m2，

p-——-砂仓内尾砂的孔隙率;
G----尾砂流量，t/h;
C——水泥流量，t/h;
G—-干料流量，t/h;

Q---砂浆流量，m2/h。
由于洗管用水W，大于W+W。，虽然用水时间短（每次约0.25小时），但外部供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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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应按W，选择管径。
设造浆喷嘴所需高压水之压强为P（MPa），

对∶ P≥1.5(V,m+pa)h+102 (2-13-41)

式中 -——砂仓顶部最高砂面至最低造浆喷嘴之高差，m。
一立式砂仓莱次测定的放砂浓度见表2-13-38。根据现场观测，只要操作顺序合理，

砂面在半球体以上时，可以连续稳定地段放出砂浆的体积浓度为C，=0，45以上。
表 2-】3-36立式砂仓 放砂液虚

粉保 灰人 造 砂组 尾 砂物 料 名 称

1.7密 度 y 2.6213,457
0.31b.3510,215平均粒经4，（mm）
0,57530.45440.445五 除 率 p
0.7221.955体 置 Yn

0,5180.4120,407孔 隙 靠 P。
砂仓温砂 0.B201.540点重 Ya 2,05

0.6130.789g0.BS4重量、C。
0.《820.5880,593体积 Ca饱和浓度
1,3381.9522,467轮浆比重 Ya

0.5900,830,765重 量 Cr
o,4ED0.4510.49体 积 C。放砂浓度
1.3221.7312,208砂浆割度 Y。

13.4.4 同相流非均质砂篆的水力坡度

尾砂水力充填料或尾砂水泥胶结充填料的管道输送属于非均质悬浮体。其特点是输送
浓度低于临界流态浓度，且砂浆输送仍受惯性影响，充填料输送到工作面后要将多余的水

脱出。两相流非均质悬浮体水力坡度的计算可用金川公式或陕西水科所公式，再参考实际

经验柔以安全系数1.1～1，2。
│3，4，4.1 金用公式

(2-13-42)

式中 i-——砂浆的水力坡度，×10*Pa/m;

i-—消水的水力坡度，×10*Pa/m，按公式（2-13-26）和《2-13-27）计算;

C-———砂浆的体积浓度，取小数值;

y，---干料的平均比置;

C--一沉降阻力系数;

C,=1308Y-12. (2-13-43)

dg——固体颗粒的平均粒径，cm;
(2-13-44)四=kE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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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颗粒的平均沉降速度和第i级颗粒的沉降速度，cm/s;

v，-——对;级粒径的产率，取小数值;
h———颗粒形状系数，对于尾砂和人遗砂，h= 0.8。

@0;用下列公式计算，
令A='√/0.0001+（VT。~Ⅰ），d;为i级的粒径，cm;
当d;≤0.3A

<2-13-45)o; = 5450d;*(Y,-1)
当0，?A≤d;<A

(2-13-46)o;=123,04d;(Y-1)tn

当A≤d;<4，5A
(2-13-47)四;=102.71d;（9，-1）⋯7

当di≥4，5A
(2-13-48)o;=51.1√T,(T-T)

13.4.4.2 牌西水判料掌研究所公式

(2-13-49)i=0,0196-2J--(。～1

式中符号均同前。

13.4.5 两相波尾砂胶缩充填系统实例
莱锻锌矿矿体长约00m，矿体厚8～10m，矿体倾绝60"°～8o"。第一阶段距地表约210m。矿 石体盒

3，5，废石体重2.7，掘进菠石之孔隙率为0。4。尾砂体重2，7，其产出率及粒级姐成已如表2-13-32所 列。
中段高度50m，用房式采矿法回采事后用尾砂和废石充填。矿块长60m，第一步骤国采的矿房，用康石

和尾砂胶铸料充填，使用425号普通水泥，体重3.1，平均粒径0，0035cm，水泥用量100kg/m'。第二步
骤回采矿柱，下部10m高一段用水泥量200kg/m'的胶结料充填，上部用屠砂充填，矿房矿柱的宽度均为

30m。矿山生产规模为45万t/a。
13.4.5.1 充填能力计算
（1）矿山年平均充填量，根据公式（2-13~9）;

Q.-90x 1= 128571m
《2）矿山日平均充填量，根据公式（2-13-10）;

Q，= Q./T= 128571/306-= 420m2/d。
（3）矿山日充填能力，由于系事后充填，取不均衡系数K= 2，根据公式（2-13-11），Q=K，

Q,- 2 ×420= 840m'/d。

13，4，5.2 矿山用作充填的底石量
根据有关资料∶C。=30D标准m/万t，K，=0.15，η=0，9，β=0，7，得可用作充填的废石量为∶

Qr-= 48291m"/3。
由于采用尾砂与度石混合充填，尾砂将进入匮石之孔隙中，散度石能取代尾砂的实际充填量为;

Q" = （1-p）Q/ = （1-0.4>×48291=28975m2/a。
根据13.4，1例中之计算，矿山的粗尾砂重为103464m2/a。矿正招有充填材料数量为132，439m2大下

所需之充填量。废石全部充入采场，则尾砂充填量为99596m"/a，故尾砂量能满足充填要求。尾砂充填

比率R。为0，775，废石平均充填量为158m'/，充填能力取318m*/d或512t/d。按此鹳力设计废石运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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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和设备，井考隶用度石溶井或空聚场作储仓以绳剂度石量的不平衡。
j3，4.5，3 尾种胶结充填系统

尾砂充填能力∶Q4=R。Q。=0.775×840=65m/。验等zz-!-36，取充填管径为Dr=10mm，
充填能力qc≈50m'/h，则。充填工作小时为13小时，每天两班工作。

采用立式砂仓充填系统（图2-13-18），由于生产能力仅651m*/d，两玻充填，故只需建一泰搅 排系
统，设450水泥库一个，砂仓两个。每个砂仓直径9m，高26m，半球底距地面高4.5m。砂仓的有效装
料高度（不计半球体和上部装料段3m）为26-4.5-4.5-3=14m。砂仓放出稳定浓度的有效容积为，

14×9*x+4= 89m。
搅拌及计量设施陬入她表干约I7m，用钻孔3个（1个工作，一个备用，1个用作信号电缆孔）与

第一充填阶段连绪，钻孔深H=210-17=193m，钻孔距矿体约230m。稳定的放砂浓度可达C。=0.45，

故取充填砂浆的输送浓度为C;= 0.68。尾砂水力充填时，砂浆密度Vm为1.75t/m'。

第一阶段充填管最大压强P（MPa）为;
P= Hym/102=193×1,75/102=3,3MPa

设充填管的壁厚为omm，根据公式（2-13-12）求得d≈4.4mm。选用水、煤气焊缘 附 管φ114×5，
内径D=104，13，44sg/m，考虑法兰盘和联做件，取15kg/m。钻孔2个，石门铺管230m，阶段铺管

1000m。由于是事后充填，平场内不蒂铺髻，仅在上部天井口采用110×10塑料软管，每次充 填采橱一

个，由于采场相距较远，准备塑料软管4根，每根长20m。阶段内充填管备用量20??管件雷按充填管

重的10??。则充填管逮、管件数量为（不包新钻孔内及立式砂仓系蛲用材）t φi14×5t L=2×103+

+1.2×（230+1000）=1862m。重量为G-1862×15=27930kg。φL4寄牛重793kg。φl20×10塑料软管

（一端法兰）;L=4×20 = 80m，

mx=.93*230±50=4.78最大充填倍线∶

W.4，5.4 物斜旋量

1。干料流量
除废石用于充填外，有3种尾砂水力充填料，即，砂浆1;尾砂加水泥kg/m2;砂浆2，尾砂闻水

泥200kg/m2，砂浆$;不加水泥。
现以砂浆 1为例进行计算∶
根据矿房和矿柱各占50??则年充填量为

0.5 ×9596 = 49798m*
水泥用量，49798×0.1=4980t/a

干料平均体重V。由于每m'充填体之尾砂重量为1.7t/m'。水泥进入尾砂之孔隙内，但水泥尾砂之

重量比为1317，故∶

=×2.7t言×3.1=2，72

尾砂之粒级和产率见表2-13-32中之沉砂。尾砂与水泥混合后之干料粒绩和产率为果砂的粒级和产

率乘以1?/18，加以水泥的粒径和产率（各产率之和为1）。三种砂浆的粒径釉产率见表2-13-8.

F料流贵为;G=QmYCz--0.104）'×2.6×350×1，?5×0.68-95t/

根梁公式（2-13-33），充填体的干料重量
Y2=Y-+C,= 1.7 +0,1= 1,8t/m'

根据公式（2-13-32），充填能力为;

q--G+《hY)=95/(1.0×1,8)=52m'/h

水泥流量∶C=52×1.02×0，1=5.3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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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砂流量∶Gw* 95 -5，3≈ 90t/h，
每日充填小时数，651＋ 52≈12h
日水泥用量;63.6t/d

日尾砂用量;90x 12=1100t/d。
砂仓内尾砂的孔隙率参考表2-13-36，取色。=0.412，故砂仓内尾砂的体重Ym很据公式（2-13-3）求

得为1，588t/m2。
2.水流量

砂仓内尾砂的饱和被度CB，根据公式（2-13-36）求得C2=0，?94，取放砂浓度为Cr=0，7，根 据公
式（2-13-38）造聚用水量w;=15.2m'/h。搅拌桶处加水量根据公式（2-13-39）得W，=6.1m2/h。冲洗
管用水，按公式（2-13-40）得W，=Qm=80m2/h，以此考虑外部管道供水能力。

日平均用水量;12（W;+W，）＋（2×0.25）W，=295mt/d。
造浆水压按公式（2-13-41）得P=0，544MPa，（h=18.5mm）
13。4，5.5 水力激渡和充靠管线计算
以砂浆1为例∶
先计算颗粒的平均沉降速度o，

A-V6.0001+(V,-i)=/6,0001+(2,72~1>=0,0558
.3×A= 0,0187em

根据公式（2-13-45）至（2-13-48），固体颗粒的沉降速度o的计算见表2-13-37。

囊 2-13-37验 径 和 沉 降 惠 度

平 均0.0112 o,00350.00220,0050.0180,021粒 径 41 <cm）

.09940;05<0.0590.4080.312,122.0.045砂 浆老 1产出 率 0.08910.1060.0650.295 0.3880.115o。D43家 砂 浆
a; 0.00970.4315 0.0620.3299 00,12860,Da?7砂 浆

(2-18-44)(2-13-45) (2-13-45)-13-5》(2-2(2-13-48)(2-13-46)

o,7060,1152.166 1.1?8 0.326 0.0452.587浆沉降速度
0,118 0.6850.040.33I,1B2,1842.587步 浆建 2四1

0,7380.129e.0450.3231.1622.1492.54浆 3(ca/3)

沉降阻力系数CA根鹅公式（2-13-43）

C.=130(Y~12。-1308×,72-D0.94
对于Dg100mm管道，根据公式（2-13-19）并取K。=1.357，则，

一下 =0，0276

根据公式（2-13-18）

ie-2D -2x221×2,1ig -=0.08
C。=Y C;-25×o.68=0.44体积液度∶

用金川公式计算砂柴水力坡度并乘以安全系数1，15，根据公式（2-13~42）求得i0.11m水柱/m或

0.1×10P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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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计算的水力坡度，由公式（2-13-15）可求得该系统可满总的充填倍细和曾线总长，取K，-1，
K=1.1，即得。N= 141L=2940m。

由于计算的倍竣大于实际的最大倍线（4，78），故可按上述参数作为生产操作的推荐值。同理砂浆
2、砂浆 3的计算值见表2-13-38。

表 2-18-38尾砂充填的操作参数

砂 浆 3砂 浆 2砂·浆 1数参

3883意99e6049798年活填最（m*/a）
5B65充填能力ye（m'/》
11,212.512日充填小时（h）
10410d曾遵内径D（mm）
2.2.62,8砂浆流速?（m/8）
1.731.7551,76砂浆比重?a
0.108a,1070.11水力坡度i（×10'Pa/m）
1414,6I4充填计算倍线N;
4,784.78实际最大倍线N。x 4.78
10841001190日尾砂用量（t/d）

1283.6日水泥用量（t/d>
24)346295日用水量（m*/d）

注，水力坡度按金川公式计算。

】3.4.8 似均质格构流充填砂浆普道输送

13.4，6.1 似均质缩构流砂浆特性
似均质结构流砂浆一般是在砂浆中固体含量高（即浓度高）和细粒级含量较多的浆体

中形成，通常表现为砂浆粘度迅速增大，流体呈非牛顿体的流变特性，颗粒的惯性在浆体

中影响相对是很小的。固体颗粒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液体介质之中，由于砂浆浓度高，细颗

粒与水形成一"重介质"，使粗颗粒悬浮于浆体之中，表现为"非沉降"性，形象为粥状

浆体。理想的似均质砂浆是沿管道的垂直轴线没有可量测的固体浓度梯度，因此砂浆输送

时不受临界流速的制约，而可低流速（如0.7m/s以下）运行。

这种浆体对胶结充填而言，易于形成且具有很多优点∶首先胶结材料如水泥、粉煤灰

等，颗粒很细为形成似均质砂浆创造条件;砂浆浓度高则可减少水泥滤失，提高充填体强

度或在同样充填体强度时，减少水泥用量;减少供、排水量及并下污染。

13，4.6，2 做均质砂浆的判别

判别砂浆的属性，应从其流变特性∶即沿管道垂向上有无明显浓度梯度变化。一般砂

浆有三种流态，粘性力占优势的均质流（或似均质结构流）;颗粒惯性为主要因素的非均

质流（二相流）和两者之间的两种力都存在的流态（过渡型）。美国学者 E。J．WASP认

为每种流态可用管壁附近的砂浆浓度（C）和管道中心砂浆浓度（Ca）的比值来表征，即

-值可用下式- ≤0，1时期为非均质砂浆。而亡T1一 ≥0.8时可视为均匀或似均质砂浆;

求得;
(2-13-50)1，8座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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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o———颗粒沉速，m/s;

β-——比例常数可取为1;
K--卡门常数取0.4;
u*——摩阻沉速，m/s，可由下式求得

(2-13-51)w*=J

式中 r。-—管壁切应力，Pa;

p—-砂浆密度，kg/m2。

13.4.6.3 似均质砂浆管道输送计算
似均质砂浆基本符合宾汉塑性体，其积分形式的流变方程为∶

(2-13-52)

式中 r。——临界切应力或初始切应力，Pa;

η-—-粘度系数（或刚性系数）表征层间滑动时之阻力大小程度，Pa;
s ——断面平均流速，m/s;
D——--管径，m。

砂浆的流变参数T。、η可用专门的流变仪测得。
根据流变参数T，、可以求出赫德斯托姆数（Hedstsom》He∶

He= P (2-~13-53)

另外可求出宾汉塑性体雷诺数Rc∶

(2-13-54)Re =WL

有了Re和He可以根据下式求出摩阻系数!。
He°

(2-13-55)予Ra

按达西公式即可求得管道摩擦阻力i，10'Pa/m，

(2-13-56)i-λ2ED
式中 λ-——-为砂浆摩擦阻力系数A= 4f得

4/00 (2-13-57)2gD
经某工程试验数据验算，在工作流速时较接近。设计时需再乘以1.2～1，5安全系数。

必须指出，目前由于粘度计所测之流变参数不十分准确，加之似均质砂浆应用较少，因此

计算只能做为参考。最好通过管道输送试验取得数据。

】3，4.6.4 命川二矿区的做均质砂禁充填

Ⅰ。充域初料
金川区使用的充填岩主要是-3mm棒磨砂和425号普通水泥。其配比和粒级组成见表2-13-3。

2。金川结构似均质流砂浆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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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编举粒级（mm）、配比和产率（?? 表 2-13-39

级位 P 均-6.04~+0.044+0.074+0.8+1,2 -0.044-$～+2,5 {*0.1s+03 +0.63灰砂比
径粒

d,9,112 0.059 0.0220,225 0.0850.91.85 0,452.76
2D8.111.08 0.506B.672.9 1B,0820,9717.121:4 6,2

3.32.1 14,3 0.549.1922,41:6 18.383.18 20.4
0,5593.4 1.412,1919,02 9,5S1:8 21,2023.303.30 a,89

3.54 0.572.25 9,09,752,61:10 19.45 23,87,043.87
3.89 0.622.47 010.2223.95!26,21不加水泥 7,753.71 21.4

（1）采用上述充填材料，当砂浆液度由Cz=0，7提高到Ca=0.75～~6，8时，砂浆即由两相流转为似

均质结构流。
（2）结构流砂浆所形成的充填体的强度较之两相流要高30～50??详见表2-13-40。在相同设计

强度下，采用结构浇可节约水泥。

囊 2-13-40不同配比和龄期的抗压强度（MPa）

比砂灰

1+101814
（天）期做

283287 1281 13

o.196 0。51.180.580.70 0,2453.93 0,0980,323 1.7051,1B
0.2941.320,6860.3925.12.840.75 1,42

1.97al0,9s!0.580.2940.80 2.58 7,113.970,617

（3）结构流可用低速镇送，砂浆在管道内即使停运短时间（如0.5小时），仍不致沉淀，撰易雪新

启动。试验管道摩阻损失见表2-i3~41。
（4）与两相微相比，由于结构流浓度高，采场脱水量和砂浆体积的干缩均小，见表2-13-42。

表 2-13-41金川→浆的建速与限阻想失

度浓 Y。 vm/8），试×10Pa/m）灰砂比
(kg/m")C。C:

1.892.852.452,682.89 2.73,09
18900.5130.74z14 0.1610.1660,1470.17?0.2270.2850,272i

1,72,232.412.552.632.752.78
19300.7616 0.542 0.1950.180.1570,2060.20B0.2180.228;

1.62.0B2.392.582,983,31o
155D.5610.7?518 0.254o,2700,340.8360.383

（5）为制备Cg=0.8的结构流砂浆，必须严格控制干料的配比、干料的水分含量和制备过程中的加

水量。干料的含水应低于或略大于饱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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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 2-13-42砂浆的脱水率和干维率

采场脱水量占总用水量 (%)绪率
重 量 浓度

(%) 18 11014

21.5A16,72 20,540.70 20,50
12,413.02 11.9013,30.75
6.36 5.435.436.00.80

注;1mH，O=9.81 ×10*Pa

3，。充填系统
金川二矿区建有东部和四部两个充填系统。东部强拌站建在矿体上方，由于用两个大钻孔下 料，至

井下1300阶段的充填倍缓仅1.6。西部充填系统采用天井平善转入竖井，至1300阶段平均充填催战为4.3，

但上部第一段充填倍缓为6。管径为100mm，设计流速2，12～2，83m/s，砂浆流量Qm=80～80m2/h，摩

阻损失为i=0.323～0.363 10'Pa/m（或m水柱/m）。实际生产过程中东部系统充填流撒曾高达Q.-135
m2/h，摩阻损失比设计值要低。东部搅拌站和西部搅拌站见图2-13-23和2-13-24。东部搅拌站设有两套
充填系统，一套工作一套备用。一套每日工作15小时，为日平均充填量的1.9～2，6倍。西部揽摔站建有

五套充填系统，三套工作二套备用。

图 2-13-23 金川二矿区东部搅拌站示意图
1-自卸汽车，2-5t孤斗，1一贮秒器斗;4-B50nm皮带，5-水泥罐车;6-次灰管，7-水荑

仓，8一稳料仓;9一叶轮式给料机，10-景拌橘;1一充填管;12排气装置，13一β300mm充填

钻孔

图 2-13-24 金川二矿区四部搅拌站示意图

1一6准轨自卸车帽，;2-15t抓斗2台，3-B100mm皮带，4-40t抄仓5个，5—φ2m墨盘给料机，

6-B500mm给砂皮带5条17-搅拌幅;B一准轨散装水泥罐车;9-次灰霄，10-水 泥仓，11-空

气送灰斜糖，12一斗式提升机，13-叶轮给料机，14-螺旋箱送机，15-D=0.1m充填管，16-充

填天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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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混凝土和块石胶结充填

混凝土的强度在相同水泥耗量下比尾砂胶结充填要高。混凝土的井下运输用矿车、汽

车或压气罐，短距离可使用电忆、自流输送或用压气助吹。
块石胶结充填是于式充填和尾砂胶结充填的综合，它具有强度高、水泥用量低、能充

分利用井下废石等优点，是当前胶结充填工艺发展的方向之一。

13，5.1 凡口矿的混凝土充填

地表混凝土揽静站如图2-13-25所示。料仓和水泥库容量大，两台连续搅猝机可单独工作（40o'/h）

或罔时工作（80m2/h），混凝土在井下可短距离自流输送。井下使用的抛挪充填车如图2-13-26所示。运

距250m时的台班生产能力约60'。车箱装载粒径-50mm的干硬性混凝土4.5m?。用宽50mm线速度20

皿/s的独挥皮带可将鬓凝土抛至14m远，8m高处，用于不规则矿体的充填和采场的接顶特别有效。水 泥

用量50～80kg/m，水灰比6，6，强度可达3～6MPa。联邦德国Megem幅悴矿抛掷充填车井下供料系统

如图2-13-27所示。图中平卷内的水泥因力输送管道未示出。并下的混凝土制备站如图2-13-28所示。

100_

西1000

图 2-13-25 狮岭胶策充填搅拌站
1-绩腹水泥岸，2一皮带机，3-水泥拆包桃，4-斗式提升机，5-燃旋输送机，6-水泥率17-双

管螺旋喂料机;8-一尾砂管;5-矿仓;1~电把较车，-圆盘给料机，12-皮带机，13一排污泵，

14一烯污管道，16一自卸汽车;10-碎石仓;17一愿盘给料机;18一皮带机。19—连续搅拌机，20-

装料酮斗;24一地面温特、22-收尘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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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6 抛郑充填车
1一捡板;2—混赢土，S一抛降皮带

ga式【

图 2-18-28 井下胶结料制备站图 2-13-27 抛葬充填车供料系统
1一水泥贝力箱送管;?-水泥收尘揭，3一水泥色;4一1-她圆水泥库;2一竖井;8一骨料制备贴）

叶轮式始料机15一输送螺旋）0～计量螺旋;7一骨科仓，
4-一充填井」5-井下胶络料制备站，6一抛弊

8一振动给料机;-，.横。10一聚动蛤料机r 11-供水
充填率

臂;12一排尘风扇，13一抛捣充填车

13，5.2 龙菌矿的测凝土充填
充填系统如图2-13-29所示，主要特点是地面铁路车辆运料，井下长度带供料。水泥制浆后送往地

下搅拌站。混凝土用电耙输送，设备简单，运转可靠，但运距太远时对强度有影响，青料为戈壁砂石，

粒度-60mm，每m'用骨料1，3，水混用量250kg/m2，水灰比1.2，28天抗压强度3～5MPa，每台搅挣机

生产能力40～50m'/h。

】3.5.3 Mount Ina矿的块石尾砂胶始充填

块石来自地面采石场开采的粉砂岩，破碎后取+25～-300mm的粒级作充填料。经两个充填并下放

至13C醇阶段和15阶段，皮带输送机的宽度为1.2m，小时输送能力分别为800和1200t，再经可拆卸的轻

型皮带运输运至各采场如图2-13-30所示。
尾砂胶结料的浓度为Cg=0，65～0.7，加入水泥量3?6??磨细的铜反射炉 迹（90?00目），

用豪送至3个φ300mm钻孔，孔深约3B5m，再用φ150mm的管道和井下钴孔通入各采杨，在皮带送入块

石之同时浇入砂浆。使尾砂胶结料包裹和港没块石。所形成的充填体其垂直暴露面可达1800m2，暴露高

度最大达23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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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3-29 龙首矿充填系统示意图
1-袋装水栀库，z-淮轨铁道，3一皮带机，4-拆包机（宋用》;5-次灰缸，8—水泥风力输逊管;
7一水泥库18-制浆器，9一水泥浆输送臂，10~充填天井;11-秒石充填共;12一管道天井;13一
主皮带机，14，15一-分支皮带机，16，17，18，1-批拌始，20—混凝土颓子，21一电粑，22-混额土

连缤搅拌机

A司，行w起率下T-*zryruT可

图 2-13-30 Mouf Isa旷的块石运输系统

1-采石场，2-自卸汽车;3-破碎站;4一筹分站，5-论雨皮带运输机，8-p.4m充填井;7一秒

浆输送钻孔;8-13C陶阶段，8一45阶段;10-19阶豪;L1-11矿体空场法采场

13.5.4 混凝土管遵输送

】3，5.4.1 管道输送对混凝土的要求
混凝土管道输送属结构流流变特性，对充填材料的粒级组成、配 比、水 灰 比、流动

性、分层性有较严格的要求。根据苏联矿山和金川研究所进行的细石混凝土管道试验的经

验，一般有如下要求∶
充填料配比∶细砂含量>50～60%

胶结料用量∶300～350kg/m*

粗骨料最大粒径，<25～30mrn

灰水比∶有粗骨料;0，75～1.65

无粗骨料∶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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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以标准锥沉入充填料深度表示h= 6～16cm常为10～13cm。
分层性;即充填料在输送、储存和浇灌中失去均质性的性质，可用分层系数K，表征。

K，-中 (2-13-58)

式中 z'——充填料经振动后的极限剪应力，P2;
r。——充填料未经振动的极限剪应力，Pa;

K，值随水灰比和粗骨料含量的增加而增大。管道输送的充填料，K，菌最佳值等于1～1.3。
13.5，4.2 混凝土管道输送计算

1。管道水平段的极限长度

(2-13-59)12m- 6w2
式中 K——-垂直段高度安全系数0，7～0.8;

☆一垂直段高度，m，
y——混凝土体重，kg/m3;

4p——混凝土流动的管道单位阻力，Pa/m;

M，"——管路系统中90°和45°弯头数，其等效阻力相当于12和6m的直管长。

2。管道单位阻力
考虑混凝土的时效硬化因素，管道单位阻力可按公式（2-13-60）求得1

(2-13-60)

式中 ro——混凝土极限剪应力，Pa，
K。——混凝土时效硬化因素，Pa/min;
t———充填料沿管道流动的时间，min;

D—管道内径，m;
v——混凝土平均流速，一般0.5～0.7m/s，

充填料粘度气，可用粘度计测得，当考虑时效硬化因素，则有。

.= η; +一
式中 r。——新制混凝土的粘度，Pa·s。

某些充填料K.值见表（2-13-43）

3。混凝土沿管道流动时间

60xD*L (2-13-61)

式中 t——混凝土沿管道流动时间，min;

L—管道长度，m;
Q——混凝土输送流量，m2/h;

D——管道内径，m。

4。管道直径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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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2-13-43某些充填料的k值（t= 15°～18℃）

填 材 料 Ckg/m*）充
K。7。性 材胶 结 材 料 料情---- (Pa/min>水 (Pa)畜细的望 破碎e 尾矿水 胞 察石 文 查麝细炉渣 砂

400 13.3 J,4-500 1400
33 9.8E90。130b 1000 50q200
376-620 7a6 700a
30 0,《85.414op604o

0.443002500620图0
115.7 0.4435o2op 1600⋯206140

0,35320 126,5340200
0,3435b 88.176000 T5060
0.4101.0450750 760226225180

350 0,107.918ao225125150

管道直径决定于制备站生产能力 Q 和所取混凝土输送流速v。

(2-13-62)Dr-90.
式中 v ---混凝土输送渍速，m/s。

混凝土管道输送的某些参数可参见表（2-13-44）和表（2-13-45）。

5。压缩空气助欢
若输送距离超过自流输送长度，可以考虑用井下的0.5～0.7MPa的压缩空气助吹，～

般每40～50m装一压气喷嘴，与管道纵轴线呈30°角度。喷嘴有简单的逆止装置并用阀门

调跃。
压气助吹时管内砂浆段的总长度L2（m）;

(2-13-G3){.= Pr/dp
式中 P，——压气压强，一般0，5～0.7MPa;

4p——压气助吹段的摩阻损失，Pa/m。

压气助吹的最大长度Zym2（m）;

(2-13-B4)

式中 vr——压气助吹时砂浆的流速，m/s，一般o，=6～10m/s
v——砂浆在自流段的平均流速，m/s。
设输送每m'砂浆的压气消耗量为g，（m*/m》）;

(2-13-65)g=1.1(1-a){-

式中 a——助吹过程速率 比，a=-立

n——助吹段喷嘴的数量;
1n——助吹喷嘴闻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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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黑施土管道输送帖度和单位围力 寒 2-1-44

年径 D军∶ 2?
(Pa) (Pa/m)(Pas)(m/3)

0.2115260 112,78 653D,.
175 56o0,2491112.78 0,4

0,2873112,78 4900.4200
4360,3287112。7B 0。4225

0,3589112,78 0,4250
3670,3932112,78 0,4275
331112,78 o,43050.4300
2460,65561305,p 0.622o

务d80，B6意a239,23 0,4
0,6767z05,84 o,420

8670,46788168,67'220 0，省

5090,3589129.45 0,4220

4450.3158112。7B 0,420

3120,21B778,46 0,4
0.197178.b1 0.4220

1840.18734,03 04
3876,8306112,78 0.2220
3370,42171137,57 o,3225
3370.3168112,7B 0,4
3870.26301a.7 0.5220
3.70,2ro82,78 0,
370.1864113,1 0.722b
s37U.1572a。7 0,229
870.1402113.78 0.3220
8379.125s18,78 10220

囊 2-18-码5不同建直款高度的充填得点流轴发极焦长度（充填料T-90Pa）

(mm)径内道管垂直段高度
s101B826734121187(m) n14B
z422z418o1es143r115b aB 45?426250 3a23755215176100

s5058561548388验182a3I80
10209708B07?657B65490400200
I3.128g1080B9020710020600260
180016701480132I1oo95t2568030o
242b229n19101750148512701100900400

z7?0250022001恶301备00I180600

13.6 充填系统的控制、调度和联络

大中型矿山的充填系统应采用不同程度的单项或总体自动控制，以保证充填质量、节

省充填材料和发挥设备的效率。自动控制的基本要求是对主要工艺环节，例如物料流量的

浓度进行自动检测、自动记录、自动调节和自动报警。有条件时应采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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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化操作系统。与充填料接触、或在潮湿环境中工作的自动化仪表，必须购置足够数量
的备品和配件。

充填调度室除协调井上、井下的充填作业环节外，还负责与外都联络（材料运输、供
水、供电、全矿总调度等》。充填调度室应设置在联络方便、能观察到主要设 备工作、噪
音和振动小的地点。内设各种自动控制仪表、指挥各充填环节的直通声光信号、直通电话
或载波电话。当充填工作面多时，调度室内应没自动电话交换机一台，以及表示充填管
网、作业她点、设备运行和料仓内物料容量的模拟盘、显示打印设备和图表等。



第十四章 矿石损失与贫化

贵任编写单位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躏写 人 杨映平

14.1 矿石损失与贫化的基本概念与计算方法

矿山开采，都不可避免会产生矿石的损失与贫化，矿山设计中应采取各种措施及方法，
提高采出矿石的质量与数量，充分利用矿产资源及改善矿山开采的技术经济效果。

14.1.】 矿石损失与损失率

矿石开采损失，是指在开采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如地质构造、开采技术条件、采矿

方法及生产管理等）的综合影响导致部份工业矿石的丢失。
矿石的报失率是指工业矿石（或金属含量）丢失的程度，并用百分比表示。

矿石损失可分为∶采下损失，即指已采下存于采场中而不能放出的矿石;未采下损失，
即指在开采范围内无法开采或开采不经济的边角矿体及采矿场中的各种永久性矿柱的矿石
损失，非开采损失，即指与开采无关的一些矿石损失，如水文地质条件、开采技术条件、
地质构造、安全因素、以及为保护地表等原因而设的永久性保安矿柱的矿石损失。

14。1，2 矿石贫化率与度石混入率

矿石贫化是指在开采过程中由于矿体上下盘围岩或夹石的混入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使

采出矿石的品位较未采前工业矿石品位降低的情况。

矿石贫化率是指工业矿石品位降低的程度，用百分数表示，即工业矿石品位与采出矿

石品位之差对工业矿石品位之比。
废石混入率是指混于采出矿石中的废石量对采出矿石量之比。因此，贫化率与废石混

入率在概念上是不同的，但当围岩不含品位时，矿石的贫化率与虚石混入率在数值上是等

同的。
根据贫化的形式不同，一般有以下几方面的贫化，即，
不可避免的黄化是指开采设计允许范围内的贫化。

可避免的贫化是指采矿设计及侧量验收规定不允许采下的围岩和夹石的混入，以及因

管理不善引起不应有的富矿损失而造成的人为贫化。

回采贫化是指在回采过程中造成的上述贫化的总和，又称一次贫化。

出矿贫化是指在出矿过程中，采场上下盘或溜井壁片蒂的围岩（因矿石的放出而引起）

再次混入及运输过程中倒运而导致的贫化，又称二次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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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 矿石损失与贫化计算

14.1.3.1 计镇原测
地下采矿方法损失贫 化计算应按下列原则进行∶
（1）她下开采设计矿石损失与贫化计算以果场（或矿块）为单位，其内容应包括矿

房、矿柱的回采及出矿，最后算出全采场（或矿块）的综合损失率与贫化率。

（2）对用浅孔圆采的极薄或薄矿脉，采场要按可避免的贫化率和不可避免的贫化率

分别计算。
（3）对多金属矿山的开采，以主金属指标进行计算其损失与贫化率。

（4）对筛土矿、石灰石矿，硅石矿、粘土矿、菱铁矿及某些非金属矿，则按矿石加
工的质量指标计算其贫 化率及损失率。

14.1.3.2 损失、贫化计算方法
目前设计中损失与黄化率的确定，主要还是根据设计矿山与实际指标进行类比法确

赣 2-14-1一般血具矿床矿石绢失率、黄化率及出矿晶位计算

公 式计
代 表 符 号计算内容 间费 法直 换 法

r 一采出矿石总量图岩含品位一、矿石贫化率
（包括皮石涌风量），t

v=(1-a-d) 130
Q-采漏工业矿石量，T;

 100 图者不含品位 Q∶一聚场采出工业矿石量，t
y一矿石贫化率，%

e) 100%
Y，—度石混庆率，??

R一度石混入量，t;
围岩含品位二，矿石损失率 a一采场工业矿石品位，%
=（u-苏q-的） a⋯果场采H矿石品位，%

围岩不含品位 as一图岩含矿品位，%
0-矿石损失率，%4-)10o%
K一矿石四收率，%

K-1-p-C1-Y）工00%三、矿石圆&率

"二片-）100%四、衷石混入率

(L-p)Q
五、采出矿石总量

R*γaT六、废石混入量

七、坚出工业矿石 Q1=T-R

a1=(1-y)α围岩不含品位
八、采出矿石品位 a'=(1-y)αyat围岩含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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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从而计算出设计矿山的采出矿量和出矿品位。
有色金属生产矿山则按（80>冶色字第966号《有色金属矿山地质和测量工作 条例》的

规定。根据矿床的赋存条件、采用的采矿方法及工艺，其损失、贫化的计算方法一般可分
为二大类，即直接法与间接法。

1。直接法
一般适于在矿山地测人员可直接进入采场进行采样、地质编录及测量开采矿石损失量

及采空区现状等工作时用之。如各种空场法、充填法、浅孔凿岩的采矿方法等。
2。间接法
地测人员无法进入采场及空区进行地质与测量工作时用此法。如深孔崩矿的空场法、

留矿法、分段及阶段崩落等方法。
按矿床的赋存特征及矿石的工业要求等因素，矿石开采的损失率、贫化率、出矿品位

计算公式分别见表2-14-1、表2~14-2。

赛 2-14-2踪状矿床开采损失、贫化计算

代表 号符公3

T采出矿石总量，t）一、采场回采贫化率<一次黄化》

R，R′一混入图岩量（-次、二次），年
y"-，万×00% γ-一次贫化率，%

Q，一采场采下矿石量，t;

?a一最终综合贫化率，%
一A后B4，×00% p*一可避免贫化率，%

B一实际平均采幅宽度，m】
二、放出矿石时二次贫化率 B，-采场扩脉平均宣度，m

B/-设计平均采幅宽度，mγ'。-号×100!
y'-二次贫化率，%

三。采场结束，继合贫化率 d-矿石体重，t/n'，

4一国岩体重，t/m"，y4=R+足x100%

因、可避免贫化率计算

γ。B×100%

五、其它各项计算如表 2-14-1

14.2 矿石损失与贫化矿山实例

14，2.1 当前矿山开果编失与贷化简况
表2-14-3所示为我国目前部分伯金矿山使用各种采矿方法损失与贫化的状况，个别矿

山损失与贫化高达30～50??资源损失相当严重。这一情况是我国资源保护法所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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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从设计、生产管理各方面密切配合，使开采损失与贫化得以降低，改
善资源的利用。

囊 2-14-5置内几种聚旷方法的损失、贫化

无底柱分段崩惠法 空 场 法 充 填 法有底柱崩惑法浅酸留矿法

矿柱占矿房占极， 水砂胶结充舆
指 标名 称 （脉状旷） 40以上60～40 别个 别 般般

│ 柱矿 房│般】 % % _
10~20矿房 5～108~503～546～50损失率（?? 25～353010~255~15
5～1b6-30～3038～4020～25贫化率（?? 25～3010～20β5～7D 80->88

资料来源，中南工业大学《损失与黄化和采矿方法》，

14，2 各粪采矿方法损失贫化矿山实例

（1）各种空场果矿法矿山损失、贫化指标参看麦2-14-4。

（2>各种崩幕采矿法矿山损失、贫化指标参看表2-14-5。

（3）各种充填采矿法矿山损失、贫化指标参君表2-14-5。

矿山实际损失、贫化指标由于各矿山统计测量方法，曾理工作均各有差异，因此，即使是同-类方

法其指标差异也很大。为使设计中选择应用方便，表中除标明系矿房指标外，其余均为各矿山正常生产
年限的综合平均指标，或其区段采畅回采结束的平均指标，有代表性的年份紫标等。因此，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及实用价值。此外，在有多种采矿方法的矿山，亦尽量按各种采矿方法所占的比重及 使用的年

限。选择较有代表性的指标附于表中，以供选用，国外矿山，由子资料有限，只列了萧此年限的指标，

供参考。

14.3 矿石损失与贫化产生的原因●

矿山开采工作中造成矿石损失贫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如下，

（1）地质研究工作不够;提供设计的矿体空闯形态及开采技术条件控制程度差，使

设计的采准、切割等并巷工程及落矿炮孔布置不当，造成大量废石混入及丢矿。如牟定铜

矿，矿体实际底板较原地质提供的降低了4～16m，致使某些主要开拓，采准井巷压矿，使

20多万吨矿量无法回收。务川汞矿8303和8304两个采场间的断层构造未弄清，使断层下盘

的聚炀开采条件恶化，安全受威胁，迫使部分矿石不能采出，损失率高达25～30??东川

澄泥坪矿生产实际表明，前期开采地段矿岩稳固性差，被迫由空场法改为崩落法，使损失

贫化增大。
（2）采矿方法工艺及结构参数选择不当，如小西林铅锌矿不适当地采用分段崩落法

国采高硫发火矿床，大爆破后引起火灾，被迫封闭采场，损失矿量约20万吨。牟定铜矿郝

家河一中段四个采场生产中不适当地增大矿房尺寸（由12m增到24m），使暴露面积增大，

引起采场大冒顶，回采损失、贫化率均高达40 ??上。

● 本节及14，4节部分资料由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余南中工程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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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资需矿方式与设在 矿石损失与贫化图岩奂件矿体 开 果换 使矿山名称采矿"方法 限，钟 矿石微定性 强告 章矿告原度 盘货职下盘意 方式设 备 10矿化灰者自云石、影化 21.5砂化灰岩 操孔 6,5展厚 0.5~! 7~10贵州汞矿 灰岩合矿平均 5~7 f-8~12 f=8-12《张家潮） （1980年指标）f=8~r房柱法 赤涣矿、离铁矿 矽化灰岩 石 其岩16～25 f=1~15~20 f=18f=10～15 988年指布（黄田矿区） 中深深YGz-0紫色石英砂岩石英砂者含铜7~23 浅色石英砂岩牟定铜矿 8.8鲜竭枪切顶 F=10-1 F=3~5 平均0,6～I7,5房柱 法 YT=10-14 极不绿定 【198年试验指标16, 《患形）鲁定平均 7.0（试验采场） 藏铁矿 石英片岩 绿 泥当10~36~12 1s│s中架孔YG-8良山铁矿按顶储杆预控 J=12~14 =10~12 （扁形）】石英片署平均 6~9顶房柱法 巷定 （试验缩标）验定 稍差变质醒铁矿 闪长普石灰 岩 3.32.中探孔 pBC-台山平均 13金岭铁矿 铁山平均 20 （近年指标）中等稳定 确定 稳定砂卡岩铜矿 太理著，片岩大理岩，能核岩 4.6A妈70~～96 YG-a0中操孔1矿辉铜山铜矿 fz10~1; f=1~17f=8-6 （矿房指标）中营 雅温急定平均 10分象空镉法 家色板岩 n.地「4.6白 云 岩白云岩含啊 中课孔使废平均7，87 4-75因民铜矿 急定性较F-8-12f-3~12 ①苷oo （198年生产指标）恐因 上盘浆（面山玩） 蚀变薄原白云岩，中聚孔Y-0 n,84.2密冒白云将白云著合制平均 11 60~r5落管钢矿 ④较上盘差f=8~12 f-8~12 （198年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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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矿石损失与贫化 资料惠矿方式与设看曲 当条停*开采条件 "先*│然华方 式下 盘矿山名称 矿体系度 上 盘级，参 矿石稳定性 来
通1z9 110_B85

花岗卷花岗岩脉蟾矿床.575～8隆厚0.1~3，5西华山需矿 变员岩交展岩稳定平均 0.38 （1976年~1年平均●定确定 I1,8浅孔花岗岩石英砂岩石英终矿70~a5│瑶岗仙钨矿 ③=10~12f=10~12f-6~10 （1B80年-1984年平均平均， 稳定意定意定0.15~0.5 3.96线孔砂板岩 87,25砂板岩含钨石英脉单脉厚0.0～34~大吉山窝矿 因长岩闪长岩F-18~14 1975~198年平均）极薄矿脉没孔 _花岗岩等稳定稳定留矿法 确定 o. 6e.4浅孔花岗容花岗岩及室属钨石英脉 o~ao脉厚0.1~2.35│盘古山钨矿 变质岩质岩确定 （18年指标）平均0.17~0，3 稳定 花岗岩、变质花岗岩与建0~9│石类欧厚基坏钟矿 砂板岩德矿0.21-0,33 193年生产指标）（半边山抗） 节想发膏稳定性差注，资料来颜代号庄舞见表 214-6表下注。



题 整 果矿 法 矿山 损 失、贫 化 指 表 2-14-5 资料矿石损失与贫化路疗方式与设备 条 件 矿 你 开 采 条 件矿山名称采矿方法 先、* 盘袭缪.角矿朱厚度 来歌6 106

滨五 YT-2 28,4石 翼龄页 消平矩30 铁矿 束 4.81惠1.4~3，6龙酒庞家编纸矿 2层0，3~1，2（*采区） 恢 塑中等赖定 鲁定3层 1.0 l7655粘土者 砂惜 硬质粘土，层 I720-181~5.6王村铝土矿 状，中等趋定 广>6钽土岩平均 2，4（东宝山矿区） 验定f-3-5 f=2~5 rs55粘土质岩 5浅孔│硬质粘土层 铁质泥岩 100.8～2,6 5-10明水浅井铝土矿 f=3~4F=3~4 Ff-3~4 不验定稳图 强定盘式崩恶法 浅孔铁铝铁土 页 岩硬质粘土 1-1,5│res55 27,3万山粘土矿 8-124-1.7 F=3~4 7=6～8 不准定性能不稳定 YT-2s铝土矿石 粘土页岩粘土页者平均131-1,7山东钼厂 r=2~7f=5~1 OF=4~s平均I。46ol 铝土矿 不霉定（王林矿） 3~10 4~4.5锰矿石 页岩页岩1~3.5湘潭怪矿 <30 f=3~7 f=1~2 （70年代矿房指标）中等稳定不确定 不稳定 表孔规性状页岩餐矿>30湘潭锰矿 fF-s~7最大 14（双侧进路回案） 不集定 很不渔定 稳定分层崩落法 土状氧化矿 移化大理岩 大 理岩9~803-15云管马拉格矿 （柔性假顶） 不够确定松软不疆 节理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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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矿体 开 采 系件 离扩方式与设备 矿石损失与贫化矿山名称采矿方法 气-9矿体厚度 矿石稳定性 再费" 盘 方 式设 备上 盘 货* 来
源4 5 10 11大理岩 犁孔 24YQ-10d6~-50 1350-4云母片岩含矿 云母片岩命界调矿 f-8-10f-4~8 （倾斜F-6~10（东山区） （近期综合指标）中等确定 中等稳定 中程~不稳 腹形） xG-80铁矿石 中深孔大理岩 20~2蚀变闪长岩莱芜铁矿马庄 <3水平厚2~60 30～45 中等检固 （直已风化F-6～8分矿 （19~19的年平均> ～80 扁形）不稳图有康柱分服崩落法 rG-4o砂卡岩食矿10~30 大理岩德松树厚解矿 a~10 砂卡岩，花岗 （971~178平均）YG-8o最大 30 F-10 〈垂直f=8 岩风化 （按已结束采场统计，稳定 腐形〉不稳固因 18.0r│19.9砂卡岩型铜矿17~45 中深孔0-4s层状角页当风化大塞岩饲股松树山矿 水平醇 2~8 （架孔）O-100平均30 f=3~8 f=3~4（火区） f-5~7 （1958~1982年平均）中等稳定 不稳定 中等稳定钢钛避铁矿 中蓖孔下im26° 平均 辉长岩大庙铁矿 辉长岩a~30 .462（直F-8-12/-9~1380~90l J-9~12 （190~198年平始）24* 10-15 中等稳定 中氇 中稳无底柱分段别落法 2.951、§将山铁矿 最大 283 醌铁矿办铁矿 安山岩20～8调 中源孔 CZi辉长内长f-8~15平均147 平均a3 分岩破碎不盘 41876~1984年平均》台车直形）轴固 f=6~8 中科 Ye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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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2-14-6充 填 果 矿 法 矿 山损 失、贪 化 着都 资料矿石损失与贫化图岩 典 件体 开 采条 件 员先、* 贫化、式设 备 来源盘下矿山名称 盘矿体原度采矿方法 矿石稳定性 121ot 5 17-232~3YSP-4灰岩，局部铅铈矿石40～500.5~70 （矿房）黄少坪梁警矿 F-8~10页岩。/=8~12平均6～8 柱综合）（东部） 中等独强局部/=3~5 中等稳固中等稳固 浅孔素色板岩紫红色板答，干式充填法 石类脉含矿平均26平均 0.5灌西将矿 J=4~5J=8~10 （矿房回采指标）（削壁充填法） 不稿固f-4~5中等稳固 不稳固 浅孔不 稳 应不 稳 固铅锌矿30~75 j 94-12黄沙界铅锌矿下向水平分层尾矿 （灰岩、节理 （矿房指标）灰岩、局部F=4~5变化大（水抄》充填宏 发育）页岩）破碎不稳固 15.2!3深孔一般称固中等稳固铜矿 右 015～50锅绿议铜8上向水平分层 局部较差 矿费指标）J4-5水碎破充填料）充填法 易曾落破碎不稳定 16.9「~9,6大 理 岩花岗闪长岩矿石稳固K愿山钢矿 0973年矿房回采）点性上向水平 f=12J=8~1280-B5局部 40全烃砂充城料分温充填法 破锌不检极路局部 6 瓢云母片黑云母片50～81· 10~2红透山铜矿 -45l 矿柱10.6上间水平分层 麻岩，稳固f=8~1平均70最后 52 （1976~1980年平均）（全尾砂）充填法 F=12~14F=12~14 5~7-8 该孔熏色页岩时片状锰 矿石相潭魅矿长壁式分条 不稳固f-5~最大85 （近朝指标）局部 11充填法 极不神固不称因





续表 资料矿石损失与贫化路矿方式与设备_日岩杂件开 采氛件 随化费失率方 式设 备 长源盘盘矿山名称采矿方法 1210花强状、条纹状│铅锌矿床60S0～40 （下平行）凡口铅锌旷髻直深孔球状 （金墨岭】*2' 中等稳定（金置岭、狮岭药包后退式采矿法 采场） 19TRW 22（VCR法 深孔│铜矿体 中等稳定 （1380年生产指标）有限公司 含铁石英岩黑云母片麻岩块状和恶染出83* 矿体 （金属回采率Birchtree 矿│ （下向磁黄铁矿1300水平） 98%)镍贫铁矿 （系矿房指标142mm《触下采矿法图册》，1975年∶⑥油鱼矿山地下生产能力病定，①采矿操报两《关于充算法矿山调很告0平L施在沙重面阵露、北管时宽文配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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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采顺序选择不恰当造成大量矿石损失与贫化;劝杨家杖子岭前矿 北 06 号矿
体，中部小背斜轴部的构造应力最为集中，矿山原采用由两侧向轴部后退回采的顺序，当
开采后期接近轴部时即出现明显的地压活动，使采切巷道及炮孔产生严重变形、垮塌，损
失贫化随之增大。下阶段改变了开采顺序，获得了较好的效果。一些矿山采富丢贫，采大

丢小，造成多阶段作业，开采顺序混乱，使一些可以回收的边角矿体、小矿体，大量损失，

或造成压矿而不能回收。

（4）空区处理及矿柱回采不及时;据1983年对全国28个矿山的不完全 调 查统计表
明，由于空区未及时处理造成的损失是∶铜金属1292t;铅锌矿石112，1万t;钨金属1460t。
另外矿柱未及时回采造成矿量积压。据调查，40个矿山积压矿量约为 3000万t，这些矿柱

开采条件恶劣，属难采矿量。
（5）生产管理不善，规章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认真。

14.4 降低矿石损失贫化的措施

降低矿石损失贫化，必须从地质、设计、管理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1）加强地质勘探及研究工作，认真弄清矿床赋存规律及开采技术条件，给设计及

生产提供比较确切的，有关矿体的产状、形态、空间分布情况、储量及品位变化规律等资
料，使采矿方法及工艺选择切合矿山实际。

（2）加强矿山岩体力学方面的研究与测定工作，为设计与生产提出有关的指标及数

据，使采场布置形式、矿房面积、矿柱尺寸、支护型式的计算，矿房回采地压管理等工作

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并为设计新的采矿方法及工艺提供较确切的数据。

（3）在基建及生产过程中应加强生产探矿及矿体的二次圈定工作，使采准、切割、
落矿等.工程设计建立在比较可靠的地质资料基础上。

（4）设计中正确选择和应用采矿方法及其布置形式、结构参数和工艺过程等，这是

降低矿石开采损失贫化的关键。

选择崩落法时，在无底柱情况下应尽量采取菱形布置采准，并加强放矿试验研究，设

置快速分析等监测装置，以便及时掌握出矿品位变化情况，指导放矿工作。使用崩落法

时，应注意地表地形及覆盖物的影响，对可能产生的黄泥贯入及地表镶石危害情况应纳入

矿山总体设计中考虑，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采用其它方法时，应正确确定矿房、矿柱
尺寸。在条件允许时，应尽量加大矿房尺寸减小矿柱损失，提高凿岩爆破施工质量，保证

按设计要求施工。实行均匀顺序放矿，特别是大量崩落法放矿，必须按编制的放矿图表进

行。有发火，大量涌水可能的矿山应尽量采用能够有效防止发火及大量涌水的采矿方法及

其它有效的措施。
（5）开采设计中应合理确定开采顺序，如因故必须先采下部富矿时，设计中应有充

分措施，保护上部矿体不受破坏。
（6）采空区的处理及矿柱回采应纳入矿山开采设计中。同时还应注意，在确定采矿

方法矿块尺寸时，应尽量避免在厚大、品位高的地段留永久矿柱。正确选择矿柱回采方法

与工艺，尽量减少矿柱回采的损失与贫化。
（7）生产中应加强矿山生产管理，建立健全有关的规章制度是降低损失贫化的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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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为此，必须认真抓好如下工作，建立专门机构对矿石开采损失贫化进行经常性的监
测、管理与分析研究;并以采场为单元建立质量管理台帐及档案，严格控制出矿品位。编
制和实施采掘并举、掘进先行的矿山采掘计划，摘好采探、采掘、采充等工作的协调。开
采薄矿体（或极薄矿脉）时，应加强采幅及脉幅的控制与管理，加强分选工作。在矿岩不
稳固或断层构造发育商的矿山，生产中可采取"三刃i"的生产管理办法。实行奖励与质量挂
勾的管理制度和以质量为中心的承包责任制。

（8）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的进步，随时总结经验，采用先进的采矿方法及工艺，
这是改善矿山生产能力及提高矿石质量降低矿石损失的根本途径。

14.5 各种采矿方法损失与贫化推荐指标

在采矿方法设计中，对工业矿石的数量及质量回收、矿柱回采、采空区处理等方面，
应在改进工艺的同时，认真贯彻资源保护法中的有关规定，防止资源浪费。

根据我国矿山多年生产的实践，在改进矿山生产工艺及管理工作的基础上，不断降低
矿石开采的损失与贫化率、改善矿山技术经济效益的潜力是很大的，因此在矿山设计中，

当采用大量崩落采矿法时，总回采率要求在80??右，贫化率要求在20??下，采用其它
采矿方法时，总回采率要求在85～90??上、贫化率要求在10～15??下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
根据上述可能性并结合矿山生产现状及今后的发展，推荐各种采矿方法的损失与贫化

指标如表2-14-7。

康 2-14-7聚矿方注机失食化靠物指标

贫化率损失率 备注开 采 条 件采矿方法 《%)(%)

φ$1
、空场采矿法

浅孔落矿10～156-10倾斜，级倾斜中厚及薄矿体1，全面法
矿柱不回采，浅孔蓄矿-1015-20螺倾解连螺中厚矿体2。普通岛柱法

围络较种固8～106～10想倾斜不违集中厚矿体

警通中孔感矿先拉顶预8～1010~15报倾斜中厚矿体3、中深孔房柱法
控5-86～12

中深孔落矿爆力数这8～1010～15急倾斜厚矿体4。分段空场法 6～158～g倾斜中厚矿体

深孔嘉矿15～2010～1S急倾解厚大矿体6、阶段矿房法

普最浅孔留矿8～108～15急倾斜薄到中厚矿体6，留矿法 混来，留矿柱的0～705一β急倾斜极辞矿脉
混来，不留矿柱60～88～to总倾斜服薄矿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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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报失率 贫化率
采矿"方法 开 采 条 件 注备

(%)(%)

42

二、崩落采矿法
浅孔居矿5~710~17缓倾斜中厚以下矿体1，壁式崩落法
金属网两假顶6-125~132。分层崩癌法 爱倾斜中厚矿体
柔性假顶6~85-8倾斜、急倾解中厚矿体
中深孔落矿3。有底柱分段崩 15～18急倾解厚大矿体 10~20

15～20 中深孔落矿缓倾斜厚矿体 ．10~20落法
单分段中孔薄矿I5-23缓倾斜中厚矿体 15-20

中深孔15～20急倾斜厚大矿体 15~184，无底柱分段崩
中秦孔15~25缓频斜厚大及倾斜中厚矿体落法 15～20

深孔落矿15→25倾斜厚大矿体 15～205，阶股蛋制崩落
送

国外矿山资料10～20ha-15厚大矿体6，阶段自然糊落
法

三、充填采矿法
1.上向水平分层

充填法
有混凝土隔墙益展7~105~9急倾斜、倾斜中厚矿体干式来填

6～身5~7急倾斜、频斜中原矿体胶结充填
矿身矿柱分别用校结与7~105~7厚大矿体胶结与尾沙沱填

屠砂
极薄矿体实际贫化较8～1D6～10倾斜，急倾斜薄和极薄矿体削壁胶轴充填

大

有胶结面时6~715～20急倾斜厚大，缓领料中厚矿体2。卢柱充填法
无胶结面时7-10（尾砂还填）

进路式回采5~74～6急倾斜、缓倾斜中厚及厚矿体3。下向水平分层
（胶结）充填法

进路回采，参式推进7-95～B,级倾斜中厚矿体薄及报薄矿脉4。壁式充填法 〈水砂）削壁胶绪（实际～104-音
贫化较大）

胶结充填矿房及矿柱8~196-7 急倾斜、倾斜厚矿体5。壁直深孔球形
药包后退式采矿法

（即VCR 法）
注。1．当矿体和圆岩条件与开采条件适合时取下限，反之取上限。

2。上述指标指采场（包括矿房、矿柱）回采综合指标;

8。表中房柱法与点苷东城法指标系矿房指标，不包括矿柱。



第十五章 基建及采掘（或回采）进度
计划的编制

责任编写单位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参加编写单位 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基建部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胡光炎 方开栋 李定欧

为了保证矿山接计划有步骤地投入生产，投产后能连续均衡地进行生产，设计中必须
编制基建及采掘（或回采）进度计划。

基建进度计划一般是从矿山基建井巷工程掘进破土那一年开始，一直编制到投产或矿

山达到设计规模时（投产到达产之间需要掘进部分基建井巷时）为止。
采掘（或回采）进度计划一般从矿山投产那年开始。一直编制到矿山达到设计规模以

后3～5年为止。
基建进度计划和采掘（或回采）进度计划分开编制，特殊情况下可将二者编在一起。

15.1 基建进度计划编制原则

15.1.1 基建工服量的确定

矿山投入生产时必须形成完善的开拓、运输、提升、通风、排水⋯⋯·等系统和机修、
防火、安全⋯⋯等井下辅助设施;矿山投产，达产后保有规定的三级矿量;并使开拓、生

产探矿、采准切豁和回果各个工序之间保持合理的超前关系。

15.1.2 尽可能缩短答建时间

当明确规定了矿山投产、达产日期时，基建进度计划的安排应充分发挥技术可能，采
取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如采用快速掘进的工作组织，必要时开凿临时措施井巷工程，增

加工作面数来加快矿山基建速度，保证矿山按期投产;在没有明显规定投产期限的矿山，

也应在技术可能，经济合理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基建期限，使矿山尽早建成投产。

15.1.3 选用切实可行的技术定额

编制基建进度计划以前必须掌握国内外类似矿山的技术定额资料，结合设计矿山的开

采技术条件，进行分析对比，选定在现阶段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技术定额指标，

15，1.4 保持基建期工作量基本均衡

在保证关键性工程（如竖井、斜井、主平硐、主要运输巷道、通风天井和风井⋯⋯

等）按计划完成的前提下，采取措施，调整工作面的数目，使矿山整个基建期内，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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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季、逐月所完成工程量以及同时进行工作的基建井巷工作面所开动凿岩机台班数量，基

本保持均衡。

15.2 基建进度计划的编制

15.2，1 编制基建进度计划所需要的基砜责料

（1）国家和企业对矿山投产、达产时间的要求;
（2）设计中确定的开拓、基建探矿、采准、切割⋯⋯等开港工程量;

（3）设计的开拓、通风系统和回采顺序;

（4）矿山生产能力;
（5）阶段、矿体或采区的矿石工业储量;
（6）基建井巷断面图;
（7）设计的阶段、副阶段平面布置图和采矿方法图;
（ 8）主要井筒地质剖面图，
（9）设计采用的并巷成井成巷定额和施工准备时间、设备安装时间;

（10）涌水量大的矿山疏干方案;
（11）基建时间所采用的工作制度及劳动组织;
（12）对改建、扩建矿山，还需要现有井巷工程图纸资料〈阶段平面图，开拓、通风

系统图）等。

15，2.2 基建进度计划编制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15，2，2.1 基建进度计划编制方法
基建进度计划的编制通常采用表格形式，并结合必要的文字说明。表的内容设计者可

根据设计矿山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考虑增加或减少，但要简单明了和通俗易懂。

基建进度计划表中应对所在属于基建时期的开拓、探矿、采准、切割等工程，安排其

进度计划。对于在达到设计规模前必须完成的开拓工 程应按较详细的分项工程（单个井

偷、天井、石门、平巷等独立工作面）安排其施工进度计划;对基建期间的基建探矿、采

准、切割工程量则按不同阶段列出其施工进度计划。

基建进度计划表，一般是按月或季度进行编制。

在说明书中，一般应说明的内容是。
（1）编制基建进度计划依据的文件。如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及

其确定的矿山规模、基建开始时间，投产、达产时间⋯⋯等，

（2）矿山同时进行回采、采准工作的区段数、阶段数和采掘顺序，

（3）矿山基建范离及基建井巷工程量，主要基建工程项目（主井、主平硐、副井、

澜矿井、通风井、充填井、主要运输巷道、石门、硐室⋯⋯等）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

件，施工方法和施工顺序，支护方法及数量，井卷施工进度指标及其依据。当采用特殊施

工方法时各种作业的方法、顺序，设备、循环组织和要求等，

（4）矿山基建期间，同时进行工作的坑道工作面数或同时作业的凿岩机台、班数，

逐年完成的基建井楼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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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矿山投产标准，投产达产时保有的贮备矿量，基建副产矿石景;
（6）加速基建进度的措施.⋯·等。
15.2.2.2 编狮基建进度计划应注意的问题
（1）在安排各项基建工程进度时，要考虑施工前准备时间，如场地平整、地形及补

充地质勘察等;
（2）应首先安排计划中关键性和控制性的井巷工程（如竖井、斜井、主平硐、主要

运输巷道、贯通运输水平、通风水平的天井和通风井等）;为加速基建进度，可根据具体
条件和要求，开凿临时措施井巷工程，适当增加掘进工作面数;为使工作量基本保持平衡，可

以把一些次要巷道、天井、硐室等，作为备用工作面，
（3）如果基建工程的施工由矿山自行承扭，矿山缺乏施工经验，施工初期工作组织

又不够完善，则井巷施工进度定额可降低20??右;
（4）对新建矿山或选用矿山没有使用过的采矿方法作为主要采矿方法时，应在基建

期间安排采矿方法试验或试采时间;
（5）对井下雨水量大的矿山，需要考虑疏干时间;

（6）对需要定购或研制施工设备方能进行施工的矿山，要考虑设备制造和设备到货

时间。

15，2.3 基建进度计划的表格形式

进度计划见表2-15-1至表2-15-2。基建期开拓、采准、切割工程量及三材消耗量见表

2-15-3。

15，3 三级矿量、矿山基建工程量及投产标准

15，3.1 三 级 矿 量

矿山正常生产中，必须保持一定的生产矿量，按开采准备程度分为开拓、采准及备采

矿渣。
15，3，1.】 开拓矿量

开拓矿量是设计可采工业储量的一部分，凡按设计所规定开拓系统中的井巷（如主竖

井、主斜井、主平硐、主溜井、主要通风井、主充填井和排水井;石门、井底车场、阶段

主运输巷道、专用通风平巷、排水平卷和充填平巷;井下中央变电所、主要水 泵房、水

仓、破碎机硐室、地下炸药库、电机车库、凿岩机修理室、等候室、医务室、主要宿号硐

 室、防水门、采区变电所、主要风门硐室、防火仓库及与硐室有关的附属工程等）已开凿

完毕，形成了完整的开拓、提升、运输、通风、防排水系统，和采准工作以前需进行的生

产探矿工程，在此范围内所控制的矿量称为开拓矿量。

凡为保护地面河床、建筑物、运输线路及地下重要工程如坚井、斜井、平巷等所划定

的在保护期限内不能回收的各种保安矿柱矿量不能算作开拓矿量。只在废除上述保护均或

允许进行回采时，方可列入开拓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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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读工 19××年序 支 护 材 料最 每月进尺工 '程 量
程量所需名 一 季度

本 刺号 （m或m*） （月）(cm*>'k2

竖井、解井、置井
血威m

主平 朝2 雷著机否死

××米阶段

一、开拓工程
1.石门6

2.××调室

、基薄采准工程
三、基建初售工程10
四、基叠操矿工鲁3

小 计12
× ×米阶段13

、开拓工程16
E15

小 计1B

总 计17

(m*)年开拓工程量18

<m"》年基难采准工程量9

(m")年基德切制工程量20

年基建探矿工程量 （m2）21

同时工作需岩机 〈合威合斑/日）22

开拓矿量（t）/采准矿量（t）/采矿量（年宋保有三级矿量23

木材（m2）/混凝土（ml）/钢材（kg）年三材消耗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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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计 刘 表 義 2-15-1

15××年 19××年

三 季度 备 注四 季 度 四 季 度举 度二季 度 三 季 度- 学 度 二 季度

10 i五zsl4sl6 7

●矿山投产

O矿山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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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盒 铜 矿 著 建

掘进断固 台月迹尺 完成该项支护种类 程量
工作所需

扑 巷 名 称 及支护率 对 间体 积

（月）(mt) (m)(%) (y》)
————..Am=iv业

10,2喷混凝土100% 6350 3518,1 325主华

23馈混凝上10% 459208.04风 井 112

1,7喷混凝土10% 1405 80-40m车场及石门 132

5.1803298喷混凝土10% 6964.95r4.55涵风平巷及石门

1.4801027喷混凝土10% 110-90m车场及石门 -------
B,680330喷混凝土10% 6355.01,4.72运输及穿脉平卷

1.7858034.85,4.95 130通风石门

3,f160/s.23605004,72探矿平卷

0.636021021采区变电所

11.466641712 70采准及切割工程

1.9801301150喷混凝土10%-130m车场及石门

8.1803685,01,4.72 ;i2喷混凝土10%运输及穿脉平巷

1.7350572118喷混凝土100%坑内炸药库 --e
1,13503B240喷混凝土100%电机车及常岩机够理确家

3.670138259采准、切制工程

28013601E0喷混凝土100%-170m车场及石门

7,230,70243639o4,8~11.7喷混凝土永须房水亡等

3724D6432计总

m'邻开拓工程盘
n2年-基述采准工程量

年陆莲切洲工程量
m2纤蒸绪绿矿工程量
台同时工作前岩机数

开拓矿量（t）/采准扩量（）/备采矿量（）年保有三级矿量
木材〈m2混凝土（m3）/铜材（kg）年三材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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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2选 度 计 划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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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2 果准矿量

采准矿量是开拓矿量的一部分。在开拓矿量的基础上全部完成了采矿方法所需要开掘

的采准升巷工程;采淮矿量的划分及采准矿量的保有详见第五章采矿准备与切割。
采准矿量的边界应以来矿场设计划分的形式和回采的顺序而定。在同--采场内的顶、

底柱和矿壁不能与矿房同时回采时，则矿房的边界即为采准矿量的边界;如同时回采时，
则划分采矿场的边界（包括矿壁在内）为采准矿量的边界。

顶、底柱和房间矿柱内的矿量，只有在完成了矿柱回采设计所规定的全部采准巷遵工

程后，方可算作采准矿量。
15.3.1.3 备果矿量

备采矿量是采准矿量的一部分。在采准矿量的基础上，全部完成了采矿方法所规定的
采场切割工程量。切割工程的划分及备采矿量详见第五章。

顶柱、底柱和房柱矿柱内的矿量，应完成矿柱回采方法所规定的全部切割工程和各种
管线与放矿设施均安装完毕，并在开采顺序上已达到立即可进行回采时，才列为备采矿量。

在开采中如有个别矿体或采场发生地质、水文地质和安全情况而暂时停止开采，需要
进行补充勘探或采取措施时，在勘探工程和揩施方案未完成之前，均不能称为备采矿量。

设计矿山保有的三级矿量应能保证矿山投产达产后正常、均衡地进行生产、应当根据

矿山地质和开采技术条件，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通过采摇进度计划安排或分析研究确
定之。

报 2-15-4三级矿量一般 标准表
有保 期

有色金属矿山黑色金属矿山

>3年～5年开 拓 矿 量
1年6~12个月采 准 矿 量
平年3-6个月备 采 矿 量

15，3.2 矿山基建工程量的确定

确定的矿山基建工程量应能满足上述规定的三级矿量保有期;形成完善的开拓、运

输、通风等系统;使矿山投产后正常生产期间的开拓、生产探矿、采准切割各个工序之间

保有合理的超前关系;深部开拓延深、新阶段准备工作能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条件下进行。

实践证明，正确确定矿山基建工程是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设计者应根据矿山具体条

件，进行详细的技术、经济分析、综合平衡确定之。

15.3.2，1 基建工程量内容
（1）开拓工程量包括。按设计的开拓系统，为获得设计的开拓矿量，需要掘进的全

部井巷..工程量。
（2）探矿工程量，设计的基建操矿平卷，天井、穿脉、钻窝、钻孔答井卷工程量，

（?）采准、切割工程量，根据设计中推荐的采矿方法和第五章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

的宋准、;割.程量;

wxw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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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加速矿山基建和其它原因而掘进的大型临时井巷工程，
（5）放水疏干方案专门掘进的井巷工程量;
（6）充填系统所开凿的井巷工程量。
15.3，2.2 影响基建工程量的因素
按正常条件计算确定的基建工程量，有时会由于新出现的--些因素，影响矿山不能按

计题基建、投产、达产，并需增加基建工程量。这些，矿山设计时应采取适当的补救槽
施，避免或减少其对矿山的不良影响。

影响矿山基建工程量变化的因素主要有;
（1）矿床赋存的复杂程度和勘探程度的影响。如三、四物探类型的复杂矿床、或由

于某些勘探程度较差的矿床，提供设计使用的地质资料，有时只有很少B级储量，甚至全

部是C级储景，经基建探矿后矿山初期开采的工业矿石储量、品位、矿体规模和形态、开

采技术条件都可能发生一定变化，甚至较大的变化，相应地引起开拓、探矿工程量、采矿，
方法比例、采矿方法的结构要素、矿块生产能力、基建矿块数量、采准，切割比⋯⋯等发
生变化，导致增加工程量，甚至造成某些工程量报废。例如江西某矿由于基建操矿、采准
巷道揭露的矿石品位提高、开采技术条件发生变化⋯⋯等，将原定的分段崩落法改为分层
崩落法回采，报废原采、切坑道约4000m（2800m'）、增加采、切坑道约4900m（31850

m'）;浙江清清铁矿经基建探矿和采准巷道揭露的矿体形态、矿石品位、矿岩 稳固⋯发
生变化，导 致 主 要采矿方法改变（由房柱法改为无底柱分段崩落法）⋯⋯·等原因，报废
巷道2358m;浙江建德铜矿经基建探矿后，矿体形态变得复杂，采矿方法由初步设计的浅
孔留矿（56??、分段空场法（26??，房柱法（18??，大部分改用浅孔留矿法（约90??，
导致基建操矿、采准工程量大幅度增加，千吨采掘比由初步设计的15.9m增加到40m左右。

在进行矿山设计时，应对矿山可能发生影响基建工程量的 有 关地 质因素进行分析研
究，适当加大开拓、探矿的超前时间，保证采准切割工 作能在可靠的地质资料基础上进

行。探矿工作超前时间，据一些矿山经验，应超前一年左右或者更多的时间。三级矿量保
有期应考虑适当加大，使矿山在地质资料发生某些变化时，仍能正常地进行矿山基建和生

产工作。
（2）矿山施工力量的影响。大型矿山和所在公司、矿务 局拥有专门的井巷施工队

伍、较先进的施工设备和技术力量，能够及时完成矿山深部开拓、井筒延深和新阶段的准

备工作，保证矿山持续，正常进行生产;面一般矿山本身进行井筒延深和新阶段的准备工

作困难较多，施工进度缓慢，与生产干扰，因而易产生新阶段准备工作和回采工作不协调

的现象。此种矿山在设计中应注意减少竖并、斜井延深次数，适当如深第一期竖井、斜井

掘进深度。某些条件较差的矿山，其服务年限在15—20年以下时，主井工程可以考虑一次

建成。

15，3.3 按设计规模确定矿山基建工程量

一般情况下是按设计规模确定应保有的三级矿量和满足井筒延深、新阶段准备以及各

工序合理衔接，要求在矿山基建期内掘进的全部开拓井巷、基建探矿、采准、切割等工程

量列为矿山基建工程量。
设计中矿山基建工程量的确定应根据矿床赋存条件、开拓方式、采矿方法、矿山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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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技术水平⋯⋯·具体情况，结合矿山系褐（或回采）进度计划的安排进行综合技术经
济分析，在保证矿山特续、均衡生产，获得较好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灵活确定。当从投产
到达产时间较长（由于技术问题如崩落法上部作业线短⋯等）基 建采 切可分期进行。

矿山基建工程量实例见表2-15-6。

15.3.4 投产标准

矿山投产时的生产能力按上级机关规定选取。
一般矿山投产时应满足下列条件，
（1）一般情况下矿山正式投产时生产能力应满足下表（2-15-5）规定∶

表 2-15-5矿 山 投 产 时 生 产能 力 表 -n-rv--w---
矿山投产时的生产能力应达列设计规模的百分数（??矿山类型 -_-_.⋯u-——m.-_——

25-30型大

20～50中
30型小

（2）矿山投产时必需完成设计所露的基建开拓、操矿、采准切割工程量，形成内外

部运输、供电、供水、压缩空气、通风、排水、机修设施、排弃场、采矿工业场地、选矿

厂（破碎厂）等完整的生产系统;
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不得简易投产。

（3）三级矿量保有期限应符合设计中确定矿山投产时应保有的数量。

（4）从投产到达产时间一般要求为;

大型矿山∶3～5年

中型矿山∶2～3年

小型矿山，1～2年
（5）矿山正式投产前，应由有关部门进行竣工验收，编制投产报告，由主管部门批

准后方可投产。
（6）一般地下矿山按上级批准设计中所列基建工程量进行工程拨款。

15.4 国内外成井（巷）实例指标

目前国内矿山井卷掘造.主要使用凿岩爆破法，竖井钻井法仅在一些煤矿建设中得到

了应用，天井全断面钻进法在龙首矿、金州石棉矿等矿得到了应用，平巷全断面钻进法尚

处于试验阶段。

15.4.1 国内竖并成井速度

目前国内用凿岩爆破法漏进竖井的成井速度一般为月进20～30m;也有大于100m的，

只有少数较峙床的公山成井徳市少于20m，成丹读疗煤烧系缔处于领先地位，然195R年徐州



泰 2-15-8部分国内矿山著建开拓果例工程量表 实际蒸施工程螯（m设计当通工糊量（m* 实际B山规模（× 矿山使用的主要采矿方法矿床开拓方式i 山 名 称 害 际设 计 124rs上向分层胶结充填法 852竖井开拓柏纺调矿 127s15740房柱法、数绪充填法竖井开拓36,7245,6锡山锑矿 50240f1560上向水砂分展充填法 105780竖并开拓60断桥篇铁矿 有底柱分段崩蒂法平啊、竖井开拓100100中条山萌家峪铜矿 20996 浅孔留矿法竖井开拓18.518.6会理像矿力马河矿区 38979逸孔惯矿法整井开拓35,285,2水口山铅神矿 608258028 尾砂充填法15.5麻阳铜矿 355832001s竖并平酮联合开拓 没孔留矿法10铜井铜矿 30336浅孔留矿法竖 并1018,5建德期矿 90ce35无底柱分般墩落法主平酮、轴助竖井、灌矿共230320镜铁山铁矿 5s5562无象柱分袅崩落法竖 并180260梅山铁矿 s22016205797?7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4656 116722混合竖并开拓70～10150程潮铁矿 200ao77ss57a5a8s959无底柱分段崩落法 45959平朝潮并开拓6080大庙铁矿 08o166ars457无底柱分段前建法竖并开拓余华寺铁矿 18oo4a8esano021430长壁陷离法 19o340oo120250庞家堡铁矿 矩壁进路制落采矿法 48 P0146185串车解井42湘潭堡矿一期 9154326e2597s 1rz89金面法平南解井大罗坝铁矿 2r243*19135 o2813 t6162全面法平硐斜井白二源各矿 a0o{295wi0o0 21860 l65000无鹿柱分爱崩意法 138go0平阴竖井E0100患诸铁 273875 e20rr5483656 0102有底柱分殿麟学法、房柱法 进1596敷 井220 26092有底性分段崩感法解 井2030马某展铁矿



续裘工要量（m'设计基施工程量（四）矿山规模（×10"/ 矿山使用的主要采矿方法矿床开拓方式 合 计矩采 切合 计矿 山名 称 实 际设 计

B34636399充填法显 井17.416.5焦家金矿 e17 1s9决孔留矿法平朝盗井竹山银金矿 20s27z73son1ao底盘丽斗分股法事后是砂充树 w效斗斜井及辅助斜并2.4~33率定纲矿（都察河中部） e 34959197as4,2~60.48.5大姚铜矿 Ju51247sule7a82323119za底企凝斗分段崩落法平朝、避井、盲斜并开拓19.8-26,448,5其中，氧化矿 234473o45181239555963g9626底盘据斗分法事后尾的充填│复斗竖并、溜井，窗斜井开拓26,4～3.65.0硫化矿 3s12z sa7796.1998165674.4515196上向、下向分层充填法平酮官竖井形拓33.033.0觉沙焊铅钟矿 1690013139195431460011948深孔贸矿法竖井开拓18,5-26,16.5来闷船锌矿 1890s49462,529546,分段空梯法16.5平水键矿 17a1s236515没孔窗矿法平调瘤并6.6部东铅神矿 6ssse14728s于式充填留矿法整井开拓大河铜矿 1rou全面法鲜井开拓10乐昌路钟矿 2499 函孔摇矿法平硐官解井5.12高桥铅锌矿 88aD浅孔留法竖 井6.6冯家山翻矿 z0487 529│26120572504o23632没孔留矿法、电把留矿法竖井开拓3.13.1新疆哈图金矿 228570房柱法、分层崩落法串车解井拓28,449.5烂泥坪矿 15010 729137301417923s306o长壁法斜井（串车）开拓20 112313161296 80001923267088王村铝土矿 有底柱分段剧感法平峒、润井、盲竖59.459.4 9570014540073758易门新山铜矿 a11187 分段空场法、分段崩薄法平硐、经井开拓174.9214.5落驾钢矿  注∶本表数字系由《金矿山基本建设二+六年统计资料汇钢》及一部分矿山调查资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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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台煤矿创造了月成井160.92m的记录后，1973年7月潮南桥头河二号井 又创造了月进
174.82m的新纪录，1968年煤炭系统平均月进速度达32.3m，1977年以后各年平均速度保
持在25u左右。

全断面钻井法从1969年开始在我国煤矿建设中使用，已钻凿了三十多条竖井，主要用
于钻进地质条件复杂的冲积层，钻井直径4～9m，成井速度一般为 月进20m左右，最高达

74。73m。淮南谢桥矿从1984年9月到1985年12月，钻进了直径4m（毛直径5，7m），深474
m的东一风井，平均月成井速度达33，6m。

国内竖井成井速魔实例指标见表2-15-7。

15.4.2 围内斜并咸并愿度

目前国内斜井掘进全部采用音岩爆破法。一般月成井50～60m，少数矿山月进速度在
30m左右。斜井掘进成井抬标也是煤炭系统较先进，铜川第二工程处i9741?月在陕西佣
男下石节采区回风斜并独头掘进中创造了月成并705.3m的纪录。月进尺大于300m的 较常

见，1978年煤炭系统平均月进尺达55.88m，1977年以后平均月进在50m左右。
国内斜井成井速度实例指标见表2·15-8。

15，4.3 国内水平参道掘进速度

国内水平巷道掘进基本是凿岩爆破法，联合掘进机掘进法虽曾在萍乡矿务局等单位研

究试用，尚处于试验阶段。

水平巷道月进速度一般在73～!Am，少数矿山月进速度仅40～50m。湖南新晃汞矿 在

1976年4月创造了独头掘进月进05 8m的纪录，湖南冶金井巷公司2队1975年5月也创造

了独头掘进1032.7m的记录。月进速度300m以上的有多起。

国内水平巷道掘进速度实际指标见表2-15-9。

15.4.4 国内天并、溜并掘进途度

日前国内使段方框衣支梁背通掘进法财进天为，溜井下益减少;吊罐漏进法得到了广

泛实用;爬罐掘进法已在镜铁山铁矿、大吉山鹌矿、杨家杖子矿务局等矿生产中使用，深

孔天井捅进在黄沙坪铅锌矿、程潮铁印⋯一等矿进行了试验，取得了良好效果。天井钻进

法已在金川龙首矿、二矿区，大连金州石棉矿，凡口铅锌矿⋯⋯第矿生产中使用，效果

良好。
吊罐法掘进天井月进速度一般在100n左右，月进速度大学300m的有多起。1978年5月～

6月锦屏磷 矿用吊罐在一个月丙掘进了一个高度为52m的垂直天井;198年风黑山铜矿

分别用24天半，28天和31天的时闯隔通了倾角为70°～80°、药面7m2、高度100m的3个

瘤井。
国内天井全断面钻进已取得了一定效果。金州冒器建法19??年到1984年共钻进直径

1m的天并14个，成井长度725.98m，一般平均16个班淀成一条天井，平均班效率4.68m。

金川危首矿自1980年以来共钻进了十多个天井，天井直径）1.5m，平均月钻进速度

80～120m。金川二矿区现在充填法的天井全部采用天井钴机钻礼。

深孔分段爆皲天井掘进法，国内月进尺--般在4n∶n左右。



■ 内 竖 井 感 井 速 应 实 际 资 再 表 2-15-7矿山（工荣六）及 灾拾型试 井 深' 岩石硬度 或府试，G施工时间 或 编进月进尺（m）作业方式 主 婴 设 备井岗名称 工单位料 源密（mm） （组） (f) 平 均 10 1河北邯形基地万年 喷射况凝; 1.2 小j160 单行满水 0.55"振岩机两台，2m2及 表2.9矿"中部立员? 1976.2 量18～87 {3m*吊糖各一个，FP n*/h 钻架，8合YGZ-76型员钻辽宁红阳二并主并 j1 1969.12～ 6.0 混兼土 4o0 平行涌水 0，1m2振岩机3台，01-30型 江宁第三】-30型47，11971.12 10m'/】凿岩机10台，2m"吊桶3个 工程处，应; -学中央风 19?6 φ5，0 储 喷 15 479.1 4-8 三握一喷 0.11m*新岩机2台，1.5四程屋 us*吊 42 103.6短段捕潮菊 糖2个，YT-24，7655型叠岩机水 8.5m*/12台，WZ-25型喷射机2台江态大屯媒矿孔村 1974A 混凝上φ.0 表±850 47. 短段费高  0.5m2中心回转式抓岩机1台， 40,46 70.5 大 电 第基岩500 1.5m2吊糖2个o-30菌岩机15诵水量 处准南酵桥矿东一风 4， 回4.9～5，2 φ4.0 混凝土预 450 474.2 全断面进 SZ-9/00粘井机表 土 特殊国井33.8细整体混凝 公司辽字北果粒山一3 键 理 1050。0 凤 利用永久井塔德井。0.1t m2网看一" 14.1T 把票建并频岩机，01-8菌岩机14~13合， 2m'吊桶，WG25型喷射机1977,12[河北开深钕家它过 96,5 3x21钢筋混凝 费土冻结 抛刻 主提升s.5m，1台，办3，0m， 1台， 副提升机φ1.6m2合钢防概测 479 表 土 段据商 主提升KT2×3×1，S男，5 一台;副提升机J-1600-123， 台，2m2吊瓶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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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解 共 或 井 速 良 实 家 资 鼻 并简】作业

坡 度

掘进月进度

圈之断面

支护型式

步 要 施 工 设 备

_施工单位

粉石情况}长度

施工时间

矿山（工招似）及井简名称

平均避高

（度;

厚度（ru
GR?')

km ）方式

13

12

6
r8

5
Ja-6
53~100
9.3

197s,1

。系影总是导机盖情

陕西铜川下石节采区国风

12.5

f3-6

喷器
7.5]

锂外*e

1974.

sM葡面要率Za宪出阻台

陕西陈家山二采区行人斜 —_--.
鸡西工程

70～10
/75~7

s1E水量/h

7,64 

票需算委货射机界电

1874.?7

黑龙江鸡西平岗媒矿主解 

0-9能岩机1-5台，人工装岩
f6-8

本矿

税

1958

湘源法矿

0M-506描岩机象台，1m'第4一个
S~7

119.5

9.9 3.5×sB1959.9

甘按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YT-25曲岩机名台，2DPJ-4wx电把
10z.1

J6～7

5,"
1972.5

水口山矿务局3003上山

赞通宏，人工铁岩

50,0

7,7

复州湾粘土矿

本矿
92

8.07喷浆

6-8
100

三响本心钢σ3号材料井

50~6 70_
2.5x2.2

山东于材铝光矿斜邦

"40s0

泥艇土

8～10

5.82

山东新减金矿酌井

75,.8

灰 岩

4.68

香花铃锡矿太平623斜井

4.3 

花岗岩 

5,04

氧个梯矿垂坑五中败解并

人工藏岩，静毒法

89.65

10.4

潮病湘薄齿矿

8-14 820
目能器调变都骥凳年集。餐齐溶影

寿王坟钢矿试验斜坡道
r;8r.

管产率量is5为

16,15

/12-161786单

34-88

等

三山岛金矿解按题

。，品江过内率客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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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3

指进月进度（m）

;面 文护重式

巷邀长度掘透│
岩石情况

矿山《工程队>及类道名称 施工时间

施 工 单 位

主 要 设 备

材料
(m*>

cm)│
方法

平 均最 高

4T

8
7

12 施南冶金井巷公司

1975,2 4.62-。

Je~2'

1032,7

or配需岩架，数某

部南油市演矿

湖南冶金并密公司二
903.9

f6~10

5.7作

岩机，0.7m移毕，2，。需电起机车"·9r

本矿
18

5,78

证宁餐河世续矿红族宄

j 2450

电机宰煤者规，胶带运输机，

河北小冬沟朝矿主平雇

本矿

-12 1028

辽宁红通山铜矿下水平

Z,dx2,4

160

20

*矿

fi2~14

考谨---

J8~12 20

本 矿

100

运富举覆化钢矿1250抗口
1976-78

f8~B 890-10

云南大姚镧矿罐化矿

混 100

200~300
83-130 

那杂建设公部十一、

b.m4窗数数率，凡动施端

云南率定铜矿18a5平巷

f8~10

5.78

浆 101

480

65

12井203??
303

72.9

尖赫山2泳

5,75

F12～14j i700

.吉林于室船锌矿新兴

91.8
本 矿

1973,1
5,9

贺二虹碑矿

f10~15

营况磨盖机，P2知平

1980.5

浮北龙烟小吴营

5.6

x10

抓以1-30醋岩机，H-600装岩

628,8
马万水掘进队

1870,s
7.5

江西牌乡青山矿

/8~7

610.1

普孤公简岩机六台，H-0

2.3×2,4

湖离汝城钨矿

1978.3

/10~14

39.3

本，猫萄冕，责，杂p型

2,6×2.7

山东福山铜

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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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木支架普通掘进法月进一般只有20～30n，甚至更少。国内天井溜井掘进实例指
标见表2-16-10。

表 2-15-10天 井 雇 井

测进月进度（m）岩石硬度开恰断面
靠工方法施工时间矿 山 名 称 平均(m*) F>

7θ4 5
485,7吊雌法g-101,7×2,5197B,8～8锦屏鼻矿

62m/11宏吊最法81971.7河北寿王坟铜矿
377吊耀法1871.8广东石人峰铭矿

48m/6天吊螺法6～841970江西级山铅锌矿
S00吊铺法8-123,61968,8辽宁植仁幅矿
215100吊罐法12～14《辽宁红进山铜矿

60吊缘法6～134.8辽宁大街铁矿
8~124高北小寺淘铜矿

ta3罐法 816 10～141988~82甘肃银钱山铁矿
]78爬障法1982.4～9滴北龙馏铁矿

良耀法 548-102,5×1.8198d江西大吉山钨矿
30普距法6-8江宁柴河铅锌矿

深孔分段爆7～a1973～80褐南必沙评铅钟矿 破法"
46m/20天钻进法14φ2m广东凡口船钟矿

250吊罐法10～12E辽宁红透山锅矿 11～237吊蟾法14~16φ3，2m河北罪郸将山铁矿
4.88m/雅钻进法】8～10φ1.0m1980-84大连市金州石棉矿

125B3粘进法①φ1，5m 5～8-I01382,6～83,a金川有色金属公司龙苗矿

① 钻机型号TYZ~1000整

泰 2-15-11大 断 W 有 宣
掘进月进度署石领度储工掘选断面 支 护 型 式 (m)施工方浓矿山及鹏室名称 平《f>厚度（mm）才 料(m')时J

10Q0全断面贸矿法10～12不 支 护8×5.5工宁坐朝坑内水养磨及压风
机碱量 550扩帮法6-B辽宁染河野饰矿跃进坑口
115m调车易 B94.7不 支 护2z,5间北小寺为铜矿空医机碉室 50'

湖北程潮铁矿东区
扩帮法 40g～500~12300壁混凝土2r7,53-43,86糊北金山店铁矿余华寺矿区 840管通分段5-7喷锚网联含 159～20p忆6.5×10.68云南牟定铜矿1B45较车剩室

313。
江苏梅山铁矿破碎机确室 315
内蒙档稠花铅锌矿炸药库 254
内蒙悟辆花铅锌矿水仓水泵

2708~12
吉林通化铜矿一210m阶段

水位 21010-12150项锚3，月湖北尖材上破辞硐室 1570<半月）
喷漫凝土90～100辽宁气诱砷碎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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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断面硐室掘进速度指标见表2-5-11。

15.4.5 国外威并、成卷速度概况

国外井巷掘进，仍以凿岩燥破法为主要方法;但全断面钻进法进展很快。
竖并凿岩爆破法掘进的平均速度，美国和苏联一般为月进50～60m，苏联有色金属矿山

计划要求在1985年以前平均掘进速度提高到月进70m;捷克1962年全国平均塞 度为 月进
74.2m，联邦德国和英国1950年平均速度分别为65m，61m。

钻进法掘进美国和联邦德国用得较多，八十年代以前主要用于钻凿直径小于3m的通

风井，天并、核试验井和其他辅助井。美国用钻井机钻进速度一般为月进200～300m。近
年来钻并技术发展较快，现代钻井设备可在硬岩中钻井，并可钻凿直径大于5m的竖井。
据认为钻进速度要比普通法高4～6倍，在井深为300～500m或更深时，采用钻进法在经济
上是合理的。美国亚拉巴马州一煤矿用联邦德国威尔士公司研制的V形钻机帖进一直 径为
7m的通风井，1982年10月创月建495m的世界最高纪录。联邦德国发展了有超前导孔的全

断面竖井钻进法，有效的钻凿直径为5～7m井筒，现已钻成井筒8035m，平均日 成井速度

可达8～10m;无超前孔的全断面竖井锆机，采用了水力提升岩属的技术，平均日成井可

达4.4n。
国外天井掘进方法有普通法（即用木支架和手持式向上凿岩机）、深孔法、吊罐法、

爬罐法和钻进法。普通法和深孔法一般用于掘进50m以下的短天井;吊罐法一般用100m以

内近乎垂直的天井，大于100m的天井广泛使用钻进法、爬罐法，苏联的塔什塔戈尔铁矿用

深孔法的平均漏进速度为64m/月，加拿大用爬罐法开凿小断面天井月进180多来。日本在

硬岩中 ·台爬罐月进尺为120m，苏联金属矿用爬罐掘进天并平均月掘进速度达100～120m。

国外平卷掘进仍是以凿岩燥破法为主，瑞典、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比较先进。瑞典在

1970年掘进断面10m2左右的平卷、平均月进60～100m，掘进小断面3～4m2的巷道月进300

m左右，苏联80年代平均掘进速度在60m/月左右，美国月进约200m;联邦德国平均日进

6～7m。快速掘进月进尺超过千米的有多起，月进尺300～800m较常见，近年 来保加利亚

在矿井建设中加强经济工作和科学管理，使平巷的月成卷速度达815m。

近年来，全断面钻进法使用日益广泛，美国、联邦德国、瑞典用得较多。1967年6月美

国开凿科罗拉多州的奥囊隧道（直径3m），在页岩中用全断面钻进法创造了月进2087，6

m的纪录。近伞来联邦德国用全断面钻进法平均日进尺10～12m;英国为12m。国外专家

意见，在巷道长度不小于2，5~-3km的条件下采用钻进法才是合理的。钻进法可以在任何

硬度的岩石中钻进平巷，其钻进速度超过普通法2倍以上。

国外斜井一般采用凿岩爆破法掘进，钻进法使用较少。较先进的 国家 月进在100～

200m。

15.5 采掘进度计划编制原则

（1）根据矿体赋存条件，在编制进度计划过程中，要详细研究。在技术可能，经济

土合理的前提下。千方百计采取储运使矿由甲投产、早达产。在某些条件特殊的矿山，从

投产到达产蔷要较长时间，出过考宏让 小大，分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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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进度计划过程中，应根据矿山的开采技术条件，坚持贫富兼采、厚薄（矿
体）兼采、大小（矿体）兼采的原则，合理安排矿体之间以及各个矿体中矿块之间、矿房
矿柱之间的国采顺序，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资源。在不影响合理的开采顺序的情况下、为
提高矿山经济效益，可以采取措施优先回采富矿。尤其在采用充填法时更应如此。

当由于调节品位和其他原因需要优先回采某些矿体而与合理开采顺序相矛盾时，应采
取可靠的安全技术措施，保证不给开拓、运输、通风和回采顺序造成不良后果。

（3）在编制回采进度计划过程中，应在遵守合理开采顺序的前提下，对各个矿体或
矿块的矿石产量进行必要的调节，使矿山各种产品逐年的矿石产量和品位在较长时期内保

持稳定。如果由于地质或其他原因引起矿石产量和品位不可避免地波动，其波动范围要设
法控制在满足选矿和冶炼要求的范围内。对于某些地质条件较复杂，矿石品种较多，矿山
产品和品级也较多的矿山，应适当增加开拓、生产探矿、采准的超前时间和备用矿块数
量，避免由于地质资源储量和品位的变化而引起矿石产量和品位发生不允许的波动。

（4）矿山采掘进度计划必须与基建进度计划相适应，使基建与生产很好地衔接，使
开拓、生产探矿、采准、回采有合理的超前关系，保有的三级矿量能满足矿山持续、均衡
地进行生产，否则应对基建工程量和基建进度进行必要的调整，以满足生产需要。

（5）尽量使每年所需的采掘设备，人员和材料消耗保持平衡或基本平衡。
（6）保持矿山通风条件良好，运输畅通、安全、卫生、防火设施完警。

15.6 采掘进度计划编制

15.6.1 概 述

编制采据进度计划可以验证矿山回采和掘进工作逐年发展的情况，按开采技术条件进
一步核实矿山能否保质保量在预定期限内达到设计规模，达到设计规模后能否持续均衡地
进行生产;通过具体安排矿体、阶段和矿块回采的先后顺序，逐年的矿石产量和质量，确

定矿山具体投产和达到产量的日期，并根据设计中确定的矿山排水疏 干、开 拓、生产操

矿、采准、切割、国采等工序的超前关系，进一步验证基建与生产的衔接和基建进度计划

中所确定的工程量，保证矿山持续、均衡地生产。

15，6，2 编制采编（或回采）进度计划所需的基础资料

（1）设计矿山的年产量，国家规定的投产、达产时间，投产规模，

（ 2）开拓、运输、通风系统图及回采顺序;

（3）阶段平面图、矿体纵投影图、各种开港断面图;

（4）各阶段、各矿体〈或矿块）矿石储量及品位;

（5）设计的采矿方法比重，各种采矿方法设计图纸（包括矿柱回采）及主要技术经

济指标;

（6）矿山开采贫化率，损失率;
（7）矿山千吨开拓、生产探矿、采准、切割并卷工程量和采准、切割、回采讨算

资料;
（8）基建进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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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改建或扩建矿山近翔生产进度计划，开采现状图。

15.6.3 采调进度计划的内容、编制方法

15，6.3.1 采掘进度计划的内容
应根据矿山具体条件而定，一般分采矿（回采）进度计划图表和掘进进度计划图表两部

分;仅在开采多矿体大型矿山时，有时分矿体或矿带编制采矿进度计划，为表明逐年产量
发展和各矿体或矿带的衔接关系，还编制矿山逐年产量发展图表。如表2-15-12。

表 2-15-12键铁山铁矿1-Ⅳ矿带3000m水平采矿进度计划图表

聚时矿量 1964年 1965年1963年采矿方法工作性质采场输号

300m水平

深孔矿房法 8,5回采矿房Y~1
2,1

深孔矿吻法回来矿房 10.2Y-1′
深孔矿房法屉采矿房Ⅳ-2 10,1
深孔矿房法回采矿房Ⅳ-2' ]4,8

大 爆 破间采顶柱 1.6T-2

大 爆 胺回采顶柱 1.8W-z'
17.4

深孔矿房法回采矿房了-3 17,4 5,
回采矿房 深孔矿房法厦-3′ 20.8

3,2
回采间柱 阶段崩落法 3.2Ⅳ-t 3.4

阶段崩落法回采间柱 3.4Ⅳ-1′ 3.1
阶段崩感法何采间柱剪-2 5,0
深孔矿房法同采矿房 23.BF-4 3.7
深孔矿房法回采矿房 16.1剪-5

54,023,010,6逐年产量（万t）

采掘（或回采）进度计划图表，主要反映回采工作逐年的发展状况，对于多品级矿
山，还应在此图表中标明逐年的各种品级矿石的产量和质量的变化。

一般勘探程度较好，高级储量比例较大的矿山可编制较详细的采矿进度计划图表，按

生产初期回采高级储量地段的采场划分，所用的采矿方法、采准系统布置，计算出矿任务

（副产矿石、虽采出矿、大量放矿等等）、计算各阶段，块段（或矿执）的矿石储量及其

质量，并依此编制采矿进度计划。

一些赋存条件复杂的矿床，如某些第三勘探类型和四勘探类型的脉状钨矿床，地质资

料提供的高级储量（B级以上）很少，甚至没有，经生产探矿后，各个矿体的矿石数量和

质量，开采技术条件都可能发生较大变化，这些矿山矿体数量多，规模少，因之分矿体、

矿块编制详细的采矿进度计划不太可能，而且意义不大，可按矿山可能的采矿强度计算监

各阶段逐年出矿量，编制采矿进度计划，如表2-15~13。



表 2-15-13

某 矿 一 果 区 果 矿 选 度 计 划 染

第-年

采 出 矿
石 量

业 矿 量 <B+C;）

品位（为）

金照 量（

广石量

矿石量

品位（??

器

金属量（）

位 <??
矿不题}

离

N3
ro

Cu
Ni

Ni
Cu

(t)

5454 .65J0.3
220,70
19.2j

179.428

0.128
0,65

525
回来'

0.154
1926.9235,29
0,387

.870,164

21712o
20g

61，32丁
11468

34,5

0,870.14
37.e92

切割

e0818
3381.70

0.578
0,104

525
585.079

回采 

9x4,
545,,36
0,138
o,771
707985

170.3
B47,61
0.139
0771

o
122,936

言 o

344.79丨a45.0
0,09
0.518
2s659.25
采25

184o.5e
0,131
6500。3

0.691

56.9丨18.
6.131

2306,482
0.69t

·l
副o

4296,7}87.5
G.03

0.473
98,39s
采; 2

7760.50
1u4a3.96 
0.185
o,.7ee

1347,2;267.62
o,135

0.706
19,825

分割jD

0.704l.12

t（1/年

产

生 产
能 力

量 4/）

错一

属度A

金原鼠页
粒（??

查流σ

品位灭

品应%

矿石量

二至属量0
矿石量

矿石量

Ni

T4072l0.85.013s280,452.98
10,63 
510.123 54,06

87,09 i_81814
采 i362.70

,28.14.8
870,164 

171860,897
2101,83

o0104[78.14 h141,8
0.57B
011353

92Ml 0.578J0.04l689.1a

150
j3察

100

!想刚来

56.,9519z,08

 [10500 l_
0.641

696.5012
l 0,130l

.4.3356,BⅠ990l0,704

l59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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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2-15-14

开 阳 确 矿 四 录 进 度 计 颁 表

第一年末

_基路
。地 质工 业;时入贫，

采场数目及储量 （万）
阶 段

保有三级储量

损后的

采场敷目 采出矿量（×

量 采场败曰 采出矿量（×10*）
采诵平 

可布管采场平实际
物操规之泡图

采准 回来j 合计
吲 采准回采 采

×1'u）采准采划开拓「采准合 计开 拓来意备采
<1"水×10*e）it×1

场数均储量

名 称

36.66

14.26 34,2

0，72025，66.320236.33的 2，209
41、79 366a 

6.319

E,-E;

。.7202 5。

992

36.68

x.79
36.68

6.A7

5.47
5.4r

Ev-E,

5.?7
5.27}
8.51

930

Ea-E

Ⅱ,24

1393
n.24

小

7.128.5

s2.32
32.3z
44.58
4.8j

5.7 5.6
E,-E1

3.5
3.5

0.7z028,918
0.7202

9,564

13.4
5.9022

Es-E,

2.1 

g.685z24.3148

4.212!
80.01

6.1 !

E,-E,

o,7ozt93.017s
0.702r

83.72
93,72
2 96,4D10.9272
1.718

94o

5.201418,34812.9s
.0014

23,5 
23.5s

2,9431

E-Et

9.5

Eu-Ex,

0.51504825.
15T
27,582

8,8

4.50Y.281s.

o.351436,586

38,a6
40,8s

9.2nsB,xz
E,-E,

0.720z5,10m8
0.7202

5945
50,83

.10d e6.310;
Eu-E。

0.7202丨20.188

2.5772
3.3ss a
Eu-E。

0.85z29,38a
.6852

30.07
30.07
31.86
2,970;
3.75

.7ozr 6e.82
0,ro27

67,53

67,B

900

Eu,E

10o,0
95,02

5.7622

4.58、

Eau-E:

1,8879

1.B7s的.32

54,71
54,71
4.7922

Et-Ea。

383,89 435,80

10.5 [a,3m.0
35,7829 15

03.7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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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 铅 降 矿 采 氯 作

矿块疯 月 露 是 效 率工业矿量（t） 回采工作采出矿量（1） 采准工作"? 切翻工作
矿 段

采准平称 回采 法采中天切部 切割（端量级别） 品位（?? 品位（?? 平巷庆天 工作量 及天#放矿出矿 (mi)m*>Km)(7Pb工PTZn (t)(m)Kt)_<)(t) (t)

100/o0- 500}330o10324K65房 11650 11391 130j1-5-1
（全面法 --0.38 0.324.22 3,8

重-1-1 1eo/ro 192s5001297a -3088952o117s房【 17237 38e 14016e
（充填法） 2j18.597.86i5,10柱8.62 j

5001513 44018ol100/70590o168）76丨541】 30451747房 2128720581]-3-1

〈留矿法） 0.881.11柱1.0

1ob/7a 500t513403 24L8 483?12315 148t05?]58│251895房I-2-1

（留矿法） --4.396,11│5.17主0，13

33005001/7o-378736838919Dsi29088657a589房Ⅱ-5-)

1238（全面法） 26151.670.36柱}0.43 2.02
3300～

10070 192s-9291S 50034501209T-1-1-8 342851t3832磨 1120sB
（充填法 1238340 108363301z8s,068.239.24柱 3.43全面法）

1925-
1a05a 10o/7a 6184600305456382496Ⅳ-3-1-2 236 185j1626096858897房

留矿法 1238178 9k921831.621,880.94卜充填法） ,, 613s ju500150/70!2z75513803492937sol78)9!3862836942房 .⋯贸-2-1
（留矿法） d,701,965.682.83

100/70 1925500183812535841s23B22022 75l215dBF-2-1
〈充冀法） 8.D21.878,812.05

年矿石 （1）

生产能力t/ 年1/日
3rN/日_____——_-—_—_——-————_
平均出矿品位

YZn"_________________———-_
年采出金属量

.P6/Zn《可—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制（m/0'）_____________________

军度保有三级矿景备—--——

来/准/开拓（_______

同时工作常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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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进度计划图表是矿山投产后逐年井巷掘进进度的图表。一般是按设计确定的生产
时期的开拓工程、生产操矿工程、按标准采矿方法计算的采准切割工程，分阶段分作业项
目逐年列出其作业量的进度计划，保证回采与掘进工作协调。

掘进进度计划可与采矿进度计划编制在一起，形成采掘进度计划表;也可与基建进度
计划编制在一起，另编回采进度计划。

某些大型矿山为了把回采进度计划编制得既详细而又简单明了，分矿带编制采矿进度
计划表，用逐年产量发展图表的型式综合表示全矿逐年产量，如表2-15-14及表2-15-15。

对矿体规整、矿石质量波动不大的矿山，可用新水平的开拓、采准速度与回采工作年
下降速度等指标来验证回采与采准的适应程度，找出衔接关系，也可不编制掘进进度计划
图表，只编制采矿进度计划图表。或者两者都不编制。

15.6.3.2 采须进度计划的编制方法
设计中编制的采掘进度计划，通常由表格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在文字部分说明编制计

划的原始资料、编制原则和采掘顺序等。在表格中列出开采范围内各阶段的工业矿石量、

品位和金属量。根据设计推荐的采矿方法和矿床赋存条件所确定的矿石损失率、贫化率，
计算出各阶段（或矿体、矿块）的采出矿石量，出矿品位和金属量、同时根据可能的采矿

强度计算出逐年的出矿量，出矿品位和金属量，并确定同时作业的阶段数目。
采矿强度可按类似矿山的开采年下降深度选取，或按各阶段的矿体走向大 致 划分矿

块，然后根据设计所确定的矿块量夜生产能力计算各阶段、各矿体的出矿能力。

新建矿山的矿块生产能力，应逐步达到设计规定的指标。一般可按设计矿山具体 条

件，中小型矿山考虑1～3年，大型矿山3～5年达到设计规定的指标。

为力求矿山谬年的产量、品种和品位均衡，在编制计划的过程中应采取具体措施（如

局部改变回采顺序，为减少采出矿石的质量的波动而增加备用采区的数量等）。

采掘进度计划的编制比较复杂，在编制计划过程中，往往要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

在矿山生产后，经过生产探矿和采准工作必将补充一定数量新的地质资料，故尚儒在
这种计划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地质资料具体地编制逐年的采掘计划、采掘季度计划和月计

划，以指导矿山生产。
15.6.3.3 采掘（或回果）进度计划的围表形式和实例

采掘（或回采）进度计划的图表形式繁多，表2-15-12至表2-15-15列举了几种表格形

式和实例供设计时参考，设计者可根据矿山的实际情况对表格形式进行适当修改，使之适

应设计矿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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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矿 井 通 风 系 统

16。1.1 通 风 系 统 选 揖
拟定矿井通风系统的原则要求和考虑因素
在拟定矿井通风系统时，应严格遵循安全可靠、通风基建费、经营费最低和便于管理

的原则，即;
（1）矿井通风网路结构合理，集中进、回风线路要短，通风总阻力小，多阶段同时

作业时，相邻各分支风路的压差要小，主要人行运输坑道和工作点上的污风不串联。

（2）风量分配调节应易于满足生产需要，内外部漏风少。

（3）通风构筑物和风流调节设施，辅扇、局扇要少，并便于维护管理。

（4）充分利用一切可用以通风的井巷，使专用通风井巷工程量最小。
（ 5）通风动力消耗少、通风费用低。

·为使拟定的矿井通风系统安全可靠和经济合理，必须研究和分析下列资料;
（1）矿体在平面上分布范围的大小，在垂直方向的延伸深度以及在空间上的集中与

分散程度等。
（2）矿岩中含游离二氧化硅的高低、含硫量、自燃发火性、含铀高低和分布情况以

及热水和地温异常等等。
（3）矿区海拔高度、总图布置、地形地物条件、工业场地位置等。

（4）开拓方案、开拓井巷布置、地下炸药库、溜井位置、采准布置形式等。

（5）矿井设计规模、同时回采的区段或阶段的多少，阶段回采高蜂期的生产能力等。

（6）矿井自然通风量的大小和有无利用的可能。

矿井通风方案与矿井开拓提升运输、采矿方法、开采顺序、采准布置方案关系密切，
故方案比较时，一并进行考虑。亦可单独列出不同的通风方案进行比较。

技术比较的主要内容∶

（1）通风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2）通风网路的复杂程度，串联的可能性，风质的好坏;风流控制的难易。

（3）矿并风压大小及风压分布、高风压区通风构筑物的数量及其对矿井漏风量大小

的影响。
（4）矿井主要风流控制设施的位置、对生产运输的影响和管理的难易程度。

（5）主通风机的位置，安装、供电、检修维护的方便程度。

（6）通风管理人员的数量。



-?4 第二2 地下计宋

i述各点可用各方案技术对比表形式进行分析对比。

经济比较的主要内容;

（1）遇风井悬工程量、坑内主要通风构筑物的工程盘、地面构筑物的工程量，
（2）矿井通风设备数量、装机容量;

（3）通风基建投资（井巷、设备、构筑物、建筑物，平基土石方等），
（4）电力消耗;

（5）年经营费（电力、工资、材料、大修、折旧等）;

为了便于分析比较，可将矿井通风系统各方案技术经济指标汇总成表2-16-1的形式。
在经济比较差值不很大的情况下，选定通风系统应着眼于通风系统的技术可靠性和控

制管理的难易程度，因为这是保证通风系统今后能否有效工作，作业面能否获得必要风量

的首要因素。
囊 2-16-1题风方案技术经济比被表

第 三 方 案第 二方寓第一 方案目项

风滤路长度（m）
矿井风量（m2/s）
矿井通风阻力（Pa）
主通风并巷的风速（四/s）
设计面风量大小或漏风系数）（m'/）
风流控制设施（个）
通风并卷工程量《m/m*）
主通风机台敷（合）
主通风机装机客量（kW）
轴康装机容量（kW）

基建费用（万元）

年经营费（万元）
每吨矿石通风费用（元》
年产万吨耗风量《m*/5）
通风定员（人）

】6.1.2 集中通风与分区通风

集中通风系统即全矿一个通风系统，其主要适用条件为;矿体埋藏较深，走向长度不

太长，分布较集中，且连通地面的老酮、采空区、崩落区等漏风通道较少的矿山;或矿体

走向较长，分布较为分散，但矿体各采区或矿段便于分别开掘回风井，安装扁风机，构成全

矿并联回风系统的矿山，均可采用全矿集中通风系统。

分区通风系统即将全矿划分成几个独立的通风系统，其主要适用条件为∶矿体走向很

长或矿脉群用平硐濡井开拓的，矿床地质条件复杂;矿体分散零乱或矿体被构造破坏，天

然划分为几个区段并和采空区、崩落区与地表连通处较多，漏风较严重，且各采区之间连

接的主要运输并巷很少，易于严密隔离的，或矿井各采区、矿段有贯通地表的现成井卷可

利用作为各分区通风系统的主进、回风井巷，且各分区之间易于严密隔高的矿山，以及矿

衣或围岩具有自燃危险需分区反风或需采取分区隔离救灾措施的矿山;通风线路长或网路

复杂的含铜金属矿井，一般应采用分区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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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矿井可根据其特定的条件，将矿井生产初期或上部阶段划为分区通风，生产后期
或下部中段划为集中通风两种不同的通风系统。

矿井通风系统除集中通风与分区通风系统外，还有近年来国内外正在试验采用的多级
机站压抽式通风系统，见16，1.7。

16。1，3 进、国风井的布置形式

按照全矿统一通风与分区通风系统的进风井和国风井相对位置的不同布置形式，可分
为对角式（对角单翼式与对角双翼式）、中央式<中央并列式，端部 并 列式和中央分列
式）、混合式三种布置形式。其适用条件和矿山实例见表2-16-2。

三种不同风井布置型式的优缺点是∶对角式一般具有风路短，风压小且比较稳定，各
分支风量自然分配较均匀，进风井、回风井相距较远，井底车场漏风小，污风和噪音污染
工业场地较少等优点，其主要缺点是;基建井巷工程量大，投资多，基建时间长，通风阴
路中易产生角联，影响风流的稳定性，主扇的供电检修和管理不方便，当采用多台风机并
联运转时不易实现反风。中央式的优缺点与对角式相反。混合式的优点是;当矿床走向特
别长，矿床范围较大时，有利于分卿建设，分期投产。其缺点是风量控制调节较复杂，投
资大，管理不便。

18.1，4 通 风 方 式

矿井通风方式有抽出式、压入式和混合式三种。
确定矿井通风方式的主要因素为∶
（1）开采过程中产生漏风大小的条件和因素;
（ 2）安装主扇的地形条件;
（3）矿井总通风阻力的大小;

（ 4）漏风方向对风质的影响程度;

（5）需设置通风构筑物的多或少，及其可靠程度和维护管理的难易;
（6）内因发火矿井、高海拔矿井、含铀金属矿井和高温，热水、高碱矿井等对通风

方式的要求。
各种通凤方式的适用条件和优缺点详见表2-16-3。

18，1.5 矿 井通 风 网 路

18，1.5.1 设计矿井遇风同路的原则和要求
拟定的矿井通风网路，一般应符合通风阻力小、漏风少、风流稳定、风量分配调节容

易污风不串联和通风构筑物少等主要原则和要求，即∶

（1）应充分利用金属矿山多阶段作业时的各阶段进、回风坑道断面的通风能力，在
各阶段的进、回风段巷道之间设置共用的并联和角联的风量调配井巷，扩大自然分风网的

范围，以降低最大风降的阻力和矿井总阻力。
（2）在相邻阶段需风量相差较大的情况下，要使各阶段风路的压力差达到最小，以

利风屋自然均衡分配、减少调节设施和漏风。

（3）供给工作面和产生粉尘或有害气体生产点（如主滴井、井下破碎硐室和炸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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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井布 置 形 式 实 例 表 襄 2-16-2

通风系线和风共 示 意 {进圆风扑布置形式及天例 透 用 条 件布置形式分类

诉用于矿体走向不长，进国风井分别位于矿体

埋藏冷浅，用煤部开拓间走向两增。如会理像对 采的阶段下多的中小型矿
井

具 1-主并（趱笼井）z-间风
井;3一副#，4一主扇，

耐 ;-风门

矿体走向不太长，或矿例1，进风井位于8床
体较为分散，采用中央式走向中央矿体两罐各设一
开拓，因来阶段多，而需风回风井。如洞绿出矿
量不太大的大，中型矿并

对
1-主炸，?一-副井，3-湖
风井，4-北风护;5-主扇风

矿体墨藏较深 走 间较例2，中央进风，两遍双系 长，或矿体分散，但集中在垂直方向各设一个或几
分布在两翼。采用中央开个回风井，如凡口。河北离 拓，同时回采的阶波多，需铜矿
风量较大的大，中型矿山

式

1-老则井。2-一新骗井;8—主井;
4-主斜坡道，5一播施料并，8-东
风井;7一老南风井;8-新南风井

9-主扇

矿体走肉不长，埋藏较.L1避回风井并列布量，在
深，矿床网增未探清或地矿体走向的中央如王村幅

中 形不便于设置风并和主扁S汇一E
工矿央 的中央式开拓的中小型矿

井列中全
式 1—提升斜井，2-通风解并，3-

主扁;4一120m水平

矿体走向较短，埋藏较进回风井并列布置，在
深，采用端部开拓，在矿央 矿体走向一翼的端部。如
体另一端不便开掘回风井去谢松树脚矿
卷和安装主息矿床另一墙风
未锤液又急于投产的中小

系 盈矿井
式 1-进风斜井，2-1"窗竖井;3一

主扇;4一东园风斜井，5——回

风斜 井;6-风门; 7一步以車

硐，8回风平娟，9-潮片
——_-----L .·.-- r---ir⋯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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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通风系统和问1 重 用 条 体进同风井布置形式及实例} 示 意 图布置形式分? xsrwava-—_—--
矿床走向按矩，矿床网j河风井巷布 罐在 中

劳 其未振清又急于投产或阴央，但两者京相当距离。* 属不侧设置风井及主腐和如击证负下玲践抗
用平确开据的山区中小教央
矿井分央金

列矿 式 1-进区平鬲，2-回风平酮;3一武
官竖井;4-润矿井，5-主扇绿

中
矿床走向较长，分布范进风井位于矿床中央的
国软广，矿床抛探程度不顶盘，1"向风共位于中央返

原盘，2、8*回风井位于 善又需加快矿山建设的大混
风 中亚规模矿并矿床东西两翼。如锡矿山

降矿系

统 1-1竖井，2~2竖井;3-1"
风井，4-2*风井，s-8°风井
6一中央遇道，7-故水卷;8-

式 主扁;9-坑内期;10—拟敷人
井下的主扁

走肉长或矿体分散埋感进风并与回风井分训位
较浅，处于浸愤基准面以于机一分区的两端，如庞
上，贯通地表的出口较

能基国
咬然矿的第三，四、五

多，但分区之阔晶于满高分区通风系统
的矿井

对

分
1-进风井，2-熙员井; 8-三

式 区官井，4-四区审井。6-五区区
盲井，6-1080平朝;7一a50平

硐;B一主扇通
伯

矿体分散，定向长卖很风 进风弁布置在分区的
大，分布隐围广，遵藏中细，回风井布匿在分区

栓辑
较浅，分区之间便于属离系 的调帽加龙铜矿匀P抗的对 的矿井西区和东区分区面风系统

角式
双

1-西区，2-中区，3-东区;
4-进风井;5-进风平卷，-

回风井，7-主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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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风方v.活 用条 弊 表 2-16-3

1
风流方向是风压分】

布示意圈

法风段 循风段回风段

进风段 蓄风段 回风段 进风废 需风鼓向风段

（1）应风段与地表沟遇多， （1）矿并主要漏风区吸在需（1）回风段易于维护，与地
难于密闭和维护，如平确开拓风级，而进回风豪均易密闭和表构通的通道少的充镇法矿井
的鹌矿及由露天裁地下的矿井 单护

（2）矿体埋款较深就国采启 （2）透回风井口高差大，及 （2）不允许风浇轻由崩落采适
采空区易于密闭及覆叠岩层 空区漏风的矿井高海拔平明溶并开拓的矿井
厚，透气性不当的制落法矿井

脂 （a）矿井的进、回风爱漏风（3）矿体埋藏较浇，回采区（3）贯遵地表的运着平谓
有大量井巷透地表或签岩胺 都很大，为了使矿井风压分布多，不宜多处安装自动风门

均匀，降低高风压区囊风压，以较薄，题气性蛋的崩落法矿并
减少温风条

（4）通风线路长，矿岩节理（4）矿体增邮新操不满，只（4）矿石强卷有自燃发火危
裂隙发育的含帕金具矿井能用临时性回风小并以及受地险的矿井

形条件限制，无适当位置设回舞
风井和生息的矿并

（5）矿岩节理裂隙发育的含
铀金属矿井

（1）滑风小，可通过调整正（1）可利用采空区、崩薄区（1）可利用副并进风，进风
负压交界的零压点位量，控制戴回风段其它漫地表的井巷组服风速小，人行、运输劳动条
与地面之间的漏风成多井巷回风减少阻力;回风件获好

道的密闭工要量少，维护费用
低优

（2）可克服获大的通风阻力（2）不雷专用进风井急和并 （2）对井风E处于正压状
态，可减少井巷，空区、矿岩口卷闭
裂隙中有意有害气体的析出量

（s）可结合井口房密闭酸专（3）司站合井口房离闭进行（3）排姻遗度快。且风浇主
用进风并卷预熟空气，解决进预趣空气要是在回风股进行训节，不妨
风井防冻问题路人行运输，便于维护管理

（4 ）新风通过主角，腐蚀性（4）矿井风压量负压状态，
点 较小对自燃发火矿井的防止火灾蔓

延或主扁停风时不引起采空区
有毒气体突然晶快等方面比较

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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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晓

方通 风 式
目

抽 出 式 混 合 式压 人 式
（1）当工作面祭以常空区与 （1）进回风段的密闭工作量（1）利用生产并巷作进风井
地衰沟通时较难控制漏风 大，且需自动风门，较难维护巷时，井口密闭限难，漏风量

管理大，管理复索。若开需专用进缺
风并时，则工程量大，蒸建投

资多
（2）进回风段风速均较大，〈2）进风段风速大，对人行（2）当利用提升井进风时，
对人行运输不利，劳动条件整运输不利，劳动条件差有的井筒需要防泳

（s）进风段密困工作量大， （3》需要网套主册 设 备，（3）污风通过主扁，腐蚀性
且需户动风门，影响人行运输， 设备投责较多，管理较复杂较大
维护管理也较复杂点

（6）与压入式的（1）相同（4）在回风段风压储，排最
速度慢

硐室等）的新鲜风流网略与排出的污风网路不相互串联。
（4）通风构筑物少，特别要尽量避免或少用井筒密闭和自动风门装置。

18.1.5.2 通风网路整式
现在实际应用的几种矿井通风网路型式详见表2-16-4。

16.1.6 采 场 遇 风

采场通风网路与通风方法，随各种采矿方法及其果准结构形式不同而变化。根据各种
采矿方法的结构特点，采场通风可以归纳为巷道型或研室型采场通风、靶道群底部结构采

场通风和无底柱分段崩落法采场通风三大类。
采场工作面通风一般均采用贯穿风流通风，而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和分层则落法以及下

向（上向）进瞭充填法的采矿、掘进作业均在独头进黯中进行，需采用局部通风。

采场通风的效果，除与采场和矿井通风网路结构的合理与否有关外，还与回采顺序，

上、下阶段间的采场配置有关。
三种不同类型采场通风网路结构型式详见表2-16-5。

16.1.7 多级机站压抽式通风系统

瑞典基鲁纳铁矿的多级机站压抽式通风系统已为人们熟知。在国内 有梅 山 铁矿北平

区、大冶尖林山矿龙洞采区和云锡老厂胜利坑中央通风区（系统）进行了工业性试验，均

获得了成功，并取得了好的经济效果。两个大型地下矿——-海山铁矿和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二矿区，在设计中将全部采用这种新型通风系统。
多级机站压抽式通风系统是在并下设立数级扁风机站，接力地将地表新鲜风流经由进

风井巷压送到井下作业地点，而污风同样由数级风机经回风井巷抽送出地表。通风系统中

每级机站由多台相同的风机并联组成，各级机站之间为串联工作，在通风网路中，各级机

站的工作方式既是压入又是抽出;非下由多个类似的独立的通风分系统组成全矿的通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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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风 网 路 型 式 囊 2-16-4

网路缝构特点及适用条件钻构型式

每个阶段开霓双卷，一条做本阶段的 进风平行双卷式网略
道，另一条为下阶段或本阶段的回风道。上下
阶段污负不串联，网路技简单，但濯风构筑物
较多，管理不严时，漏风量大
适用于矿体棱雕或有现成抗道可利用的多阶

段作业的矿并，如凡口矿，河北铜矿

1-差风井，2-回风井，3-苏输进风坑湾，

4~画风坑滥;5-风门，8-密闭，7一参鲜
风，8-污员

利哨工阶独*空今运翰帧遭作为阶粉式
下阶覆附回风喧，形成工下阶放风淑小串联和同 路
较稳定风流的并联网略。且工程量少，但开拓
采准阶段的污风需单独引i到回风煮染出地表
适用于严格按后迭式回采的上阶段超前于下

阶及回采的矿井知施市确矿，胡家誉铜矿南有
沟玩口

1-进风井;2-固员井∶3一回采
方向，4-新鲜员，5-行风

两t阶段共设立一条专用的回风遭，上阶段上、下阶段
下行闻风，下阶段上行回风，钩歧树枝状角铁阈属式

网路，风流稳定性校整，风量分配调节较器同 路
率，但通风井巷工程进少，可有效解决多阶段
作业行风串联的问题

适用于不度开绳回风天井以及工作面可采泪
下行通风的矿井，如红透山矿，小西林铅锌矿

1-透风井;2-回风井，8-运着进风坑道，

4一专用赋风道， 5一风门，6-调节风门，
7一密闭，8-一新鲜风;9-污风

利用上部已结束的生产阶段运输平卷做总圆
摸盘式

风道，下佩各生产阶段浪走询每隔一定距离布网 路
置回风天井，回风天井用风桥酶过各阶殿运输

坑道与总应风道连通∶回采工作利用上一阶段
已采区的运输道每风，或开掘专门采区闻风道

与回风天井连递。形成矿井沿走陶分成凡个并

列画风天井的复杂角联两路，风次确定性较差，

│但有阶段与阶段，工作面与工作面之间污风不1-进风井;z一回风井，3-总回风题;4-
 串联的优点风善，6-进风平巷;6-回风天井，7-风
着用于多阶段作业，开采中厚以上矿体或平门s 8-新鲜风s）-污风

行密集矿脉，以及有现成的天井可供利用的矿

井，如镍矿山南矿，牟定调矿都家河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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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表

悉风网路 网路结构特点及造币杀件图 示

在每个阶段开掘港贼双春、一条进风，一条槐 式
回风，将宜林卷进用隔墙分成两格。新鲜风流钢 略

稀 从进风抗道经察脉的人行运输格进入采场，污
风由穿影通风假想格至回风坑道，构成双巷式
通风网。这种调路能有效的解决污风串 联 向
翻，且通风并卷工程量较小，但继筑穿脉通风
假卷工程繁来，过风断面小，阻力大，假补木P
由时，娓风大。1--进风平卷，2-9脉通风假着;3—固风
适用于平行密集脉状矿体，如盘古山帕矿、平巷;4一新鲜风，6-污风
平桂盛瑚德矿

统。图2-16-1为梅山北采区多级机站压抽式通风工业试验系统图。图2-16-2为金川二矿
区1*矿体多级机站通风风流示意图。图2-16-3为金川下向充填法盘区管道通风设计图。

1300

200
150
90.

图 2-16-2 金川二矿区1"梦体多级机站通风图 2-16- 楼u矿";5.×K多级机沽压抽式通风系
系统示意图统图

1-空气??器，2一新辟风，s-进风井;4-供风机1一副弁;2一进风并，s一分吸平者，4--回风升.;-
站，5一回采盘区，0一排风机站;7一排风井，8，9一风道，6一东南风井，7-集中控 解室，8一风门 9-新

通地表道及污风排出鲜风，10-污风，1>反进路，12-c盘运输卡裕，
18一解敏道，14-主井，is一淘共，16-多级积站签数

多缓机站趣风系统与现行的集中人主扇通风系统比较，其主要优点是∶

（1>多级就空万多个并联的相同小风机组成，因而可以根据作业区蓄风量的变化而
开闭风机调节风 ，前以做到按需分配风量，同时也降低了能耗。

?）多级轧站闽为压抽式串联通风，可降低全矿通风网路压差，工作面 形成零压

区，可使漏风减少。
（3）供风排风一般都设专用井巷使新鲜风流不经过漫长的运输大巷而运直送到需以

作业通、从而保砣 ，此风量，减少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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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场海风网路链构型; 报 2-16-5

通风牌分类 阙路结构特点及适用条件骨 示

利用梁城的人行、设备井和分段平卷，分段
进路进风用精设在同一分段平卷和进略中的风并绍
局扇，风简和采场网风天井回风。构成一复
杂的角联通风两略，采场内风量分配调节较

困难，风赁易损坏，猫风大，污风易串联，
维护管理因难
适用于无"爆堆通风"条件的中厚以上急倾

斜厚大矿体1一逊风天井，2-间风天井，3-分段平鲁;
4一回采进路，5一局廓风搏，6-国风平巷;
7一聚扇;8-风门，9一断鲜风，10-污风;

11-进风平卷
利相矿井主麝或采区辅息的风压，将采场

分段进略的污风由燥堆和崩落覆盖岩的空隙

越罐 排人上部回风道或直接排出地表，构成一并
联网路，污风不串就，措风效果校好，督理式网略
方便，但临时性密闭工程量大，非作业进路

需风大，进略分风不均匀等
只适用于燥堆和剧落覆薏岩进气性良好的风
矿山1—进风平巷，2-进风天并，3-分段平物;

4-回采选路，5-画风平巷;6--风门。7一
新鲜风，ε一污风，g—爆堆排出污风

把道垂直矿体走向布置，新鲜风流自阶段把道群
脉外运输平老经进风人行天井和联络道进人并联式
各粑矿道，污风由国风联络道经园风天井律通风网路
│入上阶段回风平塞。每个矿块形成独立的并

联风网，风量分配调节者易，风迹较益定，管

蓬方便，但矿块回风井卷工程量次，适用于

1-阶段触外运输遵，2-连风联络湛，3—电 厚大矿体，如杨子杖子岭的旷等
犯港，4-回风联络道，5-回风天井;6~上

阶段圆风平善。7一下盘进风人行天并，8-
意 溜井i9一新鲜风，16一引风

本例为倾斜矿体，故布置了多层把道。耙
焓道群

道沿矿体走向布置，新邮风流由运着平移，
角联式

经矿换两端人行进风天并和电粑联络谢，进
薄 风构

入界把道，污员直矿块凹央的回风电妃联络 β的 盖排入脉外专用回风平巷，构成树枝状复杂

角联网略，风量分配调节较困难，风滤验定恢

较差，二次砂袢影痢邻经光道，密闭工作量

大、但它可避免污区对上阶段的污紫，有多

阶段同时作业，漫风工租量小等优点，如姚

1-上盘运输年考，2-下盘运增平巷，3-
林铅辟矿

称外专用回风葱;4察脉巷道，5-透风人

行天并;6一进风电靶联络遵，?-电把邀，

β一面风电杞联络道，;-回风天井;15—章

矿并;11一上阶段运验平移，12-畜闭特

13-新鲜风，14--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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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网 网路结构特点及适用条件图 示分类 路型式

采区无道垂直矿体走向布置，各把道用演多 层
麻盘进，园风电挖联终道阳互贯透，新鲜风靶道群
流自专用进风平想、采区进风天井进人各展角联式
进风把道，联络道分风至各起道，污风由回通风网路
风靶道联络道排人回风共。构成采区各分层
并联，分层把端群角联的通风网路，它有各
分黑网时作业污风不串联的优点，但靶道的
风量分配调节较围难，风流稳定性较差，管1-竖井;2—专用进风井，3一专用进风平
理复杂卷;4—采区法风井，5一把矿层进风联络道;

适用干多分层靶遵同时作业的缓，急倾斜6-电把遵，7-阶段运输平ü;8一耙矿层

的厚大矿体，如翼于构铜矿、莱芜马庄矿、回风联络遍。9-新鲜风∶10-污风，11-

易门铜矿新山坑等回风井

利用阶段运输平巷和人行通风天井（戒财充填法
路天井）进风，充填井或回风并和上邮阶段浅孔留矿法

平卷回风，构成一简单的贯穿风流网路，需采场通风
要时在采场回风处设局息辅助遇风网 路
对于碍室型采场，由于有通风死角和回流.

通风效果差，则需采用局遍吹风
上图为上向分层充填法，下图为浅孔留矿

法的风流线略图

1-阶段忘输平巷，z-人行遇风天井，3—
回采工作面;4一回风平巷;5-风门，4一
新鲜风，7-污风，8一充填井;9—回风天并

利用下阶段运着平移，切闹老道进风，采房柱法
准卷薄和回风平卷圆风果 自
·-般均为扁平型阐室，存在通风死角，需通 8

用码扁吹风两 

2e学

1一阶段运输卷，2一进风 警 道，3-一回风天

井，4一上部回风巷谱;5-出矿口，6-新

鲜风流∶7一污风

（4）结合风网特点，合理布设机站，使用风机进行分风，灵活可靠，提高了工作面

的有效风量。
其主要缺点是∶
（1）机站和风机激量多，且遍布全矿井，要随时绪合作业需风量的变化而调节，以

保证各风机协调稳定地工作，要求有高效率高质量的维护和管理水平。并需设有相应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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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3 金川下向充填法盘区管道通风设计图

1-运输坑道，2-盘区送风设备，3-盘区抽风设备，4-进风警，5一排风臂;6一调节板，7—回风
进路，8一新鲜风，9一污风，10-排风天井;11一矿石溜井

中遥控装置。

（2）风机站在并下通风卷道中的建筑结构的局部阻力大，占机站风机全压的一—

，从而抵销了多级机站通风漏风小所带来的节能效益的大部。

多级机站通风系统适用于生产作业分布广的矿井，对无法使用贯穿式风流通风的进路
式采矿法的矿山尤为适用，对某些有分区通风条件的矿山亦可适用。

多级机站通风设计的原则和要求∶
（1）机站级数是依据矿井通风网路型式而定。机站一般都设在主要分风点上，新风

为压入通风，污风为抽出式通风，二者各设一到三级机站，全矿通风系统为三到六级
机站。

（2）机站并联风机的台数系根据风量调节的需要，结合拟选风机的风量风压的匹配
来选定，在通常情况下，并联风机台数以2～4台为宜，为了便于风量调节，各对应机站和
前、后机站的风机能力和台数应考患匹配一致，对采区机站的风机，要便于拆装。

（3）适用于多级机站通风系统的风机，除了要求风压小，风量大，噪音低、效率高
和防潮之外，为了保证并联风机运转的稳定性，要求风机特性曲线为单调下降，没有明显

的马鞍形。同一机站的风机和电机要求为同一型号规格的。
（4）风机的风压选取要满足各级机站风压之和等于或大于系统总阻力，在满足各级

机站需要风量和系统总阻力的前提下，各级机站风机的匹配选择应进行多方案比较，对系

统的风机总功率及有效风量率等进行电子计算机解算预测，最后择优选定。

（5）井下风机站的多台风机并联都为上下布置，并要加强密闭墙和门的密封性，又

要便于拆装和检修。在风机入风侧应安有闸门、风筒;出风侧应连接扩散器，靠近爆破工

作面的机站应考虑防止冲击波的破坏。
（6）通风分区的大小根据矿体分布，采矿方法和装运设备而定。通风区小时，全矿

的通风区就多，需要的入风和诃风天井及机站也就多。对大型规整的矿体而言，目前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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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长150～~200m考虑。

（7）多级机站通风系统的有效风量率高，漏风系数可取低限值。
（8）全矿通风系统要建立一套风机的集中愚控系统。

18.1.8 地 下 主 惠设 置

主扇的安装位置可分为地面和井下两种，在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多级机站压抽式通风
方法），主扇都安装在地面，但有些矿井受条件限制，而将主扇安装于丹下。例如∶

（1）地形陡峻，无适当位置可供安装主扇或地面有 山崩、滚 石、雪 崩 和滑 坡等
威胁;

（2）矿井通风巷的运输、人行辍繁，风流难以控制，而回风井卷又与采空区及地表

沟通，密，闭困难，或回风道受地压破坏漏风严重，
（3）主扇距工作面太远，矿井风压高，沿途漏风大;
（4）采用小主扁通风的矿井，机体小，结构简单，拆装容易，无需建立大型主扁硐室。

（ 5）压入式通风利用提升井进风，而井口密闭难以解决的。
安装于井下的优点为∶主扇装置和进回风段的漏风较少;主扇靠近工作面，矿井有教

风量率较高;可以同时利用多井巷进风和回风，降低矿井通风阻力和节省大量密闭工程，
矿井风压差相对比较小（部分为正压，部分为负压），分风、控风较容易。其缺点是;主
扇的安装、供电和检修维护不方便，易受井下大爆破或其它灾害的影响;井下发 生火灾

时，可能因烟火侵入主扁凤机房而不能实现反风。

主扇安装在井下时的注意事项。
（1）主扇安装位置应选择在燥破冲击波和地震波影响范围以外的安全地带。
（2）对于抽出式通风的主扇机房和安全通道，要有可靠的供给新鲜风流的措施。
（3）应使主扇的进风和回风风路严密隔绝，防止风流循环。

（4）要考虑井下主扇反风的措施。
国内金属矿山主扁安装在坑内的有，东川矿务局，锡矿山商矿，华镉铜矿，湘东钨矿

和西华山钨矿等矿山。

18，1.5 矿井通风构筑物

为了使矿井中的风流按照规定的网路和风景流动，必须在矿井通风网略中设置各种控

制风流的通风构筑物。
矿井通风构筑物见表2-16-6。

16.1.10 通风井尝经济断面的确定

《冶金矿山安全规程》规定，井巷最高风速不得超过表2-16-7规定。

主要通风井巷净断面的确定，应在小于上表风速前提下，进一步求出其基建投资和经

营费两项总费用最低的井巷断面，作为通风井卷的经济断面。

16.1.1】 主通风井善经济衡面计算法

（1）通风井巷基建投资与通风井巷维修费、通风电叠之现值（w）与并巷断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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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并遇酒就物一宽表 贵 2-16-6
an→⋯---

示 一般要求与注意事项沟造，用途及设置地点图 ⋯--.、
在主要风流着道中，应用于手推车，人f《道LaL 设置两道风门，风门之间中速断风流。用木制或钢

的间距为，不遵车制的人木混合材料制
行卷道不小于5m，手推
车时不小于10m

人85"

i-S
1-I

用于电机车或手推车， （!）电机车运行喜道
的两风门间距应大于一列人行频警的运输巷道，按自
车长度加风门启闭时间内风门的启闭动力不同可分
列车运行距寓的总长度为电动，气动、水动和碰擅

（2）风门结构要坚式四种，一般采用金属结动
因.封严不需风构

（3）风门道风开启颠
风关闭，并向关门方向倾
斜8t*～85*

（4）风门应设置在直
线巷题中
（5）列车遵过时，应行

有声光信号

（1>永久性密闭墙微用于隔绝风流或临时遮
气s 正A4畜 蜂应嵌人巷道费内0，3～断风流。按使用年限可分

0，5m，墙体应密不进凤永久性、半永久性和临时b_
（2）宋板密闭墙应由性三种，前两种构筑材料

闭 上向下，后-木板搭接在有块石、砖、钢筋混腰
前一木板上，形成倒鱼土、木材等，后一种可用尼
紧形，再用灰浆抹验龙肆胶布，气囊或草帘等墙

〈1）运输容器不出地用于东关式通风的平南
表的井口密闭转置，应在口、斜片和紧井口这断风
并口内设聚两道蒂风们和流。可分运输存器不出地
绳道、电缆孔的水久性密表（但有卖全出山）和运
闭墙或两道带并盖（或门）输客器出地表的两中密用
│和绳道，电缆孔的永久性装置
密闭装置，两道门的间距

应太干5 m
（2）运输容器出井口

密闭装置∶
平瞩踪密闭发器，在

码口内设置病遵自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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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浸

涵 构造、用途及设置地点 一般婴求与注意事项

门，在自动风门旁侧设
人行的密封便门
竖井、斜井井口房密闭

费置，在并口房应设置行
车道密闭、人行道密闭和
绳港密闭，行车道应各设

密 两道自动风门，选人行道
应设三道，出人行道应设

闭 两道密闭门，并架顶部留
两个绳遵孔。

装 风门之间的间距和其它
要求同前，

置 （3）并口密刚装置应
采用不燃材料建筑

（1）结构坚固严密，漏将新鲜风流与污融风流
风少;在平面交叉时，改成立体

（2）风险小，风桥与交义相豆隔开，
风 污风执溢在连接处的夹角可分为绕道式风桥（用

应不大干30'，风善断面于题过风量大于20m*/
地严s 在主要风路中应不小于原s，混藻土（或待、块石

巷道断面的80??次要风砌筑的）风桥（用于通过
略中应不小于70??风速风量为10~20m'/s），铁*ie

lwxiw-- 不超过10m/s，铁皮风皮筒风桥〈用干通过风量
匐直径不小于0.5m，厚I.,I 小于10m*/s）事

度应不小干5mm;
桥 （?）风桥用不燃性材

料薷筑，四晨应用水泥砂
浆摔面

（））风患的污风侧应用于在同一卷道中顺考
用水泥砂浆抹面，减小风隔开新鲜风流与污独风
阻与测风寓
（2）结构坚固严密，有隔墙式和登顶式两

漏风要小脚，风
采用跨、块石、混凝

土、木材等材料构筑



1578 第二篇 地下开采

续表

钩筑物 图 一般要求与注意事项意 构造、用途及设置地点永

一般应安没在非运输移用于调节风量，风官安
灌中在密团墙成风门门扇上，
若安设在运着智道中永久性调节风窗的外框可

时，应装在风门门庸上采用砖、块石、混凝土砖等
材料砌筑，临时性的调节
风南的外枢可用单晨确或
木材制作

bz*

导风教应严格按绿能氧导风板按用途不同分为
度制作，且表面光滑平整三种;减sL;o就是A

（i）降阻导风板，用
于主要通风并巷宜角转弯
处，降低局部阻力

（2）引风导风板。用
于压人式通风矿井，为防

aepx经EAC 业并胜车场酮风，在人风
石门与阶段沿脉巷道交叉风
处引导风流方向

（3）汇流导风板。用
子三岔口卷蒽中，将两股
迎头风灌分别引导汇含于
条巷道中

板

〈1）应设在卷道的直用以测量矿井总风量和

峻胶，熊后应有16~15m各主要分支风路的风量
长度的卷邀新面没有变化
（2）测风站长度应不测

小于4m，断露不小于4m2，
站内不得有任何障碍物

（s）测风站的捕鲨应
平整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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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卷 允 许 最 高 风 速 表 2~16-7
?-.1——-..

卷井 允许地镐风速（m，/s;

15专用风并、风啊
12专用物料提升井

桥风
提升人员和物料的井筒、主要进风道、园风道、修理中的井筒

6运输营端，采区进风道
4采矿场，采准卷道

（S）之间的函数关系式∶

V=f(S):"A ＋#ALSw_P2 (2-16.t1027s
式中 W———该井巷基建投资和维修费、通风电费之现值，元;

S--该井巷净断面积，m*，
A——一该井巷每m2净体积所摊的掘进费和支护费，元;

L—该井巷长度，m;
r—-该并巷建筑施工年限，年;
u—-复利系数，计算并巷掘进、支护费之现值时使用（投资按每年初一次投入计

算>，w'=（1＋i）"+（1＋i）"-1 ＋⋯⋯!

;——资金年利率（按复利计算），%;

u——系数，计算通风电费和并巷维修费之现值时使用，u=了T一，

w——-该井巷年维修费率，???表2-16-8;
*-—该井巷服务年限，年;

B--电价，元/度;

D----每年通风天数，d/a;
h——每天通风小时数，h/d;
a-—井巷摩擦阻力系数，Ns2*/m';
k——系数，计算并巷断面周长P=点√/豆使用;断面形式为三心拱，拱部≥高为

巷遵净宽的5时，λ=3.805，为一时，k=3，823;

Q-—-通过该井巷的风量，o3/s;
n---通风全效率，包括风科、电机．变压器、输电和传动效率的乘积，一 毁取

0.5～0.7;
（2）经济断面（S）计算式∶

μBDAukQ3
r. ·;.

式中所有符号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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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锄工稳年绿修费率 表 2-16-8

半 维 总 贵 率 年 绝 修 贾 事项 自 之 称 项 目 名 称
(%>(%)

竖井件简获备 混凝土差平考 0.6~13-4
竖井（混凝土）共壁 混凝土支架〈皿卷） 2~3
斜共（混凝土）井壁 木支架<平巷） ~56.6~1

1.5~2无支架平馨斜并混凝土支架 8~4

对于各阶段之间的进、回风调配并巷的经济断面确定，除按上述计算方法的因素考虑
外，还需精重从降低全矿井中的最大风路阻力所得到的经济效益来衡量。

16.2 矿井风量计算与分配

16，2，1 有 关 规 定

16.2.1，】 《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的规定
（1）井下采掘工作面进风流中的空气成分（按体积计算），氧气不低于20??二氧

化碳不高于0.5??
（公）井下所有作业地点的空气含尘量不得超过每立方米2mg，入风井卷和采据工作

面的风源含尘量不得超过每立方米0.5mg。
（3）井下作业地点（不采用柴油设备的矿井）有毒有害气体浓度，不得超过表2-16-

9规定的标准。
（4）使用柴油机设备的矿井，井下作业地点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氧化碳小于50ppm;二氧化碳小于5ppm;甲醛小于5ppm，丙烯醛小于0.12ppm。
囊 2-16-9有翻气体最大允许浓度

浓 度髅 大

量 浓 目有膏气体名称 体 积 液 度

mg/m"mg/L% ppr
306,032sco 0.0024一氧化碳 50.0052,50,00025NOx氰据化物

《折算为二氧化侧） 156.015SO, 50.0q05二氧化 100.01&,B0.04066H,碳（化氢

（5）⋯⋯井下破碎硐室、主溜井等处的污风要引入回风道，否则必须经过净化达到

第（2）条的要求时，方准进入其他作业地点。

井下炸药库和充电硐室空气中氢的含量不得超过0.5??并且必须有独立的回风道。

井下所有机电硐室，都必须供给新鲜风流。

（6）采场、二次破碎巷卷道和电耙巷道，应利用贯穿风流通风。

〈7）矿井所需风量，接下列要求分别计算，并采防其中最大值。

按井下同时工作的最多人数计算，每人每分钟供给认量不得少于4m?;

接措尘风速计算风量，硐室型采场最低风速不应小于每秒0.15m;巷道型采场和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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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不应小于每秒0.25m，电耙道和二次破碎巷道不应小于每秒0.5m;箕斗 嘱室、破碎
硐室等作业地点，可根据具体条件，在保证作业地点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的前提下，
分别采取计算风量的排尘风速值;

有柴油机设备运行的矿井，所需风量按同时作业机 台 数每kW 每分 钟供风量 4m2 
计算。

18，2.1.2 放射防护规定
据〔中华人民共和园国家标准CBJ8—7419 74年5月1日试行】规定，矿井下 工作场所

空气中放射性物质最大容许浓度为;
氢（R语'）3.7Bq/L
氡于体（R;子体和R，"子体）的a潜能值4×10*MeV/L

天然铀（U>和天然杜 （Th）0.02mg/m'

16.2.2 矿井 风 量 计 算

矿并风量可根据扩大指标估算和采用计算的方法确定，后者在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
中应用。前者一般在编制矿山远景规划时使用，也可做为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风量计算
的校核。

16.2.2，1 矿并风量估算法

按矿井或坑口的年生产量和年产万吨耗风量计算，如下式，
(2-16-3)0= Ag

式中 Q——矿井或坑口所需总风量，m2/s;
A——矿井或坑口年产量，×10't/R;
4——年产万吨耗风量，m3/s;参照表2-16-10选取。

年 产 万 晴 耗 风 量 囊 2-16-10

矿井 类 型 (m*/s)矿 并 类 型 g(m*/s)

.7-3,5大 堂 矿 指小 型 矿 井 2,0～4.5
1.6~2.5特大塑矿井、规模1,5-4.0中 型 矿 井

年产万吨耗风量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故在选取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并应注意以

各点∶
（1）当矿井采掘设备效率低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2）矿井机械化程度高，回采强度大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3）矿体形态复杂，采掘比大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4）矿岩中含游离二氧化硅高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5）矿井漏风大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s）矿井中硐室型采场较多，在其中作业的设备需风量大时，取大值，反之取小值。
（7 ）高硫、高温矿井一般取大值。
一些矿山实际年产万吨矿石的耗风量参见表2-16-11。

wxw
1.2-3.5

wxw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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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整矿山实际年产万喧耗凤量 泰 2-16-11

年产量 年产万吨彪风量
矿 山 开 采 及 通 风 简 况矿山名称

《m*/s)<×10"t)

矿体走向长?00m，浅跟留矿法、对角抽出式通风栖厦铅铈锰矿 65

3,,21～3,65矿体走向长100-300m，浅孔置矿法，8个阶爱同时作灭宝山矿立山坑 14,52～15,5
业，对角抽出式遇风

3.5主矿体走向长1500m，阶爱崩落法和浅孔留矿法，对角民愿山铁矿 18.5
抽出式通风

3.2圹体未兜长120m，小阶段船慈法一个阶段同时作业，对谨山藏铁矿 6
角抽出式通风

4.8矿体走向长180m，无底柱分段崩落法，z个阶段同时玉石注铁矿
作业，对角抽出式通风

4,33矿体走向长30～40m，房柱法事后充填，z个阶段同东江铜矿 10
时作业，对 角独出式通风

4.走向长 80m，深I50m，浅孔留矿法和中深孔崩矿璁糠钢矿 16.5
（设计） 法，三个阶段同时作业，单翼对角式通风

1,85分层水砂充属法，井深490m，矿体最大长800m12瑞典Langdal啊矿

1,9659 主矿体走向长 314m，智矿房柱法，阶段矿房浅孔留矿狮子山铜矿
法，分段祛，对角抽出式通风

1.53矿体走向长500m，浅限野矿法，3个阶段同时作业，47.85银山铅锌矿
中央对角抽出式通风

2,07主矿体走向长a～100m，深孔留矿法，分区对角抽出30荣河铅锌矿
式通风

2.55矿体走肉长【400m，分层膨蒂法，3个阶敷同时作业，4.5武山铜矿（北矿指）
中央对角抽出式通风

1.99矿体走高长100一200m，全面法，中央对角抽出式通风36.9迅化锅矿
1,61 矿体走海长70～100m，上肉水平分层充 填装3个阶段33悉县常矿

同时作业，对角抽出式遗风

1,28矿体走向长200m，水平分层水砂充填法，2～3个阶86钢绿山铜铁矿
段同时工作，中央对角独出式通风

1,58～2,83矿体走向长5200m，尾砂充填法，2个阶段同时作业，15-2旅大金州石棉矿
中央对角抽出式通风

1.97矿体走向长150m，充填采矿法，3个阶 段周时作业，26.4金川 有色公司
对为抽出式通风龙首矿

3走向长300～H00m，无底柱族落法，三个阶段同时作60程潮铁矿
业，对角抽出式通风

3.8走向长308~1750r，深200～800m，6个阶段同时作业，30朔类山钨矿
深孔和浅孔留矿法

2.29走向长1350m，深600余米，浅孔留矿法，7个阶段网66盘古山钨矿
时作业，两翼抽出式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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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产量 年产万吨耗风量
矿 山 开 采 及 通 风 简 况矿山名称

《m*/s)(×10*t)

尾砂充填法占80??侧属抽出式通风，混合并进风，井 1.84加 掌 大 20
深343mMyra Fuls矿

分层光填法 1.47境 17
Renstrom

1,96开拓深300m，分层尾砂充填法瑞
Nas]3de n

1,87矿体走向长1200m，无底柱分段崩落法，3个阶段同时施山铁矿 250
作业，对角抽出式通风

2.09-2,18矿体走向长300m，阶段强制崩落法2~3个阶段同时作92.4～95,7桃林铅锌矿
业，分区对角抽出式通风

分段崩落法 1.6加 拿 大 150
Crpigmont矿

8,13并深380米，房柱法6??充填法占40%瑞 40鼻

Stcken}o火k帽棒矿

1.44分段空场法，事后充填，井源500m兰 100芬

Pybpsalmi矿

2,63房柱采矿法1万t/a加 靠 大
D"son 矿业公司

EM1iot1ke 矿

095房柱采矿法10万t/国灵
>x∶"技多州油页岩矿

16，2.2，2 矿井风量计算法
矿井的总风量为各采想工作面、需独立通风的硐室与其他需风量以及矿井漏风量之总

和。可按下式计算。
(2-16-4)(= hk(Eq,+EY;+Ba+ Zg)

式中 0——矿井总风量，m2/s;
g，———回采工作面（包括备用采场）所需风量，m2/s，
9——掘进工作面所需风量，m*/s;

gd——独立通风的硝室所需风量，n'/s;
qr——其他工作面所需风量，如装卸矿点，喷锚支护工作面需风量，按排氡要求的

巷道所需风量等，m*/s;
.-外部漏风系数;
人2-一内部漏风系数。
对角式通风的矿井漏风系数按表2-16-12和表2-16-13选取。

当矿井为中央式通风时，其漏风系数可在λk之积值上增加0.05～0.10。

对于下列矿井除用公式（2-16-4）计算矿井总风量外，应忙如下校验∶

（ 1）对于含蚀金属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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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部 焉 风 系 霞 表 表 2-16-12

控制漏风点与地面大气间员难易阻度涉 乒部漏风系数缓

1.20～1.20比较容易控制漏风的矿并

1,15～1.26-- 般 矿 并

1.20～1.34比较难以控制漏风的S并[

把，1，吸包括不用崩幕族果矿，且采空状及时充填的矿井;用混合式通风能将零压区布置在主要漏风地点的矿

井，还人式通风采用专用人风井巷约矿片;压人式通风进风网，抽出式通风回风网压力梯度较小的矿井，
主腐设还地下的矿井;多级机站逝风的矿井

2。Ⅱ级包括采空区或胸需带通地裹，透气性强良靠近高风压区的矿井、采用压入式通风在高风压区设自动风
门，自动井盖，风滨短略直接人大气的矿并，

3。】级和】级之间为1验

表 2-16-13内 部 是 风 素 觉 表

内部漏风系数 压别 控制进风度与回风段间漏风难易程度

1,05～1,I5比较容易控制瞬风的矿井

1.10～1.20一 股 矿 井

1.15～1,26比较难以控制漏风的矿井剪

注。1、甲级包括采用充填法延矿后退式回采的矿井，同时生产阶爱数少且各分文间风压小的矿并，通风系统密

闭、调控好，进回员及间短路漏风量小的矿井;多级机站盖风的矿井。
2。丙级包括采用压入式通风，在高风压区设自动风门，风流短路入回风段的矿并，同时生产阶段数多，且各

分支间风压整较大的矿并;通风系统较难管理，进回风段短路漏风量大的矿井。

3。甲级和两级之间为乙级，

(2-16-5)), = 1.35×10-"KEE

式中 C--矿井排氡风量，m2/s;
EE——矿井氡析出量之总和，Bq/s;

K----矿井漏风系数。
另外应保证每小时有大予产生氧的作业空间六倍的风量，或参考下式计算排氯子体所

需风量∶
(2-16-6)(;,=35.2KVo?°"×10-',m*/s

式中 2e，--井排氡子体需风量，m2/s;
--—矿井通风体积，m3
K——矿井漏风系数;
g——氡子体平均体积析出量，Bq/s·m2，

a=,
其余符号同公式（2-16-5）。

以上二式中之大值用虫校验公式（2-16-4）。

（2）对于深热矿露班自燃发火矿井

可用式作粗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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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7)=3600C,yi2-t)
式中 （-——-矿井降温风量，m2/s;

2Z——井下各热源放热量之和，kJ/h;
Cp——空气定压比热，×1.005kJ/kg·K
γ——井卷空气平均密度，kg/m2;

t;，bz-—进风和回风空气温度，℃或K。
矿井降温风量计算详见本章16.4。
（3）对于以柴油设备为采装运、掘进和辅助作业设备的矿并风量确定
按单位功率风量指标计算需风量。
《冶金矿山安全规程》规定为3.0m3/Hp·min，折算成4.08m2/W·min，按此风量指

标计算。

Q.=96 (2-16-8)

N= N,f+Nsfa+ N,/。 (2-16~9)

式中2-——一矿井排除染油设备废气需风量，m2/s;
g，——一柴油设备单位功率风量指标，4，08m3/kWmin;
N——矿井内各种柴油设备按作业时间比例计算的功率总数，kW;

N，Nz，N。—各种柴油设备额定功率，kW;

f，力，f——-工作时间系数，即设备在井下每小时作业的时间百分比，%;

16，2.3 副蘖工作面漏风量计算

回采工作面按通风风流结构特性划分，可分为巷道型采场和硐室型采场两类，
典型的巷道型采场是指采场回采工作面横断面与采场进风巷道断面相差不大，即采场

宽度和高度等于或小于6m，长度等于或大于宽度和高度的6～8倍，并利用贯穿风流通风

的狭长型采场。属于这类采场有薄矿脉充填法，留矿法，长壁法，有贯穿风流的分层崩落
法等采杨和电犯道等。

典型的硐室型采场是指采场回采工作面断面与进风巷道断面相差较大，即采场宽度等
于或大于8m，采场长度不小于宽度的两倍，并利用贯穿风流通风的采场。其中采杨空 间
高度基本等于进风巷道高度的称扁平型硐室，采场空间高度和宽度比进风卷道大得多的称

非扁平型硐室。中厚以上矿体的房柱法，全面法，分段空场法和充填法等采场属此类。

回采工作面可按排尘风量、排尘风速、排除炮烟，以及排除柴油设备度气，分划计算

所需风量，并取大值为回采工作面需风量。
18.，2.3，】 被排尘风量确定国采工作面需风量

可按表2-6-14确定。

16.2.3.2 按排尘凤速计算回采工作面需风量

按产尘设备在作业面的过风断面和律尘风速计算，如下式，

(2-16-10)F= sD
式中 g，一作业面排尘需风景，m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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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空 风 量 表 囊 2-16-14

工作面通风类型 排 尘 风 量 m*/s风滤特征设备数量作业性质

0.8-2，6《断面4，4~2，2m*）贯字风流1台
轻型凿岩机巷道型作业面 贯穿风滤 1，1~1.31（断面4.4~2.2mt）2台
固 岩 1.6~3，5（断面4。4-10m*>贯穿风淀3台

贯穿风流 3.01台 ---轻型凿岩机硐室型作业置 贯穿风流 4.02台

雷岩 贯等风流 5,3台

责穿风流 2.5~8,51台
重型曲若机 3.0～4.贯穿风流2 台

致头通风 3,0~4.01台中濒孔谱岩卷着型作业面 独头通风 4,0～5.02台

贯穿风流1台
中型唐岩机身岩 2.0贯穿风流合

贯穿风浇 ,5～3.51台装载机出矿或 --_巷道型作业面
独头通风 3.5～4,0铲运机出矿 1台

贯穿风流 4。0～5,D1台装载机出矿或确童型作业面
铲苯机出矿

贯察风流 2,51台大型电肥出矿
巷道亚作业面 2.0贯穿风流1台中型电靶出矿

贯穿风流 4.01合大型电耙出矿
硐家型作业酒 贯穿风流 8.01台中堂电粑出矿

1.~2。贯穿风流二次破称卷道型作业菌

芘∶1。本表用于高法尘矿井，对于矿岩中二氧化硅低于域鹏大于百分之十的矿井，可适当降纸表中数恼。

2、来场楦断面小于12m'时按春道型作业面，大于20m'按镇盒型作业面，界于两者之间者按两种类型作业页

风量的平均值
3。按采场不调工序分别选取，取箕大值为采弱排尘风量，当筒时进行两种以上作业时，应将各作业的排尘风

量相加作为采场排尘风量，
4。选取表列数值不得小于量低排尘风速所需风量，而酮盘作业面则不须用最低排尘风速校验。

6。采场惯断面大于40m"时宜增设辅扇。对工作点加要遇风。

6，表中程湛萱桨渐轻堕偏酱机谢岩的排尘风量系采用中南工业大学科研成果。其他数 值因实测工作不足，

仅供参考。

s——工人和产尘设备所在位置的过风斯面，m2，
v——作业面排尘风速，m?，即作业面产尘设备所在位置的平均风速，建议值如

下，卷道型（<12m2）作业面v=0.25～0.5m/s（s较小者和凿岩机台 数多、

作业面产尘大者以及电靶道取大值，反之取小值，硐室型（>20m2）作业

面，当s≤30～40m+时，v=0，15m/s，当s>30～40m'时，v≥0.06m/s，同

时用薷遍加强作业面通风，介于12～20m2之间的按两种类型作业而 排 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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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之平均值。

利用公式（2-16~10）计算作业面排尘风速需风量须按采场不同作业的过风断面分别
计算，并取大值为采场排尘需风量。当同时进行两种以上作业时，应将各作业面的排尘需
风量相加作为采场排尘需风量。

16.2.3，3 按排除炮烟计算四采工作面需风量
1，老道型作业面
1）中南工业大学公式

(2-16-11)

式中 ?av———采场排烟需风量，m2/sj
L--—采场长度，m;
S———采场过风断面积，m2，
f——塌破后排烟通风时间，s，对采场一般取1200～2400s，对电靶道一般取300s;

N——采场中炮烟达到允许浓度时，风流交换倍数，试验得N=10～12，建议取大值。

经实测验证，此公式符合国内实际。
2）苏联沃罗宁公式

N√ZL,S (2-16-12)

式中 A——采场一次爆破的炸药量，或电粑道二次破碎每次爆破药量，kg;
L，——采场爆破后炮烟中心至采场回风道的距离，可取采场长度的一半，m;
N——风流交换倍数，实验得N= 25.5;其他符号同公式（2-16-11）。

公式（2-16-12）的推导和简化条件是，每公厅炸药爆破产生的炮烟量，折算成一氧
化碳量为0.1m*/kg，允许人员进入工作面的一氧化碳浓度为0.02??而后仍需继续通风。

当以上条件变化时，该公式应作相应调整。
2。硐室型作业面
1）苏联沃罗宁公式

(2-16-13)2as= 2.3 , Igb04
式中 V-—采场硝室体积，m*

K。——素流扩散系数;
其余符号同公式（2-18-12）。

公式（2-16-13）的适用条件为∶
(2-16-14)V= 184A

(2-16-15)L≤0.65I(1+

式中 Z-—采场长度，m）
-——进风巷道壁到采场侧壁的距离，m，当两侧之场不等时取大值。

α——风流结构系数，扁平型硐室取0.1～0.15，非扁平型硐室取0，06～0.10。

素流扩散系数K。值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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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列二式计算Dr值，再从表2 18-35选取K。值。

非扁平硐室; (2-16-16)

(2-16-17)扁平型硐室∶

式中 s。——非扁平型硐室进风巷道断面，m2;
b。—扁平型硐室进风巷道的宽度，m;
其余符号同公式（2-16-15）。
当采场有多个进风巷和回风巷时，可取;
K。=0.8～1.0<进风，回风巷道只有2～3个时取小值，反之取大值），
公式（2-16-13）的推导和简化条件，与公式（2-16-12）相同。

表 2-16-15意键 扩 散 系 象 条

扁。 平 塑 砜 寇非 扁 平 型 硝 家

aL/b。 K。K。aL/vS

0.,262 0,0320.100,280
0,040,276 0.2000,308
0.0940.278 0,3000,335
0,t0,850.,3000,375
0.1280.4000,3350.420 g,1600.50q,395 ⋯⋯⋯⋯0.554
o,1320.6tqo.4800.605
0.2240.7000,5290,760
6,2500.7990.5000.945
0.31a1.0420.6721.240
0.4o01.4B9.74a1.680
0,4e2.200.8102.420
0.6064.DQG0.8733.750
0.?2B,960.9266。629

注，1。表中遗线以上为自由风流开始段的K。，虚线以下自由风流盖本段K-

2。表中的风流结构系数，非确平型研室a=0，07，雇平塑硐宣α=0.1

3。表中的符等同公式（2-16-15）和（2-16-16），

2）东北工学院公式（适用于扁平形制室）

(2-16-18)Qap=4。6☆

式中 j-一扁平型硐室通风空间较大一侧的体积与确室总体积之比。

对称型采场j =0，5;
非对称型采场j = 0.5～1.0

半边型采场j=1.0;
K。——紊流扩散系数，按图2-16-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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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r

图 2-18-4 K.值计算因

w一射流受限系数。n-b/B1b。一人风口宽度之半，四，B-通风空间较大一侧顺室侧壁与进风整
道轴线距离，m，a-射流结构系数，实验得a-0.098，一射流长度，m

用图2-16-4选取K。时，首先按公式（2-16-19）和（2-16-20）计算自由扩张段最大
长度S，受限扩张段最大长度S。

(2-16-19)(;-0.417)

(2-16-20)邑-0.417）

将S，S2分别代入射流相对长度as/b中，当硐室长度L≤S;时，则用aS，/b。查 K。值。
当硐室长度介于S，S;之间时（即S，<L≤St），则用aSa/b，值查K。值，当L>S，时，Sx以

外为巷道型风流。
3。大爆破排烟通风

由于一般是改变通风线路和增加通风时间来进行大爆破排烟的。故不需另行计算大爆

破排烟加强通风的需风量。放矿过程中的正常通风的需风量可用卷道型作业排烟公式（2-

16-11），和（2-16-12）。
一般情况下，按排尘风量和排尘风速计算风量即可，当砜室型沭河汁算排烟需

风量，取大值为回采工作面需风量。并在下列条件下予以校验。
1）对于高海拔矿井
当矿井的平均海拔高度超过1000～1500m时，应按高海彩矿并对待。

以排烟风量为回采工作面需风量时，按下式修正。

《2-16-21;

式中 gn——高海拔矿井风量，m3/s
q。—-标准条件下矿井风量，m2/s，
K，——海拔高度系数;

(2-162)

式中 Z。——矿井平均海拔高度，m。

以排尘风量或以排尘风速计算的需风量为回采工作面风量时∶9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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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深热矿井
其工作面排热需风量可按公式（2-16-7）估算，其中的热源放热量改用工作面热源放

热量。矿井降温风量计算详见本章16.4。
另外可以按工作面降温风速校验;
当温度大于22℃时，风速不小于0.5 ～1.0m/s，
当温度大于24℃时，风速不小于1.5m/s。
3）对使用柴油设备的矿井

可按（2-16-8）式计算回采工作面需风量，也可以按柴油设备所在巷道的风速不小于

每秒0.5m来计算需风量。

6.2.4 备用工作面风量

对于可简单密闭的回采工作面，取回来工作面风量的二分之一，对于难以密闭的备用
工作面，如粑道群和凿岩天井群等按回采工作面需风量配风。

16.2.5 抛进工作酚风量

矿井总体设计对掘进工作面的数量和分布，一般根据采掘比大致确定，掘进工作面需
风量可按表2-16-16选取，该表数值已考虑了巷道断面大使用设备多等因素和局部通风的

必备风量。

表 2-18-16擅 进 工作 面 风 量 泰

备 住据进工作面需风量 mV/s序 号 掘 进 断 面 m'

连用时，应使巷道平均风速1.0~1,6<5.0
>0,25m/81,5～2;55.0～9.0

2.5~3.6>9 0

注∶表2-16-6产动白，对高海拔矿井可取表中的大值。对聚熟及使用荣油设备矿井的按验间1，2，3。

13，2.6 馄 室 风 量
必下炸药库、充电硐室.破碎硐空列主函井卸矿硐室需单独给风，计入矿井总风量

中。其他硐室虽分风，但同风可重新使用不计入矿井总风量中。

16.2.6.1 大型变电碱室

(2-16-23)91=~2,v-

N。= NV/cosg
式中 g1-—大型变电硐室需风量，m2/s;

EN，———同时工作的变压器有功功率之和，kW;

N'′——变压器的额定容量，kW;

casφ——功率因数，一般cesφ0.8;

n。—变压器的损失，矿用变压器一般η*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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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空气定压比热，1，005kJ/kg·K;
γ——空气密度，1.2kg/m2，
4t-——一硐室进风和回风的温差，一般取d=5℃。
16，2.6.2 井下水藜硼室

(2-16-24)

式中 qz——井下水泵硐室需风量，m2/s;
2N——同时工作的水泵电机额定功率之和，kW;
η——电机效率，η=0，96～0.98;
γ————掺正系数

同时工作水泵小于3台，甲=1.0;
同时工作水泵大于3台时，
甲≈0.44（硐室比较干燥时），
甲=0.34（硐室比较潮湿时），
甲=0.4（一般惰况可取此值）;

其余符号同公式（2-16-23）。

16，2.6，3 空气压墙机碍盆

g-= (2-16-25)

式中 g。——空压机啊室需风量，m2/s;
EN，———同时工作的空气压缩机额定功率之和，kW;

号——空压机总的发热系数，水冷式为0，2;风冷式为0，3，
其余符号同公式（2-16-23）。
iu，2.6.4 卷扬机硐墨

(2-16-26)qa= 0.0075ENj
式中 q ——卷扬机硝室需风量，m*/s;

2N，——卷扬机电动机额定功率之和，kW;

16.2.8.5 坑内破碎硐室
按每小时硐室换气次数4~6次计算，硐室内气候条件较好，除尘设施完善，则可按每

小时换气次数2～3次计算。

18，2，6，8 其他备种碍室

其他一些硐室需风量见表2-16-17。

16，2.? 可并总风量的分配

16.2.7. ! 风量分配的基本原则
（1）按照所计算的回采、备用、掘进工作面、各种硐室和其他工作面需风量分配。
（2）并下炸药库，充电硐室、破碎硐室和主溜并的回八⋯，直接引入总回风道中，

实弛硝室的回风可重新使用。采掘工作面和其他工作面一般药不，应串联通风。
（3）各用风点、井巷的风违必须符合《冶金矿山安全起降》关于最大和最小风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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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各种雨盒番风蠢 表 2-16-17

策 风 量（x'/5）确 室 名 称 备 注

充电组在4组以下2～2,5充电及变电调室
充电组在《组以上充电及变电稠室 3.0～5.0

电机华库 1.0~3.5.
炸 药 库 $,0~2.0

J,5-2,0枳络码室
薪 唰室 1.5-2.0

贯穿风流喷树支护工作面 3.0～4.0
融头工作面4.0-5,0吸嘴支护工作面

规定。
（4）风量分配应符合通风网的风阻条件，除风网各用风点按需分风外，进风网和回

风险应通过解算风网来分配风量。

18.2，7.2 风量分配的方法
1）新建矿井的风量分配

矿井的需风网按用风点的需风量强制分风，进风网和回风网按自然分风。由于矿井漏

风点的位显、漏风量（或滑风风路风阻）难以确定，故用漏风系数和矿井主要漏风地段的
方法来估算矿井漏风量和进风网、需风网、回风隔的通过风量。一般情况下，压入式通风

系统中，主要漏风地点在进风段;抽出式通风系统中，主要漏风地点在回风段。考虑到这

种情况，故对压入式的漏风系数仅在进风网考虑，对抽出式的漏风系数仅在阿风网考虑，

考虑到外部漏风和内部漏风对矿井巷道通过风量的不同影响，计算矿井进风网和国风网的

通过风量时，对漏风系数做如下处理，即，
(2-16-27)Q=k,AO′

式中 Q—进、回风网的通过风量，m2/s;

Q———未考虑漏风需风网的需风量，m*/s;
k，h-——外，内部漏风系数，先用表2-16-18选取，其未定之 值，再用表2-16-12，2-

16-23选取。
对进、回风网的风量进行自然分风，对需风网的风量进行按需强制分风，即可得出矿

井各井巷的通过风量。
设计一般采用解算矿并通风网的方法来进行矿井风量分配。解算的方法有电子计算机

法和手工法两类。二者均系按照预定的风量分配原则，漏风点的位置、漏风系数的处理方

法等，在给定的需风网各巷道（工作面）风量的基础上，解算风流自然分配的进风网和回

风网，确定各巷遣的通过风量。由于对漏风系数的不同处理，会产生矿井的进风量与出风

量不相等。须在预计的漏风点处设一酬风风路，并给出该风路的漏风量，以保持矿井风量

平衡。对于压入式通风在进风网的终点，抽出式通风在回风网的起始点设漏风风路。并将

解算后确定的各并巷（工作面）和漏风风路的风向、通过风量标在矿井通风系统图和矿井

环渴结构图上。
;）续、扩建矿年。 分配

改、扩患$ 汗按汽头二动谚井澜风地点和漏风量以及用风点的需风量来确定矿井各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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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国风网酮风系默 表 2-16-18

选 风 铜外、内部醋风系蒙风 性 园 风 网

以漏风点与地面大气间的幅风为主 原1 1
抽 1.06～1,15 1.05～1.;15舞;

1.1~1.2以进风段与回风爱阀的短路漏风为主 1,1～1.2p,出
t成。 1

式 两种番风均需时考虑 1A; 1
声;

以澜风点与地面火气闻的漏风为主 高;
压 1,05～1.151.08-1.15A;

1,1~1.2以进风段与向风显间的短路调风为主 5;
人 7?应。

两种看风均需闻时考虑 T所 1式
险 ℃?

?以漏风点与地面大气间的逼风为主 A
1.05～1.151,05~1.15混 卢;

1.1~1,21,L~1,2以进风爱与回风段间的短路漏风为主 命.
食

后s

舞，式 丙种漏风均需词时考虑
了 ?A

道的速过风量。对于新开拓阶段、区段可参照新建矿并分配风量方法，同样将各井巷通过风

量值标在通风系统图和矿井风网结构图上。

16.2.7，3 风量分配居的风速棱正
各并巷的风速应符合《冶金矿山安全规程》所规定的最大、最小风速。当超过规定风

速时应尽量利用进风段、回风段中的相邻巷道构成并联或角联，以演小风速，结合运输条

件扩大并选择经济断面。

6.2.8 矿并风量的调节

矿井风量调节可分为金矿风量调节和风流支路中的风量调节两类。

16.2，8，1 全矿风量的调节
当调节风量的幅度不大，可用改变主扇工作特性和改变矿井总风阻的方法。当调节幅

度较大时，可增设辅扇与主扇联合工作。

调节矿井总风阻一般有以下几种措施，

（1）调节矿井总风道或风碍的闸门。
（2）多井巷进风，多井巷回风。
（3）采用多阶段共用的调配井巷，使进风段、回风段的巷道构成并联或角联。
（4）扩大巷道断面，特别是主要进、国风井巷的断面。

（5）改变井巷支护型式，德离示巷周壁的光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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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2，8.2 风流支路的风量调节

可分为增大风阻、降低风阻和增加风压调节法三种。
1。增加风阻

增加风阻的方法是在阻力小的风路中设置调节风窗。但应避免在风量较大的主要风路
中安装风窗。

2。降低风阻
不改变阻力小的风路风阻，而降低阻力较大的风路的风阻，其方法除扩大井悲断面和

降低井巷摩擦阻力系数外，可在阻力较大的风路中安设辅扇来实现风虽按需分配。
1）带风墙的辅扇
辅扁的风量为安设轴扇巷道所需风量，辅扇风压按下式计算;

(2-16-28)H =所~月
式中 H，——糖扇风压，Pa;

h，———安设糟扇巷道阻力，Pa;
h，——与安设辅阚巷道并联的巷道阻力，Pa;

2）不带风墙的辅扇

dH ,=K/Hv (2-18~29)

式中 4H/y——辅扇的有效风压，Pa;

S。——辅扇出口断面，m';
S———安设辅扇处巷道断面，m";
H——-辅扇出口动压，P8;
K，——端扁安装条件系数，K/= 1.5～1，8。

不带风墙的辅扇安装在并联巷道中之一条巷道工作时，安设辅南巷道通过风量应小于
并联巷道的总风量，以免其它与之并联的巷道风流反向，产生循环风流。

16.3 矿井通风阻力计算

设计一般是用通风系统总阻力和自然风压（包括冬季和夏季的自然风压值及方向）来
选择主扇。

计算所拟定的通风系统（包括分区通风的和分期通风的）总阻力，-一-般须计算通风最

困难时期和通风最容易时期的通风总阻力。

如通风系统的风路长，生产年限久，风量大，中后期阻力相差很大，从始到终用同一

主扇不一定经济合理，则应作方案比较，以确定是否需要分期选择主斛。

16.3.1 通风摩擦阻力计算

巷道的通风摩擦阻力由下式计算

(2-16.30)b;=R;g=fF
式中 A;-—-巷道通风摩擦阻力，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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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巷道的摩擦风阻，Ns*/m";

S——楼道的通风断面，n'，?巷、学牛方为净断面，但竖井净断面包括井筒结构
件，梯子间断面在内。

P---巷道通风断面的周边长度，m）
Z，-——巷道长度（指通过同一风量的相同断面和支护类型相同的巷道长度），m;
4.——巷道的通过风量，m2/sj

α——巷道的通风摩擦阻力系数，Ns*/m';查表2-16-19和表2-16-20。表列摩擦阻

力系数值是以a× 10*示出的，取用时应将其化为小数。

16，3，2 矿井通风总阻力计算

按照公式（2-16-30）计算出各巷道的通风摩擦阻力，需风 网中选出摩擦阻力最大的
分支风路，将其加上进风网和回风网的阻力即为矿井通风摩擦阻力，再加上通风局部阻力

后即为矿井通风总阻力。局部阻力一般为矿井通风摩擦总阻力的10～20??

当不解算矿井通风网时，可用表 2-16-21 所列公式计算矿井通风总阻力。

为计算方便，可采 用表2-16-22，先计算矿井进风网中参与计算的巷道百米风阻，然

后用表 2-16-23 计算有关巷道的通风摩擦阻力。

此外，在选择多级机站风机时，应考虑各级机站装置的风压损失。
上述方法计算出矿井通风总阻力后，对于海拔高度超过1000～1500m以上的高海拔矿

井，应以海拔高度系数修正所计算的矿井通风总阻力。

高海拔矿井的风阻按下式计算∶
(2-16-31)R,=K,R。

式中 Rz——高海拔矿井通风风阻，Ns*/m2，

R，———标准条件下遭风风阻，Ns2/m';

K，———海拔高度系数，见公式（2-16-22）。
高海拔矿井总阻力按下列二式计算;
（1）当以排尘风量和排尘风速计算的需风量为工作面需风量时，

9n =9。
高海拔矿井通风阻力为;

(2-16-32)hz=K,ba
（2）当以排烟风量为工作面所需风量时，

(2-16-33)

高海拔矿并通风阻力为;
(2-16-34)A2=h。

式中 hz——高海拔矿井通风阻力，Pa;

h⋯一标准条件下通风阻力，Pa，
9n"订海找矿井风量、m2'/s;

g。-—标准条件下矿井风量，m2/s;
K，-- 海拔高度系数．见公式（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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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卷天井黑∶筑A斗述意棉阻力系蒙 辊 2-16-19

遮唇二∶序号 a×10t
1S-1B在火成岩露进的无支护巷道

在沉积岩露进的无支护巷道，沿走向于菌 g~102
16～13在沉积者掘进的无支护穆道，垂直走向开虚

混凝土砌截的着道，顺壁用灰浆抹光 3～4
平 混凝土砌碳的卷道，壁断粗糙5 6~7

混额土砌被的营道，壁面光滑 3~4。4
1~87 料石肉箍的移道不抹面卷
12-14诿杆喷射混凝土支护的密道8
5～8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的巷道，光面爆破谓 D
B～12喷射混凝土皮扩的密道10

浇凝土栅子支护的巷道 9～1911
20 -26网隔间，无梯子间I

天 ～60两隔间，其中一格为有台板的梯子间
25-30三隔间，无梯子闻3

共 50～55三隔间，其中一格为有台板的种子间

85～40无支护的卷道型采场1
采 《5木支架的卷道型采场2

们3～8薄矿脉壁式充填法采场
场 50～B0电犯卷道

2*无装备无群于间混馨土离壁的景形井筒
4-5无装备无梯于闻料石朝鉴的圆形井筒

通 19～16无殖备无梯子间无支护的圈形井筒
无装备无梯子间混凝土泵形预制件井壁圆形井筒风

16～16无被备无梯子间木支护的矩形单格井筒6井 20-25有缝聚，无模子间木文护的矩形井筒6
30～3S有罐紧，有人梯无梯子平台木支护的矩形井筒

d~4.5圆形金属风筒直径为800～400 m市
3～3,6腾形金属风筒直径508～60 mm2风 2.5固形金具风筒直径1000 mm3
4,8紧性风筒长为10m，直径为400mm
4.柔性风筒长为10m，直径为600m观6
3,6柔性风筒长为10m，直径为0mm6

注，1.巷遵断面大者，卷内无警线架设者取小葡;
z.无轨斜道可采用相应支护形式的平巷，

3，装有 胶带运输机的，o附加值为（4~10》×10~，考黄善道a附加植为（2-6）×19-'，卷道端塞严重时口慰
加值为（8~1）×10-，卷道断面局部麦化（单、双轨》，《附加值3×10-'，辅轨无道渡赏充的平善叫附加值

（1～3）×10~'，工作面有设备运转的0附加值《s～0×10~*。
4，资料来源系煤发部实测资料统计。

16.3.3 矿井自然风压估算

矿井自然风压可参考下式估算。

KP (0 9)O (2-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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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并通风息阻力计算方法表 表 2-1-21

项 日 式公序 号

(2-16-31)进风网摩擦阻力 M;=ERa（内hg;
(2-16-32)需风网摩旅阻力 A.匹ER《A;kqr）
(2-16-33)回风网摩擦阻力 b，=ERa（所kngs）3
(<2-16-34)矿井题风总阻力 点=（A;中肠;+A2>hs

注，1。Ru，Rr，R一分别为选定的矿井最大阻力分支风赔的进、需，回风段移的风粗，NSI/m'，
2。，qnnqr，qu一分别为不考虑调风时迹、需，回风卷没卷着的风量，m2/B

3，所，A--外部漏风和内能最风系数，见公式（2-10-27》
4。h—-局部阻力系数，Aj=1，1～1，2。

囊 2-18-22卷 道 面 米 风 阻 计 算 表

卷减百米风阻卷道通风卷道遗风断面卷道摩腺阻力系数卷道支护 st Ri9*配的周边长度S区政遍号 a×10l参温名称
(N8t/m")P〈r)（面*）〔Net/m')式型

T4 51

表 2-16-23卷 驾 息 戴 阻 力 计 算 表
巷道风速摩擦阻力巷道长度风阻卷道透过风量卷道百米风阻;道支护巷道 A= Ra,Lgqt区段 (ml/s) (10*m) <m/s)(Pa)oNie/m*)编号 型式名称
109易653

(2-16-36)Hz=KB(a1-a2)或
式中 Hz——矿井自然风压，Pa;

B——井口大气压力，Pa;
K———修正系数，当H<100m时，K=1;

当H>100m时，K= 1 ＋A. 1000
H——井管深度，取进、出风井筒的最大者，且进、出风井底应按同一标高计，m;

R——千空气的气体常数，R= 29.27，
【，T，-——进、出风井的平均绝对温度。进、出风井底按同一标高计，且进、出风井口

标高不同时，应取标高较大者为基准面，井口标高较低的一侧将基准面以下

地面空气柱与井筒空气的气温加权平均，°K，

21，α-2——进、出风侧平均温度系数，查表 2-16-24。

进风井口气温却，采用矿区最冷、最热旬（月）的平均气温，有预热设备时应采取预

热后的空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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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皮 系 象 表 囊 2-16-24

温度系数平均温度 a aKα KKK

1.3B0 1.1868258 1,207228a.2616 29s273
1,18201.2031,8898266 274 1.24明9 284284
1.15&I1.1988 2951,3284 1.2424257 275 28B

1.1946 1,15u1.2379 2981.3L94259 276 2B6
1.1854 1.16032971.233277261 1,309 28?7
1.180s 1.Id6429售1,228828 1，2胸 278 28B

1.14281.182z 2B91,22451,2892266 279 28
1.1381,1281 3001.278 1.2z0z267 290280
1,13501.740 3011,2158 2911.27e1 2B1269
1.ts23021,17002821.2607 1.2115 292271

进风井井底气温f，它与进风井口气温及与岩石的热交换有关，计算方法 参见本章

16.4。一般可参考所在地区的实际资料。也可按以下方法估算∶

=轮+旦i旦 (2-16-37)

出风井井底气温t，按下式估算，

(2-16-38)

出风井井口气温 s。，按下式估算
(2-16-39)f,=T-0.005H。

式中 4-——进风井口气温，℃;
t——进风井底气温，℃;
t。——出风井康气温，℃;
——出风井口气温，℃;
fe———矿区常年大气平均气温，℃;

H-进风井深度，m;

Hc-—矿区地层常温层的深度，m;一般Hc= 25～30m;

g——-地温梯度，m/℃，一般g= 45～50m/℃。
按公式（2-16-36）估算所得之值，若为正数表示矿井自然风压与主扁风压作用方向

一致。若为负数，则表示自然风压与主扇风压作用方向相反。

18，3.4 矿井通风阴解算

矿并通风网一般为复杂通风网，不经解算风网而确定的巷道风量和风向及矿井通风阻

力，往往误差较大。采用解算通风网的方法，其结果较接近实际。

16.3，4.1 复杂通风网手工解算法
该法有多种，其中改进的《斯考德一恒斯雷》渐近法具有方法简单。精度较高、收敛

快、适合金属矿井风网特点，可优先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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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算通风网湿公产施及量腾条件表 囊 2-18-25

复t闻增筋程序名称 功 能 及 适 行 条 件序号

2
辽宁煤炭矿井主通 功额∶

研究所风机选忧及 1.能解算任意规粳的复杂通风网，具有宫选网孔功能，

北京有色网路解算的 2。允许在任意风道安掺自然风压，
冶金设计研电子计算机 s.允许某些用风点的风量预先给定，
究总院4.能够自招一组风量篮，作为迭代的初始风量;程序

5.衡够在要求池围内优逸风闻;
6.能调节风阻，使分风更加合理，
7.能对风压和激进、流出节点的风量是否平衡作检验

适用条件，
1.用于自逸风机威不需自渔风机的网路解算，
2.适用于生产矿井，当巷道风阻和自然风压为已知情况;
3.用ALG01-80语言编写，用于DIS-6机;
4.多风机联含通风的各分支回风段间不存在角联巷道时

长沙黑色电子计算 功能，
矿山设计研1，可直接输人风阻，如不知卷道风阻可输入感道参数计算风阻。机解算矿井
究降2.自行圈划独立的闭合E路，并以需风巷的需风量为基础，自动形成节点平通风网路井
从薷本、餐的初始风量选择最传风

田其俊.民程序 1功能的1。3，5款;2
4.考虑风窗调阻，使分风满足要求
适用条件，
1.适用于新矿井设计，老矿井改造，扩建和生产管理的通风计算和通风机逸料【

2，同程序1 适用条件1、4放;
3.用ALGOL-60语言编写，用于DIS-21机

长沙有色矿井通风 功能，
冶金设计研网路解算及 1.同程序1 功能的1，3，6，2款和程序2功能的2款，
究院2.按需要设置漏风回路，生产矿井偏风量按实测致，新建矿井漏风按丽计数，最传风机选

彭固、陈3.，按投资经售费、通风可靠性、管理难易练合优选漏风机和生产矿井风机的彝通用强序g
大意、网座最优匹配

适用条件;
网温序2

贵州工学矿井通风 功能;
陇管理布局优 1，能计算矿井自然风压，大风压并户动懂述矿井风机悉转特性，

李却和、2，对任意结构的风闲，自动选择最小生成树及其金树，并建立有关计算内容化计算
王义掌的盖本矩阵;

3.能分析某些特殊情况（如井下火灾，气候变化等）矿井悉风状祝的变化，以

及提供处理依据，并分析通风机联合运转的渔空性，提供有关调节措施，

4.根据不同风网结构，对调节设施的位置及数量作优化选择，并按各用风点
的需风量计算调节设施的调节量，

6，根据需要和具体条件速泽通风机的调节方法，计算调节量及提出调节后的
通风机特性方程;

8.同程序1 功能的1，4款
适用条件，
1.不需自逸风机的风网解算;
2.用于生产矿井的计算机控制以实现矿井自动控制威对通风系统监测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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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制单位功 能 及 适 用 条 件程序名称序号 及 作 者

合理调节方式，
8.用ALGOL-60语言编写，用于DJS-2l机

贵州工学功能，矿井通风
院李恕和1.判断对角巷道风流方向;网路留论解

2.进行自然分风计算，由于程序按图论编制，根据固定风量边数的多少逸
择不同的计算方法，所以无论迹，回风没是任何结构，均可随意计算，
3，可判断自然风压和矿并火灾，热风压对扩并遥风的影响和激坏《判断风流
逆装区）;

4.计算员机工况及多台风机联合运转工况《风机藏定运转情况分析）;

5.对任意结构的风两风流控制的调节设施设置及方式的选择;
6，任意已知条件下《摇已知斑量多少及任意风网结构》各调节设施训节参散
的计算

7.任意台歌及型式烦机调节参数计算（也湉辅助调节）适用条件，同程序4
重用条件的1，2，3款

中国官业霍 机 功能
学院，徐州CNP-1程 1，根据所给条件计算汉网的自典分风和莱些分支的按需分风;

矿务局，刘2。允许在任意巷道设闫!然风王并解算风网;序解算矿井
方意3.可打印风机参数，员匙风压特性曲线，输出风量-功率特性曲战，风机效│通风网
总以意率等参数;

 张惠忱等4通过验图仪（FiP37T、DMP-2型;出风冠悦压抑性曲线并标明风
机运行工观点结℃"，

6.对固定风量分支K路直接计算应有的风阻催，以便调节∶
6 6.打印矿井总风阻，箸积孔，总阻力;

7，对某一风网方案，程序冈陵不同风机和固型风机不同参数进行计算，
8，计算风机耗电功率和矿井通风总费用．吨媒平均通只赞用

适用条件。
1，任意麂快灵啊的自逸风机或不自选风机的风网解算，
2.适用新建或改建矿并风网解算或风机选择，
3，FORTRAN-】婚言，其中绘图程序用FORTRAN-Ⅳ和DM/PLW语言

混合编写，（DM/PLW为命令式结构语言是HLPLOT，DMP-28型多笔
绘图仪自带支持软件），机型为IBMPC或ApeI-I微机。

云南煤矿'通风网路
设计院电子计算机

（模块8K，可解即0条巷道）解算及 PC-
1600程序使
用说明

长沙有色用 PC-
冶金设计研（模块16K，可解200条巷道）1500解算矿
究院 品熟斌井通风隔

16，3.4.2 解算复杂通风网的电子计算机程序

电子计算机法解算矿井通风网，其程序一般可按分支风路摩擦总阻力的大小顺序，分

别打印各分支风路的各巷道（和工作面）的风向、风量、风速、风阻、摩擦阻力和该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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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肇的总摩擦阻力，以及考虑局部阻力后的矿井通风总阻力值等。有的程序还打印出各分
支风路需要调节的阻力值等。

国内各单位已编制一些程序，各有特点，今介绍部分程序列于表 2-16-25中，供选用。

16.4 矿井降温与防冻

《冶金矿山安全规程》规定∶

（1）采摘工作面的空气干球温度，不得超过摄氏27度;热水擅矿井和高硫矿井的空

气湿球温度，不得超过摄氏27.5度。

空气温度超过上述规定时，应采取降温措施。
（2）冬季进风井卷的空气温度，应保持在摄氏2度以上。禁止用明火加热进入矿井

的空气。符合有关风源质量和并下作业地点有害气体浓度的规定时，允许利用采空区预热

进入空气。
在矿山建设前期〈地质勘探、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阶段），对离硫金属矿、遵戴较

深、矿区附近有温泉出露或有异常地热因素等的矿床，都应判断其是否为潜 在的热害矿

井。按国务院《常山安全条例》〔国发（1982）30号〕规定∶"为了保证矿山安全，地质勤

探报告书必须为矿山设计提供以下技术资料∶

"地温异常和热水矿区的岩石热导率、地温梯度、热水来源、水温、水压和水量，并

围定热害范围。"设计部门据此计算矿井热害散热量和井下大气气象条件，选定相应防涂

措施。
高温矿井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即岩热型、热水型、氧化型、混合型。热害的防冶措

施也可分为四类，即隔离热源，加强通风，冷水喷雾和制冷降温。
一般宜采用综合性措施，一些矿山的热源类塑及防治措施见表 2-16-28。

表 2-16-28高温墨矿井主要热算我塑及防抢措施

向山硫铁矿地岩铅矿711 g九龙岗媒矿墨兰煤矿台吉媒矿平顶山八矿矿井名称

氧化热水热水岩施混合鹿合混 合类 型 --— 16020030080o300706B00并采深度（m）
聚幅环焙水深循环热水基底凹落基统凹陷 源霜环热水基底治高地质背量

硫化物氧化BS℃热水45℃热水者热岩熟热水岩盘、氧化岩热、热水主要热氰
改进采矿力隔高熟水既干热水遇加强逐风亮都

到左左 法和加颈意风网法 风和同部制冷防治措施 制冷

在我国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区的矿井，冬季寒冷，气温甚低，使兼作通风用的提升

井简有冻冰现象，严重时造成卡罐、跑车、水管冻裂等。为此，须对冬季井口入风进行预

热。

】6.4.  矿井熟计算原始参数的确定

矿井热计算的原始参教除由地质、生产部门提供实测资料外，尚应参照类似矿山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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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行分析选取，主要参数是∶
（1）地面气温ε（℃）、含湿量D（kg/kg），分别取历年气温最高月，最低月的

平均值。

（2）恒温带标高H，（m），当无实测值时可取进风口标高以下20～30m。
（3）恒温带温度析（℃），若无实测值时，可取高于当地年平均气温 2℃。
（4）地温率 G，（m/℃）。若无实测值时可取33m/℃。
（5）湿壁系数F，是衡量巷道潮湿与否的一个无量纲系数，其值等于井巷岩壁表面积

中潮湿部分与总面积之比。
（6）岩石热物理参数包含岩石导热系数λ（kJ/m℃），岩石比热C（kJ/kg℃），

岩石体重Rc（kg/m3），无实测值时可参照表2-16-27选取。

岩 石 的 热 物 理 性质 表 2-16-27

导热系蒙 出 熟 体重，.你 重，导热系败， 比 热，
矿岩名称矿岩名称

(J/mh℃)} (kg/m*)(kJ/g-D)(kg/m")(KJ/k℃)(KJ/mb℃)

1.0d72。05熔 岩2648e94B7,58泥秒岩
片麻岩 27209.98 0,BI62720粉砂岩 0,9288,62

2630泥灰岩 9,96 0,8179.8 2B400.88S中粒砂著
25307.76粘土质泥灰箸 0,87b2r210.9137,91灰 岩
2d850,D46粘 土 8.000,921白云质灰岩 11.18

0,8589,21粘粒誉0,783硬石青 314715,16
45180,724避帧石 19.2627180,T712硬石膏绿淹石 14.93
4030,60732.1黄铁矿27a20,862藏质岩 13.57
296营0.85422.40黄铁浸荣硅岩28300.879粗安着 6.87
4800,8615,07疏化矿28800.888石英卷 14.6
4b0.87185.14钢矿石258b0.850正长班增 7.54
17851.0223,D碳质页岩27800,409花岗岩 8.08
24330.9928,35泥质页岩26901,0477,16花岗闪长岩
1251,,1851.05煤288b0.9506.69蛇纹岩 32101,1430.913福 煤30100,787辉绿者 8,33
12451,d2t0.99碳 例28600.88玄武岩 6.73

（7）原始岩温，按式（2-16-40）计算，
(2-16-40)T=f。-(H-H>/G;

式中 T——-巷道所在标高的平均原始岩温，℃，

H——卷道平均标高，m;
H。——恒温带标高，m;
。-——矿区恒温带平均温度，℃;t。值应由地质部门提供。当矿区地面标高接近海平

面时，专值比当地历年平均气温高0.8℃;若矿区地面标高为海拔200～500m

时，表。值比当地历年平均气温高1～2℃;

G;——地温率，即她温每升高一度的岩层深度，m/℃;

（8）围岩岩壁对空气的散?系数按式（2-16-41）计算;
(2-16-4l)a=22,19+ 15.070

式中 a——国岩岩壁对空气的散热系 kJ/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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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井巷空气流速，m/s。

18.4.2 井着主要稳源微热量计算

18，4，2，1 围岩散热量
Q,=KPL(-t) (2-16-42)

式中 Q，——围岩对空气的散热量，kJ/h，
K-—围岩对空气的热传导系数，kJ/mh℃;
P———并卷净断面周长，m;
L-——井巷长度，m;

s—-围岩原始温度，℃;
tz—-—-井巷中风流平均温度，℃;

K值的确定有平松良雄法，沃洛巴耶夫法，舍尔巴尼法和实测法等。下面仅介绍平松
良雄法和实测法。

1。平松良雄法
平松良雄法适用于井卷风流与围岩的稳态热交换。即通风时间大于 104小时，计算公

式如下;
(2-16-43)K="/P

=a r5"'g"i,,181*,'

B= cRF7，当r>10"时取r=10*

K= aro/A

a1=0.2210881;αz=0.076865145;
a;=-0,298625B;α.=0.5458454;

式中 ，η——无量纲嫁合系数

A———岩石导热系数，kJ/mh℃（实测或查表2-16-27）;

——巷道当量半径，m;一般情况下，r。=分，巷道非常射

S——巷道断面积，m2;
P—--巷道周长，m;
c ———岩石比热，kJ/kg℃;
Re———岩石体重，kg/m2;

T——井卷通风时间，h;
α——岩壁对空气的散热系数，kJ/m'h℃;按公式2-16-45计算。

例1 已知卷道围岩体重R。=2509kg/m'，导热系数1-8.374kJ/mh℃、比热c=0.8374J/kg℃，
巷道断面S-即m2，周长P-12m，风速为3m/，连续通风1000小时。浆墨岩对空气的热传导系数

解1" S=8m2;P=12m; v=3m/sy
;r,=2s/P=1.833m,a=22,19+15,07V={.4 ( ./m'·h·℃);

=ra/2= 工.38×b=10.3
8.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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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Ror{=—Sv2T=22.

.nto8-txz.,1B4?'=2.8
-=1.054 《kJ/m'h℃),;K=n/P=3

2。实测法
生产矿井可通过实测数据计算K值

K=5（;=42-型 <2-18-44)

式中 K——围岩对空气的热传导系数，kJ/m'h℃;
G——井巷风量，kg/h;

i，i——井巷始末端空气热焓，kJ/kg;
EQ——井巷除岩层散热外，其它热源散热量之和，kJ/;

P，L——分别为井卷断面周长和长度，m;
dt——岩层与空气的对数平均温度，℃;

h，t——井巷始末端空气温度，℃;
T--岩层原始温度，℃;

16，4.2.2 熟水微热量
(2-16-45)O =φ;0o（6--Ta）S。

式中 C-——水沟排水时热水散热量，kJ/h;
φr——散热系数，明水沟取1，暗水沟取0.6;
f-—热水平均温度，℃;
S。——水沟顶盖对空气的散热总面积，m2;

Ts——-水沟附近风流平均温度，℃;
a-——热水对空气的散热系数，kJ/m'h℃。

18.4.2.3 空气绝热压缩散热量

= 35.30（"置 】（H;- (2-16-46)

式中 C-—空气绝热压缩散热量，kJ/h;

Q—-——井巷空气流量，m2/s;
Vi，Y。——井巷始末端的空气密度，kg/m*，

H，H-——井卷始末端的标高，m。

16.4，2，4 氧化微热量
(2-16-47)(。= PLK。

式中 Q。——氧化散热量，kJ/h;
K。——氧化散热系数，kJ/hm2，参照同类矿山实测值或按表2-16-28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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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 化 散 热 系 默 K。值 表 2-16F28

建化矿床，矿石含演 15~18% ?煤的 工 作 孟

井寒率场及其 采矿工作面采准移道无 氧 化氧化严贯氧化不均匀

54,4～82,827.212,6～18.B70 225

其他符号同公式（2-16-41）。

6，4，2.5 机电设备教热量
机电设备包括动力机、工作机和传动机，其散热量的计算，原则上可分为两类;
（1）机器作功面被作用体无势能增加时，按式（2-16-48）计算。

(2-16-48)'=3600Nr。
式中 C;——机电设备散热量，kJ/h;

N——电动机安装功率，kW，

"-——电动机总利用 系 数，"，=η，年1方;

1—一安装系数（电机最大实耗功率/安装功率）一般为0，7;
"——-同时使用系数（电动机同时使用功率/总安装功率），
，——负荷系数（电机每小时实耗功率/最大实耗功率）一般为0.4～0，5;
年——电动机效率，可参照表2-16-29选取。

囊 2-18-29电 动 机 效 率

电动机功率 51～8031～B021～3015-2911～13,1~5,01.1~3.0 5.1~10，可 -
0.900,B8 0.800.870，多60,840.8 0.82效 率，可

电动机率 850～10t 1060~160550～Ao0440~500z210～300110~200 310~4009-100
638～.932-b,625～0.915～ 0.904～,906～0.9~0,93敖 率，* 0,9670,51 0.010.926 0.430.9880.93

上式适用采摄机、破碎机、水平皮带运输机等机电设备总散热量计算。

（2）机器作功而增加被作用体的势能时按下式。
(2-16-49)Q.=360ON,(1-mqm)

式中 η-——工作机和传动机构总的机械效率;查有关样晶说明书;

其它符号说明同公式（2-16-48）。
上式适用绞车、卷扬机、水泵等机电设备总散热量计算。

】6.4.2.6 其他热源散热量

1，集油机散热量
(2-16-50)Q= BNaZa1。

式中 ②z-——柴油机散热量，k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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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柴油机燃料平均消耗量，kg/kW·b，
Na——柴油机的有效功率，kW;
Z∶——柴油的热值，可取43472，kJ/kg;
7g——柴油机散热量百分比。
以上参数可查表2-16-30确定。

柴油机燃料养量及散热量百分比 表 2-16-30

(EW》Na <38 3~51 >132的9～13?

B (kg/kWh) 0.23 0.22· 0.170,19

"% 0.0450.0530,05 0.04

2，照明电灯散热量
(2-16-51)Q1= 8600N;

式中 Q——照明电灯散热量，kJ/h;
N⋯---电灯功率，kW。
3。输送热介质管道散热量

(2-16-52)C。=3.14DLK,(tp-Tx)
式内 "' --管道散热量，kJ/hy

/.--一管道外径，m;
/.-—管道长度，m;

K，——管道传热系数，kJ/m2，当管内介质为液体时，K，=3336，当管道介质为
空气时，K，=17～33;

t-——管内流体温度，℃
Ty——--铺管井巷的平均温度，℃。

4。人体散热量
(2-16-53)= nK.

式中 Q-—-人体散热量，kJ/h;
n——巷道内同时工作的工人人数;

K。——人体散热系数，kJ/h，轻劳动时，K。=420，中等劳动时，K=840;重劳

动时，K=1260。
5。燥破散热量

(2-16-54)Q。 =B.K./t
式中 ②，-———破散热量，kJ/hj

B，——巷道内每猛夜燥破炸药量，kg，
K，——炸药爆热，kJ/kg，可查表2-16-31和表2-16-32;

t——炸药燥破增温的影响时间，≥= 24，h。

6。风机散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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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 种单体静岗得急 Ker值 囊 2-16-31

黑 常 金圆化甘抽炸 药 名 称 浆 梯 恩禅

装芮密度 （kg/dm*） 1.0 -1.54
0217 角（kJ/k! 5819 41876B82

几静确快炸青导验Kox值 囊 2-10-32

被袖作药
象察炸药 2当石帅龄皱养炸药研股嵌炸药名称 B4s8

B38 B41222861440师 （J/kg）

(2-16-55)②s =T0.0-QB
式中 Q——压入式风机和井下风机散热量，kJ/h;

Q———扇风机风量，m2'/h;
B——扁风机风压，Pa;

数，压入式主扁取K，= 立，其它所有井下扁风机K/= 7
们，"，——分别为扇风机和电动机效率，可查有关产品说明书。

16，4.3 富温矿井大气气象条件计算

16.4.3.】 计算步骤
矿并大气有气温、湿度、焓（空气中所含的热量）等参数，其计算步骤如下，

（1）分析和给定井巷始端大气参数;
（ 2）计算井卷内诸热源散热量;
（3）根据热平衡方程求井巷末增大气参数。

18.4.3，2 热平衡计算
风流通过井卷内各种热源加热后的热力平衡方程式为;

1.005（声-直）+2500（D4-D1）+1.842-t）（D4-D，）=言RO（2-16-5）

式中 f;，4--并卷始末端的空气温度，℃;

D】，D，——井卷始末靖的空气含湿量，kg/kgj

G——井卷空气流量，kg/h，
2Q———井巷诸热源散热量总和，kJ/h

1005——空气等医比热，kJ/kg℃;
2500——水的气化热，kJ/kg;
1.842——水燕汽等压比热，kJ/kg℃。

一般情况下亦可采用近似公式计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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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f。-f）+2500（D2-Dt）=云20;(2-16-57)
由于矿井条件复杂多变，矿井大气气象条件的计算所依据的假设条件各异，各参数的

计算方法及过程亦多种多样，如平松良雄法，杨德源法。沃洛巴耶夫法等。
16，4.3，3 平松良靠计算法
假设巷道内有一部分是潮湿的，另一部分是干燥的，干燥部分的围岩散热量仅加热空

气，而潮湿部分的围岩散热量用于加热空气和使水分汽化。
计算过程简介;假定井巷末端空气温度缸，求解含湿量D】，根据D2及假定条件解算末

端空气温度的计算值f。
1。各参数计算
1）巷道末端含湿量计算

D3=D1+2L-30(-4) (2-16-58)

2》对应于潮湿壁面温度的平均饱和含湿量
)-1.005G(D,-D1)..1 (2-16-59)

式中 G——空气每小时流量，kg/h，
D。——潮湿壁面温度的平均饱和含湿量，kg/kg;

，如巷道围岩非 常 粗 触时，r。=rs——井巷当量半径，皿;一般情况下r，=

F。——岩壁湿润系数，即潮湿部分面积与全面积的比例，
a——岩壁对空气的散热系数，kJ/m*h℃，按（2-16-41）式计算。

3）对应于平均饱和含湿量的平均饱和水蒸汽分压计算

(2-16-60)B。=-0.6822 +D。

B=101325(1-H/44300),#

式中 B。-—对应于Da的饱和水蒸汽分压，Pa;

B——开卷的平均湿空气压力，Pa;

H———井卷平均标高，m;
4）对应于饱和水燕汽分压的湿壁表面平均温度计算

(2-16-61》

式中 T。——湿璧表面平均温度，℃。

5）井卷内平均水蒸汽分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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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62)
0.622+

式中 B——井卷内平均水蒸汽分压，Pa。
6）并卷内于燥壁面的平均温度计算

Ts =T+15102n-一 (2-16-63)

式中 T。——干燥壁面表面平均温度，℃。
7）潮湿壁面传给空气的显热（干空气中的焓）计算

(2-16-G4)Q;=2xroLaF。(Ta-Tw>

式中 Q-——潮湿壁面传给空气的显热，J/h，

T，——空气平均湿度，℃。
8）干燥壁面传给风流的显热计算

(2-16-65)@a=2πraL(1-F。)(T4-Ts)
式中 Qa——干燥壁面传给风流的显热，kJ/h。

9）卷道末端气温的计算值

(2-16-66)p557(EQn-2,+Qa+Q>

式中 f———卷道末端气湿的计算值，℃;
O，——按平松良雄法计算的圈岩散热量，kJ/h。

10）卷道末端空气的相对湿度

9。=101325(1- l,58×133.32×10(

(2-16"67)

式中 v;——巷道末端空气的相对湿度;

H，-—巷道末端标高，m。

2。使用平松良雄计算法注意事项
（1）井巷分段长度需控制在300m以内，最大不得超过600m。

（2）如井巷为减湿或等漏过程时，计算步骤应由1）直接转向9）而不计算

2 ）～8 ），此时;

(2-16-08)=t+.05G(2Q)

3。平松良雄法迭代计算
当设定值t。与计算值均存在误差时，应降正私重复计算。设经过n次迭代计算方能满足

精度要求，并设第§次计算的初设值和计算值分别为经，z，初设值可按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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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1）却'st+些-题

式中 V——-第一次初设值，℃;
t——矿井恒温带温度，℃;
H。——矿井饱温带标高，m;
Hg——-并卷末端标高，m;
G;———地温率; m/s;

（2）即'-塑+担

(3)n。K-K2 ;

K，=-安-r-

式中 K，——气湿修正系数。
例如∶已知某矿地表大气参数为，气温f=15.4，含湿量D=0，0083kg/kg，并且测得值温带标高

H，=100m，恨温带湿度t=16，2℃，地温率G;=33，3m/℃，入风井标高H，=100m，并底标高H，=-600
m，空气流量G-16.28kg/s，风井断面S=13，58m3，周长P=14，1m，井巷长L=700m，湿璧系敷产。=
0.3，围岩热物理参数为热传导系数A=7，159kJ/mh℃，比热C=1，467kJ/kg℃，体重R=2690kg/m'。

求井底气温温度。
解;用平松良雄法迭代计算，迭代7次满足精度要求，下表列出了其中第六、七次计 算的有关结

果，见表2-16-33。

表 2-18-33有 笑 计 算 能 具

t。&E》QmT。D(L) Q: Q.T.D4 B。
t。

HJ/hc kJ/hc cPakJ/h Eg/kgkg/kg

-2855S18,340015,37is 21.071469401748.06.01032 a.196集19966 164185g
1每，1999 -80B81 1026p 2,08716,29007s7,280.01028 0.105320.069 1163289

】8.4.3.4 高温矿井气温计算程序筒介
高温矿井气温计算繁琐，有条件应尽量使用电算机解算，它可在较大的范围内试算高

温矿井工作面的大气气象条件，如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用 D3S-21机 ALGOL-6算法
语言编制的程序，同时可对平松良雄、杨德源和沃洛巴耶夫三种算法进行解算，逻辑框图

参看2~16-5图，数据输入参看表2-16-34。

其余程序有∶如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用ALGOL-60语言，《煤矿设计手册》用TQ-16

机 ALGOL-60语言编写的风温计算程序等，都可供参考与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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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表2·1631敏入数博7=1Y=1

4a平=i纸=fHBD）
g

Q者=f（1平）

ta平=/（K D2=fQ岩，【3平）
率，tz平）

D;>DuK1=/（f平，红平）

用公式2-16—72计算计算平'

打印平松良苹法计算结果

7=+I用扬能值法直接计算打印站果

A=/1;沃，p）t袄=穴A），Q岩=FG跃）
D2=f（t跃，Q岩）韩=f（Da）

t长=互医士任医
5沃-1?袄<E

金=邮

打印沃洛巴题
夫法计算结果

针平=绍平自街=径锅
7=J f疾=t沃D;=D2，1=的

I=1

Y=Y+1 Y=M

结束

图2-16-5 大气气象条件计算逻辑框图
、变量下解1，2分别代表断面1和断面2，平，插、沃分别代表平松肉雄算法，新都涨算法。及沃浩

巴取夫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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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据 省 入 表 泰 2-16-34

数 据
注备参 数 宣符 单 位序号

个 数

大气参数个数算 题 M 表I
J 井着分段总散 组总信息 1

恒温带温度T。 1
恒属带标高H,地温参数 O 1
地 温 本 m/℃Gr 1

按需要排列，输出结果与其对应大气 温度TJ Mb大气参数
大气含湿量 Mkg/kgDJ

起点标 高 rHA J

弊 点标高HB M
空气流量 kg/hG J10 以进风至固风依次排列。如;S 横参面 积 mt J11
横都面周长PL12

井
井巷分段长度L m J17

卷 井巷组糙系数E
kJ/m'h氧化系数K,15基

J压入式风机风压 PaPE16贴
LJ/h机电设备散熟量ZE17

数 tJ/h其它散热量ZF18
湿壁系数

围岩热传等系数 kJ/hm℃ J.20
kJ/kg D围岩比热C21

围岩体重 kg/m*22 Ra
了杨德源算法合墨量23 甲∶

6.4.4 高温矿井降温措施

16.4，4.1 一般要求
高温矿井降温措施有∶隔离热源，加强通风，用冷水或冰水对风流喷雾降温，人工制

冷障温等。
在一切热害防治措施中，隔离热源往往是最根本、最重要、最经济的措施。

（1）井巷布置应尽量避开局部异常高温区域，尽可能设在导热系数低的岩层中。
（2）尽可能采用分区通风系统，缩短新鲜空气流程，以减少空气吸热升温。

（3）风并布置形式对降温有显著影响，以混合式最好，对角式次之，中央式最差。

（4）有大容量机电设备的硐室，一般应尽量布置在靠回风井附近或建立独立的回风

风路。
（5）采用高效率的机械化充填采矿法，可提高矿井有效风量，减少高热矿石在矿井

中的停留时闻，可解决采空区漏热水、残瘤可燃矿石及围岩发火，隔绝采空区顶底板散热

等关键问题，充填体本身也可大量吸热，崩落法与充填法相比，风量与降温的效果见图

2-16-6。
（6）采用后退式回采顺序，在同样条件下，工作面的风量、风速比前进式回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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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4、0g
T400] 32.0 3;13001300
120o 1120———1950_1065

;3B
24

算面风回风 采抓工作面 '回风 回J
6,

图 2-16-6 崩蒂法与充填法风量与温度比较
a一风量比较;b-温度比较

①-崩落法无冷冻机工作面;②-崩落法有冷冻机工作面;③一充满法无冷冻机工作面，④-充填
法有冷冻机工作面）A一充填法;B一崩落法

大，对风流降温有利，并可改善人体散热条件。
18.4.4.2 热水微热量控制

对以热水为主要热源的高温矿井的设计，应优先考虑采用疏干方法，并注意热水具有

温度高、水压大和不同程度的腐蚀性等特点，采取相应的特殊措施，如防喷、防腐等安全
措施，有关热水矿床疏干排水降温，详见水文地质篇，本章介绍其他有关热水降温的

措施。
1。热水散热隔热措施
（1）当运输巷道兼作排水巷道时，应采用加严密益板的暗沟、隔热管，或利用埋设

在巷道底板的蓄遇管道将热水排至水仓。

采用专门疏干巷道且与运输巷道平行时，前者标高应低于后者，两者间距应大于16～

20m。
（2）水泵房、水仓总排水管尽可能设置在回风井附近，水仓距运输道及有关硐室距

高要大于15～20m，水仓与运输费道连接处应设置密闭门。泵房内 排水管应采用隔热

措施。
（3）在条件适合时，可以采用对热水源进行注浆堵水，减少热水涌出量。

当井巷岩壁有少量热水涌出或渗水时，可采用喷涂防水材料，减少散热量。

2。管道和风德的隔热
隔热技术主要是为减少各种输送介质的热交换。适当的隔热措施能使各种降温捕施发

挥更大的作用。如九龙岗煤矿采用风筒向工作面送冷风，隔热后每百米风筒 冷损8，17

kJ/h，为隔热前的I/25.4。隔热技术分为管道隔热和风筒隔热两种。

（1）高温矿井的管道隔热一般是在普通管道外壁包扎各种隔热材料或采 用多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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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满足压力的前提下，可采用隔热性良好的塑料管道。
常用隔热材料的性能参看表2-16-35。

囊 2-16-35管道常用隔热材料的主要性能

水玻璃够胀玻璃棉毡矿谦棉管
珍 珠 岩 泡决塑料软 木材 料 性 能
管亮、板壳、板 管壳，板

1.005~1,4860.209～02720,167~0.293导热系数（切J/mh ℃） 0.167～0.209 0.127~0.203
<15200～300160～890容 重（kg/m*） 100～13a160-200

<65b <60耐热度（D） <350<250
-40一e谢 案 度 （℃）

（ 2）在风筒外包扎、喷涂隔热材料。
向山硫铁矿曾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隔热风筒，40m距离内风温升高值减少3℃左右。

南非研制的软质隔热风筒，重量为2.2kg/m，送风量 113m3/min，简外风温35℃，筒

内温度为25℃。见图2-18-7。

图 2-18-7 多层柔性风筒
1一内风筒，2-外风宽，3一金属卡子;4一尼龙蝇;5一吊环

16，4，4.3 加强通风
加强通风主要目的是减少单位风量温升或提高局都风速，前者一般是通过加大风量来

实现，而后者则采用空气引射器来实现。

1。郑大风量
为降温目的而增加风量可按下式粗算

(2-16-69)

式中 40-———某工作面所需增加风量值，m2/h;

Qr-—某工作面原实际风量，m2/h，Q;按排尘风量给出，

t，-——某工作面末嘴原风流温度，t;按矿井大气气象条件计算出，

t-—--工作面允许的最高气温。
加大风量的办法应视扦下通风和生产的具体条件分析比较确定。

2。提高局部风速
提高风流局部风速可改善人体散热条件，增加工作人员舒适感，一般采用环缝式空气

引射器。见图2-16-8。缺点是环键易增和压气耗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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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8 YP-100型环缠式压气引射器转构

18.4.4.4 崩冷水减冰水对风流降温

采用本方法的空气参数变化及降温效果见表2-16-36。

我 2-18-38局冷水或冰水对民流喷雾的热工过程

适 用 条 件 及 聘 点处 理方 法 及 效 果空气处理过程

造用于有地表冷水或地下冷水的高报矿井。若减 用湿度低于风执露点温度的冷水喷雾。 用机制济水时受制冷设备、隔热技术条件限制。
降温效果最好 实现此过程较困难

魂焓 适用季节性高温工作面而进风温球译度较低的用温度精烁于风流温球温度的冷水喷露
加

高温矿井。合江量增加，风温降低梁a

增给或等 适用于间歇式作业高温工作面用循环水喷雾，盏润岩壁水分蒸发，矿
焓 加 量

井降温效果不甚显着温降

本方法主要是利用水的汽化吸热而实现空气降温的目的。若利用冰水 喷 雾时效果

更好。
如向山硫铁矿采用在总进风流喷雾，利 用井下 21～23℃低温水，采用武安-30喷雾

器，每排55个，三排共计185个，耗水量4om/h，当风量为12m?、温度为26℃时，经喷

雾后温度降低2，2～2.6℃。
向山硫铁矿还采用冰块与 27℃ 的水 混

合，用温度10°左右的冷水在工作面 进风风
呲中对风流喷雾，可使工作面的入风平均下
降5，5～6.5℃，相对湿度由40??至50??

耗水量约0，24L/mln，耗水量为每班 ?5kg。

图2-16-9为该装置示意图。

16.4，4.5 人工制冷降温
图 2-16-9 向山硫铁矿冰水喷淋装置

对于一般季节性高温矿井，采用前述三
1—周扁，2-风筒;3一压气管，4—喷瞻;5-冷水

项热害防治措施，可望将工作面空气温度降曾;6—冰块7—-冰块水箱，8一水赏

低到26～28℃，否则就要应用制冷降温技术。
考虑使用制冷技术降温的矿山，在建设初期应做充分的技术论证。避免矿山在建设及

生产中出现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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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制冷降温有固定式制冷站和移动式空调机两类，前者适用全矿或生产阶段总风流
的降温，后者主要是用于少数高温工作面的风流降温。

固定式制冷站又可分为地表站及井下站两种，表地制冷站的优点是安装方便，运行可
靠，便于管理。缺点是冷量损失大，故要求设备容量较大，经营费用也较高，适用于开采
深度不大、井卷不长的高温矿井。反之宜采用井下制冷。

输送到工作面的冷量与制冷机产冷量相差甚大，其主要影响因素与产冷方式、产冷地
、点、冷量输送方法及使用的空气冷却器等有关。设计中采矿与制冷专业需密切合作，合理
地设计布置制冷降温系统。

我国711矿使用6AW-1? 氨压缩机，在速表设制冷站，遇过冷水暂输送冷量，在工作

面进行空气冷却。输冷管道用 50mm厚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作保温材料，外敷水泥石棉保护

层6～10mm，冷冻机的产冷量及冷量分配与降温效果见表2-16-37。

其他矿山制冷降温效果见表2-16-38。
矿山常用的移动式制冷设备见表2-16-39。

16.4.5 井 着 附 冻

并巷防冻通常有下列空气预热方法，即∶
（1）热风炉预热。在远离工业场地的小型风井，无集中热源时采用，热风炉的位置

应使进入井筒的空气不被污染，且符合防火要求。本手册不作介绍。

（2）空气加热器预热。是我国使用得比较广泛的一种方法。通常是燃烧煤，使用
饱和蒸汽或高压热水使空气的一部分预热。在国外如瑞典的矿山则有用燃油加热器预热空

气的。
（3）空气地温预热。是利用矿山已有废旧坑道或采空区的岩血，将送入井下的冷空

气进行预热。是一种经济可靠的空气预热方法，都用于非煤非铀矿并。

（4）其他空气预热方法，例如利用空压机等设备产出的热量预热。

16.4.5.1 设计基本参数
（1）当室外温度达到下列情况时，应对入井空气进行预热。

当地室外采暖计算温度≤-4℃时的竖井，≤-5℃的斜井和≤-6℃的平南;

当地或类似气温越区的生产实践证明不采取井卷防冻措施会影响生产时。

（2）室外空气温度计算参数，根据进风井巷生产运行条件和维护条件不同，不同井

巷的室外空气计算温度按以下方法选取。
竖井，取当地最近20年内的极端最低温度;
平硐∶取当地最近20年内极漏最低温度和采暖室外计算温度的平均值，

斜井;取竖井和平硐计算温度的平均值。

（3）加热空气所用热媒一般采用（2～8）×10Pa的饱和蒸汽或采用90℃～130℃

（高压条件下的饱和水）的热水。
（4）加热后的空气温度，根据热风送往地点的不同，一般按下列范围选取;

送往竖井;井筒时。50～70℃）

送往斜井、平酮时，40～60℃;

送往井口房;30～50℃（无风机时为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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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冷家机产冷量分配及降通效集 表 2-18-37

空气冷却器耗冷床机运行参数 冷量输送及冷损 空气降温效果冷冻机基本参数 冷量参数

冷却后

温度

v）（KJ/h）个》个） 《w）W】kJ/）K个）aw）长（m'/h）】tJA》ck（c（kJ/>kelclcc永o

20490×10

囊 2-18-38工作面解冷降温效具泰

工作面空气很度 ℃空气冷却图风温 局扇风量翻冷施力工作面
矿井名称 降低微降温前 降温危出 口人 口m*/ainkJ/b类 型

2533 。28，目 1s10o25,12×10移 道711矿
31 6,825.41528,216025,12×10*岛道台吉矿 22,720.7 6.525,12×10"鲁 题丸龙岗矿
27,T. 25,3 2,A12.42712125.1E×10*邑来菌九龙岗矿 6.722.8529,02t4272808,74×10采煤面平顶山矿 7,326_T3421,1204234,4×10薄卷711矿

泰 2-1B-39移确式并下空调机主暴控术参意

JZ-KF125C整JKT-20型主要技术规格

KF125C螺杆式4F-10型活塞式型 号

478527标准工况制冷量（山J/ 117230

8373B空调工究触冷量 （H/》 251208
(35*75℃)散

264127理论排量（m2/d》恐
10～16010～100制冷量调节范图〈??

JO-82-2型（防爆）压 BJD4-71-4型（防爆）电动机型号 7622电动机功率（kW） 1960960缘 、 意（r/m
直联皮特传动方式

机 F1制冷剂（工质>牌号 80±10
新海痛注人量《k） ED-18
防床油牌号 94
防冻油注入量（kg> 1,5
油系功率《W）
电热器功率 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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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麦

主要技术规格 JKT-20型 JZ-KFI25C型

型 式 卧式亮臂卧式壳鹭
面`积（mt 17。6冷
冷却水量（m2*/h） 45～8510凝
进水温度（℃） 2B染
水 固 清洁淡水 润洁淡水

干式蒸发器型 式 卧式亮管干式蒸发器露
面 积（m2） 120 42发
制冷水量（m/h） 23.1 45～65靠
冷水出水温度（℃） 6～166～15

用隔热管道向工作面的表面式或喷用2EKJ5B型NO5（JBT52-2）局向采冤工作面输送冷量的
淋式空气冷却器提供冷水遍透过隔热风简向工作面兼送冷风;方式

用隔热管道向工作面的表面式或螯淋
式空气冷却器提供冷水

3420×1300×16202150×980×1620外型尺寸《丧×宣×高）（mm）
900·00轨 距（mm）
5.8机组重量（t）

500028000参考价格《元）

同.左武汉制冷设备总厂制造厂

（5）加热后的热空气与冷空气混合后的温度按2℃计算。

（6）空气通过加热器的重量速度一般采用;

有风机时V， = 5～8kg/m2·s;

无风机时P，= 2～4kg/m2·9。

16.4.5.2 空气加热器预热
（1）当矿井为抽出式通风时，加热装置一般设在进风井的并口房内，如图2-16-10。

这种布置方式多用在竖井能基本满足井口采暖要求，但需将井口房四属和井口房以上

的井架进行密闭。井口房大门需设自动风门，矿井总入风量的大部由主扇负压经加热器吸

入井口房，并与加热器上部的冷风调节窗及其他门缝孔隙渗入的冷风进行混合吸入井筒。
图2-16-11是带风机的加热器布置在井口房的方式。这种布置的缺点是井口房内温度

不匀，且风机运转有噪音，影响工人听音响信号。
图2-16-12是带风机加热器和单独空气加热室的设计方案。这种方案是将矿井总入风

量的一部分（一般为15～40??在加热室加热至40～70℃后用风机经由风道热风内港入井

筒，与大部分由井口进入的冷风混合到2℃。由于空气通过加热器的速度较大（一般为

5～8kg/m2s），因而加热器的利用率高。低这种方式用在竖井上有缺点，即热风口对侧

和以上的并壁有时出现冰冻，且井口房温度也低，故不宜用在竖井，而适合斜井和平硐。

（2）当矿井为压入式通风时，加热装置一般与矿井主 扇在一起，不必另设加热风

机。如图2-16-13所示。
这种空气加热室不为加热器专设，而与主扇机房联合建筑。一般将加热器布置在通风

机吸风侧，冷热空气在风道中混合。用冷热风调节门或防寒窗可调节冷风量，防止加热器

冻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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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11 有风机的空气在井口房混合方式图 2-16-10 无风机空气在井口房混合方式
1一加热器;2一通风机，8-百叶窗;4-出车平台1-加热器，2一百叶窗;3-防案窗扁，4-冷风调

节窗，6一井茱密闭板

图 2-16-13 压入式通风的空气加热宣图 2-16-12 空气加热室布置
I-理风机，2-百叶窗，3一防寒富期，4-加路图，5～-1-百叶富，2～轴流式通风机;3-加热津;

冷热风调节门。6—手鲷较率《一急风着

（3）井口房冷热空气混合方式，加热器的热媒（蒸汽）
与冷空气强烈的冷交换，产生大量的凝结水，需及时排除，
才能使加热器连续工作。为了满足这一要求，除了加强管理

和设备维修外，还应设计安装温度自动控制系统，使加热器

不因铜炉供汽不足或室外温度过低，或因回水装量，回水管，

图 2-18-14 热风口惯斜角度 陈消斜角度 路发生故障而冻环。
（4）热风口的布置根据并卷的种类而有如下不同的要求;

当冷热风在竖并筒内混合时，热风口应布置在梯子 间对侧，热风口顶部距地面1～2m

为宜，肉下倾角=5°～10°，见图2-16-14，热风口处应装设栅栏。

对于斜井和平硐，热风口宜布置在人行道对侧无管道敷设处，向下倾角<30°，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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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靠井巷底部接入，但应高出井卷底部不小于200mm，避免吹起灰尘。在热风口处宜设活
动百页窗，必要时用以调节热风的出口速度和角度。

当冷热风在井筒内混合时，为了防止热风冒出地面，除将热风口进行合理布置外，还
必须正确地选择热风口的出口风速。

当竖井井筒直径为5.0～7.0m、由一个热风口（向下倾角5°～10°）通间井简、热风温
度为70℃时，在各种冷风温度、冷风速度条件下，热风出口的最小风速见表2-18-40。

斜井热风出口风速一般常采用8～10m/s。

表 2-16-40编风出口最小风撞（m/a）

度 <D)温玲风速度
进风口倾角 -26(m/s> -20-15-I0

6.1~7,85.8~7,6.5~716° 5,1～4,§1.0 5.1～6,44,7~6,04,6～5,B4.4~5.4
4、0～5,33.8～5.05 3,B～4,73,2-4.42,0 3,6~4.810° 3,~3.8 3.4-33.2-4,3
2.9~39B° 2,8-3.5 2,7~3.?2.3～3.23,0 2,a~3.710° 2。6～s,2.4~3,22,2~,0
2,3~3.11.~2,7 2.3~2,85* 1.3~2,54.0 22~3,02,0-2.1,9-2,910° 1,1-2.

注，表中取值随井筒直径大小而异，直径大者取大值。

16，4.5.3 空气地温预热
1。特点及适用条件
地温预热有如下特点∶
（1）利用废旧卷道和采空区预热，不需要设置采暧加热设施;

（2）施工简便，基建投资少，经营费低。

（3）安全可靠，温度稳定，易于管理。

适用条件，
（1）具有大量可资利用的废旧巷道或采空区的矿山;
（2）投产初期可暂用临时措施防冻，待上部阶段形成部分废旧坑道和采空区行

改用地温预热的矿井;
（3）夏季正常通风，冬季能由天井进风，用下部开拓水平或采准卷道、备用矿块等

预热风流的小型矿井。
（4）保证预热后的空气能符合《冶金矿山安全规程》及《放射防护规定》中关于风

源和工作面风质的规定的矿山。
地温预热设计的注意事项t
（1）预热总风量应比正常风量大15～20??以便使多余的风量能由提升井反向送至

井口，但提升井口应密闲保温;
（2）应尽量增大预热巷道或采空区对风流的热交换面积，以提高预热效果，减小矿井

风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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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利用垂直井巷、干燥的井卷进行预热）
（4）预热并巷使用前应对其稳固性以及有无有

》害气体等进行调查，并应彻底洗刷，防止粉尘飞扬。
矿山预热空气示意图见2-16-15图。
华桐等矿地温预热的效果见表2-16-41。

2，地温预热计算
图 2~16-15 青城子铭锌矿橡子沟空 预热系统需要的预热巷道长度，面积和单位风量

气饱温预热示意图
预热面积的计算如下式∶1-匮热巷道，2一预热风机，8一提升井;

4一捧风井
L=-2500-1g-多 (2-16-70)

5.57＋——.

式中 L——将空气预热到+ 2℃所需的卷道长度，m）

Q——预热风量，m*/s;
P——预热卷道周长，m;
f —--地表气温，℃;

s——冷风流预热后温度，+ 2 ℃;
K——热交换系数，见表2-16-42
-——岩石导热系数，kJ/mh℃;

·v——卷道平均风速，m/s;

T——预热卷道原始岩温，℃，按（2-16-40）式计算。

碳 2-16-41球铜等矿地温倾焦实测载据

预热1m*/a风量风 量考道周长预热巷道长度地表最低气温 至+2℃所禽面积矿山名称 m'/s (m*>(m)(℃)

197,B197.3560D-27'华辆柄矿
2837.327,15250临江铜矿 -3
31.513.1B,85&60权铅辨矿 -40

16，4，5，4 其他空气预热方法
有利用压风设备产生热量及丙乙烧预热，也有用电炉预热的。

加拿大等北美地区的大部分矿山采用前一种预热方式。

如加拿大Statheona矿，日产矿石8000，矿山因没有很多旧坑道可利用，故设计利用

回风井废风的热量与空压机冷却水中的热量加热新鲜空气。

该矿为中央式通风，在进风井与出风井口均设有细铜管做的蛇形管，管内用56??量

比的乙二醇溶液作为循环液。设计回风量为281m2/s，出风温度为10℃，理论热回收量为

16180500kJ/h，空压机站的冷却水则用一热交换器回收，其热能用以加热乙二醇溶



第十六章 矿井通风 1623

钮仁等矿2、D、h值 凝 2-18-42

2 K
岩 石 名 称矿 山 名 称

<kJ/n'h℃ (m/3)  测

4,162,83,B8 4.3短仁船锌矿肉阳坑 石 灰 岩
7,37,95花降岩、闪长岩临江铜矿

7,66 7.4青城于铅怫矿二道沟坑 白 云 岩 4.56,24
7,《6.28青城子铅锌矿姜子沟坑 5.0白 云 岩 6.24

7.柴河铅辩矿红谈坑 白云岩 0,24

液，当空压机满负荷运转时，从其冷却水中可回收的热量为1055060灯J/，上述两项热量

在最冷的天气还不足以把进风加热到冰点以上，故在进风井与回风井之间开掘一联络道，
必要时可直接将一部分回风直接引入进风井去，以提高进风的温度。设计还设置了一套自

动控制仪表。经实践证实，原设计基本符合实际。

16.5 矿 井 防 尘

矿井防尘的综合措施有∶通风、湿式作业，密闭抽尘净化和个体防护等。一般矿井防

尘的重点为采掘工作面、装卸矿点、坑内擢破系统和保护矿井入风质量等。

16.5.】 保护矿井入风质量

矿井入风流质量能否达到《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的要求（风源含尘量不得超过每立方
来0.5毫克），是并下作业地点空气的含尘量能否达标的基础，设计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1）选择入风井地点 时，应使入风口距地面产尘点有一定的防护地带，避免排弃

场、尾矿场、破碎厂、充填料（干）堆放和运输作业对风源的污染。入风口不要靠近主要公

路等。
（2）罐笼井作进风时应对下放水泥、砂石等材料采取防尘埃飞扬的措施。

（3）主要入风风路中应避免设立主溜井，以免装卸粉尘和冲击风流污染。

（4）坑内瘤破系统应设立单独的通风除尘系统。

（5.）对入风流含尘量超标的矿井应采取入风流净化措施。

18.5.2 遇式作业和防尘供水量

矿井湿式作业的主要内容有;湿式凿岩、水封爆破、洗壁、各产尘点的喷雾酒水和水

幕净化等。
防尘用水应采用集中供水方式，贮水池不小于每班的耗水量，水质要符合要求，水中

固体悬浮物不大于每立升150mg，pH值为6.5～8.5。

矿井防尘供水量应计算日耗水量和小时最大耗水量。

16.5.2.1 日耗水量
可根据井下各项用水设备台数，耗水量和同时工作系数测手."作面及其他经常性喷雾

耗水，爆破出矿洒水，及刻槽取样洗壁及其他用水等计算而得，片粉忠管道漏损系数1.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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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者机和坑内站都机耗水量 囊 2-16-43

最 大 耗 水 量 （L/mso）份 备 型 号

手持式醋岩机
支架及上间式徽者机

10聚孔钻机
 8重型感着机
187～420天井歼轮钻机 、

坑内站探机

表 2-16-44最老机同时工作系数

同时工作系数同时工作的盘岩机台兼

1.0-.0,85≤10台
0.84～0.7510-~30台
1,T4-0,6531～60台

0,64>60台

表 2-16-45武安亚难得毒（革水盟）规格性能耗水量表

重最喷雾围外形水 喷射体水 压喷界器 出水口材 B 喻 射 体 尺 寸耗 水 量 尺寸（mm）粒 度形 状直径型 号
最大张开射避'喷射面作用L/ 长度角度L/h）j最大直径长度 (g)mnIn) 直径(βm)(m)×10*Pa (m)(m>4Kmn

250 3290│1.352,3l190.2 2,03.73空心能体 5武安-2型塑料 3764$225093288,D 2.6 ,4O2.14.80阀 上 53,5
58.620-400 271802.36!7.5 3,45696.013.603平息形
54.5200～4cq 271802.793,457,2799,213.32间 上 4武安-3型
5$,H27}200～4001802.803.527,0906,045,105同 上

86Fes-20o[ 303098大于2.1.569,d 1.01,493空心锥体 B630 30i00～20o1881,2大于2.0】1.7317,01.955上2.5!图 B3 30is0-201021.11,8大于2，),87 100.233，0'阈武安-<型 830 3tj150~20)101.3大于2.01.8128,6.0!同 8o3050～200 901.21.7大于2.0114,D3 1.90上3,5;
150~200 301141.31.85 门145，时大于2，62.43 j!3.5同_

凝 2-16-4各种产生点所得喷界昏欺量

喷 雾 器 败产 尘 点项 舞 器 数声 尘 点

2~4电把道、部并口1-2各种放矿南门
4-6翻车机卸矿E2～手推车卸矿口
4～6装运机卸矿口4～5自卸式矿车卸矿口
6~12进风石门4～6破4识*
10～14喷销工作面8-12翻矿共溺 !江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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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岩机和地质钻机的耗水量见表2-16-43。

凿岩机和地质钻机的同时工作系数见表2-16-44。
喷雾器的耗水量见表2-16-45，其同时工作系数按0，7计。
各种产尘点所需喷雾器数量如表2-16-46。
除了用计算法求日耗水量外，也可按日产每吨矿石的耗水量为0.3～0.6t来估算选取。
16，5，2，2 小时最大耗水量

小时最大耗水量用以选择供水管道，一--般用每班爆破前后时翔的喷雾酒水和洗壁用水

量作为小时最大耗水量。
防尘小时最大耗水量应与消防小时用水量比较，取其大者用来选择供水管道。

16.5，3 风 流 净化
矿井风流净化分为主进风源净化和局部产点（或有害气体）的风流净化两种。
风流净化装置按污染空气性质不同分为，含尘空气净化、柴油设备废气净化和凿岩油

雾净化装置三大类。
16.5.3.1 含尘空气净化装置

含尘空气净化装置的种类繁多，其性能、除尘效率和适用条件各不相同，适宜于非煤

矿井特点的含尘空气净化装置，详见表2-16-47。

16.5.3.2 柴油设备度气净化装置

井下柴油机驱动设备废气的净化装置，都为设备自带，它有多种类型，目前普遍使用

的为氧催化净化器，水净化器和文丘里净化器等。
氧催化净化器的催化剂有铂和非铂催化剂两种，现一般均采用铂催化剂。氧催化法对

CO、C注有较好的净化效果，一般净化效率为50～80??右，但对NO，没有净化效果，对

油烟净化效果也不明显。
水净化器有水喷式净化器和水洗涤箱式净化器两种。水喷式净化器结构较复杂，喷嘴

易堵塞和水泵易损坏等原因，已很少采用，一般采用的为水洗涤箱式净化器，它对颗粒物，
SOA和总减氦的降低有效。净化效率为∶颗粒物20～30?O40~70??总碳氢降低率

10～30??但对NO，和CO的净化效果不大。
文丘里净化器，对降低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有效，净化效率为∶颗粒物60～75??SO180

～90??但对NO，和CO无净化效果
一般水净化器和文丘里净化器与氧化催化净化器联合使用，河获得较好的净化效率。

除上述三种使用较普遍的废气净化器外，还有尾气顺粒过滤器，烟雾稀释器、废气再

循环器和柴油乳化装置等。
16.5.3.3 看岩油雾净化装置
国内用于凿岩油雾净化的装置有除油器和集中自动注油器两种。

（1）下城钨矿制造的旋流除油器，结构简单，不影响操作，消除油雾效果良好，并

有一定的消音作用。
（2）自动注油器;凿岩机采用自药注油器后，凿岩时工作面的油雾浓度可降低9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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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 2-16-47含尘虫气净化载置一尾表

主要生能和除尘效率示 意 图 用途和适用条件量名称

掘进爆破后酱并装卸矿处
的风流净化及主平碉的进风
流净风。
由-12个微雾器组 成水
幕，水幕启动方式有燥 破
羞。电动、光电，脚踏和车
压销

除尘效率一般为30～品??用于风速（m/s以下）
当空气含尘量小于1mg/m'时，的道风流净化和局邹风流
可净化到，5mg/m'左右，风净化。
速为6，~0.4皿/n时，键 金网门一般采用4a目墨料秒
教率可达W~??风速为网或28且镀铈铁丝离，向其
1~1.zm/a时，捕尘效 率仅喷雾成水膜网门
35??右。

障尘效率一般可达71-8??利用就近的旧坑灌作净化

范法岩草单 当空气含尘量小于1mg/m'时，硐室，硐内设一道盘力水都
净化后可以达测进风流要求和一道水膜阴门，对串联量

风的两个工作面之间的局部风
风凝进行净化，净化后的空1一切线式强力喷雾圆;
气排人进风毒与进风流一起2一人风风筒∶
进入后一工作面硼 一水幕I;

4一w丝网;
5一水事置;
4-出风风筒

除尘效率一般可达80～9??用于跑定产尘地点，如主

碳封-
但使用一定时间后，由于内擅新井，井下破碎硐室等处是
绕坛，需定期进行清洗部抽尘操出的含尘空气净化

1-含尘空气，2-混合郁分，3～旅流部分
4-分离部分，5-净化后气流;s-贮水槽;
7-排水管（污水），8-冲击尘片∶ 9-喷雾

装置
对呼吸性粉尘有核高的除尘井下圆定和半固定产尘地

做放
效率，在粉尘小于5 微米的占点的除尘净化和局能风源的
95??其中小于z微来 的 占净化
50-70??时，除尘效率高达

90～36??基一种较好的通风

除尘装撒，除尘赛阻力一般为
1-喷雾器，2一温润筒;3-冲突网，4-次

98t -117?Pa雾盘;5～风机。6-脱水器;7-集尘环;

6-导流器，9一贮水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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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章化紫 盒，图 用途和适用条件 主要性能和除尘效率

除尘效率达75~8??且对是干式纤维过滤除尘和水1xKAMA插usiLisL3
呼吸性粉尘有法高的推捉效率膜除尘的综合，过糊风速以

1~1.5m/s，效率最高。用
于砂并或采区入风流的净化
时，安装于老道全断面内，
利用总风压胶箱角通风。用rrivTretr
于局部风流净化时，则利用
局自抽吸粉尘净化1--雾器，2-纤维滤料，3-铁丝阀;

4-水压表，5一电磁阅;6一水净化要
对5 微米以下的呼吸性粉尘用于固定产尘点的局部风
捕捉率可达70～90??右流除尘，适用于燕水性较弱

的粉尘，如磁石，粘土等，
但不能用于易绪塞障孔的石,NA泡
灰，白云石熟料等粉尘的奉

辣 化

全

抑尘数率-般为4～两??主要用于开放性尘源抑制Aai2AyLA-2严
问，用于局部含尘风流净化粉尘<如破库硼室内驶碎机

q获-贷r 时，除尘效率70～80%下料口和运输皮带略产生粉
尘）和局部含尘风流的净
化，用于后者需有10-20m1一低医聚流器，7-变压器，3-高压绝缘
电场长度，风速小于0.5~企 子14一尼龙绳，5-放电设
1.0m/g

18，5，4 疆 井 防 坐

18，5，4.1 湿井尘源防铲
应将溜井布置在回风侧，如因条件限制必须设在进风巷道附近，也应将溜井布置在主

要进风巷道的绕道中，情井口距绕道口的距离应大于冲击风流最大冲击距离，一般应为
60～100m。并应建立溜井专用回风风路或净化污风设施等。

16.5.4.2 专吊圆凤并卷排尘
开氩酒井专用回风井卷，使其风压低于湍井各产尘点的风压，使含尘空气经溜井井简

排入回风并巷。中小型矿井溜井通风，尽可能利用矿并总风压通风，必要时可加辅扇。大
型矿井的馏井通风，可建立单独风路并设专用风机，采用抽出式通风，防止含尘风流冒入

卸矿硐室，如图2-16-16。
16.5.4，3 温井内循环降尘
当多条濯并集中布置时，可连通各滴井，某一滴井卸矿时其他测井密闭，构成并联回



付其成为冲击风流的缓冲空闯。'u同峦在演井内部循环并演弱。

716.，5.4.4 减少潮井冲击风流产尘

降低酒井高度，增加溜井贮矿高度，减少一次连续卸矿量和延长一次卸矿时闻可以减

少冲击风流产尘。加大溜井断面，也可减少产 尘，断面增大一倍，冲击风流可减少

20～40??
?6.5.4，5 装卸地点密佛排尘
（1）将涸井卸矿地点全部密闭，用及

扇将密闭空间的含尘空气排到回风道（或就

地净化》，如图2-16-Y7。

（2）装矿闸门操作室单独密闭，工人

在密闭室内操作，用小风机正压输入新鲜风

流。如图2-16-18。

投6

图 2-16-17 卸矿点密闭抽尘示意图图 2-16-16 制井专用回风井配置示意图
回风并，2-溜井，3一卸矿斜道∶4-抽风机，5-调 a-卸矿点在密闭精之内，b-卸矿点在密闭鉴之

节风蜜

（3）利用可启闭的片盖将酒井与卸矿硐室隔开，井盖可用气缸启闭或鸦用矿石重力

和配重启闭等。这种结构简单，操作方便，适用于侧卸式矿车卸矿，如图2-16-19，和图

2-16-20。

图 2-16-19 井篮式密闭'（之一）图 2-16-18 荆门操作室单独密网示密图
1-井盖，2-气缸，3-二次破碎保护盖，4-销仔，5一部井

（4）井帘式密闭。在溜、斜道中采用柔性材料（皮带、铁链和绳）制作的井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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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并与卸矿硐室隔开。其严密程度较差，斜道堆积的粉矿会影响井帘的作用。底卸式侧卸
式矿车均可用，如图2-16-21。

. paA.KA

固 2-16-21 井帘密闭图图 2-16-20 井盖橱闭（之二）

1-井帘，2一部井部分1一活动密闭门】，2一轴;8一配量，《-喷雾器

（5）利用水平或垂直滑板将酒井与卸矿硐室隔开，滑板用气缸启闭。适用于自卸式
矿车。二次破碎作业亦处于含尘浓度高的空气中，如图2-16-22。

（6）安装活动井门将溜井与卸矿硐室隔开，卸矿时矿石重力将并门打开，卸矿后借

井门的配重使并门关闭。由于不受二次破碎作业影响，适用任何一种卸矿方式。构造简
单，密闭性好，但检修困难，如图2-16-23。

ALL3Assa,sss*i

图 2-16-23 自动井门示意图图 2-16-22 滑板密闭
1一地井门，2一配震，3-转熟;4一格师1-工字聚;2-滑板，8一篇共部分

16.5，4.6 喷雾通水除尘
适量的喷雾酒水是最简便的措施，用于较干燥的矿岩时，效果更显著。但在下列情况

下应控制使用∶
（1）某些含泥量高、粘性大的矿石;

（2）用水量大，可能造成滴井跑矿;

（3）干磨、于途矿石水分大于5??，
喷雾洒水装置有，放矿、卸矿口自动喷雾器、清并翻笼电磁阈自动水薪、湍井架线接

头自动水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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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 地下硫碎碉盒的通风防尘

地下破碎硐室是矿井中产尘较多的地点之一。它一般设置在地下生产流程末端的主井
或主平硐溜矿井附近，大多数距矿井主要进风开港较近，个别远离主要进风并巷。为供给
破碎制室足够的新鲜空气和防止其粉尘污染附近作业区的风源，破碎硐室必须建立完善的

通风防尘设施。
16.5.5.1 破碎确盘通风防尘的设计隙购

（1）破碎朝室的通风应与矿井通风系统紧密结合，建立完善的进、回风网路，并尽

可能地建立贯穿风流通风。
（2）破碎硐室的通风应与其工艺配制相适用，风流稳定可靠，网路简单，便于维护

管理，通风基建费、经营费低。

（3）在产尘较严重的破碎装置和给、排矿处，应采取筒单适用、防尘效果好、不妨

碍生产安全操作和设备维修的防尘措施。

16.5.5.2 破辞碍宣的通风防尘

破碎硐室的通风防尘可分为通风与防尘两部分。
1。破碎硐室通风

井下破碎硐室具备采用自然通风条件的极少，一般均箭采用机械通风方法。

按照破碎硐室在并下位置的不同，其通风方案有，利用矿井主扁风压通风，主扇、辅

期联合通风和独立通风三种。
1）利用主扇风压通风

从矿井主进风流分风给破碎喇室，污风直接或经专用回风井巷排入矿井回风道，使破

碎硐室形成贯穿风流。它适用于破碎硐室位于矿井主进风流和总回风道附近，分风容易，

硐室进、回风网路简单的矿井。如梅山铁矿的破弊硐室1位于进风耐井2和回风的东南风

井4的主风流卷道附近（见图2-16-24），且其所在标高-204m与主运输通风阶段-200m

水平仅有4m之差。故适合采用主扇风压通风。其优点是基建费、经营费低。缺点是硐室

的风流稳定性受矿井风流变化的影响较大。

2）主编和输扁联合通风
利用矿井通风系统主进风流分风给破碎硐室，污风用辖扇抽出经专用回风并卷或管道

排入矿井回风道，形成主麻和键宸联合通风。它的适用条件除与前一种通风方案基本相同

外，还可适用于破碎硐室离矿井主风流较远的情况。图2-16·25是凡口铅锌矿二期-385m

破碎硐室通风示意图。新鲜风流自新副并4经大件道5进入，硐室1内各产尘点的污风由

吸尘罩经风简2吸入装有抽风机的通风天井3，汇合下部箕斗装矿点和粉矿回收啊室来的

污风以及各阶段卸矿点的污风，排至上部-160m阶段，去总回风巷道。这种方案的优点

是破碎硐室的风流穗定性较好。缺点是通风基建费和经营费较高，但从技术和经济上全面

衡量，这种通风方案是比较合理的。

3）独立通风
破碎硐室单孩感立专用的进、回风井巷或管道，形成独立的通风系统。它适用于破碎

硝室位于矿井主进风流很弱或矿井通风系统之外，无法利用矿井主风流通风的地方。

破碎硐室位于矿井对角式通风系统以外的中央混合井5附近，混合井各阶段车杨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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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25 凡口二期破碎硐室风流测向示意图图 2-16-24 主期风压进风的破碎硐室位量图
1-歇碎硼盘;2-进风削井;3一裳斗井，4一灰南风 1-破碎朝室。2一盐风管，3一捧风天井;4一新购井;

井，6一采矿作业区 5一大件温;6-主井

风门与总的通风系统隔开，破碎硐室1位于-309m，新鲜风流自混合井进入，由于风质
不合规程要求，在进入破碎硐室1前，先经净化，然后用风机风筒送入硐室。产尘点的粉
尘通过风筒敦尘罩经过专用小井2送到上部-290m的净化硐室3净化。然后由风机经藏
在混合井5内的φ700mm的主排风筒4排出地面以上20m高空。笑斗装载处8的通风井亦
由混合井进风净化后使用，污风通过敷设在井筒中的φ550mm风简送到-290m净化硼室3

处理，再汇总出地表。这种通风系统的优点是通风安全可靠，能保证碉童良好的通风和除

尘效果。馈点是破碎娟宣配置比较复杂，进、回风井卷敢管恪较长，通风工程量大，基建
费，经营费高，维护管理工作量大等。

破碎硐室果用机械通风时，一般采用抽出式通风为宜，如图2-16-26。

2。破碎硐室的防尘
根据破碎物料、破碎生产工艺的特点和破碎啊室的通风条件，破碎硼宝的防尘横施有

喷雾洒水、密闭尘源和机械踪尘等。
1）喷雾酒水

一般在给矿机前酒水加湿矿石和在贮矿仓受矿口、演矿口给矿点等处喷雾形成水幕抑

制粉尘外逸，以及经常冲洗硐室四壁、设备表面等的积尘，以减少二次扬尘。

喷雾酒水适用于矿石加湿后产生的矿泥对生产工艺无多大影响和破碎啊室采用贯穿风

流逼风的矿井。
2）密闭尘源

利用密闭罩将产尘设备或产尘点密阔，控制粉尘外逸，以降低硐室内空气含尘量。

3）机截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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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产尘点或产尘设备密闭抽尘进行净化。其风量计算和设备选择等详见矿山机械篇。

本39里

3m[

图 2-16-26 有独立通风系统的破碎酮盒风流流向图
-政游硼宜;2-专用通风小井，s-净化制蜜∶4-φ70mm主排风筒，5-混合井筒;6-赏斗获

矿处

16.6 局部通风设备的配置和通风防尘监测仪表

矿井整体设计和实际生产中，局部通风设备可按照经验进行配备。国内一些矿山选择

局扇和风简的经验，如表2-16-48。
表2-16-48中所列均为老式风机，其效率低。国家已推广BKJS6~1系列节 能风机，冶

金部和有色总公司推广J55型系列风机，其效率高;噪音低，应优先采用。节能风机代春

老式风机的型号如表2~16-49。
适合坑内使用的辅息，有风量大、风压小的特点，圆内已有生产，详见附录1。

局席的数量，坑内掘进可按每个工作面配备1.5～2合，用辅腐通风的采杨 和备用采

场可按每个采场配备1～1.5台，局扁的备用量按使用量的30??，三台以下备用一台。

周腐同时工作系数∶10食以下取0.9，1～30台取0.8～0，9;30～60台取0.7～0.8。

风简的需用量。在正常生产时间，可按每个漏进工作面配150～200m，淑每台局扇配

给70～100m（平巷）或30～50m（天井）。采场通风用的风筒可按每台局康配龄40～50m

考遗。
国产轴流式局扇规格性能及风筒的规格见本卷附录1。

矿井通风防尘实验室所需仪表数量，根据矿并通风网规模大小、复杂程度、井下矿岩

中游离二氧化硅含量的高低等因素确定。一般矿山必备的仪表及数 量见表2-16-50和表2-

16-51，拥有柴油无轨设备的矿山需要的专用仪表可以从表2-16-52中选用。含铀矿山的监

测仪表见表2-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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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48局 扇习 风 筒 进 同

用速用乘性风简 选 局 扇送风距离掘进工作有效风量
的直 径 率功_烈 号 数台(ml/mls) (m) (kW)'<mm)

jBT-52 11,0 1600>100o
JBT-E1 5.5800 1

500~100
JBT-52 11.0 14Be～4BH

eD～70
JBT-51 5.5480～45300～500

JBT-42 138520～340
JBT-41 2385<200

2（串联）JHT-52 11,0600>1000

13,0JBT-52需00500～100
JBT-~5 5,580010~130 300～500
JBT-s2 11.9 14～4B5
JBT-61 5.5460～485<80垂

装2-16-4节 能 风钒 警代囊

可代警的老风机 覆号节 能 风 机 置 号

JBTe2-2 (JF62-2)BKJ80-1M5,6
JBT-61-2 (JFu1-2)JK55-1N,0BKJ80-1N6,6

(JF52-2)JBT62-2BKJ-1N4,5 K5-2a4,5
JETS1-2 (JF51-2)JK65-24.0BKJ8-1X.0

(JF42-2)JBTu2-2JK55-2N3,5BKJ86-10.08
(JF41-2)JBTa1-2JK55-2X2.0BKJ08-1Ns,2

泰 2-18-50理风沥定仪凝

数单位仪 表 名 称

属式风速表
杯式风速表
最 臣 计
炒 表
温 度 计
湿 度 计
卡 达 计

一氧化碳验定鹏
U型压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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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尘 测定 仪 豪 表 2-16-51

仪 表 名 称仪 表 名 称 数量单位 数 量单位

吸 气 商生物显蒙篝 台 3～41
混 量 计 个 3～4目 德 网 台 1

促温霜-自动控制10℃把 1 台目 镇 尺 1
粗 天 平 1/2801台 1台目镜测微善

1 分析天平 1/1400 1台物镜测微器 台
台 快秒吸尘 暑

囊 2-16-52测定病油设条度气据用的仪表

参考价格 注备生产厂家用 造 数量名序号 （元》）

北京分析仪器厂 7500测CO 1缸外戴CO0分析仪

上海分析仪器广 6001测NO.72塑分光光度计2
8200上海分析仪器厂测CH气相色谱仪1zG-D型

大连第二分析仪器厂 9500SP-D，枣 测CH。 SP-2305型 测CH
北京分析仪善厂

带艳化炉SP-2807置 M900澳CO和CH

BOSCh计大连熟力机车研究所 1200测 误 烟 1痛度计 LO-1型4
70大连气你分折仪器厂奥式气体分析仪 16

很细茱油机功率大D650型水力测功计减 500e江苏启东机械厂调 功 * 16 小选一种（D35壁水力测功计）

400上海转患表厂测 转速 1测池电子散字盟示仪7
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测 油 彪 1TCr-89型油耗测量议8

测称气湿度 1焦电偶测高温度9
测油水通 1热电偶测低温计10

换盒式压力计 开封仪表厂测 W压 1Kt
(b～40)×10*Pa

400成都气象仪器厂测背压微E计（0~250）×10*Pa12
1000上海天平厂1万分之一天平13
30010~250℃恨重干燥着14

测 排量 1孔板流量计16
北京市劳保研究所 0.5大量快遗测COCO快速检定管16

0.5北京市劳保研究所
大量快速测NO。NO，快速检定管Ir 0.5南意化学试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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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2-16-53合监矿并剂量政测主要材表

量格 数名 规称

静电计 FD-【06童 2台
20个客飘为1L气体电离室

各1个含量10~'~10"g懦液体错源
2个（盛液体据源用》扩散器
5个干燥毒
2个双连球
1台10~30L/min真空系
z0个容积为4OL气象气球

氯 2台FJ-13型2探测器
?台DK-60型微尘取样器

CZ-A型或KCAl5/0 1台究电仪
台1000 -1500V负高压设备
10个（配FJ-13型仪器用）果解头

活性面φ2mm，托盘20mm，天然触标准源 1赣
1000~100粒子/min，z

属γ 1台FD-71型四爆辐射仪

各1个固体证源 lmg键，0.1mg慎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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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地下矿排水方式及系统

17.1.1  水，方 式

地下矿排水，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尽可能采用自流排水。自流排水有投资省，经营费

少，管理简单和生产可靠等明显优点，因而在地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即使在自流排水的
投资明显高于机械排水时，但考虑到常年经营费的节省和生产的方便可靠，也应优先采用

自流排水。故有的生产矿山在已有机械排水的情况下仍不管投资开揭专门的放水长平硐。

】7.1.2 排 水 系 能

1。直接排水和接力排水
直接排水系统见图2-17-14、b、e，接力排水系统见图2-17-1c、a。

图 2-17-1. 直接排水和接力排水系统示意图

单个水平直接排水系统，8一事个水平直接排水系统;c一段有辅助排水设施的额力静水系就;
2一接力排水系统，一有泄水管（孔》的直接排水系统

直接排水又分单水平直接排水和多水平直接排水系统。

设计中排水系统的方式，可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以金山店铁矿余华寺矿区单个和

两个水平直接排水系统进行比较为例，见表2-1?-1。

Ⅰ方案基建投资大，建设时间长，虽经营费略省，但还本年限长，又结合深部还需排

水，故设计采用I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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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 水 系 统比 较 表 2-17-1

两方案费用差额年经营费基建投资〈万元》 （万元）
排 水 系 统

基建投资年经营员（万元）含 计设备及材料料 井卷工程 T-了 T-[

I、两个水平直接排水方案
30.3359,24 87.448.2-100、-20m水平均设养水泵站，

将水直接排至地表
-21.33 *2,93

Ⅰ、单个水平直接排水方案
37,41 33.2646.11B,7- 200p水平设排水泵站，将水直接

排虿地表

在一般涌水量及各阶段水量较均衡的情况下，设计在开采初期因同时工作阶 段 数不
多，通常采用下都水平一段直接排水的方案，而将上部阶段的涌水引入该水平。当开采日
久，阶段向下延深，排水水平下降时，才考虑分段接力排水与一般直接排水的方案比较。

直接排水和接力排水系统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见表2-17-2。

载 2-17-2直姜排水和簇力排水系统比够表

适 用 贵 件秦灰 缺 点优 点
1，澜水量不大，尤其适于上部滑水量1，上部水量流人下部阶股排出，增加1，不受其他泵站影响，运行管
小，下部阶象涌水量大的。了排水电耗理简单;

2，矿井深度不太大，开采水平不多2，甚建投资少

1，矿井深度大，1.基建投资大;1，排水设施布置灵活性大;
势 2，涌水量大，尤其是上都酮水量大，2，增加了排水系统环节;2，排水电矩少

或各阶段开采时间短的矿山3.泵站间有制约干扰

2。集中排水和分区排水
集中排水系统见圈2-17-2。分区排水系统是在矿井（区）内的各个分区由几个排水系统

分别排出涌水。集中排水和分区排水系统比较见表2-17-3。

泰 2-17-3编中地水和分区排水系统比寝

题 用 索 件缺 点点优排水系统

对水量大，矿床规模大的矿1.基意投资少， 漏水量不大矿区范围小的矿井
山要预先开媚较大的移道及水2，经营费用较低;集中排水
沟3，管理较简单

矿床舞槐大，水量大，意同
1，分散，管痛不便。1，排水独立性强; 长，并阈个勋多，或矿区内水分区排水 2，工程量有时较大2.擒干排水效果好 文地圆、水质变化大的矿山

个别情况下，如涌水量小的浅部矿体，距井底车场较远，设计可以采用小井或大钻孔

作排水管将水直接排至地表，见图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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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3 钻孔排水示意图图 2-17-2 集中排水系统示意图

设计中，分区或集中排水方案应根据矿山具体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开拓和开采顺序

等，通过多方案比较后确定。

一般情况下都采用集中排水，矿井较深、水量较大时，采用接力排水。矿井水文地质

复杂、潘水量大时，初期的主排水泵站不宜设在最低水平。

17.2 泵房型式和布置

地下排水设施包括泵房、水仓、沉淀池、清仓排泥等工程。

按水泵的进水方式不同，泵房布置型式分吸入式和玉入式两种。另外，还有带水泵排
水方式。

7.2.1 吸入式撑水票房

17.2，1.】 一微规定和要求

吸入式排水泵房一般由泵房、吸水井，配水巷道和泵房通道等组成。

（1）为便于集中管理，维护和检修，又尽量缩短供电及管路长度，排水泵房与主变

电所应联合布置，并尽量靠近敷设排水管道的井筒。
（2）主要泵房至少要有两个出口，一个用斜巷连通井筒（一般为管子道）;另一个

连接井底车场。为便于设备运输，通道连接副井空车线较为有利，通道断面应满足水泵房

内最大设备通过。
（3）在泵房与车场连接的通道中，除储设轨道外，还应设置向外开的密闭门，达到

既能防水又能防火的要求。门内加设不妨碍密闭门关闭的铁栅栏门。
（4）泵房内应筑混凝土地面，并高出通道与车场连接处巷道底板0.5m，地面通向

吸水井须有3‰以上的斜坡。通道内也应向车场有3‰的坡度，以便泄水。

17.2，1.，2 泵房与相邻卷道的连接方式

连接方式见图2-17-4。
设计时应根据井筒位置、井底车场布置、围岩条件等具体确定。与井底车场用通道连

接，见图2-17-4、c）与井底车场的联络卷道连接，见图2-17-幼。通道与井底车场之间
设备运输的转运方式可通过道岔转运，见图2-17-4a，设转盘转运，见图2-17-4，设起重

梁转运，见图2-17-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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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图 2~17-4 泵房与相邻截道的连接方式

1-粱水泵房;2~曾于道，3一通道，4一变电所，5-车场移道;8一共筒，7-水仓，8一密闭门;
9一防火门，10—起重聚;11一井麻车输联络卷端

7，2.2 E入式排水泵房

】7.2.2，1 秉房布置特点
压入（潜没）式泵房的特点是，泵房低于水仓和大卷，水泵利用水仓自然水头进水，

不需灌水引动、并可避免泵亮内充气。因此便于自动控制和有利于延长水泵寿命。由于水
泵低于水仓水位，无席阔，故水泵效率较高，电耗较少。

由于泵房低于水仓和大卷，故泵房通风条件稍差，积水不便排除，设备运输不便。同
时泵房通道（斜卷）、管子道、控制分水阀的通道等辅助巷道工程量较吸入式泵房大。

这种布置方式目前采用不多。当矿井排水选用高转数（3000r/min）、高扬 程、大流
量的水泵时，由于这种泵的吸入性能不能满足吸入式要求，可采用压入式布置方式。当矿
井排水泵吸程较低、不能适应水仓布置时，也可采用压入式泵房。

17.2，2，2 一般混定和要求
察房位置、尺寸、温度、出口通道数量、断面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均与吸入式泵房

相同。
17，2.2，3 泵房设计的防水播施
（1）为防止车杨积水流入泵房，泵房与车靳连接的斜通道上口底板，应离于连接处

车场底板0.5m，或采取其他阻水措施。
（2）泵房与车场或大巷相通的所有通道，均应设防水密闭门。
（3）为便于突然涌水时关闭通道密闭门的情况下可以控制分水调，泵房内应有连逼

分水阀门操作巷的通道。
（4）泵房中应设有安全水仓或水窝，并应配备二台小水泵（一台工作，一台备用）

以防水仓、水泵、管道漏水和排除积水，积水可排到吸水井内。

（5）为便于突然涌水时增加排水设备，密闭墙上应预留出水管，并加闸阅，紧急时

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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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 潜 水 源 氯 井

潜水泵用于井下排水，近十多年来在国
外已获推广应用，在国内尚缺少使用经验，
但大型潜水泵用于被淹矿井的抢险排水，则
已有成功经验。

井下采用潜水泵排水的主要优点是，
（1）在矿井一般淹没的情况下，潜水

泵仍能保持设计排水能力，这对有突然涌水
淹没危险的矿山特别适用;

（2）水泵效率高，节约电能;

（3）由于水泵电机潜入水中，运转产

生的热量被水带走，不存在大型泵房的通风

散热问题。且运转中的噪声亦小。
图 2-17-5 潜水泵房泵井图

缺点是潜水泵价格贵，对水 质要求 很1一提升井;2-泵井;3-泵房的管子道;4-排水管;
严，泵井的开掘量大难度高，国内尚少成熟5-水仓;《一谱水聚

经验。泵房的布置型式见图2-17-5。

17.3 水 仓

水仓是矿井涌水的贮仓，起着存水和沉淀作用。

17.3.1 一般规定和要求

（1）井下主要水仓的布置方式一般与井底车场设计同时确定。水仓入口一般应设在

车场或大卷的最低点。
（2）水仓应由两个或两组独立的巷道系统组成。涌水量较大的矿井，每条水仓的容

积应能容纳2～4小时井下正常涌水量。一般矿井主要水仓总容积，应能容纳6～8小时的正

常涌水量。
当岩层条件好及施工方便时，水仓可设计成一条大卷中间隔以钢筋混凝土墙，使分成

二个独立水仓的形式。
（3）水仓断面大小，应根据容量，围岩、布置条件和清仓设备的需要确定，并应使

水仓顶板标高不高于水仓入口水沟底板。水仓高度一般不应小于2m，容量大的水仓，应

适当加大断面，以缩短水仓长度。
（4）泥砂大的矿井，其水仓应采用机械清理，设计中应予充分考虑。诸如清理设备

硐室，水仓坡度、宽度、弯道半径等。必要时应设沉淀池，沉淀池应设两个（组），以便

交替使用。
（5）设沉淀池的水仓，根据沉淀、清理和备用的需要，一般分多组进行布置，每组

水仓分沉淀仓和清水仓两部分。
（6）当为浸憧性水时，应考虑分区处理或水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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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 水仓布置及与本场联接方式

17.3.2.1 水仓布置温式
1。单侧布置
水仓均布置在水泵房一侧，两条独立的水仓相互平行，一般相距10～20m。这种型式

在清仓时，对运输作业影响小，一般用于尽头车场，或矿井水从泵房一侧流入水仓时采
用。见图2-17-6。

2，双侧布置
双侧布置是水仓设在水泵房的两侧。这种布置型式在一条水仓清仓时，车场 易 有积

水，卫生条件较差。为防止清仓时水淹车场，可采取开平水沟或开进水小巷处理。一般用

于水从两侧流入水仓和水仓可能扩建时。双侧布置见图2-17-7。

它运奇
图 2-17-7 双侧水仓图 2-17-6 单侧水仓

1-左水仓;2一右水仓;3-水泵房，4-管子道;1—外水舍;2一内水仓，8—水泵房，4～曾子道
5一通道，6一小较车硐室;7一变电所;8一车场;5一通道;6一小绞车谓室，7一变电所，8一车场;

9一井筒，10-联络邀9一井筒

17.3.2，2 水仓与车场警道联接方式

1。直接相连
水仓入口通道直接与车场巷道相连，清仓用的小绞车硐室设在通道对面车场卷道的-

侧，见图2-17-8a;或设在入口通道内，见图2-17-8b。

2。通过联络道相连
水仓入口通道与车场巷道之间用联络道相连，清仓用的小统车硐室设在通道对面的联

络道一侧，见图2-17-9。

a
图 2-17-9 联络道相连方式图 2-17-8 直接相连方式

1-水仓;2-水仓人口通道，3~小波车明定;4一
1-水仓，2—水仓人口通道;3-小较车硐室;4-年场

车场卷澈，6一联路巷道卷道

前一种联接方式卷道开凿工程量小，但清理水仓时影响车场运输，提升矿车易掉道;

后一种联接方式优点是清理水仓时不影响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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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3 大水矿山水仓容积确定

大水矿山，且最大涌水量与正常涌水量相差5倍以上时，水仓容积可参考下式计 算取
其大值。

（1）水力充填法开采的矿山按下式计算∶

[V=6 (9,+0,+Q4)/K (2-17-1)V≥203/k

（2）大水矿山或露天转地下开采且有较厚垫层的矿山，按下式，

V=40./K (2-17-2)

（3）露天转入地下开采，且大气降水与井下直接联通的矿山，可参考下式计算∶
V=Q- "yt。

(2-17-3)n= 一亡，￥法m，

式中 7—水仓容积，m2;

Cr-—最大漏水量，m2/h;
Qr---正常涌水量，m2/h;

Q。——平均通风防尘用水及其它井下用水量，m2/h;

Q;-—井下最大充填水量，m*/h;
K-——水仓容积利用系数，按泥高0.6m，K=0。75～0.85;

C。——出现最大水量时间内的水量，m*，

n——正常工作水泵台教，台）
q——每台水泵排水能力，m2/min;

f，——出现最大水量时 间，min;

C，——每台水泵综合投资（包括水泵、机械、电器，管件、泵房变电所及硐室费用

等），元s
C4——施工每m'水仓的投资费用，元。
大气降水与井下直接联通的矿山，采用上述计算公式确定井下水仓容积，有时误差较

大。因此，条件适合时，应通过贮排平衡方法计算贮水容积和排水设备，并配合相应的

措施。

17.3.4 提高永企利用率

在铺设轨道的水仓中，因水仓坡度、水调布置、泥砂沉积等因素的影响，水位浮积不

能完全利用，为了提高水仓利用率，可采取以下措施∶

（1）减少水仓坡度所形成的无效容积。图2-17-10中，水仓坡度形成的无效容积，

V2=0.5L，B或V4=0.5LB。可见V，与L成正比，所以，水仓除适当选取坡度外，还应

采用缩短水仓长度的措施，即在可能的条件下加大水仓断面，或采取分组布置的方式。分

组布置的方式见图2-17-11中副水仓，对于容量较大的水仓，分组布置不但可减少坡度所

形成的无效容积，也可加快水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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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水2入口水监板或整身地面旅惠

=0.001~-.,

I-ⅠIl

图 2-17-11 水仓分组布置图图 2-17-10 水仓枞剖面图

（2）改进水阔布置，将水陶布置于水仓底板标高时，h=0，则无效容积Vs=0。
（3）为保证水仓有效容积，对泥砂沉淀量应进行控制并定期进行清理。对沉淀量较

大的水仓，在污水入仓前，应设有沉淀池，以减少水仓中的泥砂沉积。
（4）预埋泄压管和改变水仓的立面布置。设计中，水仓都采用同一断面，其顶板标

高随康板坡度面变，使顶部空间不能充分利用。存水时，当水位标高升至入口顶板标高，
水仓顶部便形成封闭容积，见图2-17-12。

封闭容积在与外部大气完全隔绝时，因其中充满空气，只能被压缩，不能排除。可在
水仓顶部预埋一泄压铁管通到泵房，使封闭容积中的空气压力与外部相等，水仓顶部空间

即可充分利用。
（5）改变水合立面布置，将水仓顶板按水平布置，这样可加大水仓有效断面，见图

2-17-13。这种布置方式因水仓墙高将随底板上坡而逐渐减小，对施工要求高一些。

椭门

射闭容积需纸换量 

图 2-17-13 水仓水平顶板布置枞制面图 2-17-12 水仓纣阳客积图

17.4 沉 淀 池

含泥砂量天的矿山，尤其是水力充填法的矿山，污水入水仓之前应用一些沉淀池进行预

先沉淀，以避免污染坑道，影响正常生产运输，并减少水仓的清泥量，满足清仓设备对泥

砂粒度的要求。
沉淀池按结构形式可分为;

（1）巷道平流式沉淀池

（ 2）硐室竖流式沉淀池

按沉淀固体粒度大小可分为

（1）沉砂池（沉0.1mm以上颗粒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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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沉泥池（沉0.1mm以下颗粒为主）
按设置地点可分为

（1）采区（或工作面）沉淀池
（2）水仓（或中央）沉淀池

17.4.1 采区沉砂池设置

图2-17-14为某机械化点柱充填法矿山的沉淀系统示意图。充填水从设于间柱中的采
场沉淀池滤出，经由阶度联络道1流入阶段采区沉砂池4，自采场倾斜联络道流出之水则
经分段平卷2再通过钻孔3汇入沉砂池4，沉砂池溢出之水由钻孔引到主排水阶段水仓内。

采区沉砂池可利用穿脉或探矿旧巷加 以改造或专 设。见图2-17-15和2-17-16。

-150m

Z42A

图 2-17-14 沉淀系统示意圈
1-阶配联络道;2-分股平着;3-排水钻孔4-采区沉淀独。5-矿体;6--240m水沟，7--

- 250m水沟

Q

图 2-17-15 采区沉砂热墨
a一平面图，》-剂面图

1一挡墙;2-人行平合，3-期于，4-上覆筛网的φ765钻孔;5-可控板，6-篮板

图2-17-5是可自流汇集本阶段泥砂的沉砂池，图2-17-16是汇集上阶段 泥砂的沉砂

池，如果用压气罐等泥浆提升方式，也可将本水平及以下水平的泥浆排入此池沉淀。

这种沉砂泌是在大断面坑道沿中心线加一钢筋混凝土隔墙而成，两个独立砂池互相轮

换使用。砂池端部设插板式挡墙。泥砂水自池的尾部放入，泥砂下沉，水自插板闸门流

出，去本阶段水仓或由钻孔下放。沉砂池一般可沉淀大于0.1mm的颗粒，水面流速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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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nm/s。
根据需要与可能，在充填法采场滤水井下部坑道修筑临时性沉砂池，也可收 到良好

效果。
沉砂池的清理，由于砂质含水少，直立性好，一般可用人工或装岩机、铲运机等清

理，后者效率高，劳动强度低。

】7.4.2 水仓沉淀池的布置

与水仓联合的沉淀池布量型式有一段式水仓和两段式水仓两种。
既起沉淀作用又起贮水作用的水仓称为一段式水仓。一段式水仓结构简单，开凿工程

量少，管理方便。对于泥砂量不大的矿山是一种较好的型式。
对于矿井涌水含泥量大的矿山，若采用一段式水仓，沉淀效果差，因此，有的矿山把

水仓施工成两段，前一段为沉淀段，后一段为清水段，称为两段式水仓。阜新五龙煤矿和
辽源西安煤矿生产实践，采用两段式水仓时，大量泥砂在沉淀段沉淀，泥砂在沉淀段可单

独进行处理，便于实现清仓机械化。清水段和配水巷沉泥砂少，可以长时间不清仓，水系

连续开动时间长，使用方便。但井卷工程量较大。
两段式水仓在含泥量大、服务时间较长的矿山采用，见图2-17-17。

）互pLeyAi4s专

330
I-Ia

7yryFAy*事WF丙rrs

图 2-17-17 某煤矿-290m两段式水仓沉淀池布置图 2-17-16 来区沉砂池图
1一沉淀池;2—清水色，3-水系房，4一挡水墙，1～插板侧门，2-钢筋混凝土隔墙;

$一—泥浆责房通道8-砂浆管;d-水沟，5一沉砂池

梅山铁矿水仓沉淀池布置见图2-17-18，两个沉淀池互相倒换清理和使用，每个沉淀

池有效容积为97m3，进入巷道之前设置水篦子，沉淀池和水仓进水口设水闸板，以备清理

时截水。

17.4.3 沉滤池尺寸计算

17.4.3.1 静止沉淀和流动沉速

静止沉淀又叫间断沉淀。如果水中泥砂不易沉淀，加之污水流动，需要较长的沉淀时

间，有的泥砂未沉淀下来污水已到出口。采用静止沉淀可以获得较好的沉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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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7-18 梅山铁矿 -200m井底车场水仓沉淀池布置
1一1号沉淀池;2-2号沉淀触，s-1号水仓;4-2号水仓，5-水泵房，B-变电所;7-井筒

8一车场

流动沉淀又叫连续沉淀，污水在水仓中边流动边沉淀，要求水仓有足够的断面和较低
的水流速度，才能达到与静止沉淀相同的效果。因此，比静止沉淀法要求较长的时间和水
仓长度。一般矿井沉淀池多采用流动沉淀方式、又称溢流沉淀、能够沉淀大于或等于0.1
mm的固体颗粒。滤动沉淀池见图2-17-19。

zTxitTaarx.4

I-I

晒 2-17-19 流水沉淀德
B-沉淀池宽度，L-沉淀触长度;-谦水语裸度;λ，-洞层高度;h，一缓冲层高度，取0.5a

17，4.3.2 流动沉德池的计算

（1）沉淀池的平均水滤速度须小于100mm/z，以使0.1mm以上颗粒沉淀。
（2）沉淀池宽度按下式计算，

(2-17-4)B= 0.278.0u
式中 B——沉淀池宽度，或是几个同时使用的沉淀池总宽度，m;

Qaz-—最大源水量，m2/h;
v——-沉淀池的平均水流速度，mm/sj

h-一流动层深度，m，可取它等于进水沟的水流深度。

（3）沉淀池长度

(2-17-5)

aF 0,75+v
式中 Z——沉淀池长度，m;



第十七章 地下矿排水及排泥 1647

v——固体颗粒在静水中的平均沉降速度，mm/s;当固体颗粒粒度 在0.2～0，1mm
时，可取v。= 9，6mm/s;

4——系数，考虑有各种不同粒度的水力混合物的存在，
o———v的垂直分速度，当速度v<90mt/s，a= 0，1v;

当y= 90～130mm/s时，四=（0，03～0.05）v。
7.4.4 采区况淀池满遍

对采区沉砂池，因为滤水条件好，沉砂含水少，故可用装岩机、铲运机等铲装块状物
料的设备进行沉淀池清理。当为凹陷式沉砂池时，则可用电靶装车。

与水仓联合布置的沉淀池，其清理方式由于泥砂颗粒细，脱水不好，浓度稀，一般不
适用铲装设备清理。其清理方式详见17，5.2。

17，5 水仓沉淀池的清仓和排泥

清仓和排泥是对水仓沉淀物的清理和输送。
泥砂量大的矿山，设计应采用机械清仓排泥。采用机械化清仓排泥方式，操作方便，效率
高，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对生产运输影响小。

选择情仓排泥系统时，应根据矿井泥砂特点，清仓和排泥两部分统一考虑，分别比较
计算，然后选择适宜的清仓排泥系统。

17.5.1 矿山 清 泥量

根据矿山采矿方法、矿岩特点及水文特点，按泥量可分下述六种类型，
Ⅰ 类型，水砂（尾矿）充填开采的矿山;
Ⅱ类型，矿岩含泥量大需水量大崩落法开采的矿山;

Ⅱ类型，矿岩含泥量较小或露天转入地下开采的矿山;

Ⅳ 类型∶一般开采条件的矿山;
V 类型，灰岩水质清的矿山;
W类型，季节性涌水的矿山。

一般Ⅰ、Ⅱ类型矿山采用机械清理，Ⅱ、Ⅳ类型矿山可根据泥砂数量、特点、扬程、

服务时间等作技术经济综合比较后选取。V、可类型矿山目前一般采用人工清仓，当水量

和扬程不高时，设计亦可考虑用主水泵在日常排水中排出沉泥的措施。

17，5.2 清仓方式及其雌闹条件

（1）压气罐清仓，优点是效率高，能力大，成本低，使用时间长，清金时人可不进

水仓，易于实现机械化，清仓时水仓仍可使用。缺点是压气排泥管线多，投资较大，水仓

施工量较大。
适用于泥砂颗粒坚硬，清理量较大，水仓服务时间较长的矿山。

（2）水抽于清仓，优点是体积小，构造简单，工作可靠，运檬方便，造价低。可接

出5mm以下的泥砂。缺点是清仓时人工喂泥，高压水消耗量大，效率很低，泥砂颗粒硬时

喷嘴磨损较快，成本高。清仓时髓放空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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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 砂清思 量 表 囊 2-17-4

流 失量序 清 理量
聚 矿 方 法 往矿 山 名 脉 %号 %

为 泥量老虎台矿 水 砂 充 填 法 61
为泥量2~2,5因 安 矿 水砂 充 算法 62
为泥 量2-4水 砂 充 填 法五 龙 矿8
为充填量71B～20水 砂充 填 法潮潭猛矿4
为充填量4～5尾砂胶结充填法锡矿山矿
为充填量9~56-15尾砂胶结充填法凡 口 矿8
为充填量1~3尾砂 充 填 法 3~5凤属山铜矿

水中含泥0.5%崩 落 法舞子山铜矿

适用于清砂量少，水仓使用时间短，泥砂颗粒较软的矿山。
（3）糟污泵清仓是将潜污泵代替压气罐的作用，将泥浆送入混仓，因潜污泵可在水

仓拱顶吊轨上行走，故其投资较压气罐会少，但淋污泵清仓的耐用性和操作 经 验尚 得实

践。设计的黄沙坪矿潜污泵清泥示意图如图2-17-20。
（4）水泵清仓一般用轻便的一级泵，易于拆装移动，将搅动后的泥浆吸入经由主排

水管排出地表，一般用于泥砂量不大的清仓工作。缺点是清仓泵磨损大，移动设备时劳动

量大。
（5）电靶绞车清仓，优点是能力大，可粑大块岩石煤块。缺点是水仓布量和运泥装

车系统复杂，工程量很大，人员设备多，工效低。而且，在水中耙运泥砂沉淀效果很差。

见图2-17-21。适用于清理大块岩媒的采区沉砂池。

备-和
图 2-17-21 电粑清理布置方式因 2-17-20 满污泵清泥示意图

1-水仓通道;2一沉淀准1 3一分水巷道;4-—内水1-集泥井;2-潜污氯，3~-操作走廓;4一单轨吊车，
仓;5-外水仓;6一电把装车点，7一电粑操作硼室

6一水仓隔墙，6—锆杆）7一水仓

（6）铲运机清理，使用方便，机动灵活，一台设备能完成清仓和排泥工作，但其铲

装对象适用于能直立成堆物料。
（7）装岩机配矿车清理，其要求的铲装对象同铲运机。



第十七章 地下矿排水及排泥 1649

（8）履带式瓢旋清理机清理
国内已进行了试验。该机由螺旋情扫部、装车部、行走部、传动和调节部五个部分组

成，可扫宽度为3，11m、3.5m、4.1m，在曲线半径大于13m的水仓中使用。
（9）泥砂清理车清理，国外已有轮胎自行式泥砂清理车用来清理沉淀池及水沟内泥

砂，它利用本身的吸管将泥砂吸入密闭车箱内，而后自行运至充填采场或其他地方排出。
泥砂清理排出的动力为10～15kW的气动马达，吸高为10m左右，清理粒度 在40mm以下。

三种清仓方式主要指标见表2-17-5。

三种清仓方或主要散标表 衰 2-17-5

设备 费 场泥高度每渡除1四'泥 清泥工浓小时满泥能为
通用条件清仓名称 摘助条件的应本

（元/个） (m"》 (m*) <m)（完）
钢制，435单增，2z~a 泥砂大，气压3o0.188~6.262压气罐 2-40混藻土。3 缺度大"双履∶4～68

高 压 水 软 泥砂3010~12 10~120.352 150水 轴子

矿车威皮带30~70 1700电 船 0.3土

17.5，3 排 混 方 式

从水仓清扫出来的沉泥扬程较低，有时是间断的。而矿山要求扬程较大，故需把沉泥
集中加压排至地表。机械排泥主要方式有排泥罐配密闭泥仓用高压水排泥，如老虎台矿、
龙风矿、湘潭锰矿、凡口矿;泥浆泵排泥，如辽源新汶各矿，压气罐串联排 泥，如锡矿
山矿、孙村矿，另外还有油隔离泵清仓排泥。

排泥方式主要指标见表2-17-6。

泰 2-17-8排据方式主要着标表

挑泥高度排泥工效小时排泥能力排泥成本 注基慈量及投资抑泥方式名称 (m)《m*>(m*)《元/m+）

钢罐总投资
约25万元，其

需高压水源100m以上20～80中井卷约1000 16.5～a30,81高压水排泥
m·，铜材10～
20吨

设酮室乘房10m以上约5万元 10~2610~120.4t泥 浆 泵

30～a22～40约0，5万元 22～340.87-0,79压气雄串联

17.5，4 清仓 舞 泥 系综

17.5.4.1 压气崛清仓鸣联排泥系统
压气罐清仓对泥砂颗粒硬度大小适应性强，但须经常使用，停置时间不宜过久，以防

兽蚀和泥砂板结。适用于水仓使用时间5年以上，每条仓清泥量在1000～3000ml/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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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山。压气罐串联排泥扬程可达80m，对于矿山开采深度小或往采空区及旧卷 排泥，有
实际意义。但压气消耗量大，成本高。

17，5，4，2 区气懂配密闭泥仓用高压水排靶系统
该系统是利用压气罐将泥浆送入密闭泥仓贮存，待贮存一定量后，利用本阶段泵房高

压水泵的压力水挤入稀释，并追使稀释泥浆通过主排水管排至地表。该系统扬程高，泥浆
不经过水泵，大大减轻劳动强度。但其密闭泥仓（钢板制或岩体钢筋混凝土制》构筑技术

要求高，工程量大，投资高，使其使用范围受限。一般适用于泥砂量大扬程高和泥仓使用
年限长的矿山，其系统示意图见图2-17-22。

17，5，4，3 喷射泵清仓泥浆泵排泥系统丶

这种清仓排泥方式操作简单，投资少，但高压水消耗大，排泥效率低，成本高，使用
活塞式泥浆泵时检修工作量大，且目前国内泥浆扬程仅数十米，故此种方式适用于 泥量

少，扬程不高（如向空区排泥），砂质较软的矿山。其系统见图2-17-23。

图 2-17-23 喷射泵清仓泥荥泵排泥系统图 2-17-22 压气罐清仓配合密闭泥仓高压水排泥系统
1-泥砂，2-D78mm高压水管;8一高医水泵;1-坑内压气需;2—水仓;8-臣气暂;4-水泵进水管1

4一鸭嘴型龙头;6-D76血m软薯;～喷射泵;5一高压水泵;6一密闭泥仓;7一主排水警;
~D10bmm排泥管;8一过撑附;β—泥莱自滤3-泥仓迹水管，9一排泥管，10-压气唯排泥管
管，10-泡浆泵;11-地表沉淀港;12一泥蔡社

部分矿山清仓排泥系统见表2-17-7。

囊 2-17-7部分矿山清仓排湿系能表

缘宽地点捧泥标高 主 要 设 备青 仓 排 混

水泵12GD-200×5，Q=600m*/h，
地表+100-580压气耀清仓配密闭泥仓排泥老虎台煤矿 H-950m,N=2500kW

水地表＋120-160压气罐配密闭泥仓排泥凡口铅味矿
BW-250-50型，Q*9～15m*/h，

地表十8730昆 浆 泵湘潭低矿 P-25~60k/cm',N=20rW

水泵dD×7，Q-?2m"/h，F"
地表18001840压气细清仓配密闭泥仓排泡率定钢矿 315m,N128kW

采 空 区压气蟾清仓排泥佣矿山钟7

17.5.4.4 油隔陶氯清仓排泥系统
目前我国矿山已使用油隔离泵输送尾砂，国产油隔离泵已系列化。油隔离泵输送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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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是泵活塞不与砂浆直接接触而用油隔开，因而设备磨损小，维修量少。它的突出优
点是扬程大，达（40～120）×10*Pa，比一般泥浆泵扬程高出数十倍。配合竖流式沉淀池
时可以将砂浆直接排出地表，合清仓与排泥为一体，而不必接力输送或配密闭泥仓用高压
水加压输送，大为简化了清仓排泥过程。但它的缺点是，要求输送粒度不大于1mm，浓度
均匀不大于65??且需连续作业，因而对与之配套的砂浆供应要求高，一般与竖流式沉淀
池配套作业，砂浆水入池前必须除去1mm以上颗粒，因而该系统虽省去了压气端、密闭泥
仓等设施，但增加了竖流式沉淀池及制室，设备本身投资也大，技术要求也高，因而目前
仅适用于泥砂量大、矿坑水澄清要求高、服务年限长的工程。图2-17-24为 凡口矿-40m
溶洞水沉淀排泥系统图。图2-17-25为竖流式沉池图。

园 2-17-25 竖流式沉淀池阻图 2~17-24 油隔离泵清仓排泥示意图
1一沉淀治酮室;2一进水卷，9一避水沟; 4一辐1~矿坑水滤向，z一烯秒机，3~竖流式沉啶池;4一准
射管，6~环形属边输，否一沉庭池， 7-中心进水隔高泵;5~秒浆流向;6一渡清水流向，7一地表

竖警，8一反射板，9-沉淀抽能座;
10一管于都∶11-一损埋排泥情等

17.6 综合防洪排水措施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山，在矿山采掘过程中，有突水的可能。露天和地下联 合开

采，或露天转入地下开采的矿山，大降雨后，雨水汇集、通过露天坑或崩落区直接进入井

下，涌水量在很短时间内急剧增加，有时达到正常涌水量的几倍至几十倍以上，造成洪水

泥砂下灌及淹井等灾害性事故。因此，设计中必须采取综合防洪排水措施。、

17.8.1 地 表 水 体 处 理

地表水体处理应根据水体类型、地形、第四系地层条件等，分别采取相应措施。详见

本-书矿产地质卷，矿山防治水篇。

7.8。1.1 塌陷坑外部地表水体处理

按与矿体开采关系，可分以下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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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河、湖海等大型水体
特点是水量大，水源补给充足。首先应搞清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水体与矿体开

采及补给关系。如果开采引起顶板围岩崩落后，会导致泥水大量渗入或潢下，应将河流改
遗或留矿柱，墙漏防渗，铺底，注浆等，使水体不与井下发生直接水力联系。

2，小水库、灌氟、沼泽等中小水体
特点是水量较小，补给来源有限，除覆盖层很厚隔水性能好与井下无直接联系外，一

般在生产前均应排干。或局部采用充填法。

3，洪水、雨水、冰雪融化水等季节性水体
对井下影响程度与季节有关。一些矿山发生混水下灌原因多属这类水体造成的。
如果让地表水体流入井下，势必得增加排水设施，而且泥沙在井下处理也很困难。因

此，应尽量采取措施阻止地表水体流进并下。如设置截《排）洪沟，拦截和导出地表水体至
陷区之外，缩小陷区汇水面积，以明沟排供为主，并布置在错动界线30m以外;根据井下

开采阶段不同时期的镑动范围，分期施工（排>截洪工程，其标准应满足最高洪水流量要求。

由露天转入地下开采时，对原边坡截水沟应保持完好，键全分段截流，水泵站排水，

以减少流进陷坑水量。
17，8。1.2 重天积水与排除塌陷坑泥水

当矿体开采面积大、倾角缓、下降速度慢时，井下实际出矿工作面 仅是开采总面积

（或长度）的一部分，一般占1/2～1/3，其它部位覆岩处于暂时相对稳定地段，若有条件

可安设临时的排水设备，排出陷坑积水。
向山硫铁矿多年实践证明，排出陷坑积水是保证井下作业安全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但

这种办法设备利用率低，管理要求严格，投资较大，适用条件有限。向山硫铁矿采用这种

措施其陷区排水和平土系统设备投资约60万元，常年占用工入约18名。

井下工作面推进与地表排水泵站的位置有着密切关系。要正确掌握爆陷坑排水与坑内

作业面之间的空间、时间关系，使选定的汇水位置不妨碍正常的回采顺序，反之亦可根据

塌陷区排水条件来安排采操进度计划，使上下尽量减少相互干扰。
开采急倾斜、长度短、下降速度大的矿体，陷区处于频繁错动状态，地表形成峭壁裂

口，人和设备进入陷区不安全，则不能采取上述办法，而应采取其它措施。

17.6.2 井下排水与贮水

井下应有足够的排水能力。对于懈天转入地下开采的矿井，排水设备能力应通过贮排

平衡，技术经济比较确定。贮水有两种方式;
（1）适当增加水金容积的办法是可行的，但增加了并卷工程量和基建投资，一般不

宜采用。
（2）暴雨时，洪水夹带泥砂沿裂隙下灌是暂时的，可采取贮泥水办法，调节洪峰，

这样井下排水能力不必搞得过大。
当阶段为环形运输平巷时，洪水期排水能力不够，可将洪水引至本阶段穿脉卷湛中，

一部分用作贮泥水，一部分贮存生产运输设备，以后有计划地将洪水霜过闸门或防水门放

出。如铜出铜矿在洪水很大时，曾有计划的将洪水明至-40m部分巷道贮存，保证了井下

主要运输设备不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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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在下部开拓阶段贮泥水。平时提前开拓下部阶段，雨季停止下部阶段作业，并
形成一定排水能力。洪水时上部排水能力不够，可部分放至下部开拓阶段。如铜官山铜矿
开采-55m、＋5m阶段时，对原露天矿汇集的大量泥水，曾利用-95m阶段作贮泥水阶段。
但采用坑内贮泥水办法，将使部分工作停顿，可靠性差，闹后修复工作量大，故不得
已时才采用。

为预防泥水涌入坑内后扩大危害，可装设防水门。如风愿山铁矿在平卷设防水门，防

止泥水下灌扩大，保证了正常工作。再是设密闭墙或防泥沙袋。由于泥水下灌一般是有预
兆的，应在有预兆的巷道适当地段砌筑密闭墙封死，或用沙线临时 截水，并与其它描施
配合。

此外，还要控制水流，以避免泥水从主要井筒流到井下，淹没矿井，而使排水系统无
能为力。当有涌水时，应设法疏导洪水先流到最上部的排水泵站，当最上部的排水泵站满
负荷时，有计划地放水至下阶段的排水泵站。同时，上部各阶段应设插板式水闸门及砂袋
等防洪用品，以便必要时形成一定的贮水能力。

17，B，3 加大覆兼层厚度

攫盖层厚度应大于 20m。矿山形成覆盖层后，不仅对安全回采有利，而且在暴雨洪峰
时可对井下洪水增加起缓冲作用。一般情况下，覆盖层厚度应大于20m。铜官山铜矿上部
形成岩石层，一般降而4小时左右坑下涌水量才增加。向山硫铁矿有几十米岩石垫层，降
雨12小时后坑下涌水才明显增加。因此，形成霍盖层后坑下涌水增加比大气降雨要平缓
的多。

露天转入地下开采几个矿山稀水和排水设施见表2-17-8。

几个过渡矿山的地下调水量和辨水设施表 赛 2-17-8

水仓客积地下需水量降 雨 量 排水阶服汇水面积 捧水能力矿山名称 (m*)(×10*m'/d>(mm) (m》m2
16DK→×2型派，～900设计调水量历年日平均降雨量 -16523万金岭铁矿
H=250m,实际;2，8~3，2100铁山采区
Q=1200m*/h,最大;4，0
-108kW，拱台
80A-8×6型录。最大 3.2 5560200历年日最大降雨量30万凤盖山铁矿
Q=770m*/h,198,5
共10台，历年小时平均降雨量
其中，主#6台，60.7

副井4
光来区3B-200型泵，最大 16.8±o百年一遇小时最59万松树卯矿
Q-30~540m'/h,大降蹈量
H=107~239m，8台113
南采区。
3B-20×4A型系，

O=270~600m'/h,
H-168~z14m，6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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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 预 防 突水

有地下水威胁的矿山，应考虑设计矿末疏干工程。井巷开拓过程中，应先进行水仓、
水泵房施工，而后进行疏于工程施工。施工中对有突水地段应采取先搅水后掘进的措施。

在专门的截水和放水巷道以及有突水危险的地区前方，应设置 防 水 闸 门，并定期检
修，使其经常处于良好状态。

防水闸门安设的一般要求∶
（1）防水闸门酮室位置应设在坚固稳定的岩层中，尽量设在小断面直线巷道中。

（2）通过防水闹门的钢轨、机车架空线等必须灵活易拆，所有砌在防水闸门硐室内
的钢管应在管外壁焊有锚固件固定，并加注浆。

（3）防水闸门硐室前后一段巷道，必须用混凝土砌筑，并应注浆填实，其长度一般
不小于5m。防水闸门硐室的砌筑材料，一般采用250号或200号混凝土。硐室与前后巷道
应连续浇注，保证紧密结合，严防漏水，在来水方向的巷道底板，铺设混凝土地面，其长

度一般不小于5m，地面不得高于其附近的巷道底板。

（4）防水闸门硐室砌筑完毕后，应进行壁后注浆，要求注浆的最终压力可为设计水

压的1.5倍。
（5）南门向来水方向开启，门框与硐室必须紧密结合，闸门关闭严密，不得漏水。

17，6.5 加强塌陷区排水管理

加强坑内外观测，不宜采用目测方法来决定崩莱法放矿是否终止，应以保持放矿中起

够的覆盖层厚度，作为防止产生涌泥条件。
若上分段放矿已形成涌泥通道，在下部对应位置放矿应严格控制放矿量。若上分段放

矿出现悬顶或处在进路交叉口时，应标计其位置，或预埋标志块，在下分段对应部位多放

些矿。
合理安排采掘计划，如在雨季开采陷区地表较高部位，非两季开采较低部位，要避开

工作点上部泥水坑。
雨季时，对可能发生泥水危害的工作面可酌情智时停止作业，或采取个别工作点密闭

措施，俦非雨季再恢复生产。由于雨季时，塌陷坑泥水成了矿山生产安全的主要威胁，应

及时组织设立防洪管理机构。

17.8.8 ■天转入地下开采排水设计实例——某德矿

该矿地下采用崩落法开采，露天坑及崩落范围内的降水量将渗入地下。需天坑面积为11，0万m'，渗

入率为1;崩落范围面积为1.50方m2（不包括露天坑），渗入率为0，3。折合渗入率为Ⅰ的总汇水面积为

15.5万m'。
矿山服务年限为30年。考虑其它因素，设计采用的暴雨旗率P=2??

短历时暴隔量及坑内涌水量按下式计算∶
(2-17-8)H,=7,K。

式中 H，;——以小时计的短历时暴雨量，mm，

月，——-姐历时暴雨量均信，查图表资料，用=27.2，月，=33.3，星-37.2，H=47，2，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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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5，Ha4= 77，35，组Iy
{p——模比系数，随暴隔频率不同而不同，查表求得∶P=2??，Kp=2，48，P=5??，Kp-

2，03，P=10??Kp=1，69;P= 20??，Kp=1.33。
列表计算各种频率的便历时暴雨量及堵内漏水量，见表2-17-9。

各种须事短历时暴商量及状内循水量 藏 2-17-9

1 12 备 往2462 3时（h）历

62。05 77,35意水文图集得出33.3穿a 27,2
查水文图集得出2.48Kp

191.163,9117.182。667,48 92.3}A=Fa×K,
155.000降水面积（m*）

2872923851815110456坑内距水量（m'> 12803 143072% ---
123B19B30254F6884021045e折合小时涌水量

查水文图案2.03K.5%
以下计算略20% 直，= HaAK-

模据计算功内正常漏水量为2940mo'/d《123m*/h）。
根据暴雨频率2??短历时暴雨量及坑内濡水量，在暴雨后第一个小时，坑内涌水量就已达到 10456

m'，而水仓仅能容纳100m'，如用水泵全部排除，需要水泵53台，电机总容量为1.5万kW，而正常排水

时仅需要1台水泵即够，其电机容量仅为290kW，可见单用水泵在短时间内排水是不合理的，因此，还

须采用坑内穆邃临时贮水的办法。如果在24小时内将水排干，需要水泵10台，仍不合理。因此，必须将

贮水时间端如，为此，应进行长历时暴雨量的计算。

设计选取长历时暴丽为3 天，暴南按下式计算，
(2-17-7)H。=Ⅱ,Kp

式中 H，-—各种频率的历时 3 天的暴两量，mm;
历-——历时3天的年最大降雨量均值，查气象站资料为100，9mm;

K——各种频率的模比系数，查表求出。

列表计算各种频率的历时3 天降雨量及坑内涌水量略）
按三夫排除坑内初办所需水泵工作能力及扬程，以及正常涌水量计算水泵及管钱设施。

绘制各种暴雨频率的坑内瓶水量历时曲线及设计选用的水泵工作线，见图2-17-28。

按贮捧平衡设计选用水泵的工作能力为775m2/，在P-2??，坑内淹没最大容积为14850m'，将

井下开拓和生产两个阶段全部淹没。在P=5??，坑内滤没最大容积为11300m2，也将井下开拓和生产

两个阶段全部淹没。在P-10??，坑内仅施没开拓阶段，不湾没生产阶段。
据当地气象站资料，该地区历年最多全年日降水≥50mm的日数为2天，历年最多全年日降水≥25mm

的日戴为9天。在日降水量≤50mm时，仅开动全都水泵就可排净水而不需利用卷道贮水。

地下矿井采用贮排平衡方法，采用巷道临时作贮水仓时，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如在必要部位

设置防水门，若矿井有被淹可能而采用井巷贮水时，通过关闭防水闹门可以保证排水设施工作。雨季前

检修好防排水有关安全设施设备，暴雨期网配置专门值班人员，搞好观测和组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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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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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1）

图 2-17-26 坑内福水量历时曲线

1—24小时排除的水囊工作线（1250m*/h），2-设计选用的水系工作概（775m"/h），3—三天排蜂的

水泵工作线（526mn*/h）

17.7 地下矿山防排水技术经济指标

部分地下矿山防排水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见表2-17-10、表2~17-11、表2-17-12。

国内部分矿广山地水霍象 獒 2-17*10

一期工程开 水量或排水量（×10'm'/d） 吨矿排水量矿体趣源 往拓 梨 度矿山名称 (m'/t)最 正大 常(m) (m)
购为设计或22.38.4金龄铁矿

估算指标56240～255莱芜做矿息庄矿区
～1002~625张马电铁矿 ae2,51906~203团城铁矿

4.522,5270西石门嵌矿 1机D-490
281,8玉亲岭铁矿 100
1,?41.08程混铁矿

1518010～29玉石洼铁矿
10181黄防平铅锌矿
1,20,A21.2大厂帽坑锡矿
5,61.683.64率山铜矿 4B～693,9凡口铅钟矿

28～6水口山船神矿

金山脂铁矿
3,615.22张伏山区 52,6余犟寺区

赛 2-17-11将山铁矿地下排水工整设计者排（方元）

所占比例被机 注动力采矿井巷舍 计工程项目 (%)草

规模250万19035.6 4,0器3，B41.8115,2排水工程合计 ---
S6,0●～41.841。6其中，并卷机 d4,035。839.673,8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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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外几个大水矿山舞水能力简况 表 2-17-12

矿石产量 排水能力平均通水量
瑰干方式 注矿山名称 采矿方法

(x10*m*/d)(×1*m?/)(×10t/)

联合翼干分 据称是世界是8苏联米尔加型 房柱法 4l，（最大
股接力排水 大涌水量的矿山（扩建后72）为46）分段法舞赛多金属矿

联合莫千直20，（最大苏联北乌拉尔 房柱让 48
签排水妇土矿

坑内靠干， 每吨矿石排水3419867年）25（19B7年）赞比亚班克洛 空场法180～20(

分爱换力和直 34～76at，上盘缚（1971年》84（197b年）夫特幅臂
60（射2年） 按推水 含水层水压（A0，55 （1971年）

～24,6)×1o*P

每吨矿石持水28 QL郁58年）房柱法智牙利尼拉德
。0水t30（1970年）长监法铝土矿

筑内靠干分 0年矿井被南非都律方天
魔，12水平水压段排水35.534金矿
10,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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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任墒写单位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张耀伦 胡菊南

18.1 概 迷

内因火灾是矿山生产中的一大灾害。我国煤矿的现有生产矿井中有40??右的媒层具
有内因发火性;金属矿山如铜宫山铜矿、武山铜矿、西林铅锌矿、向山硫铁矿、湘薄锰矿
和大厂（细脉带）铜矿等都是内因火灾矿山，还有相当一批矿体具有内因发火倾向。内因
火灾有时迫使矿井停产，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火区开采时高温矿尘和毒气滥出，炸
药自爆，火烧后矿粉的来、选回收率大幅度降低，火灾气体污染地面生活区⋯⋯等，严重
影响和威胁着矿山生产。如何有效地经济地解决矿山内因火灾的预防和治理问题，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国内外主要内因火灾金属矿山简况见表2-18-1。

18.2 矿（岩）自燃发火原因、条件和内因火灾矿山的设计程序

18.2.1 自燃发火原因和条件

18.2.1.1 金鹏矿山发生内固火灾的条件

1。自熟
有自热特性的矿（岩）石，堆积在坑道、采场内，特别是在大爆破崩矿，矿柱压裂崩

坍之后，或是冒落区内的残留矿石，由于与空气中的氧接触而增加，从低温氧化发展到高

温氧化，释放越来越多的热量。适当的水份更加速其反应速度，出现明显的自热现象，形

成坑内的自热区，苏联泰纳克斯矿对部分自热矿石的试验室氧化速度和着火点见表2-18-2。

2。聚热
坑内开采过程中造成的冒落拱、漏风不大的空区和冒落区，古硐等易形成聚热条件。

矿（岩）石氧化时产生的热量大于散发的热量时，使自热的矿（岩》石由低温氧化逐步发

晨到高温氧化阶段。
3。首然物

是指自然发火过程中因燃点低而首先起火燃烧的物质，这是金属矿与煤矿自燃的主要

区别。国内矿山的首燃物与着火点资料见表2-18-8;加拿大沙利文（SuWiva）幅弊矿对

-200目矿样临界流值和着火点见表2-18~4。

4。供氧
曾菁拱冒通地表、采准揭开高温古朝，采空区密闭质量差和崩落区大量漏风等，都可

能满足矿、岩燃烧所需的供氧条件。但在自热阶段，过量的通风或漏风，会引起自燃物冷

却或起散热作用



表 2-18-1

题 内 外 部 分 内 因 火 史 矿 山简 况 泰 顶板（硬差）
石

矿山

.火 情 况
采矿方法

矿体赋存特点
生产施力

合乳G部》

矿右结构
教火官系

器 石

名称

1941~1949采6万t塞扩，工作面高温30℃~的℃无火。
无虑柱分歌

破碎，粉粒
 购于富矿
一 般

报倾斜极厚矿体，
57~7;

1955年～1979年火灾70次
崩感法

垂深20m，以漫来

块砂化畜引
（黄铁矿）
16～18%

万t/a
向

抗木*装先频可

份采矿方

状戴铁矿为主，围绕
为20ot/d

块状黄铁矿，矿a松

23,5

5～8 分屋崩落

软，节理发育，
键

61-47 低分段崩落
 57
22

66～78无底柱 工作面高温，SO，>0.001% 1964.3~1985，10，火灾5次，至1971年火灾已达百次火

倾解中厚矿体，1

整分条（廊
候
幅!

段黄铁8
S

火 D

灾0??上位于半氧化亚带和次生徽化富集带中。
状胶黄铁

向长50m，模角23"

 盘调斗
盘

磁贫铁矿

13.46%

矿，螺石黄

矿 石

～4，撰∶铁幅，红

落法

S为

矿，氧化班

土，大理岩，分五带，
t/d

0℃~45℃
粉末胶黄铁矿

铁货铁矿

铁幅，次生氧化畜

13～30%

自热开温100℃
3o0℃

块状胶黄铁矿

集，半氧化，次生融化畜集，孤生等亚带

A2℃～375t

海绵黄铁矿

谢下5~15无;。
341℃

聚赏铁矿 19年接产，197年采空码阶段，1973.6~8月大地压，
阶段矿房i

致密块状硫

设 计

营黄铁矿

急倾斜扁豆体

柱倒塌，39万t跳化矿崩人采空区，1975，5，1978，5大爆破
矿柱大量扇

化矿、破碎

120ot/d

S为

后四个月超火，灭火失败;铜口矿石262℃~350℃，把邀气盖
磁黄铁矿

aL℃～℃，粉尘80～40mg/m'，SO10.1~0，3mg/m'。
胺结充棋法21℃·

改宪填法

30～45%
16.59%

60t/4d

断高 顶、底盘，叶片状及薄层状，黑色页岩1=2~3）贝亮状展
 氯色页岩 一区短壁新高  顶、

最～倾解毒展状矿

K矿石不自蒙）

/

7

火 区

火区分展删 色页者t-3-5，均框自燃，每次放顶必起火丨红族区已用崩然
体长∶2km，厚1，48～

5oat/ 

份103-感法二、三区 法采务，总睡收率o??因火死亡二人，
6m，9"~30°高相沉

4�6，9水砂充填法

积发障锰矿床。



综表

预板（覆波）

起 火 律
采矿方法

矿u

矿石结构

含吸要》

在产能力

岗 石

上火"东，

名称

1976年6月101N起火
无略柱分服

触酸碎带周局部地最矿石

能法

鱼倾斜厚矿体

陈状测 Si-3，5%

段 计

S7～3演

个别6，4%

10.48%

5??原生矿
C2,$～56%

C0,56-sy

玻体

99~13年，分层期幕采1、I阶费，180年，大崩恶起
服生致密块 炭 质 记 质 贡
负铁矿

透模状急倾斜厚矿体7 S 15～

火，1956年5月，整个缴癌区有火，1949~187年，+年采I~
烤，白云化
状镜化矿，
S>20%

体内有厚 达20m 的炭15??分
整矿

聚置发V阶段，190年U、阶段改充满法，统内气温Sit，放出r
色页岩

胶黄铁矿

<C18～ 16～17%

原苄改为股
胶结石183℃，舞斗中放出熔化矿石900t~1300℃

* SO>充典

辉获

法魏克加尔矿13年~1075年闻效生了1i次火灾，还有矿尘
分层当感法筑竞

跟生合钢
食铁引

急倾斜厚矿?

段励落法悬炸

资概矿

调基地

S>43%

r山 走向长（m）厚（m）40～47% 家卫零 11～200 10

阶段矿房法

所列文 s00 Bo～35 典克知尔 2 2011

1060年起火，至今国采高矿性，矿石0℃~st，最高
矿柱丽采 1

硫化矿致
截黄铁矿
S

10t，教激sO，>400pm，O<7yCo>15ppm，矿右 │

矿柱 巨型候斜厚层状）

阶股制常法

密块状

10→8%

病结成块，热粉矿流，矿石漉，熔金属浓
改为分段膦 !

900t/d

富法

水 1u~191来发火，1971年后曲于充填体下况，矿柱斯墙，
部矿梵发火 演食软矿，磁觉 上盘为黑色

急模解中厚矿
中型矿山

提料矿石载化发热，菌先木材（干懂燃点10℃~200℃）;趣而引
资矿;含制其 粘板岩
S>30慢!

194展科

17-40%

帮的际是发责

同端残矿，不满二年发火五次

铁矿，重密状

） 煤页岩分析∶

素则，石灰登， 座金海斗制
矿石不发火

B+C，200万，Pe

灰分8。5??御发分1，06%

47，4??平均原t～

硫S，0，3-17，31??均a，95%
要属贡者等料

60万t/a
喜阅

燃点27o℃~235t

11,46m,Ni1,94%
167er/

多，首是腔则

级倾解中厚层状矿体



第十八章 矿山内因火欠防治 I166I

豪2-18-2不同矿石的氮化速度与获火点

SO，平均放出量平 均 矿石平均着火点温 度
文石类型 第一洛被查色SC，产生的最初 ℃ml/m3mln温度温度

镍黄铁矿-曾明矿 508士130.34359.2S9.5
568主110.381均.货铜矿一磁食铁矿 5.0
50284.9 0,41734.B黄佣矿一方黄铜矿
817±90,34542.3 62,1磁黄铁矿一方贫铜矿

聚 2-18-3苜 燃 物 的 警 火 点

物燃 火 点首

10～210粉末状胶黄铁矿
120～160经过预氧化的磁黄性矿
18o邀石赏铁矿
200±元素碱
187~147丢失在采空区的黄化木材
150~2D0压阵势裂筑木
2)C～360炭我页岩

囊 2-18-4炒利文矿—20目矿样临挥硫值和较火感

临 界硫 置元 ，素、靠 ■书点试 辩 编 号 <%) 《%)

1.282051.2681,
1.853751.5523,2
1,783801.6818,2
1.60Z9B0,6228,6
9,905955.436.4
1,604050.5082.,1
0.875080,4719,87
1.205100,2021.0
2.87I80.878.

国内外主要发火矿山的发火条件见表2-18-5。

】8.2，1.2 自难发火类数
金属矿山自燃发火类型见表2-18-6。
18，2.1，3 内因火灾硫化矿衡氧化的化学反应式
（1）黄铁矿（FeS，）氧化发热的主要化学反应式如下∶

黄铁矿与空气和水接触后的氧化反应∶
2FeS+70+2H;O—→2FeSO4+2HSO+2578.323

当缺水时。FeS;+30A→FesO4+SOat+QkJ
硫酸亚铁不稳定，继续氧化成硫酸铁;

4FsSO.+0;+2HSO,-→2Fe(SO,+2H20+0(71,27EJ)
12FeSO。+6H，O+30;一>4Fe，（SO）+4Fe（OH）出+0

硫酸铁分解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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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矿爱火条性汇息表 表 2-18-5

条发
矿 山 名 称 开温越点自 供筑来源端 密 物首 始 物

晶 圆塌陷区，发火期肉山露铁矿 随化矿石管遍发热 木材，罐化矿物胶黄性矿，酸化
1~2年坑木

高温古颌图开供坑内通风硫化矿，木材钢官山矿经树山区 疏化矿发热，空 粉状胶黄铁矿;
看风氧自紫，崩露区，氧化磁黄铁矿;酸区中水材蒙化

老确，矿难化未材，燃点137℃
~-147℃

燃落区，幅堆碳化矿石 采空区漏风倒遵矿柱，大氯 氧化后的避黄铁园林铅钟矿
破矿港氧化自燃，
塌熟

陷区漏风W热区聚热坑*（损失8～身裂木材燃点顶板黑色页数湘潭锰矿
70为），黑色页岩15℃～200℃S 3,12%

C6.9%
燃点350℃

漏 风冒落换，塌陷炭染页岩，确S，D*，6下部局部自热区矿石大厂长波短脉带矿体
区升基（自热区内的） 化矿物发热

量 风券落矿墙，发火S，C.矿，岩，水材按黄铁矿凝份，木材大爆破矿石氧化苏 歌
期78-140天发热剧高围岩发刻接克利铅钟矿

量 风空区蓄热础化矿物水材坑木，矿粉崩蒸矿造发热大苏 联
量矿损发热乌拉尔调矿

漏 风爆堆、堤陷区健 化 物氧化的磁黄铁矿塌落矿柱大爆破加念大
元素糖矿墙发热沙利文略铸矿
S'=0.01-1.19%,
坑木

猫 风老采空区露化物，坑木筑 本老采区残矿日本
氧化发热下 那 费 矿

熬顶区操页岩煤贡岩，冒能区 练页岩，12层同尔巴尼亚
硫化物仓媒的黄铁矿砂发熟鲁循亚尼账输铁矿
木 材岩，粉束状含青一

定量的铁矿

Fe,(SO4,+FeS,+2H,0+30;—→3FeSO+2HSO4+?

4FeS,+110;—→2Fe,O。+8O;1＋3371.2kJ

280，+0，+2H，0—→2HI$SOμ+（
4FeS+150+14H1,0—→4Fe(OH)4+8H,SO,+?

如有碳粉参加反应，则;
3FeS;+12C+804—→Fe,0,+12CO1+8

（2）幅官山矿松树山火区的磁黄铁矿（Fe，S，）的氧化反应式如下，

2Fe,S+3104+2H,0—→1AFeSO.+2H,SOd+?
Fe,S;+7H,SO;—→7FeSO,+7HSt+S●+Q

●S"指元素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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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发 火 哉 置 表 表 2-18-6

发 火 矿 物 实自然发火类型

磁黄铁矿为主，还有黄铁矿等 桐官山矿松衬山区，在半复化和次生硫化富集带内起火磁黄铁矿
发火型 西林铅锌矿在矿柱大崩落后起火（加》沙利文铅锌矿在矿注

崩落后起火

向山瞩铁矿在荐缚子富矿段的崩落区起火黄铁矿 胶黄铁矿黄铁矿发火型
捷克利铅蜱矿"大崩落后起火T-Am_'r_______..
湘潭量矿分层崩落后起火 顶板胃落后 顶板含黄铁矿的黑色页岩冒落后
苷雷亚尼斯新镍铁矿顶板W落后起火"喷+滴"发火型起火，抗木营燃，媒系页岩冒落后

起火

大厂长坡细脉带矿体，采区冒通地表后起火黄铁矿、须板为炭染页岩矿石和围岩中
A硫琐发火型"

硫酸亚铁不稳定，再氧化成硫酸铁之后，再分解磁黄铁矿;

Fe,S,+ Fe,(SO,);—→21FeSO,+8S°+O
上述反应生成的S°，一部分升华而出（一般在 120℃ 左右）成为元素硫（或称单体

硫）。
（3）加拿大沙利文铅锌矿硫化物发火都发生在断层、大水流等破碎带。氧化发热最

主要的矿物是磁黄铁矿。以下化学反应的结果是矿石发火的原因，为简化起见∶磁黄铁矿

取FeS 形式∶

FeS+H,SO,→FeSO, + H;St
FeS+ Fe,(SOd。-→3FeS0,+S°

2FeSO,+÷O,+ H,SO,—→Fe,(SO4);+H,O

Fe,(SO.>》+6H20—→>2Fe(OH,}J+3H,SO。
4FeS+ 7O,-—→>2Fe O;+ 4SO,?

HS+丨0-→S°+H0

SO, +H40—→H,So,
Fe;O,+ 4HzSO;—→2FeS0,+S"+H,SO,+H,O

（4）上述化学反应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各个火区由于其矿物组成、破碎矿

（岩）石所处的条件⋯⋯等不同，每一个火区都有自己的化学反应式。由于目前还无法实

际探测发火过程，因此化学反应的确切过程尚不得而知。但是从火区可以找到不同的化学

 反应的产物，如;
硫酸盐——硫酸亚铁、硫酸铁、硫酸铜⋯⋯;

矾类产物∶ 褐色沉淀Fe（OH），水绿矾等;

从火区流出的水中SO;离子急剧增加，pH值降低;

气体产物最主要的是SO2，还有少量的H，S，CO等，

元素硫的出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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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化学反应产物都可证明上述化学反应式的存在。五热量的产生和积聚是矿（岩）
石从自热至自燃的根本原因。

18，2.2 内因火灾矿山的设计程序

18.2.2.1 自燃发火可能纳初步判定
在新矿山设计时，当遇到高硫矿床或矿岩含硫又含碳时、应分析地质资料中的矿岩物

质组份和岩矿鉴定资料，研究地质构造破坏与矿石类型的空间关系等。用类比法初步判定
有自然发火可能的条件是∶

（1）矿床内既有成矿后的断层、破碎带、裂隙带，明显的流水带或硫化矿床有明显

的分带现象，又有以下五项之一者，

致密块状磁黄铁矿型矿石;

致密块状黄铁矿型矿石;
磁黄铁矿、黄铁矿都有且含量较高，

矿石和酒岩中既有黄铁矿又含碳，;

可能崩落的顶板为煤系地层或炭页岩，且其中有黄铁矿细脉及浸染。

（2）发现有经预氧化的敲黄铁矿、胶黄铁矿、白铁矿、元素硫等可能为首燃物的矿

顿;
（3）矿石有明显的氧化结块性，在坑探坑道、民富、老采区内或生产区段有温度异

常的自热区段存在，或发现一定量的硫酸盐、水绿矶等自热氧化产物。

18.2.2.2 内因火灾矿山的设计程序

1。可行性研究阶段
（1）应对矿山能否自然发火作出估计;
（2）提出作矿（岩）石自然发火倾向研究的采样、试验要求（如发现问题早，这一

工作也可在地质勘探阶段进行）;
（3）就可能发火的条件对果矿方法选择、开拓和通风系统等如何考虑防灭火措施进

行论证。
2。发火倾间的试验研究
初步判定新意矿山有自然发火倾向时，应由矿山建设单位委托专门的科研机构，进行

矿〈岩）石自然发火倾向的试验研究。研究报告内容包括∶。

〔1）矿（岩）石的物质组成，
（2）矿区内地质构造破坏的研究，矿物氧化程度，自热情况的现场调查分析;

（3）各类矿岩的氧化速率、燃烧热值、燃点测定，

（4）各类矿物自热一自燃的试验研究结果;
〔（3）、（4）项应与国内自燃矿山的样品同时作对监试验研究，以检查试验方法和

手段是否正确可靠。〕
（5）发火原因、发火机理、发火条件的研究，

（音）开采时能否自然发火的结论意见。如有可能发火时，应对来矿方法和防灭火设

计提出建议。
一般在研究报告确定有自燃可能之后，应由建设单位组织鉴定讨论会。评议试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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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手段是否正确，数据和论证是否充分有理，结论是否可靠。并对矿山防灭火工作提出
建议。

3．初步设讨阶段
根据经审批的自然发火的试验研究报告和鉴定讨论会意见，编制专门的矿山防灭火设

计，主要内容包括;
{1）矿山防灭火设计依据;
（2）对矿山开采中自然发火（区段、规模），防火的主要技术措施;
（3）选择采矿方法的防灭火论证;
（4）开拓、采准、通风设计中的防灭火措施;
（5）矿山预防性防火设施设计;
（6）火灾发生时的安全救护工作;火区开采中的防自嫌，防毒气和防高温矿业等危

客的措施;
（7）火灾监测，工业卫生;
（8）矿山防灭火试验室、矿山救护队;

（9）其他。

4。施工图阶段
按需要编制溅浆、灌液设施的施工.图设计。

T8，2，3 金调矿山自然发火征兆及预测

金属矿山的自然发火，由于燃烧物一般是硬化矿物，所以有大量的Süz和H，S产生，
一般在塌陷坑可以观测到明显的冒烟现象。如大厂细脉带矿体火区，可以看 到从 地面塌

坑，探并出来的液液浓烟到淡青色的气体，SO，浓度以几十到几百Ppm，最浓处达1700
ppm。在坑内也可以阐到火灾气味。如果有炭质页岩燃烧则冒出的气体中可以测到 CO和

CO.
硫化矿石在自热阶段也有 SO，产生。所以观测SO2浓度，是金属矿山预测内因火灾和

确定发火征兆的一种主要方法。
国外某些矿山采用的监测井下发火征兆主要仪表里表2-18-7。

表 2-18-7监测井下色燃的主要仅表

途用仅 表 名 称 及 型 等

用以分析CO、CO，、SO.，H，S等SP-2307气象色谦仪
缫8"用来监测井下自趁发火束 管 法
测温距离达75m，可检测6.1℃的受热物体*普诱贝艾"红外线熟成像仪（莞）
监测淬下自撒"649"型红外蛇热成像仪〈英）
网上MEL1045型直流热成徽仪（类）
阀力a卡瓦胆特"红外摆射指示议（类）

18.3 金属矿山内因火灾的预防措施

避灸内因火灾，必须从开拓、采矿方法设计开始，在开采技术揣铺上和防治技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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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18.3.1 内因火灾与采矿方法的关系

采矿方法选择得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防灭火工作的成败。内因火灾矿山采
用有关采矿方法回采的情况与措施见表2-18-8。

表 2-18-8内因火灾矿山采用下列采矿方法■采的效果表
wpe

应 用 矿 山效 果采矿方法名称 必需的防灭火措施是否发火

湘潭握矿安全围采壁式崩落法 极易发火 灌浆或退在发火期之前采完 

间山疏铁矿安全回采极易发火 消 浆

向山硫领矿，第三共产国际矿安全阅采易发 火 厚度<3～8m时，抢在发火安分段器落法
（苏）期之前采完
下邛若夫斯克矿（苏）

杰格佳尔斯克矿（苏）安全性剂嵌易发火阶段肋喜法 灌浆，抢在发火期之前采完
应改射法

西林铅钟矿（后改为胶结，水上同灌浆，抢在发火期之前采完报易发火阶段矿房法
砂充填法）矿柱大量崩落

潮谭锰矿安全回采 无壁式水秒充填法

西林郁辩矿，捷克利船快矿，安全固果 无胶结充填法
整斯克矿，"十月*矿

（苏）杰格佳尔斯竟矿盖斯克矿安全回来干式亮填后，压浆胶结安全险采矿房干式充填法

由表2-18-8可见，湿式水砂或胶结充填、干式充填、压浆胶结是一种可靠的防灭火采

矿方法。但矿石品位不太高时，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来确定。而分段崩落法只要采取有效

的防灭火措施，一次赖落矿石不多，出矿时间短，坑木消耗少，也可以做到安全生产。
有自热自燃（一般有氧化结块性）的矿石，切忌采用留矿法和大量射落的采矿方法。

如系小矿体或可以分隔开采的孤立矿体，则也可以采用空场法，但应控制一次胸矿量。不

论哪种采矿方法的采场，回采结束后，要及时密闭，切断风流，隔绝漏风。

18.3.2 内因火灾矿山的开拓、采准布置原则

内因火灾矿山的开拓采准布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1）每个阶段和每个采区帮应有二个能随时通行的安全出口;阶段高度不宜过高，

坑内应尽量避免采用坑木支护;
（2）在确定开拓方法、提运方式、井简数量和布置时，应尽 量采用多井筒分散布

置，优先采用无轨斜坡道或斜封的联合开拓形式，尽可能实行分区通风，以减少矿井总负

压和向采空区的漏风;反风装置要可靠。
（3）阶段运输巷道和沿脉巷道应尽可能布置在不可燃的底或顶盘围岩内。厚大矿体

最好能布置成盘区环形坑道，利于隔离某一采区，而相邻采区能正常生产。尽量避免在能

发火的矿体内布置脉内坑道，该少超前切割量和矿柱矿量，以减少氧化发火的机会;

（4）一般采用后退式回来，并力求缩短采准坑道的维护时间，力求减小矿山地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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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矿体的完整性，缩蚀i采场的回采周期。

18.3.3 防火与综食开采技术措施

（1）合理划分采区，矿块尺寸，实行"三强"开采，使矿石在氧化自热、自燃之前
就结束回采工作，并立即封闭采空区。

（2）减少和控制一次崩矿量，因一次崩矿量过大，易引起自热和自燃。矿石在坑内

积存时间不得超过发火期的与～二

（3）对于坑内积存的可以发火的矿石，应定期清理，减少矿石损失，避免矿石损失
积存在果空区自热和自燃，

（4）尽量减少坑木消耗，避免与丢失在采空区的硫化矿石混合，成为最危险的发火
首燃物。

内因火灾矿山综合防灭火措施应用情况如表2-18-9。

内因火灾矿山缘合防灾火措罐应用表 囊 2-18-9

本 阿尔巴尼业铜官山矿
庶潭猛矿 普黄亚尼期向山硫铁矿综合协冶指施

下川铜矿松树山矿

同 左同 左 封闭，无效则灌款阅 左i 去灌火、密闭、槐泵戊!
合芦的通汇系统

同 左月 左同 左"三氯"开采
左问减少矿损、筑木消耗

网 左同 左采难巷道布置在不戴图
岩中

同 左消除空区
同 左防上矿柱塌落

肉 左同 左在发火期之前采宠
水力充填度石二期改为壁式更改矿方法

水砂充填

18.3.4 火灾矿山通风方式选择，完善通风系统和均压通风防（灭）火

18.3.4.1 正确选择通风方式，完善通风系统
（1）自然发火的矿山，应采用压入式或压抽混合式的通风方式。因抽出式酒风会使

火区有毒气体和高退矿尘容易溢入工作面，严重恶化工作面的作业条件，并使主扁遭受酸

雾快速腐蚀;
（2）每一生产阶段，应设置单独的回风道，便于控制风流，隔绝火区;

（3）应经常检查回风风路，尽量减少向采空区的漏风;

（4）正确选定辖扇，调节风门、风墙和风桥等通风构筑物的设置地点，并加强日常

维护管理，避免向采空区漏风。

18.3.4，2 均压通风防灭火
均压（即调压）法防灭火，是在保证回采工作面有足够风量的前提下，调整回采工作

面与果空（崩落）区之间的压力，使其压差接近于零，减少或杜绝采空区的漏风，以抑制

采空（崩落）区内矿（岩）石自热自燃的发展，达到防灭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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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均医法透风防灭火踩理
模据漏风阻力定律;

4k= RC*

(2-18-1)

广中 d*-——风风路两端的压差，Pa
R——-漏风风路的风阻值，N·g·m-3;
n-一漏风风路的流态指敬，π=1～2;
Q——操风风量，m2/s。

n值由风流通过漏风物的孔隙情况而定，孔隙越小，r值就趋近于1，当采取减少通
道、双层密闭加充填等密闭措施后，n 值可取1，则∶.

(2-18-2)

上式说明压差愈大，②愈大。若密闭墙两侧厨处于进风侧，处于均压状态，即4h→0。
则Q→0。这样基本能杜绝漏风，再加其他综合防治措施，就可在防灭火上取得好的效果。

2。儿种调压（均压）的方法
（1）利用局潮和调节风窗调节（均衡）压力;
（2）利用主扇的总风压和调节风窗来调节和均衡压力;

（3）实用风筒使压力均衡;

（4）利用卷道和调节风窗来调节压力;.

（5）利用局扁，调节风窗，并联风路实现调节利均衡压力，
3.作法

在密闭境与火区之间做一道带调节窗的墙，其间称为"压力室"。通过局扇、主扇总
风压，用风筒或风管联通压力室，就能达到均压目的。

4.实训
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设计采煤能大150万t/A，近几年，旧梁城层多次发火至1982年先后形成火区五

处，总面积达60.36万m2，采用均压防灭火，效果较好。通过封堵通往火区和各层采空区的进风通道，

加随鉴修潇风密闭墙，移动位置不当的调节门，建立调风压气室，利用违避管调压，消除主扇风机对火
区的不良影响，改进通风系统，调整主扇工况，火下开采工作面采取以总风压为主的局部调压等形成一

个均压防灭火方案。该方案实施前后13个火区密闭点的温度、压差、气样分析见表2-18-10。

18.3.5 预 防性 灌 蒙

18，3.6.1。预防性灌聚的意义
实践证明，灌浆是阻止矿<岩）石氧化、自热、自燃的一种可靠手段，也是自然发火

矿山用崩落法开采的一道必备工序。它是将灌浆材料——-亚粘土或亚矿土及页若磨细;发

电厂炉灰等按适当固液比制成泥浆，利用井上、下高差或借助泥浆泵威砂泵，通过输浆管

道灌注到可能自燃的采空（崩落》区或其他可能发火的地点，达到预防矿（岩）石自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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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8，3，5.2，预防性温察的优点
（1）灌入的泥浆能将残留在崩落区的矿石表面或矿柱壁包裹起来，填满岩块间的空

隙，以隔绝空气;
（2）能防止矿石氧化，冷却矿（岩）石，减少漏风;
（3）它是内因火灾矿山用扇落法开采的安全保障。
18.3，5，3.预防性温蒙存在以下问题

（1）灌浆区必须停产，大大减少了同时开采的面积，影响矿山生产能力;
（2）增加灌浆工序，使回采工艺复杂化;
（3）在极厚矿体应用时，需在塌陷区打灌浆钻孔，安全性差;

（4）恢复生产时，清泥工作量大;
（5）若不定期进行灌浆，可能复燃。
18.3.5.4 微好颤防性灌踪的措施

（1）必须配备打饺、灌浆的设备和人员;

（2）有火灾征兆或经常发火的采区，应有计划的定期灌浆;

（3）对自然发火，复燃频繁的采区，究竟隔多少时间或采几个分段后再灌浆，需要

根据各个矿山的具体情况而定。

18.3，5.5 实例
（1）东坡有色矿金狮岭矿区是含铅锌的黄铁矿床。矿石氧化自热严重，在1958年对四，五层-次

预防性灌黄泥浆4000m'，漏浆率50??实德2000m2，黄土700m2，达到了预期效果。

（2）向山硫铁扩3操工采区粉状黄铁矿，发火征求明显，1963年7月对该区密闭温浆，从地表共

打钻孔11个，总源2的m，●入泥蒙3805m2，防止了火灾发生，1984年3月移交生产。

东坡有色矿金癣岭矿区和向山硫铁矿3探1采区德浆韵后的测试置料见表2-18-11。

（3）甘霜岛衡矿务局采用黄泥霍蔽已有28年的使用历史，其主要技术措施热经济指标如表2-

18-12。

表 2-18-11■ 款 价 置 变 化台 况 表

瀛 浆 焓谁 浆的参 数区可
25～25，多31,6-33空气温度（℃）

东城有色矿金 无,00012～0.093空气中S0。合量（??
2.5~3.0舞岭矿区五展 1～1,25水 的 pH靠

34℃6o℃空气混度
0.001%,004~0,005%s0,向山箍换矿 0,0047%6,01～0.02%co
0,2%1~2,5%Co,3探1采区 .19X11~13%空气中含氧量

18，5.6 摸防性懂意表盟化剂防火

18，3.6，1。灌石灰水防灭火
在厚大矿体的连续回采区需要防火时，由于不能实行停产密闭灌浆，而采用散开式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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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喜荷矿务局满浆灭火情况我 表 2-18-?2

媒产量黄土? 浆略 灌浆区脱水 时间
池 浆系 数测澳浆制度 然脱水人工脱水能 力 发火情况 灌浆方式

（m'/威本（无）《天》）（天）(×1*t/a)x10*m*)

煤着火点
（1）密闭注浆280"～328℃ （1）采帧预灌

发，火 期 （2）铭卫注聚 0.25最快（2）随采随液～6月 约30256 656 ].5～0。$（1）埋管注浆 皿2/t8~1e最短28天
1949～1983年 （4）明警酒浆（3）采后封闭

发生火灾
442 次

石灰水防火。如大厂细脉带矿体上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采区，由于实行定期大量全面霾石

灰水，收到了防止火区扩大和灭火降温的效果，如表2-18-13。实践证明。敞开式大量灌
注石灰水，开泵后15～30分钟，坑内进路大量下水，停泵后半小时到一小时，进略内就基

本无水。采用这种分区计划灌石灰水，可以不影响生产，能实行边采边灌。

载 2-18-1徽石灰水 防 叉火 数 累 囊

1981 年-1982 年11月
局部灌石灰水目

金火区灌石灰水

在进路内向邀幕区打钻孔，穿在火区上部定期、全面大量灌石灰水籼石灰水方法 进矿体0，6～2m

灌石灰水 43 万t 澈石灰水糟石灰水情况
其中石灰 9】t，食盐8t

11q"～130℃降到60℃左右182.8℃降致6，3℃孔 量
激 70°～8B℃降到37℃进降口出水

由1上开到2～4pH 值
坑内、地面缮坑缺繁孔内均降到5如mSO，浓度

以下
20万t采出高测矿石

大厂细脉带矿体灌石灰水灭火的经验
（1）大量灌石灰水在前三个月是有效的，孔混、出水温度、酸度明显大幅度下降，

三个月后，可暂停藏液，
（2）停止灌石灰水不能超过六个月，否则又会死灰复燃;

（3）大量灌水或灌石灰水后，地面冒烟和毒气下帘现象可暂时消除。

18.3.5.2 阻化剂阶更火
姐化剂是目前国内外正在研究和试验的一种防止自燃火灾的新方法，它对缺水、少黄

土地区井下防灭火有重要现实意义。
1，阻化剂防灭火原理
一般将阻化剂液灌注到采空区、崩落区，矿柱袭隙等易于自燃的地点，阻化剂粘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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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岩）石的表面，构成液膜，阻止矿石的氧化，降低矿石的氧化能力，起到防火作用。
2，阻化剂的种类
目前常用的阻化剂有，氯化钙（CaCl）、氯化镁（MgCl）、钙镁合剂、氯 化镁废液

和炼镁槽渍等。国内外常用的阻化剂种类见表2~18-24。

服 化 剂 种 赞 表 2-18-14

使 用 情 况 及 ，效 果称

氯化钙（CaCln）、氧化帧（MgCis）、氯化锌（ZnCl。）均为良好阻化剂，尤以黑氯化 务（CaCl）
化碎阻化效果悬佳氯化舞 （MgC2）
经试验，ZnCl，20??阻化率可达即0～33，78??氯化愕，氯化性，氯化锌，氯化氯化伟（ZoC4）

铝对烟媒的阻化效果见表 2-I8-15

石灰水浓度一般为 5-12??贵州六被矿用 Ca（OH》，3??井下防火试物，阻化
效果良好石灰 乳
苏联用5～12??度的石灰水。用孔深 5m，压力为1s5×10'Pa 的高压进入媒体。

处理森柱，取得良好效果C(OH);
经对湖南勤梅山矿的高硫媒试验结果证明 CA（OH）。20??阻化作用，Ca（OB）∶

I0 ?起管化作用

经过江西萍乡音的分，湖南杨梅山矿亮硫煤阻化效果试验，水波璃阻化效果良好，

国外有采用氯化钙∶水驶璃=1tL 配成浓度氢-50??常液，对发热的浮煤进行喷测水 农 章
取得良好效果

美国应用5～5??亚碍酸脂与J8～20??二瓢氧三烧基酮的混合液作阻化剂，有亚调破磨与
效地防止了操炭氧化，而阻化剂用量仅是处理煤量的千分之一左右二氢氧三烧盐海
澳大利亚应用四硼酸室被 粉 状 物和水蘑族向缘矿老意发热区喷洒，取得良好的

四码酸氢被
效果

日本曾在实验室伐出了湿洞煤体能力最高的表面活性剂，其中"德办T》是阻化效德办T
果最好的一种。经媒层灌注，阻化效果较盟警（程防炭氨基领酸校）

造纸厂的氯化锌度液，化工厂的氧化模度液，蚂厂的炼横着渣以及石油副产品的敲
其他阻化剂

乳该液等

3。置化剂的应用
利用阻化剂防止井下自燃发火在许多国家已进行了试验和应用。我国对褐煤，烟煤和

易发火的高硫煤进行了大量的氧化和阻化试验，并在辽宁平庄、沈阳两矿区井下进行了阻

化剂防火试验，取得了较好效果。抚顺矿区和乌鲁木齐矿区应用阻化剂防止煤 炭自然发

火，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见表2-18-15。

阻化剂与灌黄泥浆灭火主要技经指标比较见表2-18-16。

18.3.7 其 他 灭 火 推 施

用液氮扑灭井下火灾，在我国还属试验研究阶段，实践还少。在国外已成为成功的方

法，其作法是将液氯压入（采空区）火区，例如苏联普果皮也夫斯基煤炭公司的4号煤

层，液氮通过软管和钻孔进入采空区，总共消耗50t液氮，依靠围岩的热量发生气化形成

43000m'的惰性气体，气态氮驱使采空区混合气体通过采区塌陷裂触流出地表，带走了火

区的热量和CO。注氯20天，井下密闭附近和地面钻孔中CO降至零。将地面襄缝填实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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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生产直到采完，没有发现火区活动的征兆。

孤化啊氢化模氯化锌复化怒对想煤的阻化效果 表 2-18-15

化 剂 阻 化 率阻
矿 名 媒 种

称名 孜 度（?? 用 量（mL> (%)

CaCl，（工业） 4520 56,2气 煤抚顺老虎台矿
ZnCl，〈化学） 20 6B.045
CaCl，（工业） 20 B6,d辽宁 43长焰煤
MgCl。（工业） 85,020 4八道鉴煤矿

,20 65.45AgCl，（工业）南票 长焰煤 45 81.020MgCl，<工业）坪皮沟煤矿

CaCl，（化学） 65。20 45新温 长焰媒 93,7ZnCI.（化学） 45苇词聚煤矿

甘肃 CaCl，（工业） 20长焰媒 72。645
阿干镇煤矿

陕四 CaCl（I业） 45长焰煤 45,720
铜川燕坪煤矿

70.745CaCl （工业） 28长焰煤阜新东梁殊矿

注，操样70，粒度0.85~0。66m皿、空气流量160mL/mini00℃5h，

囊 2-18-18阻化剂与薏票物灭火比象表

擅 浆 防 灭 火阻化剂防灭火比 较 项 目

在金属矿山和媒矿应用防灭火效果均好在邮分媒矿试甩，防灭火效果防 灭 火 情 况
好

8kg/t(0,07m*/t) 0,25m*/t单 位 消 彪 量
29tg/t（先注水）

800~46m*/kt.2m*/kt单 位 消 耗量 100~120mt/k《衡环使水）

1&，09万无好 贵① 0.919S万元经 济 0.42元/t单位成本② 0.328元/t

，忧点，优点;
（1）黄土可就地取材;（1）防灭火效果好;
（2）能填充发火物空围，封闭、限离火（2）不需停产，封闭，对生产影

区;响少;
优 缺 点比 按 （3）在金具矿和煤矿都有成熟的经验，（3）对井巷污果相对少;

缺点，（4）耗水少，不要贫土
（1）意浆时要蜡阔程遭，影响生产（8）工艺简单，成本能
（2）制浆系统投资软高，焕点，
（3）耗水量大。（1）在金属矿山尚触乏使用经验

① 摘自阿干镇蒸矿贵务，表中投资为莱项夹火费用，;
② 表中单位成本为铜川矿务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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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预防性灌浆设计

18.4.1 防火鄯聚设计体蠕和内容

18.4，1.1 基墙资料
（I）矿<岩）石自然发火倾向试验研究报告，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矿（岩）石含硫

量、含碳量，矿物组成，矿石组织结构，能够自然发火和不能自然发火的矿（岩）石种

类，发火期等论证及测试资料;
（ 2）能够自然发火的矿体或采区的位置和赋存要素，
（3）矿山开拓、通风、充填系统，采矿方法，采准和采区布置量等图件;

（4）矿山规模、火区产量，矿山工作制度，
（5）可选灌浆材料的质量，数量、开采条件及采土场与并口，宣口工业场地的位置

关系。灌浆材料开采场的地质和勘察资料等。
18.4.1.2 防火源蘖设计主要内容

（1）灌浆方法及系统的选择论证;

（2）灌浆材料选择;
（3）灌浆材料开采、运输，泥浆制备工艺流程，泥浆厂设备配置;

（4）坑内灌浆方法，注浆点网度及灌浆参数计算（每日灌浆量、用水量、用土量;

一次灌浆总量、时间⋯）;
（5）灌浆管道系统和管道布置设计，灌浆管道（管径，壁厚）计算，泥浆泵选型

计算;
（6）灌浆工程布置及工程量（坑道和钻孔）计算，

（7）预防性灌浆投资概（估）算，成本估算，

（8）绘制灌浆系统图，灌浆管道系统图，密闭、隔增等图纸，

（9）预防性灌浆设施设备表;包括帖土采掘场，泥浆厂，输浆管道，供水管道，穿

孔及其他设备。

18，4，2 预防性着篆系统及方法

灌浆系统可根据矿体埋藏条件、采区分布位置、灌浆量的大小和取土距离等条件，采

用集中灌浆或分散灌浆两种方式，通过技术经济比较选取。

灌浆方法与发火矿体的采矿方法及采区位置密切相关。

发火矿体如埋藏较浅，距地表在100m以内，通常可以通过地面打钻孔，甚至在 崩落

区内打钻孔的方法进行预防性灌浆。如果矿体距地面100m以上时，一般应采 用类似充填

管道系统的方式，通过灌浆管道至井下发火矿体附近，再采用坑内打钻孔或从脉外，脉内

坑道和专门的灌浆坑道，构筑密闭隔墙，对采空区或崩落区进行预防性灌桨。

18.4.2.1 采后灌蒙
金属矿山多采用此法，在采区或其一翼采完后，将整个采区封闭灌浆。灌浆工作在时

间和空间上与回采工作分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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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空崩落区的周围通过石门、平巷、天井向采空区打钻孔，灌浆之后，在未采区周
围形成一个泥浆防护带。

钻孔间距一般为15～20m。

急倾斜或厚大矿体分阶段回采时，用阶段崩蒸或矿柱大量崩落法，该矿体的整个阶段
采完封闭后进行灌浆，灌浆高度15～20m。如苏联乌拉尔的一些铜矿，预防性灌浆后就可
使下阶段回果时不致发火。捷克嘉尔矿一次防火注泥浆5～8万m2，时间20～25天。两次注
泥时间间隔2～3年，下部中段崩落法回采时谱温量为每月0.33°～1.5℃，注泥防 火是成

功的。
泥浆在采空区内的流动距离，决定于矿体的倾角，霄落岩石的岩性，冒落时间和泥浆

浓度，一般泥浆流动距离可达60m以上，但如为泥质页岩一般只有30m左右。

18.4，2，2 随采腱灌
多用于缓倾斜薄矿层壁式崩落法。随着工作面的推进，同时向采空区灌注泥浆。在灌

浆工作中，灌浆与回采保持有适当距离，以免藩浆影响同采工作。

打钻灌浆;在运输巷、风卷或专门开醋的藩浆坑道内每隔10～15m向采 空区打钻灌

浆。钻孔直径75mm，灌浆钻孔必须打到已冒落的采空区内2～6m，并在打完钻孔后立即

下套管以利液紫。
随采随灌也可采用预埋管灌浆方法。放顶前沿回风道的采空区预先辅好满浆管，一般

预埋5～8m钢管。预埋管一端通采空区，一端接腔管，胶管长一般20～30m，放顶后立即

开始灌浆，随工作面的推进，按放顶步距用回柱绞车逐渐牵引整浆管，牵引一定距离灌

一次浆。

18，4，3 重浆参数计算及酱择

18，4，3.1 灌浆系统工作制度

（1）年工作日一般为300天。灌浆任务不大的矿山，亦可组织"季节性"工作制度，

即在需要灌浆的几个月内连续工作。
〈2）每天工作班制视发火严重程度而定，一般为二班制，纯灌浆时间每天为10小

时;发火严重时需三班连续灌浆，按15小时计。

18，4.3.2 灌浆警土量

（1）年需土量为
(2-18-3)2.=eV

式中 （。-—年需土量，m2;

e——泥浆漏失系数，e=1.05～1，2，与密闭的质量有关，

-——需注浆崩落区的孔隙度，参见表2-18-17;

V——-需注浆崩落区的体积，与火区的规模、采矿方法、灌浆材料等有关，一般>

采出矿石实体的0，3～0.5（据苏联专家讲学资料）。

（2）年需土量也可按下式计算，
(2-18-4)Q4=kVc

式中 （2———年需土量，m*;
Vc——-发火矿体的年采空区体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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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 故 尔 铜 矿 ε 卖 验 值 袭 囊 2-18-17

倾 急 ε 与 回 架 结 東 时 间 长 烟 的 关 系矿体原
6月-Ⅰ年(m) 1～5年(°) 6 月 >5年

0,3~0.1 0.1~0,060.<~0.340~90 0.7~0,8 0,4息～20
0,08~0.020.3～0.056.4-0.30.7~0.8>20 40~80 0.看

k———为灌浆系数，金属矿山k=0.1左右。
干式充填法在进行预防性灌浆时，需要薹浆的容积可按（1）充填未接顶 的 顶 板空

间容积;（2）与灌莱区连通的坑道容积，（3）充填料的空 隙 率（见表2-18-18）进行

计算。
囊 2-18-18充填料的空撒率（千式充填）

讼散 系 数 空 障 率 填 料 名 称

1,0-1,07 0,08～0,07砂，亚粘土1
1。20～1,30 0,2～0.3黄土，土状亚粘土，中粒和细粒砾石<15mm2

0,14～0,281.14~5,28砂和植物土、带碎石的察慎土和亚粘土5
0。3~0,31,24～1,30配粘土，带碎石陈石的砂质粘士和粗尊石

1,26-1,82 0.48～0,32油性粘土，含46??下的碎石和巨隔亚粘土
0，88～0，即71,3-i。37泥质顶者，含有巨球的粗感石泡质页岩蛋白土
0.30～0,4B1,30~～1。45页当，石灰岩，赵质胶辅砂岩，灰资B结磁石，右青7
0.45～0.61.46-1.50各种坚硬岩石

18.4.3.3。B取土量
《2-18-5)Q4 =?m-￥4

式中 Qs——-日取土量，如2，
?——取土系数，一般为1，1～1，3;
m--一富余系数，为2～3;
Q。-—年取土量，m2;
n-年工作天数。

18.4.3。4 蕴象翻液比的确定
灌浆固液比与灌浆目的是充填空隙还是包裹矿岩块、灌浆方式、输紫倍线和灌浆材料

性质等有关，必要时通过试验确定。

几个矿山蕴浆的固液比见表2-18-19，2-18-20。

18.4.3.5 用水量
;日制浆用示量为，

<2-18-6)Q-.1=Q.o
式中 ②-——日制浆用水量，m*/d;

6——原液比的倒数。
日灌浆用水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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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 2-18-1凡个矿区环防性满禁的显液比

灌菜 修 况矿 固 液 比序号 封 间区

11个钻孔向崩落区温洞装305m21g肉山硫铁矿 1163年
1 ~8月81采区

?个钻孔向老硼灌泡浆1955m侧酸松树山 18日4年
2 18~3.6铜矿老雨，5，6矿块 9~12月

4个钻孔肉采场温尼秒浆717mt铜像松树山5m阶段，2号矿桂 1985年 1n1
3 10、H1月

地鄙钻孔灌泥浆50万m*苏 联 1948～1858年 131.3~1.6
《 克赢尔阴矿

在统内由下肉上时粉落区压力膜五十年代 11~1,2 喉
浆，灌采出矿量的10~26%捷克畜尔

豪 2-18-20我国几个煤矿的随蔡国滚乏

明说安 季直;矿 井 名 称 般

加氏注浆时为1·5~1·奋密衡局一矿 123～10112-1+81n3
二号拌与四号#条件相同ht3-114客费局二矿 12~13133
弱黄河水灌浆石喷山局-矿 1P10147~18

石嘴山局二矿 16～18

大 筒 局 1x115
电厂护灰渗浆开流磨山矿 1101:71s7-118

开潦赵各庄 1.5 liA～1r10107～118
煤层倾角10°~25*，K，116～自110116-8证源局
踩层倾角25*~40"，K;113~5

1n6要庄冀庄矿 Lof 14

温 南
兔面加压输送1t41:3谢家集二，三矿 112

页岩制浆英暮杉术树露矿 1.4～1·6

(2-18-7)Q= K.(.
式中 Qu——每日灌泥浆用水量，m2/d;

K——用于冲洗管路，冲刷地板等备用系数，K。=1，2～1，5。
如果崩落区内已经发热，在预防性灌浆前应该大量灌水，灭火灌泥浆前需大量地灌水

降温，故设计供水系统时，应留有足够的余地。

18.4.4 章 浆材 科

18.4.4.1 对漏猴材料的要求
（1）颗粒应小于2mm，而细小颗粒50～5μm（0.05～0，005mm）者应不少于80??

（2）主要物理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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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为2.30～2.80t/mn2，
塑性指数I，= 5～23J

胶体混合物不超过30～35??MgO含量）;
容易脱水并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3）不含（或含极少）可燃物。
18，4.4.2 液家材料的选择

矿山常用的防灭火灌浆材料，一般多用亚粘土、亚砂土（轻亚粘土）。因它容易输
送，容易脱水，具有可塑性和一定的稳定性。在缺粘土的矿区可利用页岩制浆或利用发电
厂炉灰等代替。土的分类和各项指标如表2-18-21。

各 赏 土 的 各 项 智 景 泰 2-18-21

室性指散 粘粒估量客 重/m2
土的名称 畜 度

<评mY。实 密 多中

30～助??上,>17粘. 土 2。12,662,74
10~3%10<I<r亚 粘 土 2,00 2,12,7]

a<Ip<ID 3～10%轻亚粘土（亚砂土） 1.95 2,02.70
细砂土 1.92 2,0

<3%中砂土 02.b砂{ 1.94 2.0
205粗砂土 1.98、

泥浆材料应避免使用纯粘土、纯砂土、岩石风化土、含腐植质很多而密度很轻或含大
块泥团的粘土和胶体混合物含量大于30??粘土。

18.4.5 混 燕 制 备

金属矿山泥浆制备与煤矿不同，煤矿的泥浆多用水枪采制，泥浆浓度很小，固液比为

1;7～114。金属矿山泥浆固液比多为11～13。因精土粒带负电，而煤块本身带正电荷，
煤表面容易附上一层粘土泥浆薄膜，达到隔离氧气作用。而金属矿山黄铁矿块带负电荷，

难附上粘土薄膜，需把采空区矿岩的空隙充满。在满足输送、易于扩散的前提下，泥浆液
度越稠越好。

泥浆制备系统一般流程是，采掘泥土—→运送泥土到泥浆厂—→泥浆厂制浆-→泥浆

输送→>注浆。

】8.4.5.1 滤察厂

泥浆厂一般可分贮仓设施，揽拌设施和泥浆系〈或砂泵）输送三部分。

1.贮土场
容量按5～10天用土量计算。用电耙或推上机将黄土送进3～10m2料仓，料仓上设控

制格筛，筛上部分送排弃场舍弃，筛下部分由给料机和胶带机输送到泥浆搅拌池。

2。泥浆搅拌池

1）泥浆搅拌方式
分为卧式泥浆搅拌机和泥浆揽拌池上机械搅拌两种。前者适用于灌浆量较小的矿山

制浆规模大的多采用搅拌池机械搅拌。机械搅拌按其机械的运动方式，又分为固定式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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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式两种。
2）泥浆搅拌池的容积

泥浆搅拌池的容积一般按2h灌浆量计算。
3）泥浆搅拌池布置

泥浆搅拌池宜分成两格，轮换使用，且向出口方向有2～5??坡度。在泥浆出口处须
设置竖格筛，并有运送渣料的小车成矿车。

图2-18-1为淮南矿务局大通煤矿泥浆厂泥浆搅拌池布置图。矿井灌浆站设在工业场地

的副井附近，水源为井下排出的废水，由工业场地以外采土杨采下的土，经专用轨道将黄
土运至泥浆厂倒入泥浆搅拌池内。

0.0～0.05 LI
I-I

4 三号池

图 2-18-1 泥浆缆拌德布置
1-泥浆搅拌池;2-窄轨铁路，3-供水管，4-搅拌机轨端，5一阔板，s~道岔;7一竖格筒;8一

管头筛;9—电动机，10一胶带轮;I1--.板车

泥浆池采用料石右砌筑，分为两格，一油存土授泡，一池进行搅掉，轮换使用;泥浆池

池身长20m，宽1m，深1m。
黄土经浸泡2～3小时后，待土质松软即可进行搅拌，泥浆搅拌机为行走式。泥浆浓度

由供水管的控制阀调节。泥浆搅拌均匀后，经泥浆池出口通过 两层孔径分别为15mm和10

mm的过滤筛流入灌浆管，然后送至井下瓢浆地点。

3。泥浆搅拌机
（1）固定式泥浆搅拌机，见图2-i8-2。

（2）行走式泥浆搅拌机由电动机、减速器、行走机构和搅拌机构四部分组成，如图

2-18-3所示。此种搅拌机采用者较多。其搅拌机技术规格见表2-18-22。

4，集泥池
为便于泥浆泵吸送泥浆，应备有聚泥池。集泥池根据矿井具体条件就地取材，砌筑

而成。
集泥池大小，一般按泥浆泵10min吸泥能力作为计算依据。

集泥池上应设格筛;集泥池底部应有5～10??坡度。

集泥池深一般为5～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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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铁板舞持
的回转体

圈 2-18-3 行走式泥浆搅拌机图 2-18-2 固定式泥浆搅拌机
1-电动机，2-伞齿轮，3~胶带轮，4一行定轴;1-电动机，2-滤波器;3-伞齿轮，4-叶片;

5~法兰盘;6-一铁管，7一同转体5~输;6-泥浆握拌准，7-机果;8~进浆警，
9～出B浆管

骁 2-18-22行走实据账握律机技求集格

射 矩 度 │走轨 题转 速压功率 搅拌能力 宽 度高 度搅拌轮
听转速 m/mfnm 双的单Ma 西Dn班mCr/mim)v)&kW)

2730 251340780110668o65220

18，4.5，2 泥浆厂的工艺流视
（1）苏联产量为300m/d泥浆厂工艺流程如图2-18-4。

控制格簿250×250mM.
>250mm

料仓 3 ～10m3
皮资运输包 B =b00~700mm进弃场
分脱程

控制精螂100×100mm 迫制格师100mm、

二次性__.三次，沉渣
二达教控三次揽

基滤浪

砂泵成泥浆黎砂系波泥浆汞

图 2-18-4 300m*/d泥浆厂流程图

（2）松树山矿区50m2/d泥浆厂工艺流程如图2-18-5。

松树山泥浆厂分二个台阶布置，高差8.9m。粘土从采土场用0，4m2端卸式矿车送到卸

土平台，通过100×50mm格筛卸入12m2容积的料仓，可供搅拌机使用 2，5h。中间跨为

三层厂房，其中上层为50×50mm格筛和漏斗仓，中层安装二台卧式搅拌机（规格见表2-

18-23），下层为泥浆池和泥浆泵房。粘土经料仓在出口处用水冲土入第一搅拌机，进行控

制搅拌。成浆后经溢流管进入第二搅拌机，进行筛析搅拌，制成的泥浆沿其底擦的U型控

制警（筛孔4mm）经瘤槽流入两个4m'泥浆池，供泥浆泵轮换使用。在泥浆池上有2×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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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土采场
o x50mm格雌进下供水

水__料仓（12m3）
，二50×50格师
看斗仓

二太撑拌

二次赏学

道固快水 m2纪浆池
泥表覆 班嘉

困 2-18-5 50m-/d泥浆厂淀程图

的格筛除去粗砂和草根，池底有5??坡度并设排出管。投产后又补设脱砂泡进行脱砂，
并在泥浆池内装入"T"形压风管，使其不致沉淀。

灌浆管道、泥浆泵和砂泵选择计算参见本卷第二篇第十三章及矿山机械卷。

泰 7-18-23跟 累 量 铮 机 披 术性隐

第二型拌祝能性 "（控输）"

800150日处理量（m"）
3B0350锯水量（m'）

120×400a30×B3人口尺寸（am）
4150基流口尺寸（mm）

AO-78-8AO-785电动机型号
114电动机功率（kW》
15166传动轴转数
8217$60最大外型尺寸 长（mm）
231B2377宽（mm）
91315钟0高（m西）

18.5 炸药自爆及预防

炸药的自嫣事故，一般发生在能自热的硫化矿体内的爆破作业中。这是有内因火灾的

金属矿山特有的安全事故，对人员安全威胁很大。
自媒机理的研究，目前尚无明确的结论，故只能深入分析事故产生的条件和原因，据

以制定一些操作规程、制度和措施，预防自爆事故的产生。

18.5.1 围内当簿事故实例

国内发生炸药自燥（或称早燥）事故的矿山简况如表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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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分矿山炸前虫果事故窝况 泰 2-18-24

自 爆 情 况 官熹范果作业横况自爆地点 自晶时间自爆矿山名称序号

.13人在距自炮孔二排共22孔，观8~无摩芒分段制1952年a月侧坑矿太厂矿务（仗）
燥点m处休25m，囊试验GL-L4炸落法，火区进览0分段 24日局教坑善矿
息，装药时有药60lkg，导爆震孔外火四采崩矿，前排026进路
50余人在场，雷管起爆，全都葵完后-中糜乳，后排大
未发生伤亡小时自谦。孔盖120℃孔柱状药包

无伤亡孔深14m，装影爆索，无底柱分数崩i24 采场 78年间山】r稳铁（肉）
炸药爆燃喜法压气粉状装1

黄

试 验进行自爆试验，眼深同 上1964年向山硫委《周）
无街亡1.25m，孔握7℃，软4元月11日矿2 个孔，2小时后炸药冒烟

三个孔，前二孔韩完两， 见出黄烟人浇孔菜矿，柱1963年向山脆铁（向）
致高7，无伤狭第三孔时自燥状药包火雪需越矿
亡愚

人员发现曾深孔和刷室燥破，装完中源乳，分段196o铜山矿例验有色《铜）
煨，紧急撤高防，人员吃饭时发现-个潮落法。往状药4 号矿体金具公司，
无伤亡硐室目烟，后向爆包，电冒雷铜山矿

无伤亡17个孔。早班莫菊，孔淡孔，火重管18&2年制山矿的山78销隐有色
深1，4m。我亮8个孔时青捆洗面一次电点5月20日号矿体振卷14穿金属公司制
5个孔国烟而自爆，装药火起爆山留
到冒烟40分钟

无伤亡深孔爆破，柱状药售，中源孔分股游74年病dr矿s号矿两 上(WD
女薄温度8℃，孔先冒烟幕法，往状药电体
石良燥雷管

轻伤二入在装岩过程中捕心-残浇孔火雷管，19B2年钢山矿教山79°网 上（调）
黏自爆，装药后约3~小揭进而一次电点月5日矿体探卷14穿. 时叫您火超操

三条半散痴，1、2m孔 无伤亡浅孔自爆试当领山矿的山14 82年8月同 上《侧）
深（24.5min后婚是现场试验号算2"孔
1号孔，孔底?4℃， 无伤亡自燥试验，141BB2年白源试验前山
FeS,17.78?e*+穿浅孔散装族松5月17日-7*矿体-46M阶
Fe*⋯，1，2??小时后上腈炸药，无雷管3月9日段
升到280℃，炸药亮。（16°穿试验无反
5导礼，装药后1.40，孔应）
温由15℃上到210℃，炸
宽和导漏线烧亮。号孔我
炸药和雷管8秒达40℃
以上，数秒后，一超愚炸

无伤亡三排孔4个，费药中，中深孔患破1978年铜腹有色 -38m阶股4*() 端2号孔W烟，半小时后量室思破3月81日商柱公罚钢官山
筒爆11孔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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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 引起炸药息巅的原因和预防

18，5.2.1 炸药自爆原因的几种认识
从自爆实例来看，由于情况各异，对自燥的原因的认识也不相同。归纳起来，有三种

看法，
（1）硝铵类炸药与孔壁直接接触，当Fe*++Fet*黄铁矿与水分达一定 量时产生

自燥。
矿石中的二价、三价铁离子与空气、水接触后产生硫酸亚铁和硫酸铁，又与黄铁矿作

用产生硫酸，炸药中的硝酸铵与之反应，产生大量的气体与热量，使孔内温度不断上升，
炸药的燥燃点下降，从而引起自燥。自爆三要素值如表2~18-25。

我 2-18-25自德三郭意痕徽表

t，，份FeS，含量然高平景据 出 单 位

一急在熔孔内章样3~16武 安 所 0,3
0.782向山藏铁矿

悔山硫铁矿的经验认为∶三要素中，二价、三价铁高子之和是决定因素，矿石品位
（FeS，），温度和水分只是重要条件，在具备自燥条件的炮孔中，只要不填塞炮泥，不装

雷管并用导爆索起燥是能确保安全的。
（2）孔底高温是引起炸药自爆的重要因素。

铜山铜矿和大厂铜坑锡矿的自爆，与自燥三要素提法不尽相同，认为孔底高温是明起

雷管自爆的重要因素。
自爆与孔底高温的关系见表2-18-26。

损 2-18-20当得与温良的关薪我
很_度化 学 含 量 是杏自需矿 山 名 称 或孔胺温度FeS。〈%)p*+F*(%)

官 爆a0℃17,23大厂细脉带矿体

良鼎74~115℃3.A-40m 14穿
无低较高制山 -4m13.35穿
自醇>150℃试验2号岩石炸部
商婚>107℃肉山 试验B号火雷管

电煤>188℃地面试验火雷管
自爆>199℃ 上，电雷管钢袭 自烯>10s℃并下试验火雷管

（3）矿石水份中含酸量（pH值）的多少是引起炸药自爆的本质。

从铜官山，向山、新桥硫铁矿12个样的试验来看（矿样与确铵炸药的接触试验和温度

与矿样水溶性PH值关系的试验），铁离子高的矿样并不反应，而含硫只有5.61ЫFeS，仅

9.78??3*样与炸药接触，却发生剧烈反应。而向2、向 3及 新1矿样的pH分别为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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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和3.98，在80℃的条件下与炸药发生剧烈反应。说明水溶性pH值高低是炸药 与矿样
接触能否起反应的决定因素。

18.5.2.2 预防炸蓄自爆的措簇
肉山硫铁矿和大厂长坡细脉带锡矿预防炸药自燥的满施如表2-18~-17。

囊 2-18-27向山、大厂预防炸黄色爆洽施表

措》矿 名 孔底 温 度

普遇法纂敢<60℃黄

（1）导幅素起燥
>60℃ （2）药卷用双层皇料套包凝成用沥青牛皮纸包捷

普温法焦敬，仍用装丙遇装粉药<60℃大 氧体激电?_H____——___———
（1）导燥肃起意，

>50℃ （2）双层时热隔高包装炸砖

综合各矿的经验，预防炸药自燥有如下措施，
（1）采用坚固可靠的包装，以使炸药不与孔腰直接接触，避免化学反应。

对包装的要求∶耐磨、耐冲击、耐温度及密封性好。如朝山矿炸商包栽，采取牛皮纸

却石蜡，外面再包0，4mm厚的玻璃丝布，既耐磨，又隔热。大厂铜坑高温爆破用双展耐热

隔离包装;内包装为耐热塑料袋;外包装用多层马粪纸涂耐热胶。80×00mm药卷;耐

热160～170℃，抗压能力>700×9.8N。
（2）孔内不装雷管，改用导炉寮起焊。因雷管的攒燃点为180～180℃，面导黑索

的爆燃点为230℃，但不能用涂有蜡的导燥索。
（3）孔口不堵塞。因为自燃之前孔内会冒淡烟一棕色浓烟。从霄烟到响炮约经5～

30min。不填炮泥时，一旦有烟，可组织人员撤退，避免伤亡事故。铜山、铜官山和向山

的几次自爆未造成伤亡，就是因为看到了冒烟，人员撒退及时的缘故。

（4）因自燃有一个热反应或化学反应过程，要使轴药作业在反应未完、自筹以前蜻

束。铜官山矿规定原则上控制在4以内，最好降到一小时以内;商山矿规定50～60℃的工

作面，骏药时间不得超过一小时。
（5）搞好撤退的安全路线，设专人观察炮孔冒烟情况。一有险情，立即发令撒退，

能快而不乱。
（6）实施湛浆或灌液、慕氮等防灭火措施，使孔溢大幅度下降，配合其能高温燥破

措施，能预防自塌。
（7）建立监测和研究的专门机构对有可能自爆的区段应进行炮眼取样监测、孔温监

测对自爆机理和防自燥的措施进行科研攻关，以采取针对性强的防自婚措施，以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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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概 述

联合开采是指在同一矿体范围内（沿走向或沿倾斜），既有露天开采又有地下开采，联

合开采的方式按其生产发展情况有如下三种;
一是全面的联合开采，即是从设计（矿山生产）开始即考虑采用露天与地下同时开采。

二是初期采用露天开采，生产若干年后转为地下开采，在露天转地下开采过渡时期的

联合开采。
三是初期采用地下开采，因地下开采贫化损失大或存在内因火灾等等情况而转为儒天

开采，在地下转露天过渡时期的联合开采。
应用那一种联合开采方式，主要取决于矿床的赋存特点及采矿技术的发展水平。露天

开采技术比地下开采易于掌握，因而只要上部矿体的露天开采具有较长的服务年限，除特

殊情况外，一般不再考虑在深部同时进行地下开采，所以，全面的联合开采在我国应用很

有限。不少矿山，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开采初期，用地下方法开采，而近几十年内，转而

上部用露天开来剩余矿量而深部又转入地下开采。在苏联，近些年来，对采用全面联合开

采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包括过渡时期联合开采），已成为某些矿床开采必不可 少优先研究

的方案，它能最大限度的强化矿床开采;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挥矿山必须的生产能力;能

保证较充分的回收矿石储量，扩大贫矿（特别是初期）的开采量;对露天矿的废石排除，

环境保护有更良好的前景;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显著提高基建投资效果。因而，联合开采的

问题亦应引起设计的重视。
本章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以露天转地下开采《存在过渡期的联合开采）为重点，介绍

联合开采的特点、要求和存在的某些技术问题及各种方案的实际应用。

19.2 露天转地下开采

19.2.1 特 点

（1）由露天转入地下开采的矿山，一般多是已用露天开采多年，已形成了完整的生

产系统和生活福利设施，如选厂、修理厂、供电和供水管网以及露天坑等。因此，转入地

下开采时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利用这些设施，注意研究通向地表的井巷位置，过渡时翔的

露天开采运输系统，地下采矿方法等方案。有条件的矿山，应在上部露天开采设计的同

时，即统筹研究今后如何从露天转地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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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浅部用露天开采的矿山，深部矿体地质勘探"宠往往不足，需在露天转地下过
渡之前，充分研究地质资料，必要时，提出补充勘探工作。

（3）露天转地下开采的矿山，地下开采的工程量相当于一个新建的地下矿山，也有
一个工艺熟悉的过程，过渡时期的建设周期较长，因而，必须充分研究其持续生产和提前
开拓问题。

（4）由露天转地下的矿山，一般随着地下回采的下降，在地下开采的上部逐渐形成
塌陷区（除充填法外），并有较多井巷与需天采场联通，因此，在过渡时期出现通风短降，
漏风严重或使露天大爆破有毒气体侵入井下巷道，以及在地表集中降雨时，引起地下短时
迳流量大等。故应根据矿山特点，充分注意研究通风、排水和防洪设计。

（5）露天转地下开采的过渡期间，露天开采已向深部发展，地下已开始生产，形成
一些开拓井巷和采空场，要充分利用这种条件，研究过渡期的联合开拓，矿石和废石运输
系统以及采矿方法等方案（特别是对过渡期较长的矿山）。

国内外露天转地下开采生产矿山情况见表2-19-1和表2-19-2。

表 2-19-1■内 黑天 转 地 下 T山 开 张
过鼻弱限，模规 地下开拓方式 过渡期地下采矿方法矿 山 名称 (t/a)

初期分段空段法（后改场外主副井
12 《有停额）30 万氮尾山铁矿 分段崩落法）场内风井

分段射落法杨外主副井30 万冶山铁矿
分段空场法50万-60万 辐内赏斗并、辅嘱共金岭铁矿铁山区

已有坑内矿胶结充填法场外主鹏井35 万铜山矿铜山区
实为联合开采度石充填法需天潮井下放混合井联-.调官山铜矿 合开拓----
南露天5

阶段置制膜蒿法辐外主副井78 万 北露关6.5松树卵矿

8场外竖并开拓10 万红安藏石矿
9 （设计）分段崩落法场外主氰并开拓100 万白银折康山钢矿
4～8分段崩落法场外主副井10 万板石沟铁矿

分段道落法场内平酮30万~14万海城滑石矿
5（设>下向教站充填法30 万 场外竖井红族蚀镍矿

注;该表除证妻鲍雏矿由无意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提供外，均由鞍山黑色冶山矿山段计研究院和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

究洗调查整理。

19，2，2 靠天转地下开采时应注意的安全问愿

（1）为避免或防止露天爆破对地下井巷和采矿场的破坏作用，在地下工程与雾天采

场底之间应保持足够的距离。临近露天底的穿燥作业不要超深;控制露天爆破的装药量，

采用分段微差爆破，挤压燥破等减震措施，避免使用硐室燥破。同时还要防止露天与地下

爆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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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外都分舅天转地下矿山开采 囊 2-19-2

过改期限地下采矿法 资料来源并新方式矿山名称 (t/a) （年）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充填法、分段空场法19场外竖井附果K8moto矿 800 万 1976院译《联合开采

兰州有色冶会设计研究
阶段置制崩常法场外整井 15苏联高山铁矿 440 万 院译 〈联合开对》*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腐非Koffierotein金刚
解3披道，竖井>300万 院译《联合开采》*石矿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留矿法事后充填，后
斜坡道，竖井 1952～1852200万~2400万璠典Kiruna 铁矿 院译《联合开采》*改分段崩落法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分区过度阶股强制静落法竖井，斜坡道>300万加拿大Frood stobie 院译《联舍开采》"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竖井、溜井
9陈编《国外金属矿联合开1930～1969联合开拓苏联阿拜岗斯基矿 150万～200万

来》

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阶段骚制顺落法 50院瘤《留外业属矿联合开LB46～196o院皮带鳞井150 万加拿六Stebior铁矿
采》

分段空场法事后胶继 1975年
1969～1976逐井、斜坡道400万～700万加拿大Kdcrek 《CTIM-Bullettn》态填法

1986,6苏联KpMBoporckm 15～20竖 井 强制成落法 《国外金属矿采矿》铁矿区
《Australaa MiO-澳大利亚KingIsland

ging and Metalur-1~2点柱充填法斜坡道20万~40万钨矿
gicain1381
《Australasia Min-矿房空场法，矿柱崩

ingand Metallur-!竖井、斜坡道落法170万～250万镇大利亚Mount Ly-
gical》1981elt钢矿

《国外金属矿山联合开采》

（2）过渡时期的地下工程作业应不影院露天作业的正常进行和安全生产，注意与露

天采场作业的密切配合，研究合理的回采顺序。露天矿边坡下的回采，采用由两端向边坡

推进的回采顺序，露天坑底与地下采场之间留有必要的境界顶柱和矿房间矿柱。

（3）建立必要的岩石移动观察队伍，掌握一定的岩移观测手段，随时掌握地下采空

区上覆岩层的移动规律，确保露天边玻和生产作业的安全。
（4）在地下开采岩体移动界线以外的来水方向上，应采取措施或增设防洪堤、截水

沟，拦截地表迳流经露天采场涌入井下，在地下与露天构通的井巷或采空场要采取防水措

施，必要时，设置防水闸门。要确保水泵房的正常运转和防止泥沙水突然溃入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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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露天转地下开采过渡方案

根据露天转地下矿床的赋存特点，矿体价值和开采技术条件以及露天矿地面设施的布
置，露天坑开采的具体特点，研究确定过渡方案。一般要求∶在露天转入地下开采时，能
够保持矿山的正常持续生产;安全性好;建设周期短和投资省。一般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
来确定。

国内露天转地下矿山基本系采用在露天坑外建主副井开拓，分段空场法（留矿法）暂陶
临时境界顶柱和分段崩落法（阶段崩落法）不留境界顶柱开采方案。

19.3. 过波期圆采方案

回采过渡方案，系指由露天转入地下开采的过渡期间，为了矿石产量持续，在地下开
采的上部边界与露天底（边坡）之间，根据矿床的具体条件，在露天开采的同时用某种地下

采矿方法回采一定数量的矿体储量。
19.3.3.! 分段空塌法（留矿法）理境界顶柱方案
当用分段空场法（留矿法）在境界顶柱以下回采矿体时，境界顶柱的回采是在露天开采

结束后进行的。如我国风愚山铁矿，1973～1976年由露天转入地下开采的过渡期间，在露
天坑底留设7～10米厚境界顶柱，地下用深孔留矿法回采矿房，暂留矿柱。回采以后，放
出30??右的矿房矿量。待露天采矿作业结束后，再放出其余存隆矿量。放矿阶段，在拉

底水平以上留6～7m厚的矿石缓冲层以保护境界顶柱等矿柱回采的安全。然后再用YQ-100

型钻机从露天坑向下穿孔爆破境界矿柱，并在燥破矿柱的同时，崩落一定数量的顶盘围岩

形成覆盖层，以后转而应用阶段崩落法回采，见图2-19-1。

7敏sRe

号
12

Z--I

图 2-19-1 风愿心铁矿露毛转地下开采方案

1-脉外运输平卷，z-脉内运翰卷，3-运输模卷，4-装矿巷道，5-切胡平善;-电配激，7-人

行天井，8一湍矿井，3一會卷关井，10—回风道，11-"V"形切翻井，12-放磷天井;13一次顶遭

岩晴室。14一境界顶柱

该法的优点是在露天开采末期，地下与露天开采可同时进行，可弥补露天开采末期减

少的产量。当露天开采结束后，再全都过渡到地下开采，可维持矿山持续均衡生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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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境界顶柱未回采之前，对露天采场内积水的透渗起滑缓作用，并可降低井下开采的
漏风量

其缺点是境界顶柱的矿石国采率低，贫化率大，回采境界顶柱的痛进 工 程量 和投资
较大。

19，5.1.2 分段空场法回采不翻境界顶柱方素
此一方案与19.3.1.1节所述方案之不同点在于不专设境界顶柱而是将分段空场法最上

部一个分段的高度适当加大。它同样可以做到提前开拓采准和露天与地下同时开采出矿的

目的。该方法适用于矿岩条件较好，地下开采的经验比较丰富，并有可能较清楚地了解岩

石移动规律的矿山。随着露天采场最末一个阶段推进的结束，采用分区逐段的由露天转入
地下回采。在矿房回采的末期，由间柱的上盘峒室爆破一定数量的上盘围岩，其余空区的
处理取决于上盘岩石的自然塌落条件。一般在矿柱放矿1～2个月后，顶盘冒幕充填采空区。

随着第一阶段回采矿块的不断结束，围岩也随着冒落逐渐形成覆盖层，转而采用崩落法回

采，如金岭铁矿3*、4*和5*矿体，见图2-19-2。

k1

图 2-19-2 分段空场法不留顶柱回采

1-霹天矿;2-空场法顶柱;3-矿房，4-矿柱

该法的优点是没有回采境界顶柱和爆破围岩的作业，可提高境界顶柱的矿石回来率，

降低矿石的贫化率。该法的缺点是在露天开采末期，地下不能与露天在同一垂直面内同时

回采，且在露天采场内的积水将直接贯入井下，增加地下排水设施及其工程量 和排水费

用，增大地下开采初期的漏风量，对于多雨和雨量较大且汇水面积较大气候条件的露天矿

不宜应用。
19，3，1.3 胶结充填区采矿房管国矿柱过波方案

此种方案是七十年代以来，国外露天转地下矿山过渡时期较常用的一种方法。该法的

矿房回采工艺基本与分段空场法（留矿法）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矿房回果以后，事后用废

石胶结充填果空矿房，使露天矿的回采作业更安全可靠。如加拿大Kidd Creek多金属矿，

在露天转地下过渡期间，地下采用深孔空场事后用碎石混凝土（水泥占5，4??胶结充填，先

回收30??矿石储量，留下70??网格矿柱储量，特露天矿结束以后再回采。露天与地下

矿的境界顶柱据合阶高度不同，变动9～75m范围内，此部分矿量在露天矿结束后从儒天

坑凿岩回采，如图2-19-3、图2-19-4。

该法主要用于开采价值较高的贵金属和多金属或其它富矿体。

它的优点是地下与露天可长时间进行同时开采，生产相对安全可靠。在露天采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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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3 Kidd Creek矿露天与地下开采关 图 2-19-4 Kidd Creck矿纵投影图
系图

1一属天坑i2一境界顶柱，3一分段平巷;4-斜坡 1-北风井;2一南风井;8-辟矿仓;4一粗矿仓;5一玻道，5-胶结充赛矿房;B-一-矿房间矿柱 碎站;6-装截站。7-矿翻井，8·-井底沉淀池， A--成
石潮并;10-1号竖并

境界顶柱可起阻隔露天坑内的积水渗透作用，并可降低地下采区的漏风系数，同时，回采
境界顶柱的矿石同收率高、贫化率低。

其缺点是回采充填工艺复杂，经营费高。
19.3，1.4 康石充填法回渠过渡方赛
该法与胶结充填不同的仅是充填料性质有改变，由胶结充填改用废石（尾砂等）充填。

它主要用于矿岩十分稳固，露天开采矿体面
积不大，和价值不十分高以及矿柱矿量不大
或不再回采矿柱的矿山。如芬 兰 Pyhasaimi
铜锌矿，露天坑底总面积大约 13000m2，其00.1
过渡开采的第一阶段和露天矿侧翼矿体的回
果采用分段空场法回采，用露天矿剥离废石
或选厂尾砂事后填采空区，第二阶段坑内开
采留设20m 顶柱，以后改用分段崩薷法回采
如图2-19-5。

图 2~-19-5 Pytasalmi矿纵投影图 此法比胶结充填法的充填工艺简单，废
Ⅰ～Ⅵ一地下开采的回采颇序，1一临时矿性 石利用率高和成本较低。其缺点是贫化损失

较大。
19.3，1.5 分段崩落法固采前形成醒盖要过激方点

此法的特点是在回采过程中不需要将矿块划分成矿房和矿柱，而以整个矿块作为回采
单元，按一定的回采顺序用崩落法进行连续回果，所以不必留设境界顶柱。为了安全生产
和挤压爆破以及放矿的需要，应留有一定厚度的岩石（或矿石）作覆盖层。覆盖层厚一般不
小于15～20m。如山东赵庄铁矿，河北板石沟铁矿，见图2-19-6及图2-19-7。

该法的优点是不需要留境界顶柱，同时采用崩落法的回采效率高、成本低。其缺点是



广九章 联合开采及溶欠转旭下开采 1691

图 2-19-7 板石沟铁矿露天转地下开采图图 2-19-6 赵庄铁矿露天转地下纵投影困
1-盘岩响宣;2一扁形饱孔，3一分段卷道11一副并;2一露天采矿场∶$~岩石假链层;4-菜空区，5-阶
4一分股联络道r5-设备井。8一溜矿井;7一段卷道;6一主井
应石新井;8—阶段溶着卷;9一崩覆盖层的最

小数抗线

在同一矿区中没有其它矿段存在可以调节产量时，在形成覆盖岩层的短时期内，必将停止
生产而影响矿山的持续生产。且形成覆盖岩层的工程也较其它方法大。与预留顶柱的方法

相比，渗水和漏风大。这种过渡方法一般在价值不高且矿区较大，有调节余地而不致严重
影响停产的矿山应用较好。

19，3，1，6 用除段期落法（分段崩薯法）开采，在总聚过凝中形成覆盖层过囊方案
该法的特点和回采工艺基本与回采前形成覆盖层过渡的方案相一致，但其覆盖层的形

成可在第一阶段出矿后，在放矿末期爆破一定数量的顶盘岩石造成覆盖层。如杨家杖子佣
矿松树卯矿区南露天矿在露天转地下开采时，地下矿的回采从一侧向另一侧逐个矿块进行，
在回采第一阶段沿矿体走向国采60～70m后，在放矿末期，于拉底水平以上留6～7m厚矿
谷作景破的缓冲层，再用峒室爆破采空区顶盘岩石形成覆盖层，见图2-19-8。

TTg-z本Tg~本
困 2-19-8 阶段崩落法回采过程中形成覆盖层方案

1-运轴平巷;2-矿溜于，3一电把道，4-专用进风道，5~专用回风道16一放矿漏斗;7-拉底巷

薄，8-扇形施孔，6-联络井，10-药室，11-切暂矿石;1-初部输;13-露天属，14一松励矿

石;15一放顶谓室，16一露天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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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的优点基本与回采前形成键盖层竹崩落法过渡方案相一致，但是可以不全面停止

舞犬升采的生产即可在地下随果随崩的进行回采，它一般适用于可分期（分区）进行露天转
地下开采或在矿区附近有其它矿"山可调节产量。

国外用崩落法转地下开采的矿山，大多数采用此方案●，如博茨瓦纳 Shabani 蛇 纹石矿
（a），南非Kofiefontein金刚石矿（b）、南非Thabazimbi铁矿（c）、瑞典Garbenberg 铜铅
锌矿（d）、刚果Kamoto矿（e）以及加拿大Craigmont铜矿（）等，如图2-19-9所示。

rrrrprrfmp-r

 三

图 2-19-9 分段期露法开采露天坑底矿体
6～f一黑天与地下开采各矿示意图，1-需天矿;z-扁形深孔，8-分段平卷，4-矿体。5-切割

精，6一爆下矿石，7一铲运机，自—采准水平;3-矿酮井，10一均落矿石

19，3.1，7 边帮残留矿体的回采

在露天采矿场作业结束时，往往在其两端和上盘边坡留下残余矿体，但由于埋藏高差
大、矿量少，回采较困难和它叉处于地下开采先期地段，如果回来强度低，将会牵制地下
开采主矿体的下降速度，影响达产时间，降低过渡期间的矿石产量，因此要尽早强化开采
露天境界外的边坡残留矿体，在条件许可时，最好在地下基建期间，把它提前采完。

为了适应露天开采后期，同时进行强化回采边帮残窗矿体。有条件时，应在露天开采
设计时，即统筹考虑回采边帮矿体的采矿方法和开拓运输的可能性。

1。崩落法回采边坡矿体

采用此法国采边坡下矿体的矿山较多，如苏联的Topoomnaroroe矿务局、KpxBopok-

● 引自《国外金翼矿采矿》1986.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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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ni铁矿区，高山铁矿以及加拿大Craigmont镍矿等，如图2-19-10。

30m

图 2-19-10 高山铁矿露天矿边坡下开采图
1一磁铁矿区;2一假象赤铁矿区，3一炮下开采崩惠区

采用这种方法回采时，地下开采对露天开采的安全是有影响的，一般情况下，地下开

采沿走向的回采顺序应采用向边坡后退进行，使边坡附近的坍落漏斗逐渐发展，最终形成

条带状的宽崩落区，以保护露天矿下部台阶不受塌落岩石的威胁。在很好的进行岩移观测

并采取一定安全措施条件下露天矿的回采作业受影响很小。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崩落区的

露天矿下部，在地下开采影响到边坡安全时，应停止作业。

2。下向胶结充填法回采边坡矿体
这一方案除应注意爆破作业的相互影响外，一般不存在对露天边坡塌落等安全威胁，

它允许在地下作业的同时，进行露天开采。但该法的回采成本较高，劳动生产率低。这种

方法主要适用于矿岩破碎、价值又银高的矿床开采，如金川龙首矿、盘石镇矿七采区等，

如图2-19-11。

1640中启

1450中段=1
100中段-

图 2-18-11 金川一矿区边坡下矿体国采纵投影图

1一解天矿;2一第天矿东部;3-小能天开采区，（一原地下崩落法开采区，5—充填井;←～2号井;

7一老1号井;8-新主号共，4一下面充填法采区，10-三角矿柱区，11一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涉菜区;

12-盲井

3。房柱法回采边被下矿体
此法主要用于开果平缓露天矿的边坡矿体，这种矿床，在露天矿的边坡附近，往往培

积有一定量的魔石，对地下开采和边坡稳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边坡下开采时，要求

留设一定的境界矿柱。视矿床地质条料不同，这一矿柱大小可按废石堆放位置和矿层至地

表的距离来确定。在苏联HyxomonbcknA锰矿上覆粘土岩层条件下，矿层距地表 的垂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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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于15～17m，在边坡角20～26°的条件下，境界矿柱L一般留 45～60m。在此以外的矿
体可用房柱法开采，见图2-19-12。

ZrZzslIIil_z

图 2-19-12 HHrottoAbSCERA锰矿边坡开采
1-腹石堆，2一地下回采方向，3-矿层;4一需天坑;5-半确口

4。露天底三角矿柱的回采
不少露天矿（特别是厚大的急倾斜矿体），在露天开采到最终境界后，不扩帮面继续

下延，在顶《底）盘下面留下边坡三角矿柱。这些矿体往往也是露天转地下时的薄弱环节。

因此，常要考虑提前单独回采。一般情况下，转入地下后用崩落法开采的矿山，这都分矿

体可提前做好采切工作与下部矿体同时崩落开采。当露天底下部用其它方法回采时就需提
前回采。此时，可用以下几种型式回采，如图2-19-13示。矿岩稳圆时，用留矿法或空场

法回采（图13a、13b），矿岩不稳固时，用充填法回采。由于三角矿柱一般均在露天开采

结束后进行，对其回采，需视露天坑底有否堆废石的实际情况而定。当采场有废石覆盖层

时，靠边坡一侧需留2～3m矿柱（13n、13c）反之，则不留（图13b）

围 2-19-13 露天坑底三角矿柱的回采

a—用留矿法回来，b一周空场法（水平深孔）回采;c-用度石充填法回采

19，3.2 鲁天转地下开采矿山开拓方案

开拓方案的选定除应满足地下矿山开拓设计所雷考虑的各种因素和要求外，根据该类

矿山的赋存条件和过渡期存在联合开采的特点。一般按露天采场与开拓工程位置的相对关

系以及露天与地下开拓工程是否共用研究确定开拓方案。

19.3.2，1 露天艰塌内开拓
这种型式一般适用于深部矿石储量不多，地下开采规模不大，服务年限较短及露天采

场边坡稳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露天采矿场很深且仅残留少量的矿体时。如澳大利亚新南

威尔士Arddhan矿和加拿大波古平公司的一个露天金矿。在露天开采达到设计深康 后，

从露天坑底（台阶）掘斜坡道<斜井）用VCR法开采露天坑底（侧部）的矿体，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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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图2-19-15。

图 2-19-15 Ardpcthan矿体开采图 2-19-14 波古平公司露天转地下开采方案
1一斜被道，2一通露天抗平确，3—背体;4一帖孔;1-属天坑底;2一样并;8一钻孔;4一矿体边界

5一衷石

该方案的优点是井巷工程量小，基建投资少，投产快，可利用原有嚣天开采的地面运

输系统和若干提升设施，生产衔接简便。它的缺点是在露天开采未结束之前，进行井卷施

工时，对露天生产有干扰。
19.3，2，2 重天渠场外开拓

该类开拓是将开拓工程均布置于露天采场外，形成一套独立的系统，它适于深都矿体

储量大、 '时间长（露天矿服务年限相对较短），或因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差，开采深

图 2-18-16 白餐厂解天转地下开采示意图

1一φ3.5m西风井，2一φ4.6血北风井，3—起风机房;4-φ4m东风井，5一φ4m主井;6-φ6m副并;

7-1号露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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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露天采场底部窄，难于保证井巷工程的出口安全的矿山。我国的不少矿山采用业方
案，如铜山铜矿、松树卵铜矿以及白银厂（折腰山，火焰山）铜矿，见图2-19-16，图2-
19-17。

祖 2-19-17 白银厂锅矿露天转地下开采总平面图

1-φ3.8m菌风井，2~φ4.6n北风井，3一扁风机房，4—54m东风护，5-φ4m主井;6一φm删井;

?-1号露天矿

该方案的优点是直接通地表的井卷均在露天采场外，相互之间的干扰小，对施工和生

产运输均带来方便条件，同时在露天开采缩束后，边坡可不再维护。其缺点是井卷工程量

大，基建时间长、投资大。

19.3.2.35 重天采端内和采场外碳合开拓
这类开拓方式是上述两类开拓的组合，它一般适用于上部露天开采服务年限较长，边

坡较稳固的矿山。充许在露天转地下开采的过程中，郑用露天坑的较低标高的台阶上布置

或开据井巷工程以节省开拓量和达到提前见矿，保 持矿山持续稳产。场外布置的井巷大

多是矿石提升和主运输卷道，场内开拓的工程，大多是斜坡道或风井等辅助井巷。我国的

风凰山铁矿、金岭铁矿以及加拿大Kid Cres多金属矿，瑞典Kirma铁矿等。凤黑山铁矿

开拓系统见图2-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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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18 风圆山铁矿露天转地下纵投影图
1一主井，2-副井，3一风井;4一矿房;5一境界顶柱

19.3.2.4 重天矿运输利用地下井卷的联合开拓

这种方案，在蓄天转地下矿山中，一般用在∶

（1）小露天开采，露天开采的服务年限短，矿山建设初翔即建有地下井卷工程而选

厂和公用设施等工程均以地下开采为主进行布置的矿山。如我国镉官山铜矿、铜山铜矿、

芬兰Pyhasa/mi铜锌矿。
（2）露天开采境界深度大，转入地下联合开采的过渡时间长的矿山，此时，露天矿

在转入地下开采时深度较大，地面运输的运距越来越长，运输成本增高，深部露天开采采

用地下井巷联合开拓。如Kpxsopocxx直铁矿区、美国共和铁矿，我国板石沟铁矿。

（3）高山地区矿床平藤溜井开拓的露天转地下矿山或地下转露天开采的矿山。

采用地下卷道的开拓系统具有下列优点∶

（1）露天采矿场可不开挖主运输道路，可增大露天的最终边坡角，使剥离量大量减

少，综合基建投资在上述适用条件下，一般可有所节省。

（2）据国外一些矿山统计与计算，当露天开采深度超过100～150m时，利用地下卷

道运输矿石，要比地面汽车运输费用低，其运距仅为汽车运输的50??右。

（3）露天矿可以利用地下准道排水疏干改善露天的生产条件。如凤凰山铁矿，在

-100m水平掘进疏于掺道后，使穿孔效率提高4G??年下降速度由10m提高到12m。

（4）利用露天开采所用的地下开拓巷道，可缩短过渡时期地下开采的建设周期，提

早进行采矿方法等试验和培训工人。

13.3.3 露天转地下开采的通风和排水

由露天转地下的矿山，除采用胶结充填法以及留有较厚的境界顶柱或平缓的山坡地形

矿体外，由于露天坑的存在，在回采初期形成很薄的岩石塌陷区并有较多的井巷与露天采

场相通，给坑内开采的通风和排水、防水带来了影响。设计中，应对此问题进行仔细研

究，采取必要的措施，详见本篇第十六章、第十七章以及矿产地质卷有关内容。

19.4 露天转地下开采过渡的几个技术问题

19.4，1 过渡开采的建设网期和生产衡接

由露天转入地下开采的过渡时期，一般既有露天开采又有地下开采同时存在，从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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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过渡期开采的复杂性。如能结合矿山特点合理地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作到不停产，维持

矿山持续的生产能力，顺利的由露天转入地下开采。
由于各矿山的类型和条件差别很大，过渡周期大不一样，一般情况，应 提 前8～160年

（特大型矿山16～20年）编制统筹兼顾的过渡规划，选择露天转入地下的过渡方案，确定
各区段的开采顺序，矿山开拓运输系统以及防、排水和矿山通风等工程。

同时，接排好建设力量，对地下工程提前进行开拓和采准切割工作。有条件的矿山可

以采用分区、分期交替过渡或者进行技术更新改造，尽量加快地下矿山建设，做好生产衡

接。国内外过渡矿山的实际建设周期见表2-19-1和表2-19-3。

表 2-19-3国内量天转地下矿山过渡宾障情况

过渡期矿山缆模
〔t/a) 地下开拓和采切工程准备时间矿 山 名 称

下地:
198年开拓〈停数年），1974年开始转入地下开采，1876年30万风尾山铁矿 44万
生产矿石32，3万t

1962年开始地下准备，1983年绪束北重天作业，1955年北露杨原杖于相矿 78万58万
天边坡下生产矿石20万t，以后转入正常生产。1971年末南露松树卵区
关天结束，19875年边坡下生产，i977年正常生产

19858年开始地下准备，其地下智道为露天开采睫千用，1971～60万-60万56.5万金岭铁矿教山区
1972年3*、4°、5矿体露天开采结束

1985年地下准备，1971年开始过渡，1975年全部转入地下30万冶山 铁 矿
利用地下开拓井卷，1978年采准，I979年富天开采结束15万-20万70万~部0万钢山矿铜山区
188年属天结束，1933年地下投产30万80万大冶矿龙涡区*
198年戴天结束，1985年地下投产40万30万金店余华寺区·
1976年富天结束。1977年地下投产10万20万笔庄铁矿

这些矿山形成覆盖服时，均为停产过渡。

19，4.1.1 能筹燥划过渡方案
露天转地下开采矿山，设计必须对整个矿床开采的全过程进行统筹规划。路尺开采年

限短的矿山（10年以内），从矿山建设开始就应研究地下开采的过渡;露天承.学限长的

矿山，要研究其柯时过渡和如何过渡的设想，在一定期限内作好统筹规划。

我国金岭铁矿和凤凰山铁矿在露天开采时期，对地下曾进行过考虑，提前与准备了

地下工程，保正了持续生产的稳定。
国外如芬兰Pyhasami铜锌矿，在建设之前就有了统筹规划，确定 矿床 i露灭

开采，深部用地下开采，其过渡的分界线为115m，决定采用适用于露天开采∶。 小设备

（露天开采10年左右，地下的服务年限更长些）;确定在露天底以下200m片、一套破

碎系统和一条斜放道通间200m水平;在露天采矿场外一侧开凿主副并工程，采议升露天

和地下回采的矿石。这一规划可缩短露天开采矿石运距，减少汽车运输费用;加速地下开

采的试验。为利用露天剥离的废石作地下开采的充填料，在露天采矿场下设一个试验矿

块，观察充填体的稳定性，进行地下生产试验和培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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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矿从1958年开始露天矿的建设，在六十年代由露天采出的矿量占75??到1971年露
天采出的矿量下降到30??而地下采出的矿量上升到?0??该年的矿石产量为74万，预
计过渡期以后地下产量为80万t/a。可见，这个规划起到了对过渡开采的指导作用。

又如苏联Kpunopoxaxan铁矿区●，各矿露天开采的境界深度很大，至今均已生产了儿
十年。根据各矿山的具体地质和技术条件（如矿石价值，开采难易度，剥采比大小以及矿
石运输、排废和环境污染等等），研究了各矿露天向地下过渡的时间要求和可能存在过渡
期联合开采的期限，见表2-19-4。

囊 2-19-4矿床开采沟联合法和地下法过渡的界最

联合法开采区段的限 （m】渡 边幂天矿极限深度
采逸公司和矿床 高度（m）地 下 法联 合 法(m)

北部采逸公司
194730彼尔袄五新克矿 86(d50) 207683"638 478

安谦夫新克矿 124386305(800) 252"（北部） 134350
60040045（4的）（南部） 183397

中央聚选公司

404621号■天矿 458305S34
祖，分子。宋考薄地表激坏;分母，考虑了地表破坏，活号内的数字是露天矿设计深度。

同时，对一些技术问题也进行了研究。KpxBopoxerx直铁矿认为，"重要的一条是首先

要掌握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这一方法，即在一个矿床的同一垂直面上同时进行露天与地下

开采"。
该矿在分析了表2-19-5的一些数据后认为"如果考虑在过渡时期内必须进行的科学研

究、勘察、设计、墓建和采矿准备等项工作，提前进行规划设计的时间应不低于15～20年"。

提前建设的优点在于能缩短矿石运距（深露天采用地下并巷联合开拓）;保护周围腔

沃土地和属围环境（该矿地下用崩落法开采，露天矿的剥离废石，可有计划的 排 往崩落

区）;改善技术指标从而使开采较贫的铁石英岩成为可能（联合开拓后，运输成本每吨可

降低0，399卢布，运输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每工班提高10，2t）。

19.4.1，2 分区分期交着过渡
对走向长度大或多区开采的露天矿，在转入地下开采时，可来取分区、分期的过渡方

案，这种过渡方案简单易行，可避免露天与地下同时开采作业的干扰和提高技术经济指标。

例如松树卵矿，矿体走向长200m，划为南北两个露天采矿汤，日生产能力2000t，采

取先北露天，后南露天向地下开采交饕过渡，持续生产平稳可靠。松树卵矿的开拓纵投影

见图2-19-19，露天转地下的建设安排见表2-19-5。

19.4.2 重天转地下的回采顺序

除应遵循地下开采的合理回采顺序外，对露天转地下开采矿山过渡期，在确定回采顺

● 引良《国外金属矿采矿》1869，8



松树卵矿雪关转地下开采疏设生产衍接痰

费 2-10-5 地下开采准

度7r2【7i747s76 7】787备时间（年）

oa 62
60

as p.81.ar8.s5o.sq5.jus.87.s

全矿年矿石产量（万t）。 北区，其中∶ 露天出矿（万t ） 地下开拓

s22.xl1.2l15.8L28.20

地下出矿（刀ε） 喇区，其中， 露天H矿 《万t） 地下开拓 地下出矿（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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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I9 松树卵矿露天转地下级投影图

1-主井，2一副井，3一南风井;4一北风井，6、6-南、北露关采物

序时，应注意解决如下问题;
（1）能满足矿山产量要求，积极维持矿山持续生产，超前下降边坡下矿体开采;
（2）避免形成地压集中，影响露天与地下的生产安全，一般应采用两翼矿体向边坡

（或中央）方向后退式回采顺序，如Pyhasaimi矿。
（3）多品种（品位不均）的矿山，要与露天生产紧密结合，使各品种的矿石产量和

品位，在一定的时间内能保持均衡出矿（采用胶结充填开采的矿山，在不违背生产安全的

情况下，可早出和多出富矿）。

（4）地下开采用崩落法国采的露天转地下矿山，初期生产应与露天开采的应采顺序

相一致，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80～100m）尾随露天矿进行回采，如苏联"冰斗"碱灰

石霞石矿。该矿过渡时期地下用阶段强制崩落法开采，与其上方的露天开采底部合阶同时

进行。其做法是首先在地下回采矿块的上部边缘由露天开采形成宽20～25m的安全台 阶，

再用垂直于边坡掘进的半壁堑沟进行开沟，此后，沿走向扩大半壁堑沟，使回采工作的宽

度达80～100m，可以同时进行两台电铲装矿，保证梯段能以40～60m的高速度向前推进。

在地下的矿块尾随露天开采，同时进行各种采准、切割和圆采。

当露天工作面前洛推进到距矿块有足够的安全距离后（约100s），顶柱的暴露 面 积

为750～800m'。在实现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的同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这主要是靠高
强度回采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冰斗矿联合开采示意见图2-19-20。

19，4.3 露天边皱的附护

露天采场边坡的稳定是确保露天开采安全生产的关键，为此，露天转地下开采时，应

采取如下有关措施，
（1）对原氰天开采建立的监测点要继续利用，适当配备专职的技术管理人员，加强

地下开采点附近的观察;
（2）对原露天边坡采取的疏干排水措施，应尽可能的充分利用，保持原有排水机构

的完整。
（3）对露天开采与边坡下的残留矿体和深部矿体同时进行地下开采时，必须确保露

天开采的生产安全，注意露天与地下回采工作的相互配合，采取控制爆破等有关防护措施。

（4）要经常对边坡岩石的位移，岩体的变形等进行监测，掌握其移动情况和规律，

适时作出边坡可斛滑动的预报，及时采取有关措施，确保生产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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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yBopokQKxA中央采选公司的经验◆;

1号露天矿东部边坡。以地下法开采一组互相平行的矿体，矿体埋深由几十m到1000m，
厚度在80m以下，倾角50°～70°。如图2-19-20。在2号露天矿范围内，在北郁边坡下也在
进行地下开采，其地下开采对地表漏斗可能形成区范围的研究，可供参考，地下开采矿体与
露天矿边坡的关系见图2-19-21。

250m

图 2-19-21 露天与地下开采矿体关系图图 2-19-20 冰斗矿露天转地下联合开采
体上，下盘界嫂，Ⅰ～Ⅸ-届 1-允天矿，z-斗可能形成区，

碳顺序，9一集矿采场边坡线

该露天矿的整个采矿作业都在岩石移动区内进行，岩石移动区地表沉降速 度达1m/a，

形成了裂缝、阶地和漏斗。实践证明，除崩落漏斗外，所有的地表变形都没有给穿孔爆

破、电铲作业及汽车和铁路运输造成困难。
对整个露天开采作业有危险的是在地表形成漏斗。漏斗形成地点决定于地下空洞聚集

地点。在这种情况下，当平均采深与回采垂高之比达如下数值时就会形成漏斗。

(2-19-1)K≤H/ma=15
(2-19-2)b,= Hctg6

式中 H和msg——-分别为平均采深和回采垂高;
K=15为漏斗影响半径，

0——漏斗影响范围角，在 KpanopoxexA矿区岩石条件下，各方向均为85°，

br-影响范围图。
19，4.4 槐界顶柱厚度与覆燕岩层形成

境界顶柱留设与否，主要取决于地下采矿方法回采的技术要求，一般情况下，采用两

步骤国采的方法过渡时，均要留临时境界矿柱，采用崩落法回采时，可不留境界顶柱而需

要造成一定厚度的覆盖层。

19.4.4，1 魂界顶柱的愿度
境界顶柱安全厚度的计算，有很多种理论计算方法（详见岩石力学篇）。但由于影响

因素多和一些 参数难于确定，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矿山仍参考类似矿山的经验选取。

它主要取决于矿岩的稳固性和瀑碱技术（包括露天与地下）有关。在国内，对矿岩稳固的

● 引信《国外金属矿采矿》1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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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其厚度一般在10m左右，有的也取回采矿房跨度的一半。苏联认为当矿岩的普氏
（）系 数介于5～12之间时，境界顶柱的厚度必须等于或大于矿房的跨度，实际矿房的顶
柱厚度为10～30m。有关国内外某些矿山境界顶柱厚度实际见表2-19-6。苏联某些矿山顶
柱厚度与普氏系数的关系见表2-19-7。

囊 2-18-β国内外蒿业矿山实际填界旗柱厚度

境界顶柱厚（m）矿 山 名 称 她下开 采的采矿方法

?~10过渡期来孔留矿，后改阶段剧落法风愿山铁矿
分段扇幕法冶山铁矿 无
过渡期分吸空场法，后改分段端落法金岭铁矿铁山区 无（13）

矿房顶柱分段空场法（留矿法》事后胶结充填铜u洞矿
铜育山钢矿 矿房跨度一半或10水平分层干式充填法
松树卯矿 硐室婚破阶股崩感法 无

9加拿大K1dd Crek矿 分段空插法事后胶结充填
12m护顶垫居加拿大Frod Stobie矿 分&端落法

26芬兰Pyhsalmi矿 过腱期分段空场法，后改分段制露法

表 2-19-7苏联某些矿山原柱厚度

普氏系数（ r） 境界顶柱厚（m》矿房宽（m）矿 山 名 称

20-3015～254~10Kg图2opokcL题
10HeAbAOmwogcx 14-16 20～30

15～3020～258～10HETMoBCK网语
10～15XarraprancKnR 15～208～12
15~20*25-30网上网上
10～1510～1512~14BxIEBeBDfop

境界顶柱的稳定性，是随着采空区时间的增长和采空区面积的扩大而减弱，在一定的
矿山压力条件下，将由于应力集中而破坏。所以，缩短采空区存在的时间，减小采空区的

尺寸，是增强境界顶柱稳定性的有效措施。

39，4，4，2 覆盖岩器的形成

有关覆盖岩层的移动规律，对覆避岩层的质量和厚度要求，覆盖岩层的形成方法及其

适用条件和矿山应用实例详见本篇第七章崩幕采矿法有关内容。
对露天转地下开采的矿山，若过渡阶段初期采用两步骤画来留顶柱方案而以后改用崩

薷法开采时，要注意在初期矿房回采的拉底水平以上窗6～8m厚度的矿石缓冲层，看破 露
天境界顶柱和其他矿柱的同时，用深孔和硼室爆破围岩，随着第一阶段回采的推进，覆盖
岩层也跟着扩展，当第一阶段回采放矿结束后，覆盖层也随之形成了。

19.5 露天转地下矿山实例

18.5.1 金龄铁矿铁山区
金岭铁矿由?个矿体组成，是血豆状新就分布，延长2400m，向东南衡统40°～B0°，矿石以致密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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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快矿为主，矿体厚度5～30m，上盘为结晶灰岩和大理岩，稳性好，矿区裂隙溶洞发 育，难下水丰
富，为矿吭水的主要补给来源，她下港水面为3～37m。下盘为闪长岩、二长岩，稳固性好。

除1号、2号歇体色开采完毕，7号矿体为盲矿体不避于露天开采外，其余4个矿体均用露天开采，矿
、山于1959年建成，1971年和1972年分别结束3号、《号矿体和5、6号矿体的露天开采作业转入地下开采。

该矿山的特点是露天采场内的涌水量较大，达3.9万m'/d，采用由井下卷道排水确干的方式，它为
露天转入地下提前进行采准和开拓创造了条件，见图2-19-22。

56矿体

困 2-19-22 金岭铁矿开采系统纵投影图
1-上盘;2-奖斗井，3-下盘主斜井，4-岩石井》5-矿石并;一设备井;7-人行井;8—曾子

井;9一题风排水井;10一下章剧解井;11-露天采场

地下矿山从露天矿投产却在侧属矿体进行回采。并对露天采场下部的矿体进行了大量的采准切割工
作，形成了餐采矿量且从1964年起即开始出矿，生产衡携情况良好，矿山在过渡期，露天与地下开采生

声量的衔接情况见图2-19-23。

100l]

v66育 777离方的

图 2-19-23 金龄铁矿露天转地下开采过渡期生产发展图

1一地下矿山年产量，2一戴天开采年产量;3一金矿产量;4-一常天转地下开采过渡常

19，5.2 海 就 费 石矿

海城着石矿1号矿体，开采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年产由几万t到14万的生产水平，矿山先用充填法开

采，后改露天开采，现转为地下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开采已采区残矿。

1号矿体厚35～150m，长300余m，倾角35'～45°，孕磨头状产于白云石大理岩含矿带中，围岩与欧

石没有明墨界限。
在1号矿体二勤振线以西开采到110m水平，以东开采到150m水平。从110m水平以上，用水平分层

充填法回采，分层高3m，采高2m图1m，以密集支护进斯国采，进骑长度为10m。充填料来源于氯进巷

道的胱石，回采中的夹石和不能利用的矿石。该法回收率60??右，尚有40??右的滑石不蕴同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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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这部分残矿，于1957年改为露天开采，到1965年夏季篇关矿南帮滑坡，于1968年停产于141m水平。
以后改用她下用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开采。从17m水平回采露天采矿场边坡下的残矿，到1984年回采到
147m水平。无底柱分段高6m，进赔断面4，8m2，木支护，间距0.8～1，0m，放矿步距0.8～1.5m。

经过多年回采露关采矿场边坡下，已采区的残矿是成功的。在生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底板充填物
局部没有压实形成空隙，棚顶压力加大，柱脚下陷，如不及时处理将威胁安全生产。滑石矿的露天边波

开采见图2-19-24。

J73

图 2-19-24 海城滑石矿露天边坡开采示意图

1一露天开采境界;2-1966年开始国采区，3-原设计的露天开采境界，4-二次固芈采空区

19.5.3 冶山铁矿北采区

淮山钞矿产于花岗闪长岩与白云岩的接触带中，矿体长450～?00m，倾角35°～80"，平均厚20m，

一般2～80m，矿石以磁铁矿为主，f=8～12，较稳蜀，上盘白云岩f-10～12，稳固，下盘花岗闪长岩

/ = 8～10，稳固，但在接触带处矽卡岩，不稳固。

该矿是1957年开始警天并采。分两个区段，全长500m，宽30～60m。采用斜坡卷扬开拓，小型机械

开采。两个区段分别于1959年和1973年结束露天开采转入地下开采。
地下开来工程于1965年开始建设，1973年基本建成，采用下盘竖井和盲斜井联合开拓，东西两寓斜

风井的中央对角式通风系统，见图2-19-25和图2-19-26。

该矿的特点是在矿体走向全长上有两个小露天矿单独开采，服务年限和下降速度不一，四部 二端口

露天开采仅三年，早已进入地下开采而东部三糖口露天生产15年。东部采用涌落法过渡时形成 垫层和同

时生产产生一定矛盾，为了维持持续生产，采取了以下措施。

（1）二暗口总下矿柱分段处理，'矿柱处理与覆盖展的形成从西谕开始向东推进;

（2）东部凳天（三端口）分段结束，分段形或展盖层，使形成覆盖层的工作与其它地段的生产同

时进行，保证了持续生产;
（3）兼用露天啊室大赚疲形成覆盖层，可以大大缩短形成覆盖层的时闻。还可保证端破 安全，爆

维均匀和节省投资。
（4）硐室慢破的计算和实践证明，当纲室茎保护点的最短距离R>2W（爆破漏斗影响半径）时，

可以保证不受破坏。

19.5.4 加拿大K1dd Creek多金属矿●

Ki Crch矿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矿体最大厚度185m，最大走向长860m，倾角80°以上。地

表出露的1 号矿体延深1000余m，z号官矿体最大埋深高地表1600余米。该矿矿岩很稳固。

矿山设计上都用需天开采，最大开采深度230m，年产矿石250～300方t（1000/d），生产十年以

● GTM-B-Fn4i,,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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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25 冶山铁矿罐天与地下总图布置图
1-主并;2-期井;一压风机房，4-斜井，5-西风井，6-根破弊，7-选厂，8～爆破地震危险

区，9-个别飞石可能范围

三输口

图 2~19-26 冶山铁矿北矿区纵投影图
1-主井;2-副井，3-2号井，4-原1号井，5-西风井，6-老东风井;7-新东风井;8一指矿井

后转入地下开采。设计认为，矿山的地下工程施工开始越早越好，因此。在露天矿生产后的第二年

（13968年）即开始了地下开采竖井的建设。主要考虑;

（1）露天矿生产后期，矿石品位控制和产量平衡较困难，若有地下开采，有利于配矿和稳定生产。

（2）地下开采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需要有一定时间以训练新的技术工人。

<3）在地下建设和试生产过程中，可及早了解矿岩性质和开采技术条件，有利于指要地下开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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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计划，获得采矿经验，且在露天矿一旦发生事故时，不致全面影响选厂的供矿。

（4）地下建设的条件较露天差，有许多不可予计的因素，从长远看，地下建设越鸟逃好。
Kid Crec/k矿地下的控制性工程是--条都915m直径7.2m的混合竖并及其旁侧的溜破系统和装备，

总工程量达7000m2，必须提前进行开拓。
设计建设中的一些技术问题。

（1）转入地下开采时，在露天矿没有结束的底部以下矿体，计划（实际）先回 采30??矿石储烃，

图 2-19-27 Kiln CrA矿总平面布置网
【一重天统，2—解坡邀口，3一破碎站，4-粉矿仓，5-竖井井口房;6-六公大楼，7一停车场1

8一皮带彪，9—炸药廓;10-高压线路，11一仓部，12一储藏室，13一料芯库正4-木工房;16-食

堂;16—焊挨蛤，17一机修车间，18一垃圾堆场，19一变电站，20-永久性公路，21一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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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70??涡格矿柱。其露天坑底与地下矿之间的境界顶柱为9m，实际因台阶高度不同，最厚达75m。
此部分矿茬在露天开采结束以后，从露天坑打钻进行回采，其余部分矿体采用分段空场法事 后胶储充填
法团来。

（2）为保证尽快开拓上部回采水平，采用场内斜坡道与露天采场外设竖并的联 合开拓，斜坡道可
使地下开采的上部矿体超前于竖井3～4年时间进行试生产和出矿，大大缓和了腾天矿的生产压力，确

保了矿山的持续稳产。

（3）当回采露天与地下开采的境界顶柱时，地下将产生大量涌水。此时，除尽量保留露天境 底的
泵站外，在地下设计了一个能储水的采空区作为容纳突然涌水或暴雨季节的临时储存。

<4）在壤界顶柱回采以后，冬季将产生很大的压力作用于通风系统，散选用压入式通风，使各工

作面均处于正压状备，防止冷空气入侵坑内。
该矿实践生产荷接良好，地下所有的开拓工程在七年内完成，而在第三年以后，就陆续开始出矿以

弥补露天矿的不足（品位或产量），露天矿结束后，地下矿即全面投入生产，年生产能力超过了露天矿

的水平。目前该矿深部发现了?号矿体，日产量已由原来的一万吨发展到26000t/。既全矿共840人，全

员劳动生产率每人日约30L。露天转地下开采过渡很顺利。有关露天地下开采总平面布置见 图2-19-27。

露天转地下开采关系及纵投影见图2-19-3和图2-19-4。

19.6 地下转露天开采

19.6.1 概 述

地下开采转而采用露天开采的矿山，主要须解决好露天矿的生产和安全问题。如测定

焰下空硐位置。掌握地下开采时的岩石移动范围和应力的重新分布情况。

地下转露天开采的过渡阶段，一般可采用分期或分区建设，因此，它的过渡对生产衔

接并非重大问题。
与地下开采有关的内容，主要是考虑在地下转露天开采过程中，如何与原有井下工程

相结合的问题。
地下转露天开采的矿山，大都系地下开采损失较大或因泥水下灌、地下开采发生内因

火灾等原因而引起的。国内如铜宫山铜矿、铜山铜矿、弓长龄铁矿某些坑口以及如海城滞

石矿、焦家金矿（露头）等。国内外地下转露天部分矿山实例见表2-19-8和图2-19-28、

图2-19-29。

35川=三导器精吉

野 2-19-23 铜官山铜矿露天地下开采纵投影图

1-小懈官山2-老庙基山，3-松树山，《露天矿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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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转露天部分矿山农例 麦 2-19-8

采冒方法 贵 料 来 源开 拓 系 统矿山名称 （B采前>

铜官山铜矿露天地下井下欢合开拓 水平分层度石充填法镉宫山铸矿

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筒上，避井下放，赏斗提升响山制矿

上向进跨废石充填海城滑石δ

198B年a期《国外会属矿采平确题井，露天、地下联 阶袅必常法苏联，TapAay
矿》合开拓

198年非期《国外金属矿采阶段崩落法平硐簧斗下放矿石，需天苏联MyKynancxxA
矿》地下联合开拓

分展崩感法，良石充填法 1975年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苏酸34pxBOBcK意 主、副井开拓
究院译《联合开采》

1876年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阶及崩格法美国Moroncl铜矿
究院《国外金属矿联合开来》

空场凿笼捕Berketey铜矿

北部井

图 2-19-29 3bIPHHOBCKA维矿地下转露天开采图

1-巳采矿房，2一露天矿设计境界;3一边坡中开采的矿房，4--矿柱

图 2-19-30 Myxy na的CKn&地下转露天后的开拓方式

1-重天采矿场边界;2一包括破碎车间在内的地面遵筑物总体，3-寞斗竖井14-铁路运输平调，

5一破碎站，8-运输规略;7-磨矿车间;8—水力运输系统;9-进矿厂;10-运输平谓，11-矿石

酒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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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地下转雪天开拓方案
地下转露天开采时，开拓的要求一般与地下开采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首先采用地

下开采（特别是用崩落法开采）的矿山，在其上部转而采用露天开采并与地下井巷联合开
拓时，要注意避免把井卷设置在已采区的岩移带范围内，例如采用溜井下放露天矿石时，

灌井井位选定和其下放矿石的运输方案就需很好研究。如苏联Myxyzanaxn●原采用平硐

清扦开拓，由于在露天采场范围内，存在地下开采的移动带或空硐，常使澜井井壁蚜落而

堵塞，以后改用在露天端界外用簧斗井下放矿石的方案，见图2-19-30。

19.7 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

19.7。1 概 述

联合开采的大多数内容，它的特点和要求以及应注意的安全和技术问题同露天转地下
开采过渡期的联合开采内容基本是相同的。不同之点在于它从矿山设计（生产）开始就要

研究露天与地下同时开采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之间的配合协调关系。这类矿山设计比露天
转地下或单独设计一个需关（地下）矿复杂。它除了要考虑露天转地下时遇到的一些技术

和安全问题外，还要研究露天地下联合开采时总的矿山能力及其平衡，要确定需天与地下

同时开采时的最优境界;要分别研究露天与地下各自的开拓运输系统以及可能 的联合开

拓方案;其它如排水、通风以及公用设施等方面均需进行全面综合研究。
目前，世界上应用全面的联合开采（即从矿山一开始生产和以后较长时期采用露天与

地下联合开采）的矿山，除苏联Tancx多金属矿等个别几个矿山外，其它矿山的联合开

采基本上都是短期的《几年）或在同一矿体范围内走向方向上相互不太平扰的联合开采，

如我国铜山椭矿前山区、铜官山铜矿、苏联Merpexx多金属矿、美国MedchiL钨矿、

加拿大Swivm多金属矿以及芬兰Erzberg蒸铁矿等矿山。这是由于能够适用于全面联合开

采的矿山必须是储量大，深部含有富矿体或国家急需的矿种，还受开采技术发展水平、施

工力量以及投资可能的制约。所以世界上实际应用的范围较局限。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明显

的（详见19.1），设计上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节从当前情况出发，对某些矿山实际经验在过渡时期联合开采的基础 上进 行补充

介绍。

19.7.2 联合开采的地下采矿方法
在地下开采的岩石移动带的上部，同时进行长时期露天开采的矿山。除缓倾斜矿体，

允许在留设境界顶柱后，用房柱（充填）法进行回采外，倾斜和急倾斜的矿体只能用充填

法（最好胶结充填）进行回采。矿岩均稳固时，采用空场法（留矿法）事后充填，矿岩中

等稳固时，可采用分段充填法或上向水平分层充填法;矿岩均不稳固时，采用下向充填采

矿法。如果不采用胶结充填而用废石或尾砂充填，就要保留大量矿柱，等到露天开采结束

后才能国采;用空场法或崩幕法长期与露天开采同时作业是有危险的。

● 引自《国外金属矿采矿》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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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 阶段矿毒法国采度石事后充填法
这种方案是在胶结充填未发展以前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它往往也是过去地下转露天开

采常用的方法。如苏联TauexR益多金属矿●，见图2-19-31。

17ol
-2601

380m
《0.00) ■1 ZZ2K3

图 2-19-31 TaucxaA初期废石充填的联合开采法

-黄铜矿和铜、锌货铁矿;2一黄铁矿，8-漫染矿;4-矿房，5通风井;6-酚操用井;7-主井
8一副井，9-露天矿设计境界

该矿床由于品位较高的矿体埋藏于地面以下170m深处，而矿床具有内因火灾的可能，

适用于儒天开采。如果用露天法向下采掘到此部分富矿体要比初期用地下法开采晚11～12

年。由于国家急需铜而采用了在露天矿剥离和上部开采的同时用地下方法开采此都分富矿

体。回采后的空矿房用剥离庞石事后充填。矿柱矿量暂不开采而是由戴天开采下降 到170

m水平时，由露天矿采出。
TaxaxnA矿初期开采，留设境界顶柱的厚度要求不小于100m。为此，需天下降 到80m

深度时，地下开采就需停产或下延，这种方法，对持续稳产和安全生产都不利，同时露天

开采的贫损增大，成本增高。同时开采时间仅十年。
我 国 铜 官山铜矿也采用过短期的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地下开采矿房用水平分层废

石充填法回采，露天剥离废石作充填料，暂留境界矿柱和矿房间柱和顶底 柱，在●天开

采结束以后再用分段崩落法回采矿柱。露天坑底与地下之间的境界矿柱厚约10m，见图2-

19-32。
18.7.2.2 阶段矿房法事后胶结充填

Tancx盘矿为了克聚废石充填存在的问题，在苏联第一次试验应用了碎石混凝上 胶结

充填法。实践认为，胶结充填用于联合开采可保证矿床生产安全可靠，总的生产能力比单

一开采提高50??在Taxcxxn条件下）境界顶柱可由原设计的100m降为60m。混凝土柱的

强度要求应不低于5MPa（开始认为要10MPa）。

Tancxn矿的充填料采用的配比为（以1m°计）水泥40kg，水碎高炉渣360kg，水360l;

粘土杂质含量介于30～4??间的砂1260kg（最初认为，粘土含量不应高于16??实际生

产中，粘土含量小时，易堵管）。
TaucxxA矿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境界顶柱留设与矿房回采之间的国采顺序关系如图2-

19-33所示。
该矿自采用胶结充填以来，已与露天同时开采达20年，获得了良好效果∶

（1）矿床的总的生产能力提高了50??保证了高品位锅矿生产长期均匀，保证了企

● 引自《国外金属矿采矿》19B4、32及19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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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33 TanckaA矿博天地下联合开图 2-9-32 铜官山领矿露天鸡下联合开来图
采回采顺序

I、置、直、W一矿山开来推进先岩顺序;1-第1-上分段电怒巷端，2-醋岩硐塞，3一上分段采准粑道;
一期圆采境界矿柱;2一重天矿量终境界线，3一放4-上分段出矿靶道;5-上向扇形藻孔瑞室，8一下分段
轴充填矿柱范事;4一度石充澳置矿柱的熵图采准船

业工作的高度协调;
（2）提前很快的开采品位很塞的矿石，使所获利润几乎为公司建设投资的三倍;
（3），矿石回收率高达95??贫化率低;
（4）生产作业安全;
（5）不另增投资，可很好的解决了露天开采的排水问题;

（ 6）解决和排除了内因火灾的可能性。

19.7，2.3 地下用下向胶结充填法回采
这种方法适用于矿床围岩均不稳固，构造发达的富矿体的联合开来。如苏 联3oxcx多

金属矿●。这个矿山的联合开采，地下开始用留矿法和分段空场法回采，后改用上向水平

分层法开采，均因作业不安全（即使10～12m2断面，到处发生冒顶和塌落）;矿石结块不

能放矿，贫化损失大（20??等而失败。后改用无轨开果的下向胶结充填法获得成功。

儒天与地下同时开采时的境界顶柱厚100～125m，此段矿柱，将在露天结束后再 用地

下开采。

19.7.2.4 地下用分段充填法国联

奥地利Erzberg菱铁矿年产矿石1000万t，露天开果量700万～750万t，地下采出250万t

部分地区的地下开采在露天底部用分段废石充填法回采。废石取自卷道掘进和露天矿的弱

离，也采用选矿尾砂充填，如图2-19-34。

19.7.3 雪天地下联合开采时的开拓方素

这类矿山，露天与地下开采均有较长的服务年限。露天矿的采深较大且与地下矿山同

时建设。因此，生产初期，均采用独立的开拓运输系统。地下矿山的井巷工程建在露天坑

的外部，其出口往往与露天坑的地面运输相结合。在露天开采向深部发展后，地下开采已

●引自《国外金属矿采矿》1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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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套完整的系统，此时，露天开采的开拓运输系统就有可能与地下开采的开拓系统相结
合（特别是深凹露天矿，运输矿石与废石的运输距离增加，费用增大）。因此，在联合开
采的开拓设计过程中，就要研究露天开采的地面开拓系统转为与地下工程联合开拓的问题
（进行减少边坡角剥离量与增加地下井卷工程量计算比较;进行各不同方案运输系统的能
力和运输费用比较;研究由露天运输转而采用露天地下联合开拓运输最优深度等）。其方
案的选定取决于各矿的具体特点和开采技术发展水平，经技术经 济 比 较 后确 定。苏联
Taoxua矿的开拓系统见图2-19-35。

6~

510m

685 ua

图 2-19-35 Taxckx矿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开图 2-19-34 Erzberg露天地下
拓系统立体图合开采联

1-1号南风井，2-z号南风并，8-充裳井4-■笼井;1-露天矿，z—选矿厂，8-废石仓，4-充填料破碎
s-戴斗井，8-提升并;7-中央区风井，8一北风井;机。5-充填料∶6-矿体，7一充填平卷，8—出扩察

p-解波谱口冰;9-运输平都，10~矿车，11-装岩机; 12—矿
溜井;13一联络用天井

该矿一期工程采用场外主副并开拓，竖井下延到400m，二期建设由440m慈伸到685m，
采用场内斜坡道与场外竖并联合开拓。露天矿的开拓运输初期完全在地面进行，后期与地
下开拓（特别是排水和排废系统）进行联合。

联合开拓的内容、优缺点与露天转地下过渡期基本相同，详见本章19.3.2.4节。

19.7.4 应用 实 例

19.7.4.1 调山铜矿
铜山矿全矿分三个矿段，铜山、前山、前山瘤矿段。懈山区位于矿区的东南，是一个露天开采后

转地下的矿段，就山位于矿区之西北采用联合开采，前山南段只用端下开采。

前山区原为地下崩落法开采，后因高温发火自燃，-40m以上改用露天开采，为满足国家急舞 铜的

要求，采用联合开采。地下开采的采矿方法改用混囊土胶结充填，雌天坑底与地下开采之间 窗10～17m

境界预柱。
矿山开拓运输采用与地下井考的联合开拓，见图2-19-96。

矿山采用款出式通风和防排水的综合措施。包括，

（1）露天开采境界外设截水沟，将水引出露天采场;

（2）与需天坑相逻的崩落区的卷道口用混凝土封闭，并在封超境的下部冀带阀园的水 管。在通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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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9-36 铜山铜矿露天与地下联合开采系统纵投影
1-主并，2一三号井;8-新大井;《一侧山北小井。5~中央副井，6-官并;7-九号井;8-盲风

井，8-四号井，10-南风井

-40m露天坑底的通道口安装防水闸门，大雨季节将闸门关上，将需天境界内的雨水贮存在露天扰和期

落的矿堆或穿脉内，同时打开穿脉口上的网民排水。
（3）在帽山风井-40m水平设排洪泵房，安有三台水系（其中二台300kW一台100kW），泵房地

板高出-40m卷道1u。
（4）地下开采与露天开采的正常排水在主副并车场还设有排水泵房。

19，7.4.2 Topo6xroμArecroe铁矿●
该矿已开采250年，近30年中，用需天与地下同时开采，为岗一矿体的走肉方向上网时果用露天与

地下开采的矿山。矿床中段为露天矿，矿床南北两翼分别为南矿并和北矿井，见图2-19-8，题2-19-8。

'+220

· 图 2-19-37 Topo6naronArcroe铁矿联合开采纵投影图

1、2-南矿并和北矿井，3-中部露天矿，4-矿体，5-黑天开采与地下开采重合区，3一角矿井保

安矿柱，7、5一分别为中露天和北矿井保安矿柱19一中霉天临时保安矿柱

● 可向《国外金具矿采》1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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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8-38 Topo6naroacrroe铁矿开采平面图

1一中露天矿，2—附矿井陷落区，3-撑天地下开采重合区）4、5-南、北矿井工业场地

该矿床系一组厚度为20～50m的层状矿体，硬度为fx10～14，南北走向、向东倾斜、倾角30°～50°
直接从表土中出露，增澡大于500m。

1978年以就，中露天和南矿井实际上是独立开采，互不干扰。为保护露天矿南帮不要下部渔下开采
的影响，在露天底图存丁保安矿柱，矿柱寸量超过400万吨，原定在露天开采站束后再同采矿柱（见阳

2-19-37）。在这一时期，地下开采在±0m和-80o水平之间进行（地面标高275m），而露天 开采已达
到极限深度+60m。但由于铜铁厂对铁矿石需要量的增加，而必须把中露天矿的生产继续下去，因此借

对露天矿进行改造和考虑回采保安矿柱问题。

改造方案规定∶露天矿南帮往矿井陷落区那侧扩帮，以使薄天矿开采量达到最大限度，并 使她下开

采所留矿柱量减至最少。为实现此一方案，在较短时期内采完土0m水平的矿有，并在-80m水平智留

320万t矿石待露天开采越过陷落带后再回采。
采新西南的扩带是从岩石滑动已停止的老塌陷带的四南开始。露天开采向陷薄区扩展，不 利之处在

于限制了露天开采的发展，有利的是陷落区可用以堆置中部需天矿剥离的废石且可为陷落区复盖 带来方

便，减少了外部排土场占地面积，并提高了土地的狗用程度;

由于运题缩短，减少了剥离废石的运输费用。
为保证排土场同缩落区之间的运输线路以及排土场地的安全问题。通过大量观测和研究认识到;

（1）陷落角边缘的断裂和错动范围在250mm以下时，断裂破坏对排土机拌土工艺设施和汽车运输

没有危险，而有危险的是地面产生鼻斗的突然塌陷。
（2）在Topo6naronAreroe铁矿条件下，经实测记录统计分析表明，塌落晶斗的坡角为85°。

（3）划定区保护带宽度师宽10m。
除了确定滑斗形成过程的参数外，还要采取一系列测量和技术措施来保证陷落区内生产的 安全，其

中包括;制定专门的测量规定，组织并进行仪器观测，分析覆篮岩层帽动发展状况的测量资 料，必要时

进行锆操找出德下老采区的空硐，培训专业人员并制定陷蒂区内的作业规程。
用汽车将康石从栗螨运到陷落区，因运费降低，每年获利超过10万卢布。

Topo6xaronarcxoe矿的联合开采表明，这种方法是有发展前途的，它可使开采工作对周围环 境的

影响大为减少。按照这种方案，剥离量（1980万m'可以在露天矿开采期内将陷落区（1500万m'）完全

填满，并且佛决丁陆幕区的复展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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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任编写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鲫 骂 人 向良度 沈伯康

20.1 概 述

在采矿过程中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产生一些危害安全，不利健康的问题。例如有

些矿山存在着地压、地下水、地热等危害;含放射性矿物的矿山，有氢及其子体的幅射;

矿石和围岩中含自燃性矿物的矿山，存在内因火灾的危险;地震和泥石流区域内，有抗震

和防泥石流的要求。由于井下煮岩和装运采用了大型柴油自行设备，带来了防尘、防有毒

气体、防噪声、防震动等问题。高温采区需防热寄;低温区需防冻等。这些在设计中必须

加以解决。
为了保证采矿生产过程中不受以上这些危害安全和不利健康因素的影响，以保证生产

安全和工人的健康，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曾颁发了许多规定，在设计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1）国务院国发〔1979100号文批转国家劳动总局、卫生部《关于加强厂矿企业防

尘防毒工作的报告》;
（2）国务院国发〔1984）97号文《关于加强防尘防毒工作的决定》;

（3）国务院国发〔1982〕30号文发布的《矿山安全条例》;

（4）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物质总局、国家劳动总局颁发的劳护【1977）105号文

《关于加强有计划改善劳动条件工作的联合通知 》;
（5）冶金部领发的《冶金矿山安全规程》）

（6）中华人民共和国《 爆破安全规程》

（7）《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I36—79;

（8）《放射防护决定》CBJ8—74;
（9）《防止矽尘危害工作管理办法》（草案）（1963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1963年10

月由劳动部、卫生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布试行>;

（10）冶金部须发的《抗震规定》。
除此之外;化工、建材及核工业等各主管部门亦均制定和颁布有相应的条例和规定。

20.1.1 设 计 内 容课 度

（1）设计的主要依据，包括有关规程、规定以及基础资料，主要说明是否有异常的

自然灾害和职业危害;
（2）初步设计中应阐明各种灾变发生的可能性和工业卫生中尘埃、有毒气体等的危

害程度。
（3）设计对开拓方式，巷道布置、开采顺序、通风等各个系统中应有消除或预防灾



第二十章 矿山安全技术与工业卫生 717

变危害的措施;
（4）论证选择的开采方案能适应或消弱灾变的可能性;
（5）灾变前的各种预防性设施、工业卫生的各种防治设施;
（6）灾变中应有各种设施的操作顺序、人员的撒退计划、缩小灾区的扩散范围等;
（7）灾变时的安全救护工作;
（8）安全和工业卫生中的各种检测工作和化验工作;
（9）安全组织机构和卫生保健组织，以及各种安全人员的编制，
（10）安全和工业卫生的各种专门设施、设备、器材和测试仪表等，
（11）安全生产中的各种辅助性设施;
（12）安全和工业卫生的概、预算。

20，1.2 需要的主基资料

（1）矿区气象资料，包括历年的气温最高月、最低月的平均温度等，

（2）矿区水文地质资料，包括历年降雨量、降雪量、最高洪水 位、地表河、满、

塘、沟、渠以及水库的容量和历年的最大蓄水量，位置以及相互间联系;
（3）含水层，断层、破碎带、溶洞、老采区、旧巷道，钻孔的贮水情况以及空闻分

布规律，及与地表的关系;
（4）地形地貌，断层、破碎带与滑坡、泥石流、滚石、雪崩的关系、规模等;

（5）矿井地温梯度、矿岩热物理参数，地质热源，热害成因、热害区范围;

（8）矿石和岩石中游离二氧化硅的含量及其有害组分;

（7 ）矿石和围岩有无自燃矿物成分，

（8）矿石和围岩中有无放射性元素;

（9 ）矿区的地震史及地震等级资料等。

20.2 矿山安全主要技术措施

安全技术措施主要是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以及阻止工艺过程中即将发生的事故。有

异常情况的矿井中应该采取相应的设施等。

20，2.1 灾 蜜 设 施

（1）每个矿井至少有两个直通地表的安全出口，各阶段、采区和采场都应有两个通

往安全出口的通路;
（2）矿山的各种安全出口，应满足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从任 何工 作 地点有撤出的可

能性，
（3）未能撒出的部分人员，应熊安置在避难硐室内。室内应有足够新鲜空气、水，

有可能时应有管道输送所需物品，空气等，硐室有隔离门等，;
（4）井口和各阶段井底车场，办公室、医务室、以及主要工作地点都必须设置联系

信号（如声光灾害报警装置、通讯联络电话等）;
（5）并口、井下各阶段井底车 场，各 硐室，各主要工作地点设置相应的消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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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等;

（6）井下各安全路线应设置照明，各分道口应安有明显的路标;
（7）根据冶金部《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第215条规定，主扇应有使矿井风流在10分

钟内反向的措施，因此设计中应设置反风装置。
以上涉及的安全技术和工业卫生均为全矿性的灾变事故。有关局部性问题，一律遵

照安全规程和崇破规程进行设计。

20.2.2 防 灭火播 施

井下火灾来源于内因火灾和外因火灾。

内因火灾防治详见第十八章地下火灾预防与扑灭。
明火器材和电气设备使用不当是产生火灾的外因，如井架 失 火，大量烟雾会灌入井

下;而木材支架着火，会造成全矿性火灾等。

预防外因火灾的措施;
（1）设计中的电气设备应有保护装置，

（2）易燃、易爆物品应有专门的运送、保管、颁发和使用的设施;

（3）设有反风装置，在有关地点设置防火门j

（4）井架等尽量采用不燃性材料。

20.2，3 防 水

矿山突然发生涌水，能淹没整个矿井，有时会引起地面大范围的陷落。

一般水灾由地表水或地下水引起。地表水包括降雨降雪及河、湖、塘、沟爆、水库中的

水;地下水包括含水层，溶洞、老采区、润卷道、断层、破碎带中的水等。

水灾形成的条件。（1）汇水区内或露天坑内的地表水通过矿区塌陷葱围渗入井内;

（2）地表贮水通过裂隙、断层、溶洞灌入井内;（3）地下贮水通过断层、裂隙、溶润

涌入井内，（4）地下贮水在生产过程中掘透。等等。

矿并的防水一般分地表和井下两个方面进行。

20.2.3，1 地面防水设施

（1）井（硐）口及工业广扬应高于历年最高洪水位，否则需建筑堤坝，沟巢来疏通

水源或采取其他有效保护措施;
（2）对大面积的遇陷区内，地表又无足够厚度的隔水层时，根据汇水和运渡情况，

修筑疏水沟渠和围堤，必要时配备水泵，以便拦水和排水，

（3）对露天转地下的矿山，露天坑汇水处理和第（2）条相同;

（4）将有关流经矿山塌陷区内的河流、沟巢进行河床加固、河流改道或采取更有效

的办法;
（5）对度钻孔、旧井等采用泥砂、水泥等进行妥善充填，封闭，

20，2.3.2 井下防水设施

（1）建立完善的排水系统和配备足够的排水设备能力;

（2）临近井底车场处设置防水闸门;

（3）超前建立水仓和水泵房，并应考虑紧急时期的贮水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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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有二个以上安全出口的开拓系统，井下每隔一定距离 利用 旧有天井（或上
山）作安全出口;

（5）尽可能采用充填法或及时或事后充填采空区，
（8）矿床疏干，疏干主要是处理地下水。蕴 干有本阶段 疏干和下阶段超前疏于

方式，
（?）隔水，用于矿体与不能疏干水体或被淹井巷相连时，留有防水矿柱来隔断水源;

（8）探水，用来查清井下水情，有时用来作小规模的疏干。一般采掘工作接近积水
的岩溶、旧巷、废钻孔、含水层以及破碎带时，须超前打钻。一般距离可 疑水源75～100

m处开始打钻，钻孔超前于工作面5～20m，孔径不宜大于75mm，
（9）截水，一般用于出水处和主要卷道之间的适宜地点，修筑水闸墙或水闸门，可

使局部地点的涌水不波及其他区段;
（10）注浆堵水，一般用在掘进。井巷通过涌水量大的区段时，待查明水情后，可从

地面或井下向井卷四周打注浆钻孔，堵塞涌水通道。

20.2.4 附 泥 石 流

本节的泥石流是泛指泥石流、滚石和尾砂的流失等。

国内发生泥石流的区域较广泛，如宜昌盐池磷矿受泥石流的破坏极大，东川因民铜矿

的泥石流，易门铜矿的巨型滚石，牟定铜矿的尾矿流失在陷落区内。这些必须引起对混石

流的重视。
一般形成泥石流的条件有∶（1）陡峻的地形 和 较 大的沟床坡度;（2）充沛的水

源;（3）矿区内堆积大量的松散固体物质;（4）崩落顶板的采矿方法。

防治泥石流猎施∶
（1）原则上采用以防、避为主，尽量稳定原有山体。

（2）设计应根据现有山坡地形，岩体性质、断层和节理方向、拟定的采矿方法来确

定陷落角;
（3）以圈定的塌陷区为基础，分析确定当地的泥石流的流失葱围;

（4）工业场地及任何建筑物应避开泥石流流失区域;

（5）尾矿坝及排土场也应避开泥石流，并不能布置在工业场地、村庄、陷落区等受

影响的范围内。
（6）不能避开流失区的设施，尽量迁移至坑内或适宜地点，

（7）井（硐）口位置的选择，应避开重迭的陡山坡和沟口陡坡地形，

（8）泥石流流失区内的井（硐）口必须采取加固措施和防护设施;

（9）采用减缓泥石流发展的采矿方法及采空区处理;

（10）把滚石引向采空区或无危害地区，设计应合理确定采掘顺序。

20.2.5 抗 
凡处于地震区内的矿山，一定要按震级烈度考虑各项设计。

根据唐山各煤矿的经验，区内发生地震时一切电源均被切断，地表破坏较矿井深部严

重。因此根据此情况，设计中应采取如下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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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竖井、井底车场及硐室等应选择在稳围基岩中，其支护等应按震级进行计算;
（2）主要开拓井卷穿过软弱断层时，应有防范设施。且在断层两侧应有通向安全出

口的坑道;
（3）采用落地式摩擦轮提升代替塔式摩擦轮提升;

（4）尽量采用1～2个倾角<30°的解井或斜坡道作为直通地表的安全出口;
（5）作为安全出口的竖并井筒，必须设置坚 固的梯子及扶手;当井深超过300m时，

每隔200m左右设置休息室，该窦开谢在井壁内，并与梯子平台相通;
（6）深井作安全出口时，除设置梯子间外，并应设有备用提人间，
（7）安全出口处（包括竖、斜 井及平硐）10m范围内，当地震烈度为7，8级时，一

般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护，6，7级烈度时，可采用素混凝土;
（8）除设水仓外，应有超前开拓和采准卷道作临时贮水卷道，以利切断电源时延缓

水淹时间;
（9）地震区内矿山，应设置蓄电池矿灯作井下主要照明。

20.2，6 防 幅

（1）瓦斯爆炸和硫化矿尘爆炸的矿山，有关设计参照《煤矿安全规程》执行。
（2）杂散电流过大的矿山，一般设计中采用非电起爆方式，对高硫矿山应采用牛皮

纸浸腊药包（尽量与矿石隔离）和导燥索起烯，不宜采用大爆破方式进行爆破。

20.2.7 预防井下大规模岩移

大规模岩移会影响整个矿井，设计过程中应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岩移的出现。

（1）根据顶盘的条件正确选择采矿方法;

（2）设计中要正确确定矿并阶段、矿块、矿房内的开采和回采顺序;

（3）回采过程中应有顶板管理和地压管理措施;

（4）设计应明确采空区的处理方法。

20.2.8 爆破材料库的布置要求

（I）库房远离扦篝、井底车场、主要硐室 以及全矿性设施。硐室式应>100m;齿

糟式应>60m;
（2）库房距离主要行人卷道，硐室式应>28m;因槽式应>22m;，

（3）库房与地表的最小允许距离，硐室式应>30m;齿槽式>15m，库房在垂直方

向上，距地表<30m时，严禁危险区内建房;距上水平<30m时，禁止采揭;

（4）库房最好位于近回风段，并有单独的回风道或回风井。

（5）库房应设置防火门、栏栅门、铁门等辅助设施，

（6）库房须有充足的鲜风，每小时有4倍于库房容积的风量供给爆破材料库。

20.3 工业卫生主要技术措施

设计中应针对生产过程中尘、毒、放射性、噪声及振动等危害因素，从生产工艺等方



第二十章 矿山安全挂水与工业卫生 1721

面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职业性中毒或职业病的发生，保护劳动者的身体健糜。

20.3，1附 尘

20.3.1.? 入风质量

根据冶金部《冶金矿山安全规程》及有关规定，要求作业场所粉尘允许浓度不得超过
2mg/m'。并根据冶金部《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第Y99条规定，进风流中矿尘浓度不得超过
0，5mg/m°。为此，设计中应考虑∶

（1）爹斗并及混合井（除隔间通风、管道通风和净化措施、风源质量达到标准外）
均不得用作进风井;

（2）矿山主排风井、尾矿场、废排弃场、破碎厂、充填干料堆放场、冶炼厂，公路
与入风井（制）口的距离均应设置量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并应使入风井（制）口置于主导

风向的上风处。
20.3.1.2 截岩防尘
（1）一般采用中心供水式的湿式谱岩，凿岩时将压力水通过钻机中心水针，经怀杆

由钒头孔喷出，冲洗眼底，湿润岩粉，捕尘差率可达90???侧供水式雷岩的捕尘熬率可
达90??

（2）利用捕尘和抽吸装置将凿岩产生的粉尘收集进除尘器内。配合局部通风，也可·

使工作面空气中粉尘浓度降低到2mg/m*以下。
（3）改进凿岩技术和凿岩设备，如采用锋利的一字型钎头和柱齿研头，并且尽量打

深孔等，都可以降低空气中的含尘量。。
20，3，1.3 鄙碱防尘
（1）采用风水喷雾器和燥破波自动水事等方法进行防尘。

（2）采用装水塑料袋代替一部分炮泥装入炮眼的水封爆破。爆炸时，水缓破裂，形

成细小水雾，以达捕尘目的，一般降尘效率可达50～70??

20.3.1.4 莫卸矿时的防尘

1.喷雾酒水
电把的耙矿道、铲运机的进路、酒井的装矿点等一般在距作业地点一定距离内安装

2～8个喷雾器组成的水幕，或在矿石上洒一层水，装一层矿。

2。瘤矿井等密闭
对产尘较多的溜矿并和井下破碎机等进行密闭，把抽出的含尘空气，直接排入专门的

回风道。
对于无轨矿山，有地面出口的斜坡道，采用地面酒水车;无地面出口的斜坡道，设置

井下酒水车。
20.3.1.5 涸风防尘

（1）利用矿井通风进行稀释和排出粉尘。

（2）利用局都通风对掘进工作面或采场进行稀释和加速排出粉尘。

20，3.2 辐.射 防 护

含钠的并下矿山，从矿石、岩石表面润坑下水中析出的氨不断进入矿井空气，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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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变，产生氧及其子体，使空气受到污染，并危害了井下工人的健康。
因此，一九七四年五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CBJ3—74;以及之后冶金

部颁发的《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第203条所规定的放射保护，其规定如下，
对于有铀矿井空气中放射性元素的最大容许浓度为，
（1）矿井空气中浓度不得超过 1爱曼。

（2）矿井空气中氢子体浓度（即氢子体a潜能）不得超过4×10'M电子V/L。

铀矿井下空气中放射性核素的最大容许浓度为;

（1）氢为1×10-10居里/L，即1爱曼。
（2）氨子体为4×10*M电子V/L。
（3）钍射气为3×10~1*居里/L。

（4）天然铀为0.02mg/m2。
（5）镭为3×10-居里/L。

防护措施∶
（1）用通风的方法将析出的氡及其子体稀释并排出坑外。
（2）采用压入式通风，使井下形成正压状态，并注意井下的压力分布，让其有效地

防止氢及其子体从采空区、裂隙中向作业区扩散。
（3）开拓卷道尽量布置在放射性浓度小的围岩中，且不宜考藏过长，断面过大。

（4）一个矿井尽可能集中在一、二个阶段国采，避免多阶段作业，使风景集中，减

少风流污染。
（5）穿过放射性渗流大的矿体和围岩，应在巷壁喷涂防氧覆盖物，减少氧的析出

量。喷涂材料有混凝土、水泥砂浆、水玻璃、粘土及偏氯乙烯共聚乳液等。降氢效率一般

可达75??
（6）密闭来空区和度旧巷道。密闭材料可用砖、石和混凝土等。国外用聚氨脂泡沫

遇行快速密闭。
（7）有效控制矿井水中氢的析出，排水沟、井下污水仓设计中应有盖板，同时污水

仓有专门的回风系统，未经处理的井下水不得循环使用。

（8）有放射性的矿石尽量减少井下存放的时间。

（9）溜矿井应设计排尘风道及自动密闭门。
（10）作好个人保护，佩带高效防护口罩。

（11）个别通风困难工作面，采用空气净化方法，降低氨及其子体的浓度。

（12）作好检测工作，保证大气质量，以防过量照射。

20，3.3 度 气 净 化

无轨设备的下井，许多内燃机设备在井下工作时需要排出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根据

冶金部《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第202条及有关规程规定，使用柴油设备的矿井、井下作业

地点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应符合表2-20-1的规定。

为了达到允许浓度，应采取如下措施;

（1）选择净化、催化良好的柴油设备，
（2）采用多级机站和管道通风，有效地稀释、导流产生有毒有害地点的气体（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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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有客气体允许浓度 囊 2-2D-1

最大允许体积浓 度
名 称 危 害 作 用

(%) (<m)
CO （-氧化驶） 6.0050中彰燥炸 60
NO。（二氧化氨） .0005中 毒 6

中 So，（二氧化疏） 0.005
中毒燥炸 0004sH，S（硫化盆） 6.6
中 毒 0.000SHCHO（甲酸）

0.120.000012中 毒CH，CHCHO（丙稀醛）

是柴油设备集中工作的地点）
（3）排除设备产生的有毒气体，必须按《冶金矿山安全 规程》第201条所规定的每

千瓦为4.0m*/min来计算所需风量;
（4）尽量提高设备的效率，减少并下作业人员;
（5）采用黄穿通风，减少独头通风;

（8）独头进路应采用局扇进行加强通风。

20，3，4 降 低曝 声

大量的大型化、大功率，高速度设备在

井下出现，噪声的危害有所增大。根据《冶

金矿山安全规程》规定，井下各作业点的噪

声水平不得超过90dB（A）。实际上井下矿

的主要设备噪声大 约为65～110dB（A）之

间，大部分噪声都已超过国家控制标准。见

H2-20-1。
矿山主要噪声源有。风动凿岩机，这是

井下最大的噪声源，单机高达115dB（A）

左右，井下风扇为90～120dB（A）;内燃 sT 23 有下 6T
机为动力的设餐，空气 压 缩机为 100dB

图 2-20-1 地下设备噪声圈（4L-20/8型空压机等）。滴井卸矿 时 虽达
1-地下谢岩机，2一地下角风机，3-地下装者机，4一

100dB（A）以上，但时间较短。 空医机，5一地表主扁）6—兔表卷损机;7-水录

噪声大体有设备噪声和生产过程噪声，
测定中的噪声是这两类噪声的混响。井下的装点是噪声的声源较多，而工作面狭小，引起

反射噪声较大。
噪声的防治措施，
（1）根据矿山声源多，反射大的特点，一般设计中须总体规划，综合治理才能

奏效;
（2）单台设备也由于各种噪声产生来源，因此也要综合治理;

（ 3）设计中应注意选择噪声小的设备;

（4）凿岩机的气流噪声采用消声器消声，其机械和反射噪声采用减震套和泡沫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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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等;
（5）内燃机为动力的设备，除气流噪声外，对虹内燃烧，机件 传动产生的机械噪

声，一般采用玻璃棉，聚氮基甲酸泡沫等级声材料的吸声层作隔声罩，
（6）防止岩石的噪声反射，可在岩石表面喷酒泡沫稳定岩;
（7）空压机站内的声源设备附近设置隔声屏;

（8）研制低噪设备，如国外研制独立马达传动铜钎旋转、无阀空气膨胀缩环，减少
阀门噪声，如TYYG-20型液 压 凿岩 机比类似的YT-25型风动凿岩机可降噪10d（A）

左右;
（ 9）对设备及时保养与维修可减少噪声强度;

（10）加强个人防护;加强监测工作。

20.3.5 胁 热 害

矿并空气温度受地面空气温度、地热梯度及原岩温度、地下热水、矿石氧 化等因素

影响。
（1）地温梯度;石嘴子佩矿为2℃/100m，抚顺煤矿为3，8℃/100m，美国阿纳康达

铜矿为5，52℃/100m，加拿大马克英蒂尔金矿0.75℃/100m。
（2）原岩蕴度;美国弧山钢矿，井深1440m，岩温60℃，秘鲁凯萨派尔卡铜银矿，

井深1190m，原岩温度为61℃，日本丰羽铅银矿，井深350m，原温100℃。

（3）地下热水，岫岩铅锌矿，井深95m，水温为48℃，日本丰羽铅锌矿，水温为

45℃～80℃，墨西哥纳卡铅锌银矿，井深441m，水温49℃。

（4）矿石氧化∶向山硫铁矿单位放热量约16～53.7×4.1888kJ/m2·h。

（5）入井空气温度，南方，七月平均气温为33℃。

高温矿床分为岩热型、热水型、氧化型和混合型。

设计前判断是否有誉在热客的矿井，一般是高碱金属矿床，埋藏较深的矿体以及有地

热资源的地区。
国内矿山以干球温度为指标，根据冶金部《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第204条规定，井下作

业地点的气凝不得超过27℃，热水型和高硫氧化型矿井的空气湿球灌度应低于27.5℃。

降温描施有;
（1）尽可能采用通风线略短的开拓系统，即首先采用中央对角式布置，其次采用对

角式布置，少采用中央式布置系统;
（2）采用分区通风方式，缩短空气吸热过程，从而降低温升;

（8）井巷布置在导热系数低的岩层，避开局部异常高海区;

（4）大容量机电设备硐室及水仓应建立独立的回风道和回风井;水仓距离有关硐室

应大于15～20m，并设置密闭门;
（5）采用充填法及事后充填采空区来降低温度，并把采空区和废坑道进行密闭，采

取后退式回来;
（6）应该有足够的空气量进入井下，日本丰羽铅锌矿每采出一吨矿石为7m3/min的

鲜风;有关风量计算详见本卷第二篇第十六章第5节;

（?）采掘工作面是人员集中的高温地点，采用并联贯穿通风，并应不使热量流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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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面，或使用各种引射器、小型局扇等，增加局部地区的风速，改善人体散热条件;
（8）用隔热材料覆盖或喷涂巷壁，减少岩壁的放热量;采用注浆等方式来强止巷壁

淋水、使用严密的水沟盖板，采用带隔离外套的压气管、排水管、冷却水管来防止热气传
热。有可能时采用专门排水道和回风井排热水;

（9）热水型高温矿并可采用疏干排水措施;蕴干有生产阶段疏干和超前阶段疏干;
（10）当通风降温失去效力时，采用高费用、高效力的人工制冷降温措施。如日本丰

羽铅锌矿在地表采用2台透平制冷机将水冷却（2台制冷机制作615t冷冻水/h），然后把

冷冻水送入井下。根据设备型式分固定式空气冷却设备和移动式空气冷却设备。
（11）对于作业地点分散的高温矿井，可采用个体防护措施。应研究冷却头整和冷却

工作服等。

20.3.6 空 气 景 热

我国北方冬季气温降低;根据情况应对冷空气预热，保证冶金部《 冶 金矿 山安全规

程》第205条规定的进风温度在摄氏2°以上，确保矿井安全生产。应预热的矿山有∶

（1）井简内淋帮水大的矿山;

（2）根据当地或类似矿区的生产实践证明不采取空气预热会影响生产时，

（3）当地室外采暖计算温度等于或低于-5℃的整井和斜井;-7℃的平硐，

预热措施有∶
（1）井口预热一般采用井口预热器（包括蒸气、电力）预热和锅炉房预热。例如金

川二矿区冬季温度为-15℃～20℃，平硐口采用蒸气叶片式和管式预热器预热;竖井采用

锅炉房预热的空气送入并下。
（2）地温预热，一般利用废旧巷道和采空区预热，能达到投资少、成本低、节省采

热设备、稳定温度等。
地温预热适用于具有大量的废旧巷道或有果空区的矿井中。预热Im2/s风量到+2℃时

所需的面积要有，华铜铜矿（井口温度-27℃）为197.5m2;临江锡矿（-33℃）为28m2;

植仁铜矿（-40℃）为365.5m2（注;具体地热预热计算详见地下开采篇的16.5.5）。

新建矿山，投产初期可采取临时措施进行井筒预热，待上部阶段有了废弃的巷道和彩

空区后，方可改用地温预热，必要时可预先施工部分巷道作预热专用巷道;

同时应注意采用地温预热的矿井由于部分风量反向送至井口，其总风量比正常风量大

15～20??并且注意预热空气的质量应达到冶金部《冶金矿山安全规程》第198、199、

200条的要求。

20，3.7 降 低 温 度

降低湿度的措施如下;
（1）对断层和大水处设计中应采用防水处理和混凝土支护;

（2）井筒含水层和马头门处须筑聚水围;
（3）井底车杨的水仓入口处应处于全矿坡度最低点，矿井内只采用单面坡，设计中

不准采用双面低洼坡（除井底车场外）;
（4〕大小巷道和斜井、斜坡道均应设置大小不一的水沟，泥砂多的矿井，每隔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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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设置沉砂池，必要时设置专门的排泥坑道;
（5）滴水较大的井筒，应采用有顶盖的罐笼，滴水较大的溜子口应采取导流措施。
（6）井下的酸性水，带有放射性元素水、泥浆水应及时排出井外。

20.4 矿山安全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

20，4.1 组 织 机 构

矿山安全组织机构的组成、主要根据矿山规模、灾变性质、灾害程度等来确定。一般
有灾矿山按图2-20-2来组成。

I业卫生化脸到

安全处（科） 监测组企业（矿、r

羞易教护队

坑（车间）】

工区 《激） 衣产安全层

瓶（绳不概宪组 产安金员

图 2-20-2 矿山安全组织机构图

矿山隙通风防尘、监测、化验工种等外，地下尚有砌筑密闭，黄泥灌浆等等工种。矿

山安全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实例详见表2-20-2。

有关人员的配备主要根据组织机构来确定。

20，4.2 霉山 徽 铲 队

为了及时和有效地处理各种灾变事故，矿山一般组成专职和业余相结合的救护队。组

织形式依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小队由7～10人组成，2～3个小队组成中队。中队可处理灾

变工作。大型矿山和矿务局才成立大队，大队由若干中队组成。

矿山救护队的人员配备见表2-20-3。
矿区救护队的建筑面积及救护车数，参见表2-20-4。救护中队主要装备参见表2-20-5。

龙烟铁矿救护小队主要装备，见表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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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工业卫生级织机构奖例 载 2-20-2

矿山救护组织安技人 通风防
（劳矿山名称 生产规模 费尘人数矿山主要危害

尘人数员 数 型式及人数人员数

正筹建队套金819 501，游离二氧化矽合云婦公司老厂耦 1941yeD0t/d
专取人员7人，量不高矿地下
兼职队员10人。2.放射性气体和子

体浓度高
3，生产碱化矿有自

然发火危障

不脱产矿山救150020万 t/a 20矿石有自然发火 3湘潭锰矿地下
护队员10人

1316691500万t/a 52梅山线矿（地下）
1置s44920万t/a 16矽 尘田湖铁矿（地下）

79 1a2913水果4方t/a 67平桂矿务局
地下46，2万t/a

2202350万t/A 2100板石沟铁矿（炮

设不脱产矿山25I25040万t/1.矽 尘水口山韶锌矿
救护队2。放射性气体

3.高磷矿石自爆（侧
用硝按类炸药）危险

囊 2-20-8矿山款铲人员E备疾

别类
合 计各工种所占百分比队 别

案机员修理充滴 员 采到国风文柱机电木工

10救护大队 B教护中队
散护小队

注，各工种救护队员所占百分比∶采捆工3??通风工10??克柱工3??

机电工15???瓦工10%

囊 2-20-4矿区款护队的胞掌复叙及载护本意

注备独立中队 大单 指 标 分 卖

包括联合建筑，行政公共建筑和值班省食
救护车败

1254660楚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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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护中队主要微备表（按3个小队30人配备》 囊 2-20-5

连备数 量名 号速称 单 位

每人→台，备用5台35AHG-《氧气呼吸器 台
备 用AHG-2 5氧气呼报器 台
每个小队1台，备用2台AJH-3氧气呼吸器校验仪
每个小队2台，备用3台ASZ-30 9自动苏生谩 台
每人1台，备用5u台AZG-40 ED隔离式自救器 台

AQY-60 每个小队1台，警用2台氧化碳检定器 台
ABD-200 2电动氧化充填泵 台

每个小队1台，备用1台AQC-45浮游矿尘测定仪 台

合1/1000分析天平
每个小队-套。备用-套在灾区电话机
每个小队-个，备用一个个手电钼

140L卓气瓶
2L氧气瓶

个清净增
5t千斤顶

高倍数泡沫灭火机
8kg干粉灭火器

陷床灭火善
φ2～2，5水龙带

水 枪
秒 表

 速风 表

素 2-20-B龙知铁矿散护小队虫要美备表

量数位名

2~四小时氧气呼吸器 7～10二小时氧气呼吸器
液净罐 15清净耀
氧气瓶
氧气充填泵
万能检查器
氧气生器

台一氧化颈检定器
台二氧化碳检定器

CH，检定暑 10～15
自教器
军用电话机《带规00m） 10～15
蓄电池灯（煤矿用的带头灯） 10～15
充电器 1辆
教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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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 工业卫生化验蜜（劳卫室）
20，4.3.1 工业卫生化验血的主要内容和任务
（1）矿山企业的工业卫生化验室，主要负责所属矿山有毒有害物质和劳动条件的监

测、评价。
（2）矿务局（公司）的工业卫生研究所（劳卫所），主要负责本系统厂矿有毒有害

物质和劳动条件的监测、评价。职工的体检和职业病观察诊治以及综合防治和研究等。
20.4.3.2 工业卫生化验室的监测项目
（1）物理方面监测粉尘、噪声、振动、温度、湿度、放射性元素等。

（2）化学方面监测矿石、空气、水体的有害物质。

20.4.3.3 人员编制

根据卫生部（83）卫工字第30号文精神，职工人数在五千人以上的厂矿企业，工业卫

生化验人员编制按一千名职工配备1 人。
职工人数在五千人以下，一千人以上的厂矿企业，可按每八百名职工配备一人。

职工人教在千人以下的，要有专职或兼职监测、化验人员。
职业病危寄严重的厂矿企业可适当增加编制。
20.4，3，4 工业卫生化验索面积

工业卫生化验室的实际使用面积，一般为40～100m2。职工人数在10000名以上的大

型矿山企业，用房使用面积，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

20.5 矿山安全、保健辅助设施

20，5.1 坑口安全、保健辅助设施

20.5.1.1 矿灯房
（1）灯具数应按地下生产在籍人员和50??管理人员配置;

（2）矿灯房设置在井口和浴室之间，室内布置避免交班时人员交叉流动，

（3）井口至灯房、灯房至浴室，北方应设外走廊，南方可酌情处理，

（4）并口至灯房的距离应大于30m，井口建筑物至灯房的距离应大于20m。

（5）灯房宜用耐火材料建筑，而充电间、发放间、交还间之闻采用耐火材料隔墙，

各间并有单独出口。
（6）灯房内应有通风装置。

矿灯房的有关房间的面积如表2-20-7。

蓄电池灯有两种，即头式灯和手持式灯，以头式灯较好。

蓍电池灯分为∶酸性灯和碱性灯。一般常选用酸性灯。

蓄电池矿灯及充电架的型号、规格、详见表2-20-8。

矿灯充电源详见表2-20-9。

20.5.1.2 生产卫生用宣

生产卫生用室宜设在井（坑）口附近。该室依次排列的有更衣间、太阳灯间、浴室，

洗衣间、干燥间根据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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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7矿灯房各房阅道飘裹（四m）

称名固房
矿灯 数

则 衣 宣办 公 宣暗 藏 宽做配液室检 修 宣 加 液 宣

18～2420～2416～2020～301500 20-24
16～24 12～it30~4880一3B100~sqDD 20-30 20~2

12～18>300 40～4B30一820～3040-4B __a
表 2-20-8管 电 池 矿 灯

重量惨参考外塑尺寸范 保存氰定倾定点灯 灯
价格生产厂《矿灯厂）;s二年限变 电压客量时间康压电流洗 说 明

 （s）（元）w）】（b水VkA）am了 kmn tn)(m n)
贵 用20)1512op.3 .6KS-4 22
邵 阳18B 1.4126 60KS-6 240.550.5s
济 要186 1,3KS-7 (B) 120 62

抚殿，媒山，贵寿命>5N
≤L,1178,54,>2 阳、都阳充放电锥环

抚 惯2,919s16! 627)2zKS-
贵 阳j38195 2.3155 62.7 22KS-a
兰 州196 2,3151 600,zp0-2sKSB+
媒山、济源2.319516s 625.7]2'KSB-$

KS-7.5 抚 顺351B7 1,556134706矿灯
天津。煤矿，专巨xCTD-1 372219 设备厂碱性矿灯

泮，除巨龙矿灯为融能蓄电泡矿灯外，其余均为酸性蓄电池矿灯。

素 2-20-9矿 灯 充 电 罩
参考重量 外形尺寸硅 盒 况 器额定

坐 产厂价格离直滤宴亮交濒│电流变滤
ckp（元》（mw）mm）m五）A)(A)(v>(V)  (V)(A)

兰州矿灯厂27859qo2I138s1息3660,751504.8~72,s 350KTSC-1otβo，单～2.5
抚麟矿灯厂265}7S09212a}46o1580.751504.t-72.83B0KTSC-103±0.取0～3,B
贵阳矿灯厂290 5000212z4001868.751504.5~72.sKTSC-102±0.中0-~2，引
上海矿用电善28o500017894162022o,781502.3 J,KTSB-1o2 $80～2,6
、维山矿灯厂

注∶KTSB-102型完电架专供KS-8，KSB-ε型矿灯亮电用，以可供KS-7带先牌矿灯充电用，采用灯共半自动充电方

式，各个放电程度不阔的矿灯蓄电池都可以陶时上架究电。充电果够基为观，共三层，每服可以放 s4个矿

灯，能荷时充102个矿灯。。如矿灯数量低于此数，也可充电，采用恒压充电。充电电源随充电的进行逐筋减

少，不致使管电总过充电。

1。更衣间
按坑口在册工人数和干部数计算更衣间大小和存衣柜数;一般每人占有一柜，一柜分

两格（即便服格和工作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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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放射性、剧毒、污染严重的矿山，可分便服间和工作服间。工作服间设有吹
尘、吸尘等设备。并根据情况设有洗衣间和湿工作服干燥间。

2.浴室

浴室的容量应能在一小时内洗完最大班的工人数，室温>20℃;并根据当地习惯选取
淋浴或盆浴。

3。太阳灯间

一般设在更衣间与浴室之间，目前采用紫外线保健光源。

20，5.2 地下安全、保键辅助设施

20，5.2.1 避难隔室
1。设置原则
遇特殊情况时，设计中可设置安全避难硐室。如开采有严重自燃发火的矿床和抗震区

的矿 山等。这种避难制室亦可同时作为救护基地。

2，避难码室要求
（1）避难硐室可设在井下关键位置，如井底车场附近，或采区安全出口的略线上;

（2）避难硐室必须设置隔离门。避难室的净高不得低于1.8米，其长度应根据同时避

难的最多人数确定;
（ 3）避难硐室在使用时，必须采用正压排风，

（4）避难碱室内必须设有供给空气设施，供风量按2米$人·小时计算。如果 用压缩

空气供风时，应有减压装置，并设有闸门控制的呼吸嘴;
（6）避难硐室内应根据避难的最多人数配备足够数量的隔绝式自救器。

20.5.2，2 销防材料库（硐塞）

1。设置原则
设计中广泛采用不燃性支护材料，但地下电气设备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因此，应设置

消防材料硐室，以防内、外因火灾的发生。

2。消防材料库（硐室）的要求
（1）在每一生产水平的井底车场或加宽的单教运输巷道处设置消防材料硐室。

（2）平硐开拓的矿山，可将消防材料库设在地面，
（3）消防材料硐室应有两个出口，一为 进出车，一为人行通风，断面根据车型

来确定;
（4）消防材料硐室的长度，应为一列车长，其宽度由机车（或车辆）的外形尺寸

决定;
〈5）库内应备有足够的消防器材（风鳞、木板、方木、锯、销、靶子、铁锹、砂箱、

梯子、水缸、钩子、水泵、水枪、水龙带、灭火器、灭火手雷等）。

20.5.2，3 井下保儒站
（1）一般应设井下保健站，可在每一阶段设有简便的急救措施。但大型矿井的特殊

需要或考虑劳保的综合用途，在井下设置规模较大的保健站，站内有电话、急救药品、止

血设备、担架、蓝色等。
（2）保健站应设置在人员提升井筒附近交通方便和人流集中的地方，保健站内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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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良好，保持适当的温度和湿度。

（3）保健站一般和等候室联合布置。保健站的大小，应视医疗器具装备情况而定。
硐室的断面尺寸和支护方式，与等候室相同，一般长4～6m，宽3～4m，高3m，保 健站面
积一般为20m2。

（4）保键站兼做劳保的其它用途，则面积应根据综合需要决定。
（5）硐室底板应高出相邻的大巷底板 300mm左右，人行道向医务室应有5～10??

上坡，硐室底板铺100mm混凝土。

20.6 部分安全技术与工业卫生劳动定额

部分安全技术与工业卫生劳动定额，按冶劳（80）第2865号冶金企业劳动定额标准
（试行）执行，见表2-20-10。

其它有关安全技术与工业卫生势劝定氰 囊 2-20-10

单位定员定 说阴工 作胞圈 及 作 业条 件工种名称

大型5、中重、小型7占箦尘局庸的安装移设、运转、接风简，安馈雾器、风通风防尘工 5~Y人数的%门、密闭、测空海全部工作

75kW以下的不配专人2 7人/台班60低 W以上主扇机工

按在更衣室更农的总人数配备人/106人 1棉作业服看管、消扫更衣室、干燥作更衣工
1人/150人单作业服业服

人/处理 抗口工人超过400人以上的可增看管浴塞、有条件的并兼烧坑口浴室工
配1人锅护

人/处班 翻由筑口浴室工兼者不配此工种1负责烧锅护及50米以内运煤浴室锅炉工

人/处班 德由坑口浴室工兼者不配此工种负责大阳灯的安装维修管理太阳灯工

按井下工人总败配备人/250月 1 按负责井下矿山枪险救护工作救护队员

1人/矿嚣天矿测尘工
小型矿2人，大中型认人/矿 2-4地下矿测尘工
j按井下工人总数配备人/800人清扫卖便井下卫生工
8 按常用主要运航莓和水量大的卷人/公里 0，33 自负责清扫、修水沟、排除积老道清理工

道计算水
人/40人包做包送

大做人/75人只做不送或只送不做 1按享受保德入数计算做送保美饭
人/200人只风做保德菜者工

按井下工人总教配4人/200人烧水井运到并下烧送水工

注，录自冶劳（2）第28号冶金企业劳动定员定额标准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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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主 要  矿 设 备

食任编写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编 胃 人 张键沸 潘 燮 正应鸾 吴 辉

编 写 说 明

（1）本附录包括∶露天矿穿巅设备，装载设备，运输设备，水果设备，石材开采设
备，地下凿岩（包括露天青岩机）装药设备，装岩设备，运输设备，天、湍井拥凿及喷射
混凝土设备，绞车设备，通风除尘设备，安全救护仪器，炸药加工厂设备。

（2）本附录所列国内设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有关设备制造厂提供的产品目录，设
备样本，设计说明书等，其次是近年出版的机械产品目录，成套设备手册。另外编写人员
走访了一百多个厂家，查阅了大量的设备制造图纸资料，落实和补充了一些技术参数。但
近几年来采矿设备产大于懈，经济效益受到影响，有些设备制造厂家已转产或正在转产，
在选择设备时应进一步调查落实。国外设备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出国人员的考察调查资、
料，国外厂商提供的产品资料。

（3）本附录所列一些国内设备的参考价格大部分为1984年的价格，部分为1985年的

价格。因市场价格变化，采用时应进一步落实。

附1.1 露天 穿 燥 设 备

附1.1.1 牙能链机及粘头

牙能粘头置号及主要数术健信 栽需-1-1

参 考 价 `格钻 头 直 色 震量
（元》(mm) (kg)

150 45017WK 54
a56034225WK74
150085WK 54 250
1600WK sd 2650
15b0250 65wK 74
169b85WK 8 260
289o110WK 73 810
2500110310WK a3

注，本牙轮钻头制造厂为式汉冶金设备制造厂;



我附-1-2

牙能钻凯 盟号及其统术性能

KY-50

KY-209

KY-250A
YZ-35

彼 术 性 能

YZ-55

KY-310

150～206

220～25

170～270

钻孔度径（mm）

15~21

7b-30

17,6

80

0.17~3.4

始孔角度（"）

0～3

0~0.94<~2.1)

0,1-1

45;66,90

钻进速度（m/min）

0-30

0～120

0～100

因较速度（t/min）

《6a;s7a15,29714

6I4B

63743

78450

回转扭矩（N-m） 韵肉压力（EN）

0,3923

0.3432

0.2452

,2746

风 E（MP）

10,14 188

空压机气量（m'/min）

180,218,194
140, 219

219,273;325
219r 273

钻杆直径（mm）

7,55)17

不 换轩

3.98.95

最大304）工作?60

钻杆长度《m）

350

30×x2

安装电机总功率（W）

0.79～15,7?

行走电机总功率（W）

6.6～14,8

1-19

提升速度（m/min）

6-1.3

6-1.2

展 带

展营

行走速度《m/）

题 a

股 带

履 常

行走方式

4~14

4～19

爬波能力（"）

6-18

g-18

各种矿岩

适应岩石硬度 /钻机总重量 （）

B720×359×125
1210×6215×2822
1ox5810×z4s1r

1u424×119×27085
)13a70×5708×25000

外形尺寸长×宽×高）工作时（mm

13600×3200×S560
1225×3590×5100
24278×6215×7214

2?*8x610×7547 
│28610×570×7628

行走时（mm） 

9,2~2,5
平台13.7~8

18,578

78×328×400

最大件重量（）

796×359×2805
1316×329b×360

1041e×3195×3016
230×3175×9050
1385×350×3240

最大件尺寸（mm）

②④

参考价格 万元制造厂家
注，矛驰帖机厂家代号为，①新用冶金机被厂，③江西采矿机械厂，③吉缺重型机械厂，④常阳矿山机械厂



赛常-】-3

美国生产的一些牙能散机的主要技术性能

GARDNER-DENVER 
MARION 公司

cYRUS-ERIE 公

GD120
GD100

M

a1R(I)

技 术 性 能

o（重）

45 R

251～3
228～381
11~45

229～码1

720～33

171~279

察孔孔轻（四m）

15～50

15-51

0~7

穿孔深度（m）

90-75

90～60

60～60

90～60

李孔角度（）

40.82

58.96

56,70

31.25

最大轴压力（×10N）

197～324

140～219

15。24

钻籽直径（mm）

15,24

15,24

钻杆医度（m）

16.78

8,76

18,29

18.29

16,75

直流电机

19.81

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

直流电机

回转器传动装置

00

钻头最大推进速度回/min

100

145

最大圆转速度（r/min）

游片

1.82

滑片

钻头提升速度（m/min）

潜片

義片

空压机∶蒸羽7e/ 电机总容量 （kW）

37

18 ×2

回转电机空压机电机 提升行走电机

2400/4160

电源标准电压（V） 钻氛重量，电动的 架 池 的 钻机尺寸（m） 长配（升3

21.3

17.2,24.85

高度 紫放率）

26

最大展控〈?? 行走速度（m/h） 夏带乐置（x0，1MPa，



装附-1-4

苏联生产的一量牙轮检机的主要效术性能 变
BAI-20

CB-20

牧 术 性 能

CET-260AFL
CBI-200

269 320--______-__-320

266,44s

214, 24s

钻孔直径（mm） 始孔源度（m）

90～60

90～80

12~20

帖孤角度（）

12~108

6-12

适用条件<T

30

最大敏压力〈x10EN）

16,2

0～250

推压行程（m）

s0～150

18～s12'

19,2

连转患度（r/min）

13

29,2

0,5~1,95

提升逸度（m/min）

0.73

1.5

钻具最大推进速度（m/mln）

13, 8

钻杆重径（mm）

20;14

帖杆长度（m）

24.70

22,80

钻机高度（m）

16.31

18,17

6,t0

工 作 时

6.0

服 带

运 输 时

0.75

行走方式行走速度 （kwm/）

1.2

爬坡能力（"）

1,18

718.5

震带压强（×0.1MP）

100

钻机安软总容量 （W）

100

14

200×2

回转电机

提升14×2 行走2×2

安压机电机

32x2

3o/403

提升行走电机

6s

电都探准电压（V） 钻机总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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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压能快牙能盐机重号及主基统术性能 表常-1-5

号聚
技 术 性 能 KX-150旋转钻机YKH-120全液压钻机

14O～190钻孔直径（mm） 65~115
20钻孔深度（m） 4

T70～95钻孔角度<°） 80～30
2,6钻孔道度（m/mio） 0～85

116-165s回转速度（r/mln） o0 ～164
厨转扭矩 （N·m） 491864?79

1265籼向压力（kN） 122。
风 压（MPa） 0.7~1.2

。t。19空压机气飞量<m*/mia） 10.56
103站杆直径（难m） 51～新0

4.D;D,3钻扞长度（m） 4×11
11，92 工作时，72安装电机益功率（W） I60

16×2行走电机功率（W）

15.4Q-~75提升速度（m/min）

行走速度（km/h

晨 学屋 带行走力式

1630%肉控能力〈）

<6<1通应者石配度G>

14,07822钻机总重量（t）

8365×8076×73596804T ×8792x93电外形尺寸，长×靠×高 工作时（mm）

7850×3075×4099308x 3792×414.行走时（mm）
B最大件重量《t）

B600×3150x 2500肇大件尺寸。长×宽×高《am）

16
参考价格（万元）

林重蜜视械厂江西采矿机械厂制滤r



附1.1.2 着孔钻机及冲击器

表期-1-6

普孔站机盘号及主要筑求性维

SQ-190

KQD38/120（多方位着孔钻）

技 术 性 酸

KQ160

Q200

KEQ240

50~～17

60～120

160～170

200~F20

z30～250

钻孔直径〈mm）

17.5

17,8~19,3

38

钻孔深度（m》

3545 83,07,116
28,2,21.7 42,9

17,9,22.3

20o

钻具转速Gr/min）

F110,1910,3。80n,5o4e
2490，2g图o 2180

4910,502014000
s920B6Yo

摊进力。～1000N
推进力o～700N
8,09

推进马达功率（W）

2 ～8

16

推进行程<m）

60

133

168

3

钻杆直轻<mm）

2,3 1,8

钻开长度（四）

C15bB

J-200

CzA0,C25

冲击额型号

1650～1900

850y850

冲击艇率（次/mip）

水 除 尘

13平瓦

61,0, 1,5

除尘马达压气量（m"/min）

0.5～0.7

0.5～0,6

6.5～0,7

能用气压（MPa）

12～17

总耗气量（m*/min）

6B.5

331（280工作245》
S16

电机最大容量（W）

380

S80

电 压（V）

2

0.75

0.27

17

行走速度（m/）

25

16

14

爬坡能力〈'）

5.2

41，日

45

钻机重量（t）

5的10×2600×250p

600×220×z770

外形尺寸∶长×宽×高

659×3125×12900
87eo×5740×14380
10200×53×1839

工作时（mm）

80×2526×770
1200×3126×

1870×5740×B1
20445×5930×5120

1,5~2.5

运输时（mm） 

1,0~1.5

1,5~2,0

3,0~4,0

耗水量（m'/班）

7.5

38,5

45

参考价搭（万元）

①

图

留造厂
注∶ ①宣化风动机械厂，②江西矿山机液厂，④太原矿山机遇厂，④嘉兴冶金机械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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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
│G日9日白日 GG同eG白白白白田母够够e够母够e【

  意83景号 民3

系当8R8自对互即当易当8肾三点鱼当站男路牌只月

§含参8良策岩器虽酱马参照虽民喜号含含富龄等器晶

岗多西盘8长路。学号8当昌员品P贵吕骂导留鼻品F号

条虽岛岛显易号氢虽易层量留品站品虽展留国国富

8。号3了" i8g33旨了9了了1"u⋯ _8名只于。识了2启号8照号一名言ü只3量*一望

3品器旨呈8g导g氮每员品s景合亲景虽员号良g【

酚

串自2导群掌度轻感影弱∶



附1，1.3 铜绳冲击式算孔机

意附-1-8

铜绳冲奇实穿孔机喜5及主要效术性管

Cz- 30

CZ-z2

技 术 性能

CZ-2-8

2500

1800

500～1940

站具最大重鉴（kg）

330～1000

300-7890

钻具冲击行积（mm）

40～45～50

4～46～50

冲击频率（次/mi）

a0

400

粘孔最大直径（mm）

300

钻孔最大深度（m） 榆杆提升能力（t）

z00

12000

钻具卷筒摄升始力（N》

1,24

1.138

1.41

钻具卷播速度∶【级（m/a）

1,8.6

.4?

Ⅱ级

21.6

19.5

钢绳直径，帖具卷筒（mm>

156,6

抽筒岩间

21.5

16.5

滑本卷筒

Y28M-8

Y2OL1-6

Y200Ll-6

740

电机擅号

970

判数（r/mln） 功率《W）

220/580

320/380

电压（V）

电x2，66×18，S

外形尺寸，长×宽x高

6.0×3,×12.7

5,7×2,82×12,1

工作状态（m）

10×,B×3,5

67×排x2，7

11,88×2,62×4

运输状态（m）

13,67

11,57

帖机重量（t）

900

20

自行速度（m/h）峰行潮度《km/h）

胶舱范动

服带官行

行走方式

太飘矿山机械r

参考价格《万元》

太票矿山视被厂

太原矿山机输厂

需天打孔用

制途厂家

打井氛

备 注



附1.1，4 露天鲁岩台车

赛附-1-8

露天看发食本重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i-

CT40A拒

TLQ-100

技 术 性 能

CLQ80型（帖机）
CL10型

CLQ15型

CL15型

yos o

C34,C190

C的，C0冲击毒
C-100B冲击器
QC10冲击器

Ysz7o

妃用的光机型号钻孔深度（m）

8n 70

8o,100

B6,10

rao

105～110

钻孔直径（mm）

前后左右各3度

在 意 角

任 意 角

住 意 角

钻孔角蜜（"）

下 向

S100

水平孔位最高（mm）

1g50

800

o.8~6.5

水平孔位最纸（mm}

0,5~0.7

0.5

0.5~0,7

0.6342

使用气压（MPa

A7

总耗气最（m*/min）

2.2t

,21

油泵功率（kW）

30,0

10.0

.5

工作油压（MPa）

4,5

拖进风马达功率〔W）

0000

10o

X00od

1000

9

意大推进力〔N）

800

1660

80

有效雉进行器（mm）

1300

推法器补偿推进长度（mm）

实续在东方红75驱指拉机上

东方红75塑拖拉机
4.41×2

6.63

行走风马达功率 （W） 最大率引力（N）迎油器存蒙（L）

FC901

抛尘湖型号

耗水7～16L/min
彪水了-15L/mln
幅水7~18L/mit

捕尘圈耗气量（m*/min） 总黑量 （kg）

5000×18D0×167
阻0×1700×4300

2800×2190×14e0
师×100×3（00

p×2700×185
650×2700×]

外形尺寸∶长x宽×离（mm）

12000

735o0

参考价格（元》

d

②

朗 造厂
注。①直化风动执械厂，⑧天水风动工具厂，④昆明风动机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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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1.5 碎 石 机

碎石机盟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表附--10

YBJ-1型FSX-100 BYD-400
技 术 性 能

液 压 碎石 机液 压 碎石 器风 动 碎 石机

4a004000100冲击 功（J）
3O～di30-d5冲击频率（次/min）

0.5～量.8使用气因《MPa）
能 气量（m*/min）

12,0～16,0 12,0～18.0工作油压 （MPa）
12D～180 120～10工作流量（L/min）
250 250冲锤有效行程（四m） 400
14 1427冲锤重量（kg）

140100褴杆直径（mz）
32S进油管直径〈mm）
8838同油管直径（mm）

25进风臂直径《mm）
143×34×s6o5870×4000×3732外形尺寸，长×宽×高（mm>

480dD038OD重 量（kg）
wWY100液压挖组机支架及移动天车配毫设备

5+3。耗电功率（W）
68.6》油马达功率CW）
2500005总 置 量（kg）

3000～000（高>3000～4000（高）1至00《高）砖砟最大块度《mm》
2.252.55,6参考价格〈万元）
①①制造厂

 固定在原矿横上使用备 注

注，1。厂家代号，①首铜龙来务石灰石矿;②嘉兴冶金机械广。
2。FSX-10型风动碎石机是固定在原矿着上部、小范围移动、集中破碎大块的设备，

3。YSJ-1 遭是可移动的，在雷天矿二次破碎大块用。

附1.1.6 露 天 美 药 车

表常-1-11幕 状炸药家统术性售

技 术 性项

汽车型号
袋 缴 量 （）

220辆定功率（x0.746kW）
40最大隐披能力（??

我药效率（kg/min）130160
≤±5装药计量误整〈??

贮药客量（t）
贮疗螺覆拌略使动装置
搅拌器转速（c/pin）

三浆刮板式搅拌器型式
10电机功率GW）



附录1 主要采矿设备 1745

碳表

技 术 性 胞目项

TZT-74-3发电机型号
30功率（kW）

1500转速（〔r/min）
燃杆泵型号∶（输送药液泵）

B（最大值）浇量（m/b）
10压力（x6.1MPa》

7 5.5电机功奉（kW）
计量泵型号，（输送交联剂，发泡剂泵>VF125/10

液囊（L/h）流量 （L/h）125

E力（x0.1MPa）
电机功率（kW）电机功率 （kW）0，6

鹿 药 器
搅拌器转速（r/min）

1.1电机功率（kW）

宣合式<旋浆式+ 蜗轮式》魏拌器型式
3W-0.9/7压风机型号

排气量（m*/min）
7排气压为〈×0.1MPa）

7.5电机功率《W）

计量装置
BLD-50电验液减量计发 送 器
LDD-1电磁流量计转换 器

DXS-102枣积算器，最大颗积客积为的99的计 败 器
两根内径 φmm塑料臂长38m轴药软管
长×宽×高8200×2600×3200典蕊车外形尺寸（mm）

长沙矿山研究院、大冶教矿合作研制研翻单位

表器-1-12RHC乳化炸黄黑教率搜术性能

主 要 技 术 性 鲷目项

8～B装药放率<t/h）
不大于±B计量误差（??
CYC-15汽车底盘型号
7.8策轨药量（t）
230额定功率《×0.745W》

最大胆披能力（??
9500×2640× $3部汽车外形（长×宽×高）<mm）

TZH-TH发动机型号
功率 （kW）

1600幔速（r/mia）
5,7水相监最大客积（m3）
0.5d油相雌最大容积〈m2）
0,24发泡剂罐最大客积（m+）
20.5水相泵，流量（m*/h）

卷压力（×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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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主 要 技 术 性 能目项

油相系，流量（m'/h）
压力（×0.1MPa）

发泡剂策，流量（mL/h）
压力（×0.1MPa）

输送素。流量（m'/h）
压力（x0.1MPa）

乳化器最大乳化能力（t/h》
混合器最大漫合能力（t/h） 3
岩管按车最高卷管速度（p/B） 0.17

内径50.8四m，长30 m输药软管
采用光电传感墨通过表美善显示流量流量数控仪

常洲冶会机械厂翻漳厂

表常-1-13多孔粒状确酸缺炸青混载车主赛洗术性修

备 注主 要 技 术 参 数员项

括号内值为6，5t车OBC-B <aYC-)产品重号
的参数，不带括号则两孔径》150mm，倾角6~90*，水深<200mm适用条件

车相网6(8.5)混药 量（t》

240技术生产率（单系统）《kg/min）

多孔粒状硝融被·荥油=9416按油炸两混合比
1.5~2输药气压（×0，1MP）

计量误差（??
2同时飘孔敷<个）

部缩实量t）7.6<6，1）率箱客重（t）

0,5抽卷客量（1）

量形阀， 转子键遵<r/min） 16

转子直径（mm）

输药管，内径（mm）

长度（m》
空压机，风素（m°/miD）

风压（×0，1MPa）
CE1803 (XD250)汽车底盒型号

10,87 (13,3)空载盒量（t》
21.t7 (18,B)满筑重量（6）

90×252×3340外形尺寸（mm）
(B390x2620×3070)（长×宽×商）

马煎山矿山研究院、水厂姜疗合作研制研制单位



附1.1.7 起 滞 器

表附-1-14

服用画显号及主要搜术性像
换一回电

充电时间

允许最大负最价
格

_准 爆
能_

供电电源

最高脉冲电日

刮渔厂

池可趣见

号 名陈

(o)

（元）

(o)

p频供1

律统钢管

(kg)

（员）

5~30 警口报
30

28

120

1"电池6
1.9

YGN-4的型高能起是录

警口报警设备厂30~501
470

00

]*

50

2.5

s00

1200

YGN-120型高能起嫌器

~60 客口报1
1500

410

1*18

40

6.5

opo
2000

z200

vJQL-x0型费力能鼻器

考口报警没备厂

手摇发电机
1.

100~180
1606

79式起燥器

00

常州燕矿机械厂"

1*s

1.5

9c0

MFB-50灯器

110

s20

常州练矿机敏厂

200

<。

1.76

10e

1800

MFB-10起爆号 同1.1，3 是趣测定仪

表略-1-15

崩宽测定仪显导及主器统术性信
号

坎 术性 能

SHTBC-A

BS-1

.1~1000

0.1～99.9

测量范围（Be）

<0,2

测量误差《We） 使用条件

直流+12V

辆编电池5

电 源

195×195x8

180×18×8

外形尺寸《mm）

3

15

置 量（b）

795

260

参考价格（元）

营口电子研究所

常州煤矿电器厂

生产厂家



附1.2 露 天 装 载 设 备附1.2.1 铊 舞 机 1。单斗挖揭机 单斗挖酒机盟号及主宴技术性幅 WD-1200WD-400WD20AW200 WK-2技 术 性 W1002W1001W502W501 10,1,T2,5. 32,01.00.5 1,0铲斗客量（面*） 0.530,8380,020,480.48铲斗提升速度〈m/5） 16～2015～20最大推压力〈×10EN） 3.34.67,L5,9回转平台转动速度<r/min） 8.66.80.35.5动臂长度（m） 动臂模角s53动胃频兔45°时正护工作， 9.89.89.29.26.5最大挖掘高度（m） 7,17.A量大卸教半径<m） 5、56. 27.82 (28)最大即就高度〈m）循环时间（8/次》 3.53~3.6行走速度（m/h） 15最大底坑能力（°> IQ193~4JQ92~84146W配套动力机∶型号 5oa360/6o功率（W） 3go/22柴油电压（V）转数《r/min） 20.520.5默 量 t履带奉引力CN） 16.7517.37510.410,6 ① g ① ②参考价格（万元） ①注，1.厂家代号 ①抚颗挖黑机厂，②太败重型机被广;③抗州重变机械厂。 2。WD1200可安装成长菁挖掘高达22.0m，;斗客为自mi'。3。太重、一重分别引进了P企环2300×16m2及P&H-200xP23m'挖掘机制造技术，与国外联合生产，



表路-1-17美■实产的一步单斗挖基机的主要技术性能 MARION 公司HARNISCHFEORER公司BYCYRUS-ERIF公司 P&H P金H，PwH 01M 20tMxP&且 16ZM  rS1M技 术性 照 295B28Bz95B│195B1558铲斗容积（m"） 16.30.18.312,2│e.41 ,3~3p,3~9.113.qo疮菌 33。 50斗臂角度（"） i。i911,2716.2414,321z。65 o.222.483,22 a,38.81斗杆长度〈m） 15,2412.9510,8417,87r15.08│15,02,65最大挖高度〈m） 11,68 20,7320,o17,8314、B219.3G 23.31最大挖掘半径（m） 10.2010,298,848,017.24最大卸载高度（m） 20,5618,0317,513,0 16.1620,2716.7518.61电机功率（×6.74SW） 450BO00700600350 58x2776000o│150o l提 升 195×2ab0×2195×Z2240回 转 260205130195推 压 36037s1070255 :08/主电机电源电压（V》 4600/te60'频 率《H2） 1,61.37 1,61,77 1.452.22 行走速度（然m/b最大爬波度（"） 2.903.438,072,63对地面平均压力（×0，1MPA） 2,12.62,280,9回转平台后底面距地面高度（m） 5.4?0.446.02机酱尾部回转半径（m） s71 47a 8so设备工作重量（t》



表游-1-18苏破生产的一些单斗挖温获的主嘉筑术性量 9KF-12,6技 术 性 能 9KT-M 岩 12，5，±16.护斗客积（m"） 18,18.25动臂长度（m） 6o4r动臂角度（"> 16.5811.4z斗杆长度（m）电机功率《W） I26o0520190×2曼 升 T×310x2回 转 r40×1箍 压 18D×2行 走 o60/3o0主电机电源电压（V） 5050泉率（Hz） 10.037,26机额尾都回转半径《m） 3,832,77四转平台后底面距地面高度（m） 21.918,30最大卸缴半径（m） 9,10最大卸载高度（m） 22.50I8,20最大挖测半径（m） 15.60最大挖据高度（m） 0,5行走速度 （m/h） tz : 12胞披盖力（" 1.952,93对施压力（xo，BAPa） B60370工作重量 （9）



 套附-1-19液压单斗把渠凯置号及性缴 W-0A R942wY25s0wY1co捷 木 性 幽 WY2A WY10g)W,-60 9.91.8~2,6铲斗容积，正铲（m' 反铲《m*） ,,356.47.86.6 BFuF93C回转速度（e/min》 4135C-1F8L13r 413SC-112F<F6Ls2> 125(170PS柴油机型号 201,,740.451X0.32SB,8458,B4功率（kW） z1601601Bo3 150o1500 抽向柱事交量双察转速（r/min> TB1102 21工作油压（MPa） 10-11.5最大挖氢力 EN） 7,1⑩8,1748.7反铲8，2最大挖抛半径（m） 8.6~9,38.105，B反护6，a最大挖掘高度（m） 6.25。5最大卸载半径（m） 6.63,765.6码，33，4反护5.2最大卸载高度（m） ,0～3.2l.4~8.255.53～3,18最大行走速度（m/b） 79%2245%最大彪按盖力（"） 31.3作业循环时间（B） 4017.825(26,5)22,213,08震 量 （t） ③参考价格（万元） ⑥① Q ③ ④)⑦ 带 轮 胎式彪油1～23，28/7最 带式备 粕 注，1，厂来代与，①贵附矿山视械了，②上意息模积就制定厂，参北真工晶能看机F，④距顺挖晶机，④关江挖氯机厂，⑥州重堂机衡，①合能矿山民被r．，滤压检温机崎属近代产品，矿山隐开始绝用。*



赛附-1-20国外一些公司生产的液压单斗能量貌的主要术性管 日本日立公司联邦管酮 OK 公司法国 POCLAIN 公司 UH30技 术 性 的 RH800RH760EC100060oCK 3.7-4.44.0~8,017,6~304,0~8,54.0~8,04,5~6.5铲斗客积<m' 2×2002×2542×1782×s15×208发电机，功率（x0.746W） z20919502100 z300转速（r/mln）液压系统， 油泵台数 轴向柱塞泵径向柱塞系油泵型式 300320400最大压力（×0.1MPa） z×50s最大流量（/min） 10,20110014.70Ir,so11.0地面上挖掘半径《m） 2.7011.7010,3012,0012.45最大挖掘半径（m） 1.3x15.2017.012.7012.5最大挖掘高度（m） 3.103.75地面以下挖掘深度（m） 12.010.08.55,40最大卸载高度（四） 6.106.14.47机捕尾饰回转半径（m） 1.8a1.831.86回转平台后底部距地面高度（m） 1.62,9行走速度（km/h）最大爬坡能力（?? 73.4.56104整机工作重量 （t） 1,041,941.081,87对地平的压力（×0，1B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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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轮斗挖飘机

轮斗挖循机担号及主要技术性筛 我附-1-21

号型
技术 性 能 WD5201WUD200/4o0 WUD400/700

1500～2w0200/400（单斗0.13 400～700理论生产率《m'/h）
52095 260斗客（L）
128 B斗 数（个）

4,878/5.7996～10 6~7.3斗轮转数（r/min）
7,64,53,5斗轮直径<m》
21。t18,66挖掘半径（m）

106,2挖强高度（m）
271710卸料毕径〈m）
120100/6e单位切削力（×1N/em）

JRQ-W50eW1-76-1发电机想发动机型号
122534017.7,113.4装机总容量（kW）
0.110.180,t-0,12对地画乎均比压（MPA）

(1/19)5.761010取坡能力（'>
0,40.40,B行走速度（tm/h）
61015547重 量（t）

51.5×12×19,522,8×7,1×6.5,外形尺寸。长×宽×高（m）
44010028参考价格。（万元）

杭州重载机械厂杭州重型机械厂哈尔演重型机器厂制 遗 厂

民主营固塔拉夹联合公司垒产的几种轮斗挖掘轨的主基技术性舱 表附-1-2（）

号型

SRS240-SRSz900-鼓 术 性 能 SRS200-SRS(K)SRS 33/6+UR33/3+UR30/s+UR200-28/32000-28/3

0Q6460/54004eo/i0o03B00/45993300/4940理论生产能力（松方）（m*/）
110/o59/64393/267140/110单位能切削力（×10N/om> 3852卷28挖掘高度（m） 8卷83挖是深度（m） 10I11111斗轮直径（m） 414183218管斗数（个） 20s75001100350铲斗客量（L） 46448787机器中心至斗轮中心距寓（m》 2×002× 5002×5602 x602×630斗轮驱动功率（kW） 190,5部6.598,540.543.5排料半径（m） 2,02,02,01,B1,8皮带机宽度（m） 0.81 1,11,t71.4b1.2履带对地比压（×0.1MPA） 置带式量带式股带式题带式展带式行走方式 连姿桥连按桥违获桥排料费排料臂操料方式 2850280029502350280工作重量（t）



1754 第二篇'地下开采

联抑箍国生产的几种大型舱斗挖氧机的主膜技术性章 表附-1-22<2）

克虏伯- 昌贝克公司 德马克公司克毒伯公司 巨英支公司
技 术 性 能 SCTHRSSCHRSSCHRSSCHRS SCHRS

1900-28/51900-S/85000-5I/172000-32/5 1900-32/5

75C600/590810420635/7800理论生产酱办（松方）（m2/h） 5280
约11约1020约11 约10（万m*/d）

～85单位战切割力（×10N/em）
28306132 3挖担高度（m）

5 5375 6挖掘深度（m）>
13 1421,0011,5 12.25斗轮直径（m）

121010 1810铲斗 数（个）
18001900500020002000铲斗容量（L）
43.54648,83.0机器中心至斗轮中心距离〈m）
&02× 320430×3920590斗轮感动功率《kW）
联5～068十 282,9排料半径（m）
2,2.23,22.02.2度带机宽度（m）
0.7B1。61.69履带对地比压（×0，1MPay
履带式履者式展带式履带式规带式行走方式
连接桥连寝桥连接桥连接桥连接桥携料方式
3000ss901279030403100工作重量（t）

德亮衡洛伐宽和事联生产的几种能斗挖调机的主要技术性能
表附-1-22<38）

联莓捷 克 斯 洛 伐 克

9PP技 术 性 能 9P项P江V-200KV-800 S2605000-30/8

5005500～10004500～68CD通论生产能力〈餐方）（m'/h）
Y4o150120/156120单位线切翻力（×10N/cm）

303032挖掘高度（D）
2.130.3挖掘深度《m）
l,5Ⅱ斗轮直径（m）

1610/1o挚 斗 数《个）
60010Q00$Qo护斗容量（L）
-42~60机器中心至斗轮中心题高《m）

斗轮驱动功率 （W）

非料半径（m）
2,02.0皮带机宽度（m）
1.1.41.19.7~1.1显带对地比压（x0.1MPa》）

步行式步行式步行式 步行式行患方式
连接桥莲搜桥连接桥迷按桥维弊方式

(25049V356083a0眼务重素（）



3。索斗挖掘机 表附-1-25美醒MARION公司生产的一章索斗挖氯模的搜术性修 459Eos0 对2noa0o75207世07500205AM技 术 性 能i__ rns~e.140.7~3.2 87.8~450a.1~3,s36～1027～151?7～1016,8-7.6素斗容积（m'） a15,4~1471.76~1361247~18102~5,7的.4~45，444~85.38,5~18,139.0~19,7客许负窝（） sd4~14.383,8～10.77.2~18s.868～B161~9159~7345.7～84,189.6～51,3 80～3783～330-31.5 30~435～30.5S7~8040~3243~82吊杆角度（） 4S36-3B23991~808429s～27212585～25401u69~80694~e14G690～59949～Eaa工作重量（） 的6.2~102，732.α～04,53.~3,079,2~83.039.9-58,832.6~47.5倾卸半径（m） 38.6～45,733.6～5.130.3～4.29.0-6，日25,9~40.827.1~36.616表~26.425.7~29.8207~23,1探卸高度（m） 48.a～61.096.6-B,847.2-85.2铝8~50.31.6～83,33,8～42.727.5~相，78.2~27,720,1~34.1挖掘深度（m） 0-980so0-00eEO003002591040～1500交流总量（×0.74欧kW）直盖总量（x0.74sW） 6×1500194(5 4×13094×10452×10452×10104630800起 重 (B×130)(4×1300)(×13) 4×13004×13w4×B002×80010458o0890路 克 (5×1800)(2×1300)(2×1045) 5×8904x5404×6404x6404×3752×5302×2553a03B0周 转 (4×0)(4x8n)（2x断40>(2X46)500撞 划 1.1~1、41-1,11.205，式×7.9Pa）.92-I,78服备医强（×，1MPa） 7,0~8.7.05,7~7.05.4~6,●4.3~6,7类索直径（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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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5苏膜迈多式贵斗护的主要塑术险售 式* 4苏 映双步 9m-0/150 3u-128/1220 9μ-《0/65主 要 技 术 性 能 2L-25/180H-1/9人AM-10/709μ-19/60 12sow261510标准斗客<m） 180160ta,54,5加大斗客（m*） 32305030动臂倾角（"> 43.842.538586最大挖掘深度（m） 519,567最大挖翻半径（m） 46,.567最大卸载半径（m） 43.627,.321最大卸敏高度（四） 12/1004动臂长度（m） I7,81,815.6提升支承架胞地面高度（m） 181文录氯爪长度（m） 3,72.51.31,28变承播爪高度（四） 216,8机体宽度（m） 18,52513.2机体园转半径（m） 1.11.281,28机体下部净空高度〈m） 6.080.080.080.20.2走行速度（km/b） 1010最大爬坡度（"） 2.31.01.0b.84对地压力，工作时（×o，1MPa） 2.32.01,82.5定行时（×0.1MPa） 32002001630650工作置量（） 28200520 140oe1080×219148088o电机功率 （W） g08sod606o输入电压（V） 66 70s4回转周期（S）



附1. 2.2 醇 装 机 泰附-1-28筒 美 机 显 导 及 塞要 控 术 性能 型 FL 460L-5ZI-2A技木 '性 能 ZL-20ZL-15DC-16 4.s1.00.759,6护斗容（m9） 2350 3a026so2050140o参斗宽度（mm） B,383.021.51载置量（t） 30%270p260o2600200最大卸能高度〈mm） 14o723900951aoo最大部裁距离<mm） 升5，5，降4部2 开B，2降7卸2.S升7.3降，第升5，5）降3; 卸1.3升5，降30， 第1.6动需握升时间（） 76Q0o400icbo100o最大率引力（N） 58,850.57533.1颜定功率（W） 36s02580z400z2001860物 距（mm） 45018bo18ao的105，后107轮 距（mm） ±36±3g±35±38车体雕大转角（"） 77205325d6op4980 60263000最小转弯半径《mm） 0~130～9,60~9行驶滤度∶前进I档（km/h） 0～30~31310-30260一2龄进I挡<m/h） 0～160-12.5--1圈 名 （kam/h） 20%R披能力（"） 570×210×z6659×b×29so05×3×005o×2159×2861670×2150xz;30 6285×2050×2790丨58a4050×Y40o×2430外形尺寸，长×宽×高（mm） 7,7.6机 重（t） B2r.345.8参考价值（万元） ④① 国① ④│① ③a④O① 上④⑤①取代号，①成都要机械r⑥证商立事i程机械 ③相合工程机械厂 ④两平载机厂 ⑥上海城意我航④天本市工程权就广O比矿山机械r



表附-1-22前费视氧号灵型器效术性能投 术 性 ZI-45 ZL-50 ZL-100ZL-<0ZL-18oZI-5o0 .2.5 32,01.71.5护斗客量（m'） 256D 29402b0925302384铲斗宽度（mm） 正4侧33我重量（t） 2759 2B6最大卸载高度（mm） 211108g最大卸装距离（um） 舟9，4细4.58.2，卸2，23丹5，5;降3，2i却1，动需提升时即（3） 18700最大率引力（N） a275.154,17.6817,6873.556额定功率（W） 27802960 29282BO42600轴 距（mm） 2z401co196207o180p轮 矩（ma） 主3s±38车体最大转角（"） 68o0eao6613最小转弯半径（mm） 9～6~14行驶速度，前进I相（km/b） 31前进I着（km/h） 与前进档次相阈0～15圆 档（km/b）爬坡能力（"） ×2D×318750×24×32704×25932的×2580×s12594x20×311571外形尺寸，长x宽x高（mm） 15.11. 13.机 意（t） 10.312,88,2参考价格《万元） ④④⑥国⑦QD③制逸厂家 家代号，O成善工整机额厂 ④江图复事工根机制厂 ⑧像州第二机制厂④更n工程机械r ⑥烟台工程氧体r ④排州工程机械厂 ①西平较联析工程积截厂 ⑨天）



我酯-1-28（1）粪日生产的一盘曾获机的主景慢自 FIAT-ALIS 公 司CATERPILAR公 司 展带式股 常 式披 术 性 745 Gb45E96 C 9rsa77L980B8B992 C 1~2.21.48-1.1.9~2. 1~4。.6~5.5.4~69,0扩斗额定容积（m'） 150151355 202190275170375T轮功率（×0.74sW） 17,281.3118,329,6134.95 21.331.723,38工作重量<t） 37,052,29,39,330.932.730.5最大前进速度（ka/） 1.4316.4320.515,4921.1710。4316,221.4660,24挖翻力（×10kN） 23.5~220.5~2523.5-2629.5~29-a6轮验规格 23,5～2529,5~25-45标准是带板宽度（四m） 2430 aa1o220232030触 起（mm） 1930 159轨 矩（mm） 5.33,76 2,953,103,303.414.82前后轮输距（m）尺 寸（m》 8,528,78 6,396.83.1010,7018,11全 长 4.109.W3,35,4B4,.158,58至q驶室质筋高度 1221.170.1,1!1.862,31斗胃举起4S'时卸象眶离 ,663.03.153,204.16斗常举起46"时却载高度 2,8 2.143、Z,,023,z73.274.59铲斗宽度（m）



表附-1-28（2）舞期生产的一金前摸机的部分空员性能 DART公司 列一阐尔尼公司7EREX 公司CLARK 公司 轮 胎 式轮 融 式酚轮技 术 性 能 工600DEaz07-n1B178B275 B476D676 11.ar5,P74a4~4,85,0～8,17.86～13,761B,8～27.5营斗额定容积（m'） 212~23d27p～810360～400612~7021316~1499 3,0520。64飞轮功率〈×o.74EkW） 30。0270,24 15.0170.22工作重量（t） 34.829,6 85.21119最大前进速度（km/h） 4,7475.10 37.6~89挖温力（×10EN） 29,5~2987，26～部轮胎规格 35t0标准是带板宽度（双m） 27S1288抢 電（mm） 5.04,01i轨 距（mm） 3,704,63前后轮射距（mm） 13.712,*04.38尺 寸（m） 全 长 5.06题驾驶室顶都高度 6,63斗背举起46°时卸载距高 ,7斗臂举怒45°时知象高浅铲斗宽度（m） 泰附-1-2观 昌事迹 的前款机 主 赛蚀 能 在特合司保积金可 技 术 使 能日充公司 技 术 色 曲鼓 术 性 能 最大定行速度 止m/）,0最大长度（m） 3 5护斗客积（m'） 6.7铲斗举开时最大高度（m）5.0家 准 置，95～28轮胎黑络3.0最大卸象高度（m）4.8～65范 工作重量（t）6.75最小转密半径（m）420飞舱功率（×0.745EW）



附1.2.3 靠 土 机 表附-1-30维土铜 题号及主宴 贫 水 性盖 上海2o D6A-18 QT-10/CTTaoT 130 T 209T 1590技术性能 T 140红擦-120AT上海20A 3n8043BS43864《16542003780o8766 a3B40维土板氮度（mm》 104s10501100推土板高度（mm） 1zao 128o│1z09 │1800 1881800最大提升高度（mm》 L00350 NTossc 68185AZK卡明新NH6185 6186135AK-2发动钒登号 AK-ZC o.1│ 19.8118,39117.810.398,899,298s,263,28发动机功率（kW） 188.00 219,897.5最大率引力（EN） 2,70～10.: 2,dS～10,1~10,53 2,47~102.3~1,282,3~10.83行走速度、就进 3，能～1.41(km/h) ,86~8,16s.0~9.4 .5~15.74,3-n3.293.18~0,78 3.在.73~1，时s.0~09.4~10.12.78~9.16 22,75～s,9后悬 （km/h） 展誉履带进带量带微带 2000行走方式 2002140200 2000260010201881飞BS般带中心间题（血m） 6066050500sqo 0,064履带板宽度（mm 6.9856 0,0750。07 0,000580,0620.08d0,o8平均接地压力 30 8os030 30R坡能力（） 577?71007000 68806056534o95540外形尺寸，长（mm） 3762S7763760o3780 3147339534602875 3091275531003970高（mm） 16,814.7014.715,512.7总重量 （t） 3100075000 青海工程机参考价格（元》 山东推±上海彭满剩 黄河工天津建域上海彭清机装山红族狗 机总厂几器厂程机械厂机械厂立机厂 12006元/鱼注，推土机为默天矿重要的辅时设备，应用在择弃场，案矿场修路，平场地。通强盖向大型化，16至24马力的惟土机工作效率高，大中型矿山涂用较合适，



袭用-1-31的生产的一上推±&的电其技术性鱼 FAT-ALLIS公司CATERPLLAR 公司 式带轮 的 式 展式教技 术 性 组 41B8z48D7G 814D8KD&HD10 s60624 《25200 170200410700飞轮功率（×0，74W 32.4251.359.7219,033.5023,6031.743.0575.7B工作重量（t） 推学宽流（四m） 897551803459oF6038o40404390直 铲（S） 350240dEo0通用铲（U） 32003810摄冲铲（C） 4134260417206020角 学（A）推学高度（mm） 1sr218o10530122015201820213直r（S） 218o 1限eo127016202145题用学<U） 1450145o1520级冲铲（C） 9601120角 管（A） 10, 10.110,6最高的进泡度（km/） 50659晨带1寒度（mm） 2.75o,54,085.50警地面积（m2） 0.450.720,91E力（.iMP）外形尺寸（mm） 614o 45459425atpo长 度 274o8783020宽 度 z670高 度 注，工作置量包括统代、滴洞油、冷却剂、满的意料新、液压系统、■斗保险z驶室及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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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南-1-32民冒引进的一些集土银的主器设术性能 _日*小，餐 D186d技 木 性 镧 156ADsSs

0o320419飞轮功率（×0，746kW） 21,831.2u.工作重量（t） 40655050维护宽度（mn） 138601310推护高度（mm） 最大提升高度（mm） 600最大入土源座（mm） B600i0o最大模解量（mm） 0.012.9I1.812.7最高前进速度（m/） .010,813,712.0最高后湿速度 αm/）股 号， 58o610宽 建（mm） 对地压力（0，1MP）爬坡能力（"） 外形尺寸（mm） 6980589008714r7(28长 度 d260L280宣良 506oaE80高 度 43049o离地闻景（四m）



附1，2，4 雕 天 铲 运 机 豪附-1-38铲舞 机 置导及主要较术性假 CT8CL7C-F投 本 性 能 C-3A 轮龄 式6 胎 式枪 殷 式陷 偷式行 走 力 式 同左履带式拖拉机东方红-64服带式指控机 的，8（鉴尖）事引情况 7，B境尖）6，事（堆尖）2.5;2.76（端尖） 5s<I级土端运距400m）铲斗容积（m2） 22~2（运距100m）生 产 率（m*/h》 15～16《运距200m） 260o02600216推土板（铲刀）宽度（mn） 800  o最大护土源度（mm） 35～38 39（前进），9（后港）学刀切土角〈'） 4，2（前进），4，8（后退）行走速度（km/h） 450尺坡角度（'> 3gog230 68609800真地最小间隙《mm） 87?06D 3100外形尺寸，长（mm》 8120aso宽（mm） 298254o 73,5高（mm》 13265发动机功率（W） 840 20BO <2020)2100轴 距（mm） 1929(1930)轮距，前轮〈mm> 1650原轮〈mm） 23.5~2514,00～20.00～20 18,00-24轮胎规格、前轮 23,5～259.00-20 15eo873o0《山东>，8as（沈阳） 8760官 重 （tkg》 42700 ±90团转半径（am） 0~50《菌轮》 钢绝单骗回转角度（"） 钢炮液压 9000输级方式 700o<山东）70e（沈阳）2500参考价格（元） 园左郑州工程机械厂生产情况 出秦养击教厂成郁上游机慎厂制 遗 厂



责附-1-34酱■虫产的一监铲绪组的主要搜术蚀修 FPIAT-ALIs ℃ARxTr TEREX 公司WABECO 公司CATERPILLAR 公司 FS4Z7荽 术 性 船 a10.8839 F 265 B259FT53FTr827 B887 B │铲斗容积（m'） 18,4019.1210.7016,8024,5平旋时 17,30 25,0017.62,0027.5 23.702,7039.6滴筑时 洞，524,024.537,203,089.021,834,024,20新定软重量（t） 4754总29Bo 6544B005950飞轮功率（×0.75W） 36,B583,1s38,G4.50ar7.1r空车置量〈1） 413340480最大个士深度（mm） 34003On345o00d3490850铲土宽度（mm） 400B10最大卸土高度（mm） 尺 寸（m） 12,90 14.515.841u,.316.17.62长 度 3、《8

3,865,003,34.30宽度 3,948,84.8o4.摆高 度 9.327,88,687.72轴 胞（m） 87.6~3 29.5~23，5～别37,5~8 39，2心部29，固～2059.26～35轮 胎，率引本 s9.~33a,5~238,8~333,2～8587.5-329.5～2988，26～部铲运本 47.3560最大滤度（m/h）



1768 地下开采

附1。3 露天运输及维护设备

'附1.3.1 电 机 车

1。准轨直流架线式电机车
准软直流射坡式电机家监号及主基技术位能 表附-1-85

号型
技 术 性 能 ZG10-1500-S2G150-1600ZG100-1500ZG30-150o

166B0土2黏被工意（t） 100 + 150 工T1B
Z;-Z。-Z。 ]z。Z*ZZZ。-Z。Z。+Z。轴 列 式

202±0,5%25±2%20t1%轴荷置（t）
39主15% 180o±20%额定电压（V） 1800±3%

2600/15902800/10400280o/4D00轴距，固定/全轴（am）
830部最小题过半径（m）

11201050 1120车轮直径（mm）
2380o202801676011800外形尺寸;全长（mm）
8260320032008250全宽（mmn）

4770d78O400正弓收下时高度《陷轨面）（mm）
5100B1905000正号最小工作高度（彪轨面）（mm）
6500,6500&6Q0正弓最大工作高度〈轨面）（mm）
40004O00旁弓收下时高度（距轨面）（mm） 4000.
40454O454D45旁弓最小工作高度（距轨面）《m血）
4600490穷弓最大工作高度（葡轨面）（mm） 444

2600～ 38002600-3300机车中心缝至旁弓架线闻顺（mm） 260p-300
178o2100I40880机车小时功率（kW》
152D18001z40760机车长时功率（kW）

zS00017208s143400轮周小时毒引力（N）
2140143000114800轮周长时毒引力（《N）
29。3029.3022.40运行速度，小时制（m/h）
313123,50长时制（km/h）
658576最大运行速度《m/h）

2Q350-1ZQ350-1ZQ220牵引电动机型号
35080220牵引电动机功率（W）

4寿引电动机台数〈色）
150015001500/2奉引电动视额定电压（V）
250250825牵引电动机小时电流（A）

L-14（改进型）ET, 回-14（改选型制动装置炎型
Z-1.8/型Z-1，8/0硬2-1，8/8型空压机型号
1.日×31.8×21,3×2空压机能分×台敷（m'/mlD）
304.8304,8264制动缸尺寸（mm）
70,670.57.5制动率（努）
120000500Q46p000参考价格（元）

技改产品生产生 产停 产至产情况
民同 左调左同 左潮潭电机制 造厂

注，1.轴列式说明，
Z+2。4物，交在画个相互逃装的双轴特向架上，"o°表示电力传动，、

2-Z;一4槲，安在两个相互不违擅的双输转向犯上，4o*囊示电力传动，

Z。-Z-Z。-6输，安在三个相互不准接的双输转而架上，"0表示电力传动。

2，ZGg80-1300-S为佰有80吨电机军进行技改后的80吨重联电机事产晶。



表附-1-30国外一些宽额直靠、交营架级电机库的技术性能
表据数 怪塑查弊系第_技 术 性 能 界击警四 102 Z,-Z2-Z。Z。-Z,2-Z,2,o-z+z-o Z,,-Z。B+B,+B。B+B。轴 列 式 15015010o 23.534.833,2轴背置（t） 1180 164 0功率。长时制（kw） 1B60186074315602100小时制CW） 1920o z2760章引力。长时制（×10N） 21601220o18500247o013&oo小时制（×10N） 23.6运行速度，长时制&m/b） 26,724,480.5小时制km/h） 最大允许（km/h》 GBM-854BM-85o率引电机。宏号 台数<台） 16015001500受电写电压（V） 16501010 20d动轮直径（mm） 25Q0轴距，画定（am） 金箱（mm）通过最小半径（m） 220a21032 2060A8545机车外形尺寸∶金长<mm） 全宽（mm） 4660全高（mm）本钩高度〈mm） 65006680正弓工作高密，最大（mm） 6100510o5160 4eo工作高度。最大（Ⅱ 890o900最小（曲m）



案附-1-37固外一企宽轨直流、变流电机本家引机组的技术性能 图1、要 网击整器5 6s,蓄警坡 木 性 鲷 整隧背登亮9Y s(z)(-Zn 。(,-Zn)s(z-En3(z;-z(Zr-E)(-Z0)轴州式 872408723638粘着置（t） 3130/s130/31轴舞置<t） 4370 5325 5285325B46o/25706120/2489小时功率（W） 4510t62495600 s624062408942067200oA20小时率引力（×10N） 30 29.520,528.9/13.83.a/1523,9小时意度 （km/b） 6056 583结构速度（km/h） 计算功掌（rW） 38G40计算*引力（10N） 25。4计算速度（tm/D） 第二能源功率《×0，74skW） 3000150p0920/106000/150g1500电网电压（V） 1250 1250126o 125012601250动能直径（am） 80 80B6 808090通过最小半径（四） 82603280827803280车体宽度（mm） 6180951306513908李帧间长度〈mm） 5-700570~7050～7000560～700550-700正号工作范围（mm）穷号工作意围 400o2500～3282a～4P0508200～4003200～4003260~400320～d00距轨道中心（mm） 800～53204500～5300 ~5004650~5559一680486～53094500～5360高 度（mm）



附录1 主要乘旷设备 1771

2.窄轨架线式电机车

窄软期域式电机家号及主要技术性管 表昂~1-38
号建

ZL14 ZLg-技 术 性 能 XGC-14 ZL-20/750 ZL-40/750ZL-14/s60 $/560-I S/550

20 401a粘着重量（t〉 1
762 90o782 s00 10Op 762782 s00782 g0轨 厢（mm） 782 900

760750 56055066额定电压（V） 550
7 1010 4.57轴 荷重（t）

30001300 2000 1400固定轴题（mm） 205D1800

1040最小量过半径（m》 2016

B40B4080t动轮直径（mm） 760 B45
4愈00120004700 7506450外形尺寸，全长〈mm》 5332

1230256o2000 2800218全 宽（mm） 22135
300p3720(3200>全高（司机室高》（mm）
30 3(c380,4B0、o00 32osB0,4B0、80车撕高度（mm）

80s～480S750～45503760～45s03550～4350 420&～5004正号工作高度（mm） 550-4SB
3050～86003050～380425002900～8300旁弓工作高度（mm） 2500～200
z250～27802100-2801760175b～2200咖规规至车中心距（mm） 1700-2150

802zo 440158 B2规车小时功率（W） 104

193408056o40000240003200027200表车小时奉引力（N）
5400&00317001100p 101008500机车长时牵引力《N>

10,518,918,8I416,812,8机车小时制速度（km/h）

K410,7机车长时制速度《km/h）
37,88.26祝本构造速度（km/h》

ZQ-11ZQ-78ZQ-62率引电动机型考
1104678牵引电动机功率（kW） 52

154单台电动机小时电流《A）

率引电机数量〈台）
网左手、电，气制动装置

203.2φ130×2φ180mm制动缸规格（mm）
71-轮284～M170～9063～8s机车有效制动功罩（??

Z-1,$/8×1KWP-45ox仿挑宽2台空压机型号及台数
1.8×10.45×10.4×20,4O ×2空压机能力（m'/min）
9,7a7 1.1.0.3 0.220,2机车总风缸客积<m'）
178500 352013760o137500参务价格 （元》

同左常州工矿同左大连电车工J常州工矿m速厂 数机率己电机车

注，ZLi3/s50-1电机率系按JB/Z17-76红工矿电机李系列盛谢》设计的设备，



附1.3，2 内 端 机 牢 1.准轨内燃机车 准教内蓄很率置号及主搞搜水蚀修 _数 东 凤 4北 京jJATY 100按 术 性 能 JMY a0JM 180JM 126 客货添于她客建___-_- 调 事调 本词 本 -20-S-0 电传动灌力伸动渡力伸动车轴排列 120/100传动方式 运特的0，调率弱43030 26,S/21.324,.2教造温度 （km/h） 1.1 7.9持续速度（km/b） 2o20 277z08通过最小的缝半径（m》 t07o<180o41500 1t300舱周起动率引力（N） 17Dq0轮殿按鳍率引力（N） 19±8%o轴 置（t） 2110916525机本避转察条重量（t） 11906492外彩尺寸∶全长（mm》 473o4706金宽（mm） 484s全高（mm） s30/1570265po/10795转向架中心概阀距高（mm随定输距/金精距（四m） 40o4车轮真径（mm 莱油机。型号 2700额定功率 （W） 机 制动机塑式 大连机车厂二七机率厂生产情况 的意厂



2.*轨内燃机车 泰附-1-40（1） 轨 内 赠 报 本 号 JM 80QL-2 A技 术 性 鲍 非净化及净北非净花及降化 60o,78283000、76轨 距（mm） 0-2-00-2-00-2-6轴 式 122.7装备T量（t） 8.251,35轴衡重（t） 8×21815860固定轴彪（mm） 180o750全轴彪（mm） 600450300轮 径<如m） 320、800最小海过半径（m） 210、320、90、450206、80F,95 面情（渡伪）车钠高度（mm） 自动钟阈左细销能环式车物遵式 25,6119.3构造速度（km/h） 180005800轮属率引力（N） 5t0in112360外形尺寸∶ 全长（mm） 166o01140910全宽<mm） 1750全高（mm） 4133K-1解获CA-103X4105J2105-1 78.56890,1329,424.71额定功率（W） 耗油率（g/W-b） 笔条传动机械机 被传动型式 摇连杆换向矢轮箱银 条驱动方式 空气、手事手、脚制动装置 会车闸瓦总压力（N）每块糊瓦压力（N） 8.3参考价格（万元） 常州工矿电机车厂广东红亚机圈厂长沙矿山遇用机械厂前造厂



案附-1-40（2）窄 教 内 继 报 家 JMYskolJMY330JAM120披 术 性 略 CZ80Q 680、762,9000。782,60900、782、75D、900、1060轨 瓶（mm） -9-00-3-0抽 式 24整备重量（t） .2 900×2肠定输距（mm） 180o全 熟 距（⑩m） s0060o舱 径（mm》 最小通过半径（m） 320、800321、600、B50 官动钩车物高度（mm） 自动钩自动构嶝钩、良动钟、插镜供车物盈式 29[27,8)构意速度（km/h） 782002200舱焊毒引力（N） 10#00100pE7外那尺寸，金长（mm） 2680179D(2080)全宽<mm） 3oO0全高（血m） 12V136Z12V1s6Zo135 C-148138C-1 <30) 270,6(30》273.5(120)86,3(100)78,5额定功率（W） 同左熊油率（g/Wb） 液力、概被机械机械传动型式 ET-，李赵动方式 ET-，手爭，空气制动装最 0.8 3W-1,s/10有效能动率（?? sW-1,s/103Z-0,5/2V-0.W/7-D0 0.4581×6.6空压祝台数×能力（m'/min） 0.16总风缸容量〈m'） 10976 2200金车闸瓦总压力（N 24806每块角瓦压力（N）参考价格（万元） 生产生产 长沙贮业足机表生产情况 长沙贮山腹机趣厂石塞庄动力机盐厂危州内继机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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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3.3 运 输 车 铜

（1）准轨车辆

准轨磨开门库塑号及主募统术性管 表附-1*41

号型
技 术 性 鸭 K18矿石l K13石破漏斗车DK4~-3矿石车K70煤看斗车o矿石漏斗本K60矿石本

9660 7380载重量 60(t) 8b
33.27 2321,8自重 <t> 22,6

87.d车靠容积 27,A（页"》
1750固定轴降 1750172r1750(mm) 1760
10500GBD0两转向架中心距（mm）

通过半径 （m

轴致 《粮）
21.420,,7520.4d轴荷量

100额构温湾度
149014738 1834831045012046付寸，长 （mm
320031803819238B3160311#(mm)
338224522593104 2950287高 （nm）
1204091001240s7000率箱尺寸，长 <mm
289028832402600273d定 （mm）
160017652480186148o高 （mm）
4504502450500600车门有效开宦 （mm）
风动风骑手、风动风动或手动 手、风动风动底开门机的塑式
aza0045000420qr（元）参考价格
兹产试制小批量 生产生产镜况

题山车辆工广太原机本率辆厂大连重型机械厂齐齐哈尔车辆八 沸洲车辆广│橡测率辆r制造厂

囊附-1-42准轨自眼矿率显号及主要技术性修

号型
技 术 性 能 KF-100KP-100KP-70 KF-86KF-4o1KF-80-5A

(KF-00-5B)

激区自善率） 气动自酶车同左调左向左气动自海车显式 1co 1Q070660《$)载置量
500343333.533.4(a2.5)〔t)自重 862927 27《m')车箱客积

44《根）轴歌
筹搜式三粒栽向架H，E型同左 周左阅左钟钢德架式特向架型式 1300×21200×21727 18017271737(mm)固定轴范 11700619280770077068科得886O（&市B）(mm)丙转向架中心距

28,5(24,)24,8824.823.822.5～8,(23.1)(t>盐荷重
段08030508000(m)最小通过半径 3080308060(km/b)构造速度 1*878(16078)15446121061223a13094180(1307D)(am)外形尺寸，长 39843288332233o03325334g(mm)

3100(45)294&205326812462z4D1(pm)高 15842（内关15290）1385o1085o101681162811420(mp)率箱尺寸。长 3884（内宽s02>z9303s221300出825834o(mm)



1776 第二篇 地下开来

统表

号费
技 术 性 能 KF-100KF。~100KF-70KF-68KF-00-5A KF-40

4S4545s5<)本箱微露角 45 45
0.5510（油压）0.5本箱解霜气压 0.50(MP2) >.,5

35 35本精颜需时间 ~16 35(a)
14s176120160-1Bo本着起■后离轨资判除 -180(mm)
(2828580率籍超息后最大高度 35a0(mm)
262622bo 224l2*152015本箱急愿后面线藏中心 (mm)
GK④KGK制动机整号

民左254× 68(mm》制动缸尺寸
16（块）触翁用T块败

4600048600（元）参考价格
试舰试制试制生产 生产生产箭况

大连重塑机感厂降左同左同左大违重型机制造厂
本额厂

注，1。KF-60盛意翻李配备司读室时，上固信号灯真轨面为4s40（mm），
2。KF-100重良磨车用于霉天媒矿运载体重为1.8～1，B/m'的者石，表中搭号内系带司旗查之数超。
3。狼瓣大型煤矿的运输需要，哈尔旗车辆厂正进行阐种大客积、大吨位吕夏车的设计和试制工作，方案设计

参数为
（1）100t液压曾题车，自重50??容积58~81m'，6轴，两个转向架，

（2）120～136液压自翻车。自重8St以下，客积75～80m2，8轴，两个转向架。
4。哈尔滨率新厂在KF-40B型自■布一诸设计有尾车房、供司旗人员用。

表附-1-43准轨螺率（盗火菌、改制筋理本、量勤本）主要裁术性

2
技 术 性 能 P68P7P1P82

5030 45款置 t）
21.f19。516,624肉盒《t
10076,s6312o客积（m*）

140321240p1676215438外形尺寸最大长度<物内侧距离）〈mm）
B820818081808312最大宽度（mm）
4453425040284220最大高度（mm）

4轴败（根》
D8067D01700转向架中心距（mm）

转42转8A转1、s7、3转肉架型号
1750假定轴距（am）

11551X48 13971141地板配至轨面高（mm）
钢木W铜率体材质

4(204× 2585)率厂数量（门孔宽×高）（mm）

1a本高数量《扁） 2700参考价格（元）
生产生产情况

齐齐哈尔本辆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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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置""g员兰营串离景号我氯署

8贵景亲意管兰马移系融

8异~鼻早到多器景员景素病影当颗岛监

=号一类管愈气易照复品显的当益

8品置是管鼻3氮属景监影的易A量

宗旨"者量员要普源国翻蓄的章
器

劈目壁莫药最最*阈M 博自

出ε目愈当量温葡盖市 式 哀置景息
温当影器聚 贤 三墨氮浆轰



农用-1-45

准帧平车显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号D，回条率JD，回能单ROD，0平*

技 木 性 能

D，凹难平*【
D2平车
N174

N10平本

N17平车

ac

8s

级量t）

160

x

20

42

10.3

自重（）

1m装ao

地板面积（m'）

I30e×80
(1300×3oo

轴数（模》

175o

1750

1750

1so

176

圆定轴距（mm》

560

17soo

oo

SOo

000

转向架中心距（mm）
20.1

轴荷霞<t》

1210

126

庄板面至轨面高（mm）
145

最小遭过半径（m）

139(2

外彩尺寸，最六长（mm）

3192

最大宽（mm）

2028

最大高（mm）

新转

新转a

转BA

转向莱型号

GB

制动转量

钢木

钢水

翻木

质素钢

本体材质

200os

参考价格（元）

可生产

可生产

可生产

可生产

生产情况

株洲车辆厂
哈尔演车辆厂

障左

阈左

齐齐哈尔车辆

制造厂

驱声越罩而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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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轨油（水）端本置号及主要技术使售 豪附-1-4

型 号
技 术 性 能 YA80G50 轻油糟车G60 粘油施车O17

50 50 &t输置（） 52
2023,8 22,2启盒（） 20,B
6050 G0容积（m'） 50

I180 11998 1199z11992外形尺寸，最次长度（帧舌内侧距离）)(mm)
最大宽度 2831 20123028(mm) 23B0
最大高度 463B 46S7 4a77 4s?T(mm)

d4轴数
7300 73006800 710(mm>转向架中心雨
转aA 转a转向架型号

1780I750(mm)固定趋距
OK GK创动美量
钢 铜车体材或
1973 1970（年）制造年代

34I60$3350（元）参考价格
座产生产生产情况

民左 同左西安车辅工厂西安车新工厂制造厂
用于获量汽、荣 用于骗运抓油、

【油洞滑油敬油类媒油等轻油类

表常-1-47准机客本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解
号型

技 术 鞋 能 YZ硬座本 ZYw硬虚$YZ1硬座车

市郊、烟意干蝎千始用途
41,142.348(t).宜置
300o118118（名）定员 '.（根）轴数
i20120120往/）构造速度
24os24062400固定轴颗 (□m)

170001700017a00转向架中心距 （皿m）

13041303130烧板西距轨面高 （mm）
145145145通过半径 （1

245372467624678外形尺寸， 最大长<mm
31065108100最大宽（mm）
4285d2834203最大高（mm），
209量202型202现转向架型式

约10000105000114200《元》参考价格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情况

南京询慎车制厂长赛客率厂唐山机车率辆厂和途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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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降-1-48准轨模道车组及主要技术性性

号瓒
技 术 性 能

QD160型轨 道 小 客 车 长江?50型

缴人数 36（人>
1435,1900轨题 14351435(mm)

4c001100敏距 4200(mm)
轴重 5.0(t)

400 B4oB40车轮直径 (mm)
106100(m)最小瑞过半径
371371(mm)小车构高淀
824586(km/b)最高李德
117,6816。18(kW)发动机功率
92002465 21889206(mm)外形尺寸，长度
27tQ1870 16812746(mm)宽度
820184o 104o3200高度 (mm)

0.851o<》置量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情况
同左蜀左宝鸡工程机械厂制金厂

（2）窄轨车辆

表附-1-49窄教侧得自副率服号及虫要效术融像

气动良醇环牧 术 性 能 气驰自翻本 -20-1QFb0-7MB-5 kP-1B159-03 式矿军 <双制）（双德）

3,3.5车粮客积 (m")
2015象重 (t)
143 0,908(t)自重 800、782762762(mm)轨附

2（樱）触数
6.55(t)轴青重 1300130e（m细）轴距;圆定轴距  780o(mp)金轴题

(mm) 50o 轮径 45(m)最小意过半径 35〔km/h》最小行速度 600(nm)车物高度 9720r6o0 8720(mm) 4429外形尺寸 长
1$20(pm) 1760宽 2000(mm) 1814

0.5(MPa)如载气压
0.（m*/率）算载集气量 自动性钩鹤环着销式自动挂物单环能法按损应式 D型K，型概动装置 z203×305203×306162×208D遍\Dm)制动缸尺寸

（个）每轴闸瓦敷 起菌15，起海15，30(s)须客时侧 值空30回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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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宽 号

气动自题车 民动问■车气动自翻车孜 术 性 能 三支点侧仰 K-2-B- 底15-ioFo0-rsM58—03
式矿本（双衡》 （双侧）

46("> 4饲题危
2600029003000参考价格

生产 生产生产生产情况

器山*听级矿机本深重转 大连重型机州红卫机制造厂

参附-1-50布轨害本盟等及生要技术性维

SYZ-2国能
75《按60??》缴人数

60（个）富位载
ir<t)日盒

《t)载置
762(mm)轨距

13650(mm)本体长
2360(mm)车体宽
8280(mm)车体高
s20(mm》连接毒高度

两物无导植或激动着求转向架形式
1356(mm)固定轴胆
60<)最小雅过半径

手制动加自动制动或截头制动制动装量
g000o（元）参考价格

经丹江林业机械厂制造厂

附1，3.4 铁赔起置 机
表帅-1-51准敏缺施短重机显号及主要放术性修

号湿
我 术 性 幽 QN1892Z581Z162、QNY15-1

【6136AK-1巢新机9马力燕汽机7马力蒸气机618D-聚油机动力型式 109鄂1615(t》最大起重量
100801815t)主物起重量
3215(t)副协起量量 13o101.7B458.4(t)视宣 280285210180CkN)轴压 11,216,910.9《m)提升高度∶主钩
14,21(m》耐穷 5,25,24.54,5《m)起重幅定，主恢 6.B6,75(m)网构
1512,dT1813(m)起重开长度 3O0.86.611.2(km/b)自力走行速度 607070Cm/h)列车挂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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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号型
技 术 性 能 QN1002QNY15-1 Z601Z152

150150〈m)最小通过半径 120 120
B6《个）轴数

1.1铜炉工作压力 -(MPa)
1.0(m*)媒箱容积 - 1.0
4.7水箱容积 (m') 3.5

1124o9t75外形尺寸。长 ?7732 ?782(mm)
350a390300 8100(mm)
4727416463s4521高 (mm)

540o16s0072000参考价格 9500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情况
$左 左胃 左齐齐哈尔车辆厂制造7

附1，3.5 准 软 排 土 覃

泰睛-1-52准轨携土算想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KI-I按 术 蚀 1

1485《mm)轨题
BB。4(t》自重
e700推土宽定（距线略中心蠕） (mm)
<50(am)推土粒度
1800指土粒端高度 (Mm)

10《k皿/h）工作速度
75(m)最小通过半径

1727/11s固定轴距（两转向架中心距） (mm》

45(")大超最大展开角度
岗上2;钩下14(")大增倾斜度调整范围

1090(mm)大题上下移动行程
z40(mm)小雕上下移动行程

～680<mm)车纳中心距轨面高（凋载后）
15700(《mnm)车药钩舌内侧距窝
1576外形尺寸，长 《血m》
3875(Ⅲm)
4850高 (mm)

22,1(t>软重
0.～0,3常用空气压力 (MPa)
3,35(m*>储气缸容积 195000

多考价格
大津重型机围厂制造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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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3，6 准 轨移 道 机

准颗荐道机重带及性能 表略-1-53

技 术 性 能 KY-26-1

1433轨距 （略血）
.985白重 (t)
z60?0l最大允许提升力 (N)
直欺0.0;空载o。西条提升速度 (m/)

700移道距高 (mm)

B,75～5行散速度 (Lm/h)

CA-10发动机室号
6.87(kW》发动机功率
5240(mm)外形尺寸， 长

2380《mm)宽

2750商 （ηm）
3400（元）参考价骼

大连重型机器厂制造广

附1，3，7 铁路捣 ■机
奏附-1-54铁略构D机型号及主要性像

号型
使 术 性 曲 DY=3祭撒液压YD-2单虹液压XYD-2单配被压机XYD-2渡压式

180240 130（根枕/b） 10～15秒/根生产*
106（款枕下）8（勒就下）7?（轨就下）30（轨枕下）捣图深度 (ma)

140b190po20000器，振动力

350038494000频率 《次/mia） 4000
2规钮<mm)

15220s870140012460(N)施团载，下新力
8660a000B80×22×12460(N)夹拖力
7036～aB(MPa) 14o油骤工作压力

汽油机5，15汽油机4.85同左电凯4(kW)发动机功率
离左1435、1067(tm)轨距

A型1218×850×1854 135×846×18501168×780×17801250×184×756外形尺寸∶长×重×亮（mm） B壶i220×6b×1246
500450A型00、B塑2a5300重量 9oDO900085404050参考价格
生产生产生产生产生产情况
同左向左沈阳桥梁厂解放军441厂（黑明市）刨造厂



附1.38自卸汽本

融-1-55（1》

白卸汽率置号及主要技术位能

7～10吨最

5吨以下级

Q0s
QOr41

搜 术性 能

SH-sco

河QDSs「食海DDa
QHs4

SP34 .

RQ-3

4x2

4x2

dx2

4x2

4x2

4x2

4xt

题动型式

4.5

(t)

象重

7.3

4,98

4，6限

4.56

4.74、495

19,2

15

18,3

14,88

r4,3

9,25

9,4

总重

4.15

4,2

《血*）

率施客积

1g0Q-1

0135Q-1

6120Q-E

erzQ

Qe0-1

Q6160-1

发动机型号

1s3

13B

136

动机颗定功率 〈×0，74

7.9

存7~g有

r,3

8.8

B

最小转毒半径

(m)

27.5

34

20

23,5

$??

最大慰坡度

9

(tm/h)

最小育她阅脸

F的X2547x

5x*
820x3

250×3
的x240×

030x2406

外影尺寸，长x宽×高 《m

50x?4ea
3760x二490

理0*00x

E59×2r在0）
50×2124×
p69×2

车辆尺寸，长×宽×高 （mm）

47ao

3700

3950

3950

输距

5270

车兼升举后离炮最大高度（mm）

>4

50

60

率箍后频最大角度

15~2

举17。降15

举15;库20

单15s降18

车熊举升，回烯时舞

后卸

却载型式

1.0-20

8.0~20

轮脸规格

估o，3

4.3

3.8~2.8
万元

参考价格生产情况

网左

式车产齐哈尔断道

丹东汽车改验厂

海汽李制厂食岛汽车氟I
罩庆汽车制途厂四乎汽车改养厂

制造厂

P+r和'高用率
注;参情器系184年6月中汽公司价格目剥



表附-55（2）

自卸汽本温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12~20电囊

红岩CQxo

8A大重Snm;G大量sH51D
∶大通SH361A

孜 术 性 能

罗要QR19
SX3sto

汉阳HY362
罗2QR2z

×

④×1

B×看

8×4

8×4

B×4

x4

ax2

$xd

愿动型式

12

13,5

载重

12,0

18.9

10,1

,8

白重

2,D

27.92

25.78

取移、

(t)

平9，》缩11.7

(m'>

箱容积

aV13pQ
185Q-2
135-Q-2

D2156HMON
s130Q

130

614Q-2

D2169HDN

发动机型号

220

220

215

210

213

发动机细定功率 （×0，7W）

不太于10，B

7,。

最小转考半轻

23 (18*)

最大展被度

71.3

《监m/b）

84o

×2540×7554×2485
z85 ×260
775×286o

量小高地间隙

7435×250×

6765×2570
7040×260×

3183

外形尺寸，长x宽×高 （mm）
2320

15×2480×

4180×2450×

500×2200×
510×200

400×2z06

车箍尺寸，长x宽×高 （mm）

1000

720

460

40s

S876＋1360
38

轴能
《mm)

soa0

本霜等升消离地最大高度（mm）

65

本箱后侧最大角度

举20降Z
学2b，降15

非20 降15

20降15

事箱举升、巴降时间

后卸

后即

后卸

a-20,1
14-20,18

却软数式

12-20,1

13-20
12-30

轮的规格

大于w5

大于a6

39

30

不大于45

(4/1e0km>

油耗

9,2

10,5

参考价格

生产

生产

型产

常州陷金机制

同左

生产情况

r上海重盈汽和
岛汽车制R厂
西汽车制速

青岛汽车解配

制意厂

战造厂 连，罗曼OR12湿采用罗马尼亚布控煮夫汽车厂生产的5DFK汽车能盘改囊，而罗要QR10塑则采用读厂的R121DFK汽本底盘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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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卸汽率应号及主膜技术性能 表附-1-55（3）

20吨级
技 术 性 能

工环BJ374工环BJ871 工环BJ878工环BJs73

冤动方式 4×24x24x24×2
日本PE6T美卡特皮酚3306FA美孔明 新NT-855-C美OM6V-71N发动机型等

246(×0,745W> 25023B功率 245
15.2416,618,84 15.2(t> 16,4量 自T
2020 2●20装置

35,2135,s38.3 35,20 35,4总重 (t>
11.101,311,.7ft>轴微分配，（满载）故轴
24,1624,323,7(t)后桥
SD00380038698600触题 (enm)

（-）×25期×1476（-）×2589×14704840× 258多×127D4840×2689 ×1270率顺尺寸 长×宣×高 《mm)
7610×280p×3110710×2909×31107195×2909×3145 7395 ×200.× 3L4l外形尺寸 长×宽x高 (mm)

10.710.7或E310,7套积 平装 10,F(m")
13，自13，或16.213（任选）18（任造）(m*)堆魏
50505050本黑后倾最大角度 <*)

本帽孝升局矩地高度 (mm)
路886后d9e5408560最高点 (mm>
83oBS0830B3o最低点 (mm)

举、降 20举、降20举、降20举20，降20车属举升，圆降时阆 (a)
41,7838;80（任选）40(km/h)最高车速 38
282a0>32最大胞被度 28<%)
9（外能》9最小转弯半径 （血>

14.00-2，24层14.00-24，24展14.00-24，24层轮验舞格 14，00-24，24层
70.8-198~7272(L/1*okm) 图5~78牺轭

10。510.317,s17,5（万元》参考价稿
同左阈左同左北京工程自如率厂制意厂

注，汽车价格为19年中汽公司的价能

表附-1-55 <《4）自解汽车置带及主要技术金能

45～吨缴27～8吨级

技 术 性 能 TELRX-s-TELEX-ss-WABC0- LN392RDi6bRDO30 35D

4×24x?4×24×24x2 4x2墨动方式 VTA-1710CVTA-1710KTA-1150CKTA-150NTA-B5C 朋斯KT-
发动机，氨号 19-C

70QB?SG10525450310物率（×0，745W）
44.5042.7539.91932,527.76721,094(t)真量，自震 B6i,845,361.1727,21<1软宣 112,5085.27950.53 85,B48,31总重 (t)

轴有分配 满满 37。66526,82822,920,30315.374(t)前抽 74,83568,4139.286 5。932，B3卷后桥
(mm)外形尺寸

B程0×4140x9144×4相sx3847×41×9e60×450xc80L0 x 78o x8410rano × 89B2×801
│4394全炎×全宽×全高 452438623940425034B6

408o42873960LE00333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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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5～68吨级27～38吨数

技 术 性 能 TELEXK-33-[TELEX-3-WABCO- RD150 LN392RDO30 36D

(mm)车刷尺寸

4572× 3228 x28×5110×8856×下16×830×声900×3810x长×宽×高

(m*)容积

33。6423 26.716,8 10.813,2平装

*1墙伯.5839,7s0.6201墙 24.4211墙 22，217.3堆囊

497o 58K865706")车用后颜最大角度

布耀举升后距地高度(Dm)

8693a130754e a33176307019最高点

44861b457292最低点

举26;降36举16，降9 影14，降举19，1 降举18，降9举12; 降9卒雕举升回降时岚 (5>

57.8 7062.76,B96,77?右0，2(km/h)最高本速

2534 >12>12>30(%) 42最大虑坡度

10.59。48,75 9.877。458,4(m》最小转弯半径

,00-86,a3p1.0-33-Ess 2t.00-s5-4a24,00-8,80-3FP318.00-25-轮胎规格 2Es

8,018.810.5810,5210,75(g/1eokm)油耗
102约B9约7284664s《万元》参考价格

启卸内质蒸三机械本溪重型汽率上寒重型汽车内象氯二机械制建厂

组装级装组装组装组轨制遗方式
量林河矿区首钢大石河铁大冶铁矿吉山铁矿赏铜大石河铁试验地点

营林育、伊敏白银有色公司云部确快矿使遵部第-I使用单位 河建矿
差周

店，换国特冒克斯类国阿隐林，竟公美国特冒3国外公司 菱属同费替 巨需特公司公司

注，以上参考价格均为伸3年价



1788 第二篇 地下开采

自卸本重考及主要统术性信 表附-1-55（5）

100～154吨级
抄 术 性 菌 SF3102 MK-30120DLN3101

4×2dX24x2 4×2驱动为式
KTA-307-CKTA-2800-CKTA-2900-CKTA-230-C发动机，滥号

160o120012001280功率 (×0.24W)>

B,87283,8BT量，自重 (t)

154,2010810810q教置 (t》

24.55191。65198185总重 (o)

教荷分配 测氨
80,786密馆救 t》!

161.B11132后析 (t)

外影尺寸∶
×506l 1106e×*300×400j 1130×5270×5780 1180金长x全宽×全高 （血m）

5330518051806100和電 (tm)

本黑尺寸 （血m》

778×55te×18aLas80×整24×2260长×宽×高 (mp)

(m*5容积
79.34d750平袋

211增的6.321墙6602u地 67堆载
50454466")本周后倾最大角度

东漏举升后距地畜度 (am)

1045o19820103501q3eo最高点
8901t?015202s最低点

举24 降12举开21举升不大于20本加拳升因降时间 (8)

65.257,64045(km/h)最高车速
1,20t7.5最大尺坡度 (%)
12,。12,312,5，约12最小转弯半径 (m)

5.00-51,《6PR3.4，0-51 尝石型30,09-51E-4轮监氮格
0,658,00(tg/100·km)油锯

26200170参考价格
常州冶金机额厂苏州冶金机械厂本溪重型汽车标遍都源电机厂制途厂
补食贸易按责结舍自制自制制造方式
胃左同左问左本销前芬铁矿试验炮点
同左阈左树左麻芬铁矿使用单位

，美国尤尼特·增然设换国伟步克公司合f国外公司 备公司合作

注∶参考价格为I48年价



泰附-1-6（1）

美圆生产的一些矿用汽车的主要技术性
WABCO公司

3200
Ma5

1r79C

t2oc

货术 性 胞

85C

aSD

75C

60B

5oB

wD

235

120

85

85

75

so

50

a

（×6.阳）

我重量

21s

156

GB

64

46

81

al

61,25

78,3*

期，50

41,50

36.90

27.7

co

空学

8-

2475
1680

635i

460

（×0，7标kW）
发动机功率

1209

(406)

(46)

(m*)

率斗客积

30,5
39.

28,0

39.8

平装时

45,97
51,3

43.5
36.7

20,

搅装时

纵究V耍

本斗型式

(m)

外形尺寸

建15

11.3

9.60
3.60

,0

8.o1

4.B5
4.89

3.18

宽度

4,52

sa7

4,25

高度

4B3

(mm>

最小高地间除

5,4

4.4

4.70

4,06

3.30
(m》

轴距

14,20

16,2

10,01

s,25

B,79
8.78

卸本最大高度

24

10.N

10.50
10,50

8,84

最小转弯半径

0.00-51,4

z4.00-36
2400-49

24,00-3
z1.035
1800-83

轮胎规格

(km/h)

最大车速

e)

本斗后倾最大角度



1790 第二篇 地下开采

陷套 a忌 号营普 引寻号 

33当s吕3

 1 B曼具号要 3呈a是百虽置 s

露部

居豆管氮 营芦票呈每器

器三 紧 

R品兴 气品区写号景员 8民区与昌

且点算s*9霾



附录Ⅰ 主要宋矿设备 1791

层二 路§号号员 图

景° 3苷量昌号属景致芒 器

!B胃ε 2目品 占号号售景§富*

义知象员马暑鼻品 沿B员售景昌鼻品#

支共于好"鼻员当=号自昌景紧身昌号目a

8e8自 岛自℃鲁自目目复目目C33

间似"题*曾昌求装器
自备 证四寄警R基最露要监 盟器营算量



1792 第二篇 地下开采

食. 器景量官喜

"3， 当"A识司是是号影言
—_____使______·

罗3查8二费等学号下氧紧鼻鼻

艾A3 ×3提 鼻最意下属岗员露客移营昌g 品

。"③最 呈票悬=品3莫美号营号多良

发83a 普莨品景8 景晶器 言

33 店3"R导民景岗景 晶复 品出

受熟R §景" "信

交员*§国。 2晶蔓氧客变弯复监

消帮有业 参 相



酚】.3.9 酒 水 车

表附-1-59

矿周酒水率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东风WSD-5B
解放WSD-8C

KS-161大型矿用

CYS-29ü多

BP100K酒水本
D4k2活水车

技 术 性 能

工FD-4r画水率

酒水本

题水率

酒水车

4×2

4×2

B×4

4×2

4x?

惠动型式

PQ半独离

CA15

EQ40

CA15

三轴

BJ-1练列度r-2
贝拉斯640A

底念型号

13,73

8.4

9.7

8.3

20

总重

16,1

25

16.3

水箱容积性能参数，

16-17

14-16

20

9-18

8-20

(m>

酒水宽度

0.3～0,5

0.3-0.4

0.7

10-1

1e~15

行款速度水深淀量

时高16射远2

射高36

射高36射远6

610

外形尺寸;金长

2350

发动机功率 最高速度

km/b)

最小半径

29,1

<45

（万元）

参考价格

武汉新光综合厂
温州冶金机械厂
北京工程自卸车厂
常州哈金机械厂

3年价

B的3年份

83年价

86年价



鼎1.3.10 压 路 机

套附-1-60

氰制式压机号及主原性管

YZT-4
YZB-8A
YZJ-13A
Y218
YZJ12A
YZ1D
YZ10P

指式源动式

握般动式

被姜振动式
被压传动

投 术 性 酮

液压传动

绞接转向

按接式展动

铰箦式最动

6120R

4120FT
6VE103K
6185K-12

4136AK-3
4195AK-3
1i3BAK-z或Fu3

发动机型号

180

100

100

(x0.75W)

发动机础率

10.

1800

机重

1824

200o

1000×2

振动轮直径

210o

《改m）

28/s2

最动频率

200

19r/187

激疑力 单位线压力

2n

219

静姻压力

49/52

100

1928,8/1618,
117o

总线压力

《mm)

外形尺寸，金长

235

235

金宽全高

(a)

离地阀隙轴题 胞波能力

2,8～16,2
2、s~16,2

）体4-1.3，3-2
(km/b)

运行速度

《万元）

同左

参考价猴

洛阳建筑机械厂

岛怎输。即4w

8年价

的建厂

86年价

备注



素粉-1-81

三非解适实压账机盘等及主要技术性信

yY 15-I
t212
3Yi2-15
Yat-13/15

技 术 性 能

3Y 12-15

3$Y10-12
sY12-15
sY0-u

15K-1

41K-2
4t3sC-1
213K-2
2n35K-2
4138K-1
158K-

发动机置号

6o

0

80

80

80

发动机功率（×0，7vaW）

15/l8

10/12

1a/15

12/18

10/12

12/15

10/12

规置，不加载/加载（t）

1060/18o0g

1080/1800
106/1660
112*/1750
1020/150o0

压轮直径，首轮/后轮（mm）

1250/5o ×

1950/6×2
1250/500×2
/530×*
/50 ×2

压轮宽度，前艳/后轮（mm） 单位线压力，（N/cm）

e72

43

410

s36

前枪 加 载

39

最大线压90o
340

280

s26

不加载

11s2

970

7Bo

后轮 加 象，

780

650

785

620

不加载

4738

4843

483

5175

4920

外影尺中，全长（mm）

21180

2110

2165

z280

金宽（mm）

Z787

767

211i

2115

全高（四m）

3s2o

315

315

高地间缘（xm）

9440

2300

B4o

8330

教 瓶（mm）

7500

59og

7330

转考学径（mm）

156

1:5

寒波解力

2,3~7.7

1.8~7,.5
1,9~7,8
3,2~7.5
1.8~5,4

运行滤度（m/b）

3,27

2,87

4,87

参考价格 （万元）

再左

利工程机被厂塞三明

上海工程机被
同左

将阳建筑机就厂

制造厂

38年价

83平价

88年份

B3年价

年价

年价



表附-62

同能静压式压路凯显号及主事统术性售 d
aY6-A, ?-10A
2Y-19

技术 性 幽

2Y6-A, 2Y-10A~
?Y6-8,2Y8-10

215K-1

215K-1

495A

405

发动机型号

4o

40

50

50

发动概功率（×0，74w）GHP）

s/10

s/10

a/10

g/10

机盒 不加款/加载（t）

10ro/1320

10/1250

1020/1320

100/1320

压轮直径 前轮/后轮<mm）

1270（1560南备）

125o

1270

10o

压轮宽度 帧轮/后轮（mm） 单位规压力，（N/cm）

315

转向轮加载

2572

不加款

472

472

驱动轮加载

578

a78

不加载

4t0<4639南是）

4808

{320

4237

外影尺寸，全长<mm）

154（150潮昌）

1540

168o

1630

金宽（mm）

385（246脚品）

a515

240

600

金高《mm）

245

280

高地阅隙（mm）

z20(3p)

3150

2800

轴 距（mm）

650p

5980

转弯半径（nm）

1r5

15

15

106

R坡能力

1,9~4

1,8~7.2

2.3~5.9

2~7

运行滴度（km/h）

1.8

2.2

28B8

2.1

参考价格 （万元）

当安筑路机额广，南昌逼用机械厂
徐州工程机械厂

芯阳建筑机械厂

上海工程机械厂

制 造 厂

43年价

83年价

不带绍装室 86年价
83年价

备 注



附录1 主要采矿设备 1797

附1.3.11 平 地 机
平 地机置号及灵术性能 表附1-83

整 号
彼 术 性 能

PY160 A ASGO21
815K-10电动机型号
160 228电动机额定功率（×0.745W）

21,4101.7机 置（t〕
4.3~35,1 3,2~43.1行驶速度∶粉进（m/h）
4,4～T5,1后港（km/b）

-197,8最小半径（m）
B轴 距（m）

a572～8146外形尺寸，金长（mm）
a7B72575全宽（mμ）
S3645325s全高（mm）
190,1778最大率郭力（管刀拉力）（IN）

20胸波偏力（*）
1M，00-24，24层轮胎规格

42673705铲刀长度（mm）
90铲刀最大倾斜角度（）

2。580~65铲 土角〈>
1240船子我餐宽度（mm）
13.5参考价格 （万元》

Z州陷金机械厂天津工程机械厂制渔 厂
（全输昭动和全轮转向）（被压自行式）影年价备 注

附1.3，12 起 重 机
表露-1-64（1）温得起盒机最号及主要效术性管
号型

技 术 性 能
WD2GA/W2的0AWD-400

1518~46短1有长度（m） 3
5o75 20最大起重匿〈t）
6,B7最大起术时的幅度《m）
8～ 5010-75 4-20额定起重范屋（t）

ib,5～4.57-30氧定起重量时幅度范测《血） Z,5-I
30～78起置臂仰角范图（"）

0,2021,285 0.33提升速度（m/s）
0,970~1.6 0.87国转速度（r/min）

.45 ●,36 .30起行速度（ktm/h）
171 17宽坡能力（°）

0。1250,17~0,2 0.12E腹地平均比压（MPa）
75.7120 ?7,6机强金骁备重量（t）

a＋ 配盒（死配重+活配盒）（t）
12 28载火提升高度（m）

电动28，575 柴油81参卷价格（万元）
260 170,5功 率 CW）

抗州重型机较厂抚取造煮机厂_鼓津厂



囊测-1-4（2》

汽率怨宣机置号及主要统术偿维

QY125
QY 75
QY 4o
QY 30
QY18A
QY1z

技 术 性 的

QY10

oYs

QYBA

12×《

1×6

3xa

5x4
×0

4×2

4*2

4x3

125

4x2

20,2

1。2
10;4.7
8;4.B

起重量（）

11,16,40
10,05,30,1
7,8,19,3

8,2; 13.4
.12;1.7
0,7,11,$

s

起升高度（四）

3.65.0
8,2 8.04
2,5,1
3,8.5

幅 度（m）

10,24.+?l
8,2;20

9.15 18.1+r
r,11.4

454单索

6.6;1o,8

起震曹长度（m）

p9,3-88

0-128

12,5

60

10

工作速度，起升（m/mi

特5，2~4

2,18

2.8

3,8

3

143/41

圆转（r/min）

&4/50

91,7

38/20

o/30

18/r

z9/12

仲胃缩臂时闻。伸/熵《3）

71

0

行速〈无负荷）（km/h）

12

20°

30

最大爬披腔〈为）

不大于8
B,5

最小转弯半径（m）

&0 ×5200o
480×4500
500×420
800×2970
3320×ido0

支规距离（纵距×横距Xmm）
8

212

发动机功率W）

1927

1927

1810

170A

轮距，前轮（mm》

1800

1740

4960

3925+1350

后轮（中、后桥）<mm）

4260

40Q0

4000

4090

轴 距（mm}

12030

1080

1065o

9650

330

8080

外形尺寸。长（带吊膏）（mm） 长《无吊费）（mm）

2480

2430

260

240p

宽（mm）

a476

a059

高（mm）

波 压

波 压

液 压

传动型式

15o0

总 重（t）

I16

00o

同左

同 左

生产情况

网 左

长江怒量机厂
元工程视缺厂

京工裂概械工
江起重机厂

真工费机常J

制遗厂



录用-1-64（3）

能龄息置机盟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型

QED-4o

技 术 性 能

QLD18

DIQ-*

d×4

4×4

4x2

驱动型式

25;6

10,6,65

18, *

10.4,37,23

起重量（t）

9.67620

10.822,4

8，a;14，的

起升高度\m）

3,B,8

3.75;5,5

4,5.5

幅 座（m）

15r 42

晋，3，24.3

起置青长宽（m）

70（单素）

30双索，20（三案）

1-3

工作速度，起升（m/mfa） 团转（m/mia）

40/40

种增需时间，<伸/箱）（a）

28

行驶速度〈无负荷时）（km/h）

S0

最大底敏度（"）

5910×5500

最小转密半径（m）

58 ×5000
B04o ×d500

406×L000

118

支墨矩离（纵距×横矩）（mm）

2520

发动机功率 （W）

2295

zt4o0

轮距，前轮（mm）

2878

14e

后舱（中、用耕）（mm）

2950

28e0o

eo0

轴 距（m年）

00

外形尺寸。长（带吊臂）（mm）

6600

长（无吊臂）（@m 宽（mm）

3910

395o

高<ma）

激力机械

散 力

电 力

电 力

63,7

传动型式

20

t1eos

20co00

100

B4600

参考价格（元》

生 产

北真工程机械工业公司

生产愉况

上海糖务周机修制避厂!北京工割教械工业公司哈尔演工程机械制厂
髓 意厂



1800 第二属 地下开来

常1.3。13 捧 土 钒
我席-1-65排土机益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_ 型
技 术 性 能 PS-2000

股带式走行方式
麦论排土酶力（松方）（m*/h》

40排土臂间转半径《m）
18±1受料胃长度（回转中心至支排中心距高）（m）
20上排阶段正常高度（m）

>15下排阶段正常高度<《m）
上、下排幅帝宽度（m）

120胶带运输机胶带宽度（mm）

胶帝运输机胶带池度（m/a）
0.70排土机韩工作状态平均对地比压〈×0，1MPa）

6000电流电压（V）
320电机装机容量（kW）

210.85敷机重量（t）
63200外形尺寸;长（mm》
10220宽（四m）
1580E高<mm）
6400履带中心距（mm）
z2000题帝板宽度（mm）

度带接地长度（mm）
走肉工作时1r$调车时120脱坡角度

875离地风腺（am）
<300排料粒度（□m）

大连置量机悬厂制 造厂
云南小龙潭煤矿使用备 注

表路-1-66联邦德围生产的一些给土机理号及主要技术性信

德马哀-劳触克 岗 伯 公 司 哈款永公司
技 术 性 能 s_320_×as 200 S-4*ARs 2500 BO×19052×90

12500S70设备生产能力（m2/h>
241010（万m*/d）

88,96439圾备高度（血）
实188为186约16p设备长度（m》
的8o628445受料悬嘴长度（m）
10o16④So90卸载愚背长度（四） 34皮带机台数〈台） 300～3z00200~2402209220t～2500皮带宽度（mm） 7.37一5，24,2~5,86,48.9~5,5度带速度〈（m/B） 约0，13～08.4-7,9行走速度（m/min）
约10050100最小曲线率径（m）

运转时允许的坡度.



附粟1 主要采矿设备 1801

线表

海马克一劳梦克 D 怕 公 i 哈鳅东公司
技 术 ' 性 能

;ARS.260 ARS_2400b×30x R都×i×41，F×100^"52x90
横 间 126.41+251340
纵向 1125.4125140

1u18总被度 1tI7.7I*28.3
约5400服务重量（t） 2846 28零02390
1,B4平均对地压力（×6，1MPD） 1,21.430.7
883490总功率（kW） 28748246
约 10o排土带宽度（m） 约100约100

41,637.8约3B排土高度（m》 为30
2015辩土深度〈m）
t97719581D841955制造年份<年）
同 左同左同 左联师等西弗尔图纳使用露天矿

褐缘矿45o万7/4】
商高9250万m'/a

附 1.4 水 采 设 备

表附-1-67水枪型号及主要技术性修

号室
技 术 性 能 单 位 平楼一8SQ-250SQ15oSQ-80

15025015o进水口直径 80pm
45,E0,55,6o,85,7o, 50, 404,5025,80,35喷境直径 m项 75, 80

145422902228,2202148l,1458,143抢筒长度 i立
360360360360(")水平转角
2830 3030(">上仰角度
2930303G(*)下俯角度

1,21,20,7MPa进口压力
1,01,01,0MP出口压力

1.8'1,0试验压力 MPa
1210o最大有效射程 四

zza8×350×1651×500×179280×38×12872081×383×168外形尺寸 m m
80.34116069总 重 kg
同 左阈 左人工瘢运移动方法

s001800800参考价格
平桂矿务局机修厂同 左同 左云南重型机械厂生产厂家 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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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髓斗式果西船置号及
国符

长春院理 春 长春院 引 i长春院种 南鼎柯华南 黑问技 宋 性 能
300 A200 A 300 B150-重（I） 荷兰 3001s0-I号

ns2 1875 643
s00250 30020015o160 150斗 容（L） 50]q

12 16 2115.07,6 12H;最大水下挖源（m） 9.6e.6
2.01,63.53.52,01.0H。 1.8,0 1.q最大水上挖高（m）
13.015.5 32.57.6 19,39.0 1?,0H l3,516.6最大总挖藻<m）

8s 11682～B496.872～73 8B(B2)平链斗数《个）
0～35 0～320～3230 3239n卸斗速度（个/min） 32

0～9,B0～0,555 0～0.4斗链速度（m/s） 0.3880,325 0.3B40.384
首0.180,15 0～0.4～0.310.140,125提涉速度（m/s） 7o,16s0,1250.087 1 30,167～6.2
50〈 )45(15> 45(15,b]a5 (16) 7(15)45 (8)最大（最小）斗架倾角（" 15)45<15〕45(15)
27,A35,0 31,2 36 47,132(29)A 19.t5斗舞长（m》 27.618,8

2,D3.0P,平架觉<m> 1.81.7 1,91.91.601.641.541.19下激筒挖掘半径（m） 1,19
0,56.65 0,850,3平边缘到下旅筒轴示堪意 0,d o,850.34y

距离（m）
I,21,11,031.030.0斗 宽（m） 0。676

斗 高（m） 0,900.8150.74Y o,5斗节率（m） o。E15 0,72
12,510,8F 16.5。007,30)上康筒中心至甲板之距 6.00 B.00

19.218.5上教筒中心至循之水平距 17.617,612。4711。80]
(m)

42,8 ss.d395,257,z(3.2)C平腔船长（m） 27.0022.30
16.515.4D平底船宽<m） 15.410. 18,4

0,7K 0,8 9,8G干舷高〈m） 0,B0.60.,7
2.01,吃水深（m） 1,81.1 1.s

P 9,07.4借 宽<m） 7,4o.764.6
切口长度（m） 15.9511,0]10,7
切口宽度（m） 2,01,6I.41.2 1.1s

6,0310。8B,0着鼻面沿船长方肉长《m） 8 多.55,85
3,65.6肇解面沿船宣方向长（m） 4.0e.08.322.93

9.0微至脑觉滑轮中心之水平N
距（o）

0.$4 0,30,21 D.,30o,210,io,15]潮滑轮半径（m）
0.70.410.259.282,31.5制滑轮中心至做弦之距

(m) 1,251.00,740.49P, 0,492.95首横移例刻出绳点至做之 1。86
"蓖（m） 1.261,1i,01-0.90D,206.77舞到桩柱中心连蛾之距
(m) 65,25,24.24,23,2桩柱中心距（m） 21.519,5桩柱长（m） 2桩实长（m） 13.710,010.5桩柱最大水下长度〈m） 2,03.02,52.75绕定解面沿螯长方向长



附录1 主要采矿设备 1803

主 易 较 术 性 能 表腾-1-88
联苏

OM-431K3TM OM-4L7250IIm 230TVMJ-2x B3TM80正 600及150度

-150 -210

19 20 211813 2z12 11s 15 18
260 6c25o25021050 150 38015080

5Q601212 179. 111B
5,B

I。6 193410.3 15,51112.5
1s9得（间斗）33（树斗） 72 72

0～3 13-280-35b~a<1~32 21~3022a～16
Jo.845～0~0.525 0,3I1J0.312~～0.4876o.126～ 0,249-

0.288 0.,SBO
0.120,150,15 0,120.1

4〔5.5)》45(5》45((1s) 45(8.6》a5(15)48(Ir>45(17.5)
6281.531.717.0 28,728,6

I,030I,3251.100 1.2801.7o0.650 1,600
.4.1211,81.71.T1,6 1.4
0,950.860,B50.B要，80,2 9.6

1,81.3181,21,20.86
1.o1,2661,2301.057 0.860a.85t 0.872
I.1501.0401.uo0.a360.540 1,0500,712

12.110.B 11.210。息6.5 8.48

19.2 2119.29.6 16,0 1.

46。B42,842.824 32,6 40.43B 484,B6z│52.

12 18,218.215.4 7 18.19│2424

0,0,0.90.5 1.00.7 0.8
1.7 2,12,01,70,9 1.8

10.56.,3 9,4 10.5.1│14

8.79.《4.8 5.6.2,8 B.7│7.5│9.?

8,85│5.04.252.85 4,63.8

]、 o40.6│0.3 │0.73 0.0,25
0,0│0.6 0.3 0.70.35

0.65 1,00.60 0.9│1.3「t

0,95 J,4} 4.23L.6│0.7 0.962.B4

5,2 5.2│6.70.0│5,28.2 4.5d.18
21.52│218,$15.3

10,③B.49,6 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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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表

符 温
递长春院降向. 释 春 长春院黑河 择 雨 长春院 术 性 能
稠兰800300A 304Bh50-I(I) 200A150-号

11169

2。0 2,21.91.5 1.6下篮筒虫必到固定载移绳 1.371,7)
写环库育（m）

愿9.0012(9) 14模到尾秒滴情末是距（五） 5.0 112
藏19，6
尾3.05 6尾秒霍槽频角（"）
赢18，4

1.0尾砂都着端部至水贡矩刻 1.0o,869,60.4

18.0 16I0,8010.80 15.012,8居砂瘤榆阀電（m） 11,80l
22,00D38,633,835,620o.0 3,t薇石皮带苜尾轮中心是 24.7T

1318砾石皮带最大倾角（'） 18L& 1816
1.0皮营机前轮中心至机架下 0.530.530,50 o,50

最蹈离"（面）
2.0皮带机尾轴中心至甲板料 0.30,80.t1.23 0.26

皮常机题轮中心至概距离 1,6z
~"(n)
国筒障度径（m） 2,2
置博筛有孔段长（m）
途矿设备② I
排觉设备减形式国 (t)(1D(1>!

善步方式 混合桩柱
43320设计生产勤力（m压》 20> 及时

108t取机容量（kW）
1461B4网时工作客量《W》 B70

1450安装璃位（t） 1922
22151783工作状态排水量（t》

外形长（m）
外形宽（m）
外形高<水面以上）（m）H，}

①尾矿管弹出船制长度。
②-I-国定着物，I一自卸度带箱，监次机;I-国定着槽，胰次机，事-三酸集次，V-金屑自卸新输面

的双累测着，需次机。
③一尾砂温幅，谋石皮带;混合排尾）账石置滴，尾矿泵。



，附录1 主要来矿设备 1805

续表

联苏

OM-431250Jy250风nMJ-2x M3TM H3TM 65Ⅱ250页 OM-4r?80及 150Ⅱ

15年 -210
221312 1817 191814 1 20

.052.20.3 1。B 1,2

1510,1 1711.55.7 10.9

27,817.2 2217.4 17.111,3 15.913.
9032,8 5183.5 64.33.221,2 329,5

181818 1a18118
1,51, 9，息1.0_1.8 1o40,$ 0,80.5

2.1 3.{0.561，图1.70.871

6,55.aA8,92,9

8,22。12.41.8s 2.71,81.71,61.·
16,261414,511,511.aE,348,246,65.84,5

置II [V ]

混合 混合混合混含混合 混合湍合概念混合混合继到
49dBo50820 s202501B010100

2100120018a10aA10s0a382 a

103]2543b2180137818651200912e5B9B1b
stao 23419p146013oD 1460980756187 420
13,221,8B│92思B，50271 74.660,2
4932.626,026.524,521

65.725.725,721,,2817.

推，【一固定新着，金属自卸直槽，带活动像度铺面1U-常活动律度铺面的金民自卸新，陕次机，置-晋活动像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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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主要采矿设备 1807

附1·5 石 材 开 采 设 备
HDM025强多用粘机主要执术性能 表附-1-70

备 注馆 标目项

5.5旋转电机功率（W）
0.75油泵电机功率（W）

行 粗（m）
28油养客量（k）
S30帖机重量（kg）
70池录式量 （ky）
6帖φ8amm衬的速度（m/h）
1.4帖φ205mm时的惠度《m/h）

1200钻如05mm跟耗水意（k/h）
参考价∶5379美无19A5年月宣大利奔耐特机械公司部造 厂

泰附-1-71MPH220/320多用机主要教术性修

连指 标目项

7,35能转电机功率 （W）

油票电机功率（kW）

1洛圆柱滑动行程（m》
不包括能转电机、油泵、配件240贴机重最 （女g）

320钻机总重（kg》

家大利贝尔格里尼机械公司制逸广

4，730美元（1985年7月报价）参考价格

表睛-1-72HCM015监特向例割立柱主要技术性能

注备指 标目琪

0.75放压系电机功率（W》

油籍容量（L）
11o切编立柱重量 αp
70抽泵震量 （）

90; z05配合切制孔直径（mm）
60j a0按杆直径（mm）

意大利贝条带机械公司
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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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附-1-73UTA300蛋导向切前立柱主套技术性售

项 目

行 盘（m）
最大旋转直径（mm）
最小进给速度（em/h）
最大进龄速度（em/h）

0.55电动机功率（kW）
0.5耗压气量（m'/min）
110设备重量（xg）

意大利风尔格墨民公链例 造 厂
286美元（1932年11月报赞）参考价格

我附-1-74FLUOSPA区188型液压疗模机主要技术规格

备 注按 本 数 漏目 名 称

电 动 机2,2186/E型（kW）
柴油发动机2,F186/S型（W>
风动发动机3,018*/A塑（kW>

抽铜客积（L）
6D×10"工作压力（P）
500x10*过献阀门压力（Pa》

30被压缸直径（m位）
4活塞直径（mm）

费 170行 程（四m）
50×I04工作压力（P）致

要求钻原直径争34m皿83、穷教凯直径（mm）
25剪裂 力（×10'N》
10费裂粮开彪（mm）

总券襄力1300kN6男我器数量（台）

意大利贝豪蒂公司生 产厂
24，562美元（186年4月报价）参考价格

泰薄-1-75大达液压臂机液压渠或号及企暴技术舞格

总重量加 格（π立液 压 系

?，力发 动 机 型 号 劳裂费液压泵费号 宽 高长(i/ 《kg)
五ig）

1117308501180气动发动机MZF4，2 I~5I.3大达A墨 （耗气量2。7mV/min）

101730d5011301-2哈茨集油机571葱 2,7大达D;型 （4，S×0，746kW了

1087808501t80哈茨荣油机671型 1~33,75大达Da型 （4，6×0.7沥W下

1387307z01180哈茨集油机BS9型 1~55.3
大达D，型 (1×0,745kW)



附录1 主要采矿设备 18D9

续表

规 格（mm）液 压 泵 总重量
发 动 机 型 号液压泵型号 ，方劳飘器 高宽长L/ (kz)散 1即1n）

电动携<1.5kW）> 84,5650 901t8大达E，型 1～22,7（三相2z0/380V）

电动机（aW） 119800850大达E，型 11840 1-5（三相220/80伏）

清典阿脱拉斯一考普考公司垒 产 厂

表勇-1-78大达波压分观机的界现基缘合参散

坐原参数（mm）身 膜力 男 开 距 男现器参 数

劳我器烈号 t 1度 深圆钻眼直径
(×10*N) （位命） (kg)〈西m）

21521~a400, T,585 G2o
27090～3517.5750200 100,
48》38~321.5$60236 10
4a33～321,56013190O4W
B和37～拍2B12501223e0,
64～拥2817 126电180
84D～AB31.5128012O,
8好～铝32,5O。W 260
79让-47146012350o,

我附-1-77日本滑氰式量署机主要技术性能

牧 术 距 

YD-88愉岩机盈号

翻岩机合败 《台）
风动马达（3×t，746W）量岩机提升方式

3928导向浆金长（mm）
3930有效推进长度（血m》

2860移设导向架的有效长度（皿m）

3700×3945外形尺寸，（宽×高）（ma）

1000总 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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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氰式雷岩积主要技承性能（意大别产） 表附-1-78

技 术`性 葡 QB-2型TB-60a型

滑规上偷岩机密号 TY-85重量岩机23/25Lg手特曲着机
Z壹岩机台敷（台）

2，减不同长度 D.B1,B,2。43.2钻纤长度（m）
31,32,38s 84钻头直径《mm）

1。82.05有效钻进裸度（滑架上窗岩机行器）（m）
3.4（单轨）耗气量（m"/min） 7《总耗气）

气动发动机功率（W） 2,2×o,746
4.5轨 长（m）
67D直位置自重（k）
s30水平位置自重（kg）

22空压机电机功率（kW）

贝尔格暨昆机械公司贝素蒂机械公司生 产厂
8*00黄元，（IB4年5月报价）参考价格 8278美元（198年4月报价）

管道相痕备石机塑号及主要波术滤接 表附-1-79

hFP-5280座管通钢案铜石机TELECOMP型面产普通阴索锯石机项
7,85～316电动机功率（kW） 10 14.7~18.4
0～127.286.5～8锅经正常患度（m/e） 0-~喜

15,18 -12-14铜丝绳最高速度（m/）
250250～30等钢丝绳的张力（10N/mm） 14～142
60B0a绳轮直径（m血） 忘00

0，D～1，0d（水平）0.8-2，2（桑重）2~8（骚真）1<番盒）切整效率（m*/h） 1.2~1，5（藜震）
1600机器重量（k） 450

同左，两滑轮粗阀失在-对滑轮氢上经20多个袁撑立柱钢欲走编方式 距85～160m绕行，再引衡工作蜜引到工作蜜
苏联"支比雪夫"宣大利贝新蒂机械公司意大利贝尔格里尼生 产厂 江苏省扬州砖瓦厂 机械广机械公司

6315类元（1移85年78《AO戴元.（108654参考价格 1.队B万元（人民币
月报价）7月报价）1980年价）

表常-1-80盒素石阜擦式氰点气石机盘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备 ALPHA840塑DB25 型DWP800 型目顶
7001200可移动的爆轮直径（四m）
360~3082金N石铜丝绳统速度（m/）
018～221电动机功率《kW） 5.210金期石串殊直径（mm）

寿命29oh26～v20～60金M石帆丝绳长度（m） g-163～63-5切割效率〈m*/b）
2~3绳轮水平行程（m）

15耗水量（L/miln） 96500（不包括液压装置）1170设备重量（kg）
贝杂蒂公司意大利贝尔格里尼公司惠大利贝奈蒂公司生 产广



1 主要采旷设备 1

续表

ALPHA340型日 DWPg00型 DB25 型 备 注项

1-9切翻"卡拉拉自以大理石效率
(m /h)

，1077美元参考价格
<1981年12月报价）（1931年1月最报价）（1985年7月）

泰彪-】-81箍臂式L石机显号及主要技术性修

ST-30VH型 古利典是纳型ST-320型技 术 性 能

7,63287切射机构电动机动率ctW）

32,2行走和切割盘旋转电动机功率（W）

9.10,10油泵电动机功率（EW）
1.6~1，24储硬度而变）1,27~12,7在很岩中切削速度（om/min）

f0～11.9～25,4在教岩中切袖逃度（em/min）
0.613,05空软时行走速度（m/min》

0,3~1.50.6[～1.6切割雏的速度《无极变速）《m/min）

4140锚口宽意度（m m）
6.9～2.140,92～3.2切割深度（m》

《B0波压油缸容量（L）
10761500吊链起重能力<kg）

26002334500设备重量（不包括治新）（kg）
法国奚尔公司同 左喉邦德服柯夫门机械制遗公司生 产 厂

91866（198B年初CIF价）参考价格（美元）

表酚-1-82CM-428益循石机主暴技术性修

标莪 水 性 能

能刀数（个）
1386铣刀直径（mm）

切割幅口宽度〈mm）
1,1b.58

平水 1.60,85切削速度
1,20,63《m/min) 直委直 1.80,92
1,10.88工 作 时行走速度 690,B452空(m/h)

慎石机构电动机功率
1.7推进机构(kW》 ________
i90(mm)轨 1
2860

铜石机外形尺寸 2230
1230(mm) 高
4500幅石机重量<kg）

苏联高叶金新真大理石矿使用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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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177A型督石机主要技术性能 表带-1-8

指 标拉 术 性 能

铣刀散（个）
13B0铣刀直径（mm）

1,0×1.0×1.0切葛魏斜的尺寸〈m）

0。6080.4
切 额 速 度 0,750.码s

0,80,8
推 选 速 度 0.950.46

30818G(m/h)
空 他 速 度 d8z30

140首动合车的行程（即模向推进）（mm）

17.8主台车用的制绳移动台车用的
11.5轴助台车用的钥绳铜丝绳直径（am）
16钢石机构电动机功率
1,7拖进机构<W)
313长镉 石 机
4516宽外形尺寸 8811高(mm)
1000概石机】量（kg）

苏联高叶象斯克大理石矿使用矿山

表雕-1-84火监初割机惠号及其主要技术性修

GB8t垫FA150-A蜜F人-260A型FA300型FA-300A型HQ-65型技 术 性 能

600535420喷射得长度〈mm） 847867790喷射强外径（mm） 命301210（2根）165024t2000操作杆长度（mm）
3640
B,158~16喷袖压力（×o.1MPa） 5.a4。10-14-10空压机排气量（m'/min） 776,8～.。4否，5压缩空气压力（×0，1MPD）

10~35柴洒30～353820~3055铌油量（L/h） 707038～1200～120120初制（沟镜）宽度（mm） 1,251.5~2,0b.6～9,81.4~2.51～1.51,。切制效率（m'/h） 1,$～4.56.12,42～3.05～82,a～53～日切制深度（m）
1500

燃脚宣寿命（b） 2氟作入员（入） 20自 宣（k） 意大利贝亲意大利偶别美国勃期宁美国教的宁日本三机输工武汉凳材学良生产厂 帮公司【捣里尼公司公司
4875美元

参考价糖 19838年 4月
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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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动敏本置导及虫要孩术性靠 表附-1-85

目 AB-50-1型项 AB-50型 AT-00型AT-1000 

40/6D75/10550率引能力（t> 60
720 sop8op72直径

900720 950(mm) 720
0.50 0、BS 0,800.6
1.041.23
1,892,25(m/min> 5.0i.63,205,8

14.r/22 7.35/n17,67.6电动机功率（kW）
2,4×1.5×1,B3.0×19×1,42,20×1,4×I.32.24×1.25×1,10外形尺寸（长×宽x

高）（m）
,⑤1,8 2。?2设备重量（t）

意大利贝尔格里尼 問左惠大利贝素斋机械公司调南省六O-矿部 造 厂
机械公司

da0掩元154o美元1.3万元（3984年价）参考价格 （198年7月额价）（1985年4月价）

表路-1-80分离千斤真虫纂搜水性触

IS-186 型TTTANO/B型技 术 性 能

6×191325700×101325油泵医力（Pa）
3电机功率（kW）
262油熵客积（L）

85
240

150'行 卷 80
意大利贝亲蒂机械公司意大利贝尔格里尼机械公司制逾厂
45以1美元年4月报价410美元（145年7月报价）参考价格

我常-1-87单看条急料鉴形机氢号及主要致术性修

MS-4D0型MS-3600型技 术 性 能

1金附石幅条〈根） 62o400崛条行箱《mm）
125/1501却幅条住返次数〈次/min） 222200切割党料高度（m四） 38003560切削克斜宽度（mm》 7700x876×41506430×968×3655整机外形尺寸（长×宽×高）（血m）
14.7/18.418。4电动机功率（W）

意大利贝尔格重尼机械公司制 造 厂

22400美元（1986年7月）2500<1984年1月报价）金考 价 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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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常-1-8DF200金前石串绿式能料基游根主要技术性能

指 标 夜 术 性 能技·术 性 篦

翼钢接近党料速度（mn/3）2000绳轮 （2只）直径（mm）
金洲石绳战速度（m/s） 80G0铜切荒料最大宽度（mm）

因，5xt，5/12，5×6脏机外形尺寸《长×宽×高）（m）2000氧初荒料最大高度（mm）
300，5 监重量 （主电机和降刀电机功率（W）

意大利贝尔格黑尼机械公司制造厂0~3降刀速度（m/h）

w-51/需抽）型起重机主要技术性 表附-1-89
502（电葡）

1810经量W长（a）
8.0序.0s，08.opo.04.65.67.69，动1.8ie.oq5.5.04.0幅 度（m）
│6.J1s.ss.0z.67.s 8，41.叶z81.41，46.28.7起重量（1）

8.69.2 │职.1j，码58.65.43.717.217.c16.415.q4.qxz.618.?9.0最大提升高度（m）

25.11（对地面平均压力0，71（×0，1MP）>工作时机重〈t）
抚顺挖是机制造厂 天津工程机被制泡广翻遗

表常-1-90v-100】《圈）避怎重机主要

急置青长度（m） 13
17.015.012.59,512,5 B,510.07.5需 度（m） 1.72,23.04,87.215,6起置量（t） I0.0
16.017.016.019.019.0L.0 10.8最大提升高度（m） 1.0

仰，74（对地面平均压力6.89×0，1MPa））39.79（对地面平均压力.87（×0.1MPa）工作时机置（t）
机制造厂 上海建筑机械制飞 盗 厂

表附-1-81Q，-12擅汽幸起堂机主要技术性能

10.8B,5超重臂长（m）
7.85,A5.654.06。45.5484.3幅 度（m） 3.03,3
3《日 5to 8部厚量（1） 7.8,310.3 4010,45.88.4 8.3 8,2提升高度（m）

17.3置 量（t）
哈尔疾工程机械厂<15万元/台>制造厂

泰附-1-92Q181擅轮验起重机主要技术性能

1510起重W长度 （m）
I2.6I19,586,55，否4,79.5Bd,55,s]幅 度（m） 4.7
2,22,73.44.5B,4名，51474.68,711,5用文国 16 1.32.53.5起置最（） 4.51,82,53.7关支直 7.6
9,81091212,13,51.26,36,BgB,5飞，8提升高度 B,8

14.6硬19m吊W
，行散状态金长 23.0全车应置（包括10m
员曾）（E） 上海浅口机被



附录1 主要采矿设备 1815———_____
表散-1-83DD、DS暴稳杆或隐重机主要技术性能

备 注技 术 性 能 标.指

17～80最大起量量 (t)
起置机站立水平以下起吊始～85(m)工作深度
自轴心计算金长12～4p(m)超置臂全长

1~12《m/mfn)提升重物速度
DD型(1W) 14,7搓升电动机功率
DS型30×0,746(kW)提升蒙油机功率

意大利贝尔格里尼机械公司氰r

参附-1-84D里减囊断定流杆式起重机湿等及主集放术性德

D30VD20V披 本 性 能

3020(t)最大起重量
38036D")起建臂旋转角度
85(m》肉下工作深度

30×0,74520×0.745W)聚油机功率
14,7(kW) 14,7电动机功率
0.8(m/min)最大负荷提开速度

8最小负将提升，、下降速度（如/min》

意大利风尔格里尼机械公司制造厂

附1.6 地下凿岩、装药设备

附1.6.1 地 下 食 岩设备

1，當岩机

泰用-1-85（1）导轨式省当机题导及虫要技术性售

号型
技术性能 Yoa0YaPaYePzaYGPssYGFSa2

3313441<kg)机置 40～56～6238～5AB48钻孔直径 1(m)钻孔深院 0,5~0.60.5~0,50,50.66,3～0.5压（MPa）使用气压 B6,54~5耗气量 （m*/min）
0,$~0.50.2～0.3,7～089,2～0,3·,2～9.3使用水压 （MPa） 1010106~75~7能水量 （L/min） 80×100 ×4s98×5695×5010×48缸径x冲器 （mm） 1700280280028q2fo0*击频率 《/mln1） 1001009000100o(N·m)冲击功 $8ao60008b03o005op0(N·m)扭矩 2525262525(mm)风管内径 1$1B11813(mm)水管内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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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表

号型
技术性能 YO40YGP35YGPS42 YGF2YGPS34-_-

37×B722×108(mm)研尾规格 22×10 25×15822×108

6s0×225×1BO6×14×15733o×160×154长885外形尺寸 66×180×157（μ市）

对JZ15A帖架CO3500.3CGJ500,3CTC300ACTCs00A台年擅号
1582182271最大高度 （如m） 212
1361730243?最小高度 232(am)

250o 100025001200推进长度 (mm) 120s
PY5"φ注油暑型号 ---
180120010020p多考价格 () 266

天水风动工具厂同左同左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制造厂

采矿、掘进指进掘进上肉采矿上向采矿备注

物附-1-85（2）导轨式省老机型导及虫要技术性能

号型
技术性触 YGZ70A, YGZ170Yaz90YG8aYGZz70

17o95O970(g)机震
95～10050～8060～7538-5530～6S帖孔真径 （西

2030408孔深度（1
0.5～0.T9.6～6.70,5～s,70,5-9,T使用气压 （MPa） 0.5～0,7
15,6118,51,5据气量（m*/min） 7.6
D,2～0,30,4~0、§0.3～0.0,~0,80.4-0,6使用水压 <MPa）

15～1B11516妮水量 （L/miD）

126×162125 x B2120×70110×45110×4缸径×冲程 （mm）

1800z2001750～18s6z30×27992300×2700冲击频率 <mix"）

200180冲击功（N·m） 106

850001200012000650800(N-m)扭矩
3a/I海园转25332回转193转钎19风管内径 (mm)

吹洗风管110191813水管内径
aZ70-2,02/38～9738×9782(2)×97钎尾舞络 25×159(mm)

(T46)87B×355×8058*x310×19080×230×2A0外形尺寸 (mm)
cTCis，2赋CTJ?00-2或 CL15FJYWzaCTJ-8或JD钻架 TJ26台氟台车型号 FJD-8吊架
3&0oKmm)最大高腔
28D0(mm)最小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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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号整
技术性能 YGZ90 YGZ178YGgoYGZ70 YgZzo0p（银噪i

推进长度 1420（补偿720）(om)
IUs注油导型号
2760参考价格 （元》 140025902300

南京工程机械厂 天水风动工具厂锅逢厂 同左房京工粗机械厂 天水风动工具厂

雪天采矿， 少采矿备注 采矿、掘进 采矿掘进或下向孔
量生产

表附-1-90液压省者机型号及主要技术性售

号型
技术性能 YYG330AYYaII46 YYG80YYOC145YYT3o

a494145机重 28(kg)
4256～80s5-125姑孔直径 45～10088～50(mm)
1525帖孔深度 B(m)

160200~250冲击功 BG(J)

28003600-300o250～300击频率 （m 200～36026o0
1500o2600380D12006扭矩 6008(N·m)
10,612。6～18。023,D-25,023,0-25,0冲击油压 （MPa） 13.5～15.0
8.08.0～10,014,0面转油医 （MPa） 9,0
874121.5电机总功率 （kW

50×4155x46I4x884dx 88缸径×冲程 （mm） 55×46
30260750 40最高回转速度G/min）

0,6～0.86,5～0.80.65～1.0冲洗水压 《MPa） o.3～0.5
80303525耗水量 （L/min）

0.5～0,70,5～0.70,4-1.·0.5-0,7吹洗气压 （MPa）
300300480o800耗气量 （L/min）
19191116进油管内径 （mm）
1922191915回油管内径 <mm）

20风管内径 13
1010201s水警内经(mm) 6.65.8～0。011.011,0害能善充气压力OMPa） 7,5～8.0

32×12螺纹38× 12.7钎尾氯格观格 <mm）
CTJY10.2合率CSJ-台车台车合率被压设施及FT170配套设备

95×280×ta5│100×260×225外形尺寸;长*宣×高 g4S×25×20

t020ao8DB0液压设盖参考价格（

闻左长沙矿冶研究院同左夫水风动工具潮源风动机械/制逢

洼，液压曲岩机是我国研制的新型信岩机具。YYT30轻型道卷机，在矿山试用效率高，能耗低，YYG9145是重

宣龄各祝、正在试用中。液压量岩机将逐步取代风动量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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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动霞岩机直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类附-1-97

号型
技术性的 YT-24 YSP45YSP44YTP26 YT27 YT28YT25DY7855Y28Y24 kYT-30)

26 4d s426,5 2624.52s 24292机重 (kg)
36～423～4284～4234~48B～4684~4234～31 34~38A~d帖孔直径 4-42(mm)

65~7 865 55(m)钻孔深度 3
0,50.60,5 0.60.4~0,80.5～(MPz) 0,5 0,5使用气压 0,50。5

3-4,5 3,8 3.33.22.82.5气量 （m 3.2.
,2～0.30.2～00.4.2～8.4o.10.3～0,do0.2~0.80.,2~0.3,3～0.4<MP2)使用水压
442 3(L/mio)耗水量

95×47s6 ×595 ×50 80×80a0× 6l》0x707e×70 76×8o85×7070× 7φ缸径×冲程(mw)
27002180 2600210o 2200~260事21o180o1t00180质率 （min 2454
706560 65 Do60冲击功 ()

18ob3o0018001B00100190～15001390g00(N-m)扭矩

2525252519 10风繁内经 〔mm) 19
131318水着内径 (mm)

22×10822x108烟22<25）×22×1(22,2)钎尾规格 22x108<mn>
108 et 1u2o1489 ×86s8ox660长628外形尺寸 ×45867B×2长60(am) ×18cs9o×2260× 186k108

FT190 FT190FT16oA FFTi?oFT6oxFT160AFT-手持式气随型号 手持式
C(BD)140（或B）
31653006 300298029802960最大高度 240oz400(mm) C2s65)[228〕

166B 1710 166图1rto16$e 1850最小高度 (mm) 1650C142a〕
148B 1381z7o1270 7650遵进长度 C96〕 7501250(mm) C1098

FYsooAFY200B F AFY500AFY250 FYzo0FY250XFY20b4AFYz00A注油鲁型号 FY20A
100011s81070年8b0860o660750参考价格 5o0（元）】
(3)(2) (3)()((D)(4)(8)(2)(1)(3)(2)制造厂

上向式上向式85年7月YT30重用于露天备注
监定25.5kg

FT14o
气翼、价
70元
上海生产

注，1.制盖厂①上海风动工具厂，②天水风动工具厂，⑧沈阳风动工具厂，④潮薄风动机械厂，③州煤矿机械厂，

，轻型雷岩机7655及YTP28型选用较多;YT25DY是新型机种，用户也较滴意。

泰附-1-88内始葡岩机型号及主要技术性修

号数
技 术 性 鲍 YN3DA型YN-23型

30(2a)23(k)机体重量 3836(mm)钻孔直径 6(m)帖孔深度 200中硬岩896(mm/mi>省岩速度

wxw
Highlight

wxw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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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号型
技 术 性 能

YN3aA型YN-28型

z00～30003008冲击次数 (min)

35(N-m) 4D冲击功
180180(N-m)扭矩

0,14(L/m> 0.L25蒸油消耗量

(MPa> .5～0,7定玉伐定压值

58×7D0×6D(mm)黏靠直径×冲程

180170(cm*)活塞持量

10-150(t/mnin》钎杆转速

22×1022×108钎尾规格 （四m）

5×7490×20压气机直径×冲程坚 （mm）

130(cm")压气机排量

780×830×2068O×44t×280外形尺寸;长×宽×高（mm）

18OD1700参考价格 《元》

上海风动工具厂辽宁探矿机械厂刨论厂

重庆南岩机厂

恣阳风动工具厂

注，汽油与滑淘油比12*1

表電-1~99风制型号及主要技术性信

G102能费 术 性 ________
(Eg)机震
(mm>.气辽直径
(mm》气体行程

(kg)错体重量
（N·m）论4.0冲击能量
kmin-i>I冲击频率

(m*/min)耗气量 证?min）.2

(MPa)使用气最 (MPa)0.5

(man)风管内径 《ma)5

(mm)<mm）φ24×?6钎尾坝格
570×15 ×90(mm)外形尺寸（长×宽×高）

18B《元）参考价格
DQ国④制造厂

厂家代号。①沈阳风动工具广⑧避化风动工具广@输州风动工具厂④解京波斗机械厂



1820 第二篇 地下开采，

2.地下潜孔钻机

地下能孔贴机氢号及主赛技术性能 泰附-1-100

号型--_
技 术 性 细 KQO-16型 DQ-1山型QZJ10B型 <下向宄、檬向4S"）

105～ 155106～165悲0-130钻孔直径 (mm)

1050钻孔深度 60(m)

a-15通应硬度 3～16(f)

190o 1500粘具-次推进 100e(mm)

880～25钻具回转速度 96(r/mio)

0.6~1,01,05～1.5使思风压 (MPu) 0.5～0.7
9.3～18。416据气量 1(m*/min)

9.6~1,11.5使用水压 0,5～1,0(MPa)

B~a9.5～12L/min)能水量
CGWZ10CL0D CBo JC-1o冲击薯螯号 CGWZ165

55缸体内径 （血m）

幅休行窄 91(mm) 75
75066冲击功 73(J)

15qG1ss～19001900冲击频率 (min-4)

1,982,53(kW)功率
油马达149(mm)靠进气缸直径

1000(Mm)推进气缸行程
1508D65参D(N)最大推进力
13350(mm)钻杆外径

19帖杆内径 (mm)

16001045《mm)钻杆长度
0.8《kg)帖扦重量

电 动电动机QT6叶片式风马达型式
最大功率17千瓦4.4<kW)风马达功率

350×142×2093110×120×3460238O×474(mm)外形尺寸，长×畜
L280B766195(Ig)总工量
2履带式行走机构108(mm)变柱外径

2500～290升降范围 （单m）

85,(g>发量
79b1500BD000《元）多考价格

嘉兴冶金机械厂問 左宣化风动机械厂制洽厂



附录 1 主要束矿设备 1821

3。地下牙轮钻机

速下牙轮极机型号及主要技术性集 表附-1-10t

扩孔直径 钻机转速 钻孔速度结孔深度帖孔直色∶ 钻孔倾角 调 料 率梨 号 (w/mi)(r/min)<m的} (3)<前m） (m> (">

KY-12o 0.1~0,3ED/90 d～10050 ∈118
0,1~b,30～100KY-170 不日 ≤1170

mt 幸病e式z式零
扩孔控;力帖孔触压扩孔速度 额定扭矩 主电机型号主油泵型号型 号 行走方式(Nm)(m7min)

Y200l-4的sSCY14-160mm轨轮331GKY-12o 9.01～0，妈 BG 16D
Yz0oL-4asScY14-理否00mm轨轮KY-17o 4oro

履带式
a实x

液压革堂主机 T耐电机功4主电机功率 抽马达型号到袖泵型号 副电机型号型 号 (kg)(kg)(kW)

NJM1，0型 2000IosSCY-1B 1BO0Y12L-βKY-126 5,530
NJM1，0型 20001900Y)8L-6KY-170 10SCY14-IB 5.540

2600

参考价相外形尺寸，长×宽x高钻杆车重附件总重）总 生产厂家用型 号 途 （万元>(mm)(kg) 《kg)(kg) n-.、--
960×650×1750工作 长沙矿山研究院8掘进天井KY-A20 $24014D2200

运输 980xBO0×1600
10VCR法采矿 上同824C

工作 250×La×
长沙矿山研究晓15覆带式10000KY-f70 2200 146 运输

4、地下凿岩合车
表附-t-102（1）维下雪岩合车费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号型
CTCJ（单机技 术 性 能 CTI700,sCTJr00,zCTC7aoCTCQ500CTC30oA rCTC34.8 （三扰》（双机》〈单机）（单机） （双机）

Ya80YGPS3s YGZ70x3YaZ70配用窗岩机（或冲击墨）型号 YGZ90C80 CI YOZ90YGPSa2
5so6Q5038(mmn)总风管内径 28252520208〈mm)总水管内径 0.6~0.70.5~0.70.8⋯0.70.6-0;7 0,6-0.70,5~0.7(MPa)使用气压 6.5～.A 0.3~0,40.8～080,4~0.5〔MPa)使用水压 d,08,0.0.10,06,8～10。0(MPa> 无液压传动工作油压

5600～7500 20s-28onzeo0-250047ng50003000(N)推进器推进力 10000～14c0
 20001500～2006~1t1420142o 250010501200(mm)推进长度 250o三种补能720）（另补截500）

ZSB100jCB-FIC齿
阎左轮泵*泵塑号 柱皇泵ZB100
，0保2.06酒可应感达功率—低W

I3 88×2



囊附-1-102（2）型数 木 性 能 〈双机》JCT370，3（三CTCu4 （单机》/CTCI4.2（双机crcsA单机CTCQ5m单机）cic7o（单机
2,04.内 转(W)回舒杆风马达功率 最大18 离码作显解算10 /?(m*/aln)总能气量

人推(m*/min)行走时能气量 r （不包括量岩）(m*/min》 （不包括圆岩）作业时耗气量 能胎式轮监式/胎监立 舱监 式蛇 图式 轮 胎式轮 胞 式(mm> 1800 / 100830（画m）轮超 3×3 B5×2,2×2,22.,~8.6×4/×3-543X，图 3×2，图商2，3~S，2《mi》适应老温新面 38-57 38～5780～10 的-即/ 5~8050~756的o(mm》钻孔直经 39-40 20o/30030~4o（可被年）《m)钻孔架度 6×1500×x570×5×08 s79×1319~3545×1070×214 虚部交事融空常/×《mm)外形尺寸 长x宣x高 500 8500656oe（不包括老机）4000g> （不包辖国岩重量 50cto12000100 4500 8000（元） k不包指固岩机） （不位搭案岩机）参芳价路 宣化风动机械厂 阔存南京工程机械厂阈左昆明风动机械厂沈阳风动工具制造 无晓柱果矿及据进泛条柱梁矿及掘进采矿采矿采矿态生



姜附-1-102（3）地下雪者台车盛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G8MERCuRY4 双制技 术 性 能 双Ⅲ2设混台车 结择在是CTJO0空新r4 前岩台车 YGPzaYYG80AYaP2 YoPas}nrDAsTrE配用感岩机（或冲击器）型号 YGP35总进风骨内轻 总进水管内径 (mm) 0.6～0.70.5~0.7使用气压 ≤0.台0，3<MPa)使用水压 10,0 B,、0补警推滤化防行定起(MPa)工作油医 4.0～10.0 6o0030ppI0060推进器推进力 250030902500(mm)推进长度 YB-A14B-FCsCY-BCF 1oc CF%c油泵型号 <kW)油泵风马达功率 DEUTZFsL912w油马达1QJM-0，A 油马达IOJM-0.控 德气8×x（1m'/min）SZM0.25Al行走电机（气马达）遭号 Y180M-4×1]0~71-4 I0-87-6电机型号 7.5(kW)电机功率 380 6o 0p 履带式800732 0o 轮 胞 式<mm》轨眶 宽180o3100弯端半径B米轮距 (ma) 8~14 高2，6~3.52.2×2.2 3.6×45适应巷道断面 <m*) 38～5038～5038～7640-5045～50射孔直径 (mm>钻孔深度 o39×180×246015019×100×370800×400×1920306×1500×I6008780×1250× 1736(mm》外形尺寸; 长×宽x高 （ 37008500e5005500 4500s5200（不包括量岩机12080（元）参为价格 直化风动机械厂南京工程机械厂宣化风动捉械厂沈阳有色冶金机械厂沈阳风动工具r制造厂 中法合作与法国EIMCO-sEC备注 大件8×1-25，2m OMA公罚合作解造



表略-1-103（1）面外一费面省合车（述）避号及主源软术性偏 _芬兰理量洛，圆瑞典阿特拉新（AHas）公司技 术 性 能 克公司历象期丹静公司康培反特公司Sooma公司养伊公司 MTM20TE1z24pantofarenivera1①Cvarn sscaveoi serpentvodrinne2Cavedrfl 3ss合率型号 s1~2-321钻需数 RPs???转费BLadF被压支臂Cobr Jr JrBzxvreEnBUT6EHHBUT6BUTi0站青突型 式KS0ACL5s0双动，螺使式zMSB 正HRPP型BMH 121 同 左Mpo;o 同 左推进器型式 4.03.53.5～4,23.7（最大》有效行瘤 风动雷当机 E-40p景HDHi2RPDxcOP10zanDCOP1022RD信岩机显号 是器作序32E RoC-1 FLE2电动、乘消紫油机架油机F,L54索油威风动驱动方式 风 动 FLp1VeszFy。u 109452×1t驱动功率 （×0.715W） 取 轮 胶 轮按 轮段 轮胶 船胶 轮放轭取 轮行走方式 8.5~7,0&.03.8行走速度 km/h) 30%25%1.5'28%25%25%9.8R坡能力 4.15,0 4.38,285.04,5 B,10 .17 19,439.89,25 12.8。,45~9,258,3长 7,63~8,2 8.2.286z,2 2.342,971.81.41.7外影尺寸，（m） 宽 2.0 1.3 2,593,202，悠2,081.81,71.87 1,85高 10~278~126~8标准 0.1×6.7 2×2~4×49.35×65,5~a2x数进断面（m>） 6.9×5,3 ,7×2.4最小 1,001,329B,965 23.96.866~7《n)

置量 ①司用于回采工作，



非常-1-105（2）国外一些律岩台束（录矿）亚号及主模技术性能 帅一丹协英国类格虫分 苏 联玥兰组舞格克公司 司嘴典阿特拉斯（AH/az）公司 公 司技 术 性 邮 BK-2ZDC-tsFandripmmatie H20SimbaHz1Simba 323SImba 322台率膛号 22~32132钻背数 ZR9H钻青类型 2BFuWaRKS4阻×4oBMF20/20s阈左MS18o爆杆 .3-3.9推进器型式 1.21.33有效行强（m） D475ADH23CoP1m38Hf. 球E霜，48oP13OL晓BSIo0童岩机型号 架油机风动FLsiw坐柏全液压风动风动驱动方式 37～100864×54×5 度轮驱动功率（<0.?45kW） 板轮政轮胶耗，轨化波滑座改给胺论胶轮 10行走方式 154.01.51.5 12"行走塞度（四/） 4.0展技能力 6.5~7,07,23.3 6.53.53.4转弯半径（m 9,0510.0~1.974.35.21 1,a58,66.0 1.52.0~2,52,32,、401.842.52,5宽外彩尺寸（m> 2.95~3,301.82.672.78s1.03,0高 3,7×2.,75~702,4×3,45×3揭进断面（m少 z20.n.109,80置量 （t） 细进、房柱法房柱法分股端露法分服崩露法中打 ）点务周左打扁彩及平行孔 分层究填法充澳法打环形孔扁彩。环形孔适用情况



5。凿岩代'祉）架 端岩台（辖）架翼号及串要技术性能 表两-1-104—⋯ _慰搜 术性 能 TJ25 FJYW24型BOB握式文简 FZ25APYaum FY25B摊进马达功率 0,74~2,a 3.a 8.59.5推进器行器 138o(omn》 100～1200 3150YGz90YGz70配用普岩机型号 YG28s YGao YaZa0 YosnYG80工作气压 0.5~0.7(MPa) .5~0,6工作水压 (MPa) 0.4～0.6 a,4~0,8 0.4～0,6 0.3～0,5 0,2～0,总进风管内径 《mm)

11彪气量凿岩机推进器（m'/min） 1 t1 6+ 1,258,51200 1200 260接钎杆长度 <mom)适应巷道规格 2,3×2,.8 5.5*4 2,2×,2 2,5k?,5 3×x32.5×2.5 3×3（m年）外形尺寸。长×宽x泣 315e×70×2739 1580×1050×200172s×i00×2340 180×2×26台规 (mm)操纵台 最长2194最大高度 (mm) 703320 4oo500 最长059 679(kg>台架 《kg)操纵台 akg) 120注油影贮油量 500 s000（元） 1400参考价格 昆明风动机械厂啊京战斗机城南京战斗机械厂制造厂 天水风动工具差杆上肉扁形孔备注 同左 民左 杆、水平及住意方刚左 中深孔房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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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4.7 地 下 装 载 设 备带1.7.1 地下窦 誉级 囊附-1-108微道式电难能当机数气及主技求性能 YI-0B技 术 性 能 Z-30BZ-282-1?A -20C型2-17 45～545～s28～3526-39 4020~38(mJ/>生产能力 0,29.t7n.1<ri》铲斗容积 22-25bo22001763i70o装盒宽度 85b轴距 5mr62 anz69i:9 6ng(Ean) !台）电动机会歌 ff⋯12J4-8 JBiJBI?s5/11(BI755/19电动机型码 4+6,513·10.5×2 13×2i0,5×2电动机功率 33G3A0电动电压 9BO导954?0685679979 9,52,15kW/h>行走速度 xzoe3913151oie 26ymc)最低卸料高度 59u2gb2Be3装岩块度 P×2.ix2.a玉，S×"〈m*>巷道最小断面 5uv0:(nonr300(382设备重量 45 }3506.×t6iTe x 215953590x ∶!的3×143 zε6×*病!58。 Is2120× 18n × 1750 23: > 502×11x!74j2is×30rxruo2s i43外形尺寸（mm）; 239×3×s221B42070×395为3×12*50n170×164×2120×105i821运靠R长×宽×高 120i 4g9thg)最大件重量 7o×3I×8761629×1098x;40 1618×7D×67150>[7×r:} 13e×s30/5e;506× 16?0×;o; 5B30o?ra0925t12050<元）参考价格 2④3G①é3g·i常5题备在 注，①太质矿山机器厂，④制系通闸机辅广愈捐宇沙金扩山饮hr;④上连派矿机械厂;青梅矿归现城厂，③幅海矿止民模r



教道式气确载者机重号及主基教术性业 渡附-1-7197号技 术 性 略 FZH-6zCQ-1ZQ-26 ZCQ-20(m*/h)奖者能力 B5～20 70~90Bo 0,18 E.7换赖宽度 2.78(m) 3,513601f0 16501027卸款高度 赖岩块度 (mm》 2,2×2,8 3,5×3,218×1,82,5×1,最小考道断面 0.45~0.64,-A,5)×2 (,7~2,5)×2(m*/mln) 11.5～I9能气量 18.386.256，想3 r,7414.71 1,395,255斗动力 0.751.02~1, a.B~1.51行走温度 m/a) 10ro 150Buor7轴原 (mm) Bo00782 7628bg 762软矩 (mm) 280×976×18n 7×0×20 33的×18b×L780外形尺寸 376×M40×*2a工作时<mm> 00×15的×2830185×970×125o Ma0×1320×15o02376×1085×s长×宽×高 运确时 3270t27o底盘80G68s最大停置量 (k) A×97×纳 13×1防×e10 220×12×140×820×6最大佛尺等 (mm) t760290 7540总置 kg) 158（免）参考价 dW6o①Q③O ①zZC2-2o 表软宽3，5ncQ11r备注 欢风-1注，①太取矿山机器厂，②南晶通用机就厂;⑧焦作矿山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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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主要采矿设备 1831

表附-1-109立爪、舞爪求美将机型等及主要技术性能

-100立爪式囊岩机LZ-200立川 螺立爪式装岩机 LB-80塑紧爪式装岩机技 术 性 翻

(m"/h)装载能力 80100-12o100 z00
762轨距 600 76250G（由加）

13001940300 4160最大装载宽度(mm>
20001400～19521760卸常高度 1400《mm>

64GB80运输覆患度 (mm)

540～900 80o500～60D E00允许块度 (mm)

考道半径 g9(m)
2.7×2,812适用最小砻道新面（m+） 2,2×2,2 3×2,8

JOr-72-4JOr-B2-4电动机型号
79 89.545电动机功率(W) 40

CB-E105-FF×2油秉亚号 CB-Ha-F(X)

外形尺寸∶
8700B370619Q工作时，长 5470(fm)

2110 1ab019p01eoo兔 (mmp)
170o2460236019o0(mm>

837068504900运输时 长《难担》
2116160o138
17312015高〈mm）│ 1500

21000165601300r990(tg)置量
815参考价格

焦作矿山机械厂太原矿山机器厂同左南昌通用机械厂制途厂

附1.7，2 地 下铲运 机
赛期-1-110电动液压铲量机强号及主要技术性检

号型
技 术 性 能 WI-1.5DW3-76

1,30.78学斗客积（m*）

s0生产能力（t/h）
s9最大率引力（kN）

JO-200M电机型号
?540功率（kW） 41r14801470转速（r/min》

传动压力（MPa） 
15.0钟貌们输14，0罗我机构

7,0~10,0转亮机构*向机构B，0

28/60卷缠机构密缴机构5.5

Y2oS-4 ?5kW驱动视斯动机特20.0

油辅容积（L）
200参转向卷煮机构



1832 第二篇 地下开采

续表

型
技 术 性 能 WJ-1.5DWJ-76

4bc57驱动机构
85 "40机架转向岗（"）
76电据有效长度《m）

0～5~100～8。02行走癌度《km/h）
2983/54601.6转弯半径（m）

 2050声披能力〈??
21整机置量<t）

715C×1850×16005825×12IS×186b外形尺守，长×宽×赢（mm）
2560×1355×1250320xJ215x E的0最大件尺寸（mm》

24最件重量（t）
17000950Db参考价格（元）

扬州冶金机械厂南昌通用机械厂桃造J

表带-t-111典油铲运机型号及主要搜术蚀健

号型
技 术 镗 DZL50W31.52LD40

1.5(m*)铲斗容最
34(t)新定象神

6)35AZKXB105A6105K发动机，型号
14773.5〔kW)功率

15D0005g00013000<N>最大率引力 30°49%20*最大爬坡能力
0～100～.60～8,(km/h)行走油度，I挡
0～340～26,50~31I挡 0～13Q～H20~11倒挡

最小拐弯半径， 596056006718铲斗外侧 (mm) 460539o39*B后轮外舞 (mm)
656.34<s)动背提升时间 170017801600最大细象高度 (mm)

143b12461380最大卸娘矩高 (mm) 255017002100辛宽 （血m） 34002670s200轴矩 《mm)
190032801670(mz)轮距 320s0030D(mm)最大高地闽障

恶阻4×250D×19597570×1700×19007800×2100×215(mm)。外形尺寸∶长×宽×高
8550×1870xt228(mmn)最大件尺寸

2300(kg)最大件置量 24～251400×24轮脸规格 160011613060(kg)半重 160001700010000（元）参考价格 (4)(2)(3)(1)制造厂
厂家代号;（1）夏门工程机械厂，（2）太原矿山机器厂，（）江雨抚州汽车厂，《4）移州工温机械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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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 第二篇 地下开采

风响装堵机全要技术性能 表附-1-118

技 术 性 能 C-30

0,8铲斗客量（m"）

典熟的力《m*/h》 10～12（运電20～40m）

车箱容积（mpl）"2A.8

扩"斗气动机功率（EW）
行走气动机功率（W）

工作气压《MPa）工作气压《MPa）0.6~0.7

耗气意（m*/miD）12耗气量（m*/iin）

轮距《mm）

输距E（mm）600轴距（mm）
半7m

转毒半径（mm）

最大爬被卷力最大展被鲁力1/7

1-1.2行定走速配（m/s）
者若0美岩块度（mm）

2990x2365善道最小断面尺寸（mm）

223,B-508主动轮脸尺寸（mm）

1830.6-$80被动轮胎尺寸（mm》

外形尺寸。 长x靠x高

3460×180×2640工作时（m血）
s48*x161$×1700运笔时（mm）
250×154O×1000最大件尺寸（mm）

195o最大件震量（kg
280Q6参考价格（元）
500o设备重撒（*p

（1）（2试3）制途广

工章代号，（1）太原矿山机器厂，（2）席宁冶金矿山机械厂;<3）青海矿山机然广

附1.8 天、溜井掘进设备及混凝土喷射设备

附 1，8.1 天着并鲁进工作台及绸进设备

1。吊障及漏进工作台



附录 1 主要采矿设备 1837

 器

的集="

食82"器 器

第号g 母盒8g"每器 _富易景-号

于昌负8 只差

器良景图"

"目集益望总影昌



1838 第二篇 地下开采-.-----_--—_-.
2.天井钻架

委弊-1-15关井钻赢翼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FID 伞 型技 术 性 、能

b~8适应井筒净直径（m）

收拢后尺寸高（mm》

1700外切冒直径（mm）

8~7总重量（t）

45～60动臂（动作范围）绿动角度（'>

1340～1540炮孔经向位置最大直径（mm）

600～6006 中az0象支撑臂支择范围（mm）

气动、浓压动力彩式

TJ,驱动油泵马达型号

5,88功率（kW）

YB-Aa5C-FP油泵塑号 -
38,8洗量<L/min）
7,03输入功率（kW）
6.5工作压力（MPa）
5.5.液压系统工作压力（MPa）

YGZ-7D 或其它配用常岩机型号
40～45轩头直径（mm）
25× 159杆思燥格（的m）

2000-4000-》言进考害ma）
TM1-1活室气马达、2，气马必型号及功率（kW）

0.5-0,7使用气压《MPa）

0.3-0.5使用水E（MPa）

50能气量（m'/mla）
105000参考价格《元）

宣化风动机械厂制造厂家

3。天井钻机



泰醒-1-18

天井钻凯黑号及虫器数术性像表

AT200

AT150D0

技 术 性 能

TY2100

TYZ100

TYZ50
AT50

250

250

260

21

218

钻导）直径（mm）

I0~250

100～200
1500

1000

E00～800

60~100

扩孔直径（mm>

120

120

120

120

钻进深度（m）

60~30

0~90

60~80

90~30

60～90

60～30

成井角度（"）

微压LMD128

液压AT-M6.3
液压NM-2/aPB
渡压NTM-a/FB
波压NJM-2/AFB

双速直流电机

148

72

总功率<W）

0～B

0～00

D-40

0-40

0-63

能孔突速Gr/min）

0-13

0~1

0-zi

6~13

0~sz

扩孔转塞Gr/min

0~75

0～部50

820

320

40

钻孔推进方kN）

0~13

e～118

100

720

扩孔教力GaN）

17.8~24.6

18,4~17.6

9,24～15,2
T24,2

d,0～6.2

钻孔扭矩CN·m）

09,4～8.6
ar

1，48~2，我

in,2~1.4
164~20

扩孔扭矩（N-m）

3～16

0～1

8～18

8～30

还应岩石硬度（r》

4.3

3.4

5

200

200

200

180

180

钴杆直径（mm）

1.38

1,0g

.1.08

1,05

钻杆长度（m） 外形尺寸∶长×宣×高

3050×17B×3730
db×13的×43

3060×110×xs
2940×1320×s
250×134×260
20×1060×s30

工作时（am）

280×1×18
A90×1378×1397
F0×100×1875

120×100×1
1809×tao×126
o×1080×1f8o0

运输时（页）

36

a

26

2a

参考价格（带0m钻杆）（万元）

嘉兴冶金机械厂

衡阳冶金机触厂
长沙矿山研究院

长沙矿山研究院

长沙矿山研究浇

制盗厂家



4。抓岩机

表雕-7-117

氯当机显号及虫器货术性需

D。（气动》

HZ-6

HZ-4

散、富pr_

、需pk-

技 术 性 翻

4～4.5

6～5.6

适应井筒直径（m）

50

50～60

生产能力（m*/h）

0,8

抓斗∶容积（m》

z，T10/00绞率提升10
岩石1100

岩石300

2900

提升重量（kg）

φs200

张开尺寸（mm）

φ1580

φ160p

0,5-0,7

o,5-0.7

0.5～0,7

0.3～0,6

使用气压（MPa）

30

耗气量<m'/min）

0.13～0.34

0,2-0,4

抓斗提升高度（m）

同 左

0.35~0。4

振斗提升速度（m/s）

由QSH-0.8机替手控制

3～4

空额，25 重满1.8空装1，25 震款r，8
下放速度（m/3）

3-4

同 左

1.5~3

面粮速度（左）（r/min）

8-4

1.5~z

1,5~2

（右）Gr/min）

同左

360

回转角度（"） 斜架变幅平均速度（m/a）

300×00× E955
3300x00×6955

6o×1030×127s
605×13的0×1084

外形尺寸（四m》

1/20

横我经力12;

30/2×20

面转骂升6.2

总功率（耗电或耗气）征W）

5,5

7.3

总重量（t）

30b0

7500

680b0

参考价格（元）

徐州媒矿机械7

太原矿山机械厂

南昌通用机械厂

机械手气马达功率3，3

2m'吊福装渡-插需z

W，薄度会mZmin，签力

mB的带装游一械

备 注

HK-6气动

DK-4电动

HDK-<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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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1-119

2。混凝土搅拌机及输送泵

凝旋土教样机墨号及主要数术徐能 2

323no

JZ260
JZY150

JD20

JGR250

技 术 性 能

JGR150

JGB250

JG150

硫形反较出料
双维反转出样
能形反镜出料
服例 式

放摘彩自需式
网 左

微舞形自常式

形 式

240

460

80o

《oD

250

6.3

250

0.25

进料容量（L）

.15

0.2

0.第3

0,28

6,15

0,15

出料客最（m'）

措护提否本表

微拌油水泵
电 机

粱油机

荣油机

电机

配套动力

提开Y12-M4

Y12M-4
沿-罐先

210s

30;--4
185

J0-42-4

整 号

5.5*055
5.5

7.5

1.71

7.5

7,35

功率kW）

1450

1447

147

1218

t218

提拌简直径（mo）

117a

178

960

990

17.5

长度（mm）

1s

1

10

1B

系吸水

转速（t/min）

骤股水

43

40

>39

给水器容量（L）

36

30～40

25

3～5m*/h)

生产能力小时搅拌次款）

轮 胎 式

骨料最大粒径（mm）

轮 胎式

轮 胎 

轮 胎 式

移动方式

2450×塑即l150×x06的×za0×1的×2roa40×210×27xji10×270×27
0×24qz2*5×270×zsosa×2am0×2310s4s0×2450×29oJ15Dx2m米la 20×20×24oez205×2

外形尺寸，长×宽x高

200

1 e

重量 kg）

r20

600

7000

QO

参考价格（元》

①

aso0&wo

D④sQE密母

制造厂

被压上料、出料
被压上料
可指掉灰载

备 注

注，①摇患音整筑机械修温厂，四广东省软轴阴面厂，⑨广东据关挖器机制适厂，④南宁第二机床厂，⑥江苏省障筑机缺修遍厂，③湖期省露材机械厂，⑦上部华东惠筑 机核广，③渐江蒸筑机械厂，①场州包械厂，①或部机器广，



附录 l 主要采矿受备 !8/3

滤凝止轴送泵粗号及主鼻技术性能 表附-1-i20

型 号
序号 技 术 性 翻

HBβB型 HJo，5型混凝土浇注机HB8A 型

10生产能力（m*/h）
50D上料客积（ L） 4004002
6040最大骨料粒径（mm> 40

9.7-0.312,512.5義大工作压力（MPA）.
20020020D最大水平着送距离（m）
1030最大重直输送距高（m） 80毒

10m'空送机JO,-14-1电动机型号 JOr71-47
压力，0.7~0.8MPa22+2.2功率《tW） 22*2,8

I470转速（r/min） 1470
0.7-9.81.0～1.5排气压力（MPn） 1.0~1.5
180018fo装料高度（mm） i460
3贮气筒客积（m2）10

280×1250×1480.贮气陶外形尺寸（mm）
贮气筒重量（kg）

155(×1550×180314×15伸0×850机体外形尺寸（mm） s134×1590×162011
149032002950重量（kg）12
15D150150愉料警直径（mm）13

17。akg/n406b4000着料管置量（5g）
2300460006000参考价格（元）

Z州机被J沈阳振动器厂沈阳振动器制激厂家15 
注，排气压力为清洗用，EB队A型不带行走轮，HB8B型带行走轮，轨距762mm，HJ6.6型外力拖动。

3。混凝土喷射机，喷射机组及机械手

泰附-1-121<1）渠集土喷射机惠号及主要执术性能

号型
技 术 性 能 ZPG转子】型UPQ0.8HPH0HPZU-8

5~70,5～0,82,4,53,4,5输港量（m'/h） 253D8036骨料最大粒径（mm） 0,15～0.40.250.70.85压缩空气压力《MPa）
占-83.51010压缩空气消耗量（m'/mSb）

(120)s00X00240（聚生20～40）z00最大水平输光能真（m）
(40)60208280最大需度着送距离（m） 603850,851着送管内径（mm） 0.12~0.10.20.30.2~0.9给水压力（MPa） Y1s2-4,BJO-51-6-L,JO-22-6JO-61-T,JO,(Ti)-32-E电动机型号 6.61.17.52,2功率《kW） 1440 960B301500860转速（r/min）

φ400实心波轮轮胎规格 E420x779×I1001420x835×1878×8s×18751500×100e×18on外形尺寸（mm 950420$0065(置景（kg） 52002850100009000参考价格（元） 广东燃矿捉热厂郑州市中取机然制意厂场州机械厂避商常德机械厂 焦作建工机械厂的瓷广"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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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生要采矿设备 J8s5

郎外都分囊漏上喷射积舞且及主系放术批便 囊常-1-122

式

我 术 性 能 式特双 螺旋德送式式遵

 BS-12BSM603 AlvB-300AuvD-6oc!SS TJI-2BM-a0ST

生产能大（m'/h》 3~74~56 ( 2E 4 《-6
最大骨料粒径（mm） 2525 2525 362516 25 30

0静料营内径（mm） 50 50 50B0 40 5p 50 50
6～E压气消耗（m'/min> g～ 14 4-6a-101o 9～ 18B12
6-工作压力（×0.MPe） 4~65～6 8~B1,5～5。(1.5~8.5 4~各1.5～3.6

120着送降离 19630800200 250280800水平酚直 4018o 4100To0(m) 1oo1o0100

21T电动机（W） 65.8/3.74,5 4.4功 率 气等达（×0.7 Ir3 4.53
70～8401130堂量（tg） 47G6001001200 780～8z540
X4DB1230 2000外形尺寸 140t1830185O 1r40 15.o
820B4072680100o a7Q 7o 800
100011501190(mm) 1100130p18s0 280016o

士毒联邦德医联邦信酬

式温

技 术 能 菌 转 盘式 雌转子式量式双罐 式

S* 庭-iBCM马西 Lova-2TB208GH-22 F-2 oorLesc-1200D9031DolP
生产能力（四'/h） 4~57,710→2 0.7.6～a.1 ~63~43.1~3,311.5β~12

25L~20最大骨料散整（mm） 26 1019 281619
e560输料管内佳（血m） 6050B0 65050 5 60
40～a压气消耗（m/miD） I7258～10(10~12!10,2 12?,4~a.4$-10

工作压力×o，1MPa） 5～65～6。
140 30输送矩声 50 10015水平番直 20 00(m) 252* $0

电动机建W）功寒 青马达（x0T 6，态8～0。8tW)
2700220最量chg） S74o18so 1503[120z0oo2500

4190 8232s13e 81208260外形尺寸 长
690 联83 农5023006oG 150014601620216

]700 184e 916/340时io/eoz80 18oI85017401806(mm) 高

联究 日本 R*日本日本法■ 自本地 tEimco!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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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喷射机坦显呼及坐要技术性能 衰附·1·123

号梦-.....-- --. —----—_. -..未性 配
JP; HPH，SP，组合式HG 型

2～8尘产盛力（m'/h） 3~ 
最大案料粒径（mm） 20Ld

<6 7集科含*率（砂八??
7《石）%> <2
4,7机旁粉尘浓度（mg/m3） <15

最大240、垂直52J00～150水华运输距离（m）
3-～4适片斯缸（m'）

10m*空压机型 号
玉力0，7-0，8MPa10功率（kW）

转速《I/min）
380380/ss0电压（V）

3O:51-AT型 号
7.6当.5功率（LW）
1440B60转速Gr/min）
38039/66N电医（V）

HPH6转不】型喷射机型号
JP.机械于型号
45002700设备重量（kg）

1000×130×1800300×950×1840外形尺寸（mm）
4.82》考价格（万元）

扬州机械厂江南矿山机械厂制造!~家

注，1.HG型设条系量包括主体车1800kg，副车900kg，有轨轮（80mm教艇，轴距76zmm）和胶轮酸种，
2.汤指i机械厂生产的喷射机组包括上料机，馈射机及机械手。

表酚--124混凝土喷射机械手皿号及车要技术性能

号型 -_.m.-_--
技 术 性 能 FS-1PHS-33P

0～100喷头回转速度（/min） 60～80
31左、右112，前后好. 156 135喷头回转角度（） 504532大背仰角（）
20223*66r倾角（"> 90+0±120水平国转知"）

als* 30 2z小伸绵灯频容喷头角度（°> 35.82,5行走逸应（km;b）
9{0轴距' nu， 600,Gi,pe00,762,900COD,752,90轨距（rr） YMC-z0ZQ4~3,3.2抽马达CM-F180-FL行走电机《3头）功率CkW） 50045003406～1200前伸最大让度（mm）



附录} 三要采矿设备

?表

号型
技 术 性 第

JP PHS-3 5S-1

372532400喷头最大高度（xm） 3300
水平圆转一调最大宽度（mm》 35iD2400

125Di00680重大臂伸辅行程（mm>
Y3t,' S21HoY)3-A18B-FLCB-Clse-FL CB-C25C-FL液压油泵型号
7,e液压油泵工作压力（MPa） 5.0<8.1

B.1Or32-430r-41-6-L:JO,-52-4电动机塞号
35功率（kW） 10

380/66390/CD2;电压<V） 38o
5050料管直径（mm） 60
1030总工量（kg） 260t
1200参考价格（元） 165534D0o

3420×1o0×123040000×10×i8o外形尺寸（mm） 4550×10S0×1790
广东煤矿组械【"是明冶金机械厂扬州机械厂讨造厂家

4。锚杆机

表附i-125MGJ-1感锚汗机主要技术性能

数按 术 性 能

通用条件 1心，费茗;～14mt

外形尺寸（mm） ts12>1300×1815
最大工作高度《mm） 0C]
回转最大宽度（mm） 3583
工作机构前倾，后倾角 60
工作机构水平回转角 左右各4

打服机构 2干瓦岩石电钻
打眼源室（mm）""4a用打眼深度（mm） 1700

钻杆转速（r/min） 230
粘进测座m7mi230

钻进速度（m/min） 1.18
退钻逸度（m/min） 《2
推进力（N）

安装懂杆酸杆f砂浆锚杆

安装速度（m/mIn）
注桨罐客积（L） 16
注浆气压（×0.1MPA） 4~4、5

行走机构
轨距（mm） 60G

广系煤矿机械T生产厂

⋯



赛附-1-126

国外一些铺杆机型号及主要步术性滤
工作高度意

数 综进方式《a法沉）
洗 事 
钮 矩

注

型

网
类

(m)

×10N?

(kg)

幼限方式（台车式）
(r,'m

W

Er)}

8，3能风量4.4

 BBD4WR教（痢判

气 腿

其动冲击式

101.512sV交流

63.

螺杆或液区缸

维竟托型<美;

;3

463.6

256V直激69.3?

压缩空气气缸

电动式

CPF-2型电煤站电的机
53,6

齿条推进

YBAI型（苏）

97.5

057

907.2

液压缸或螺杆
4c-70

维克托型（寒）

油 压 缸

蒂短、能罗确型（类

829

水 压 觉

被压式

 韩姐、葡罗萄型尖）

被压马达链条
70~144o

苜彪型（澳）

班1.7

旺加威利型（渍》

T1.7~3.89[
1000

液压旋转
550、660

塞样马-363（法）

散压旋转式冲出

2.6~5.0

8950

550、56

ao0

塞释马-082（盐）
角架台车式

使压旋转式旋特冲

2.8~3,
2100
轨道式

341

风动浆转冲击

AEK壁（苏）

液压惋栲式冲击

1.12～2,13

加利斯~320（美）

同类型考LRB-12，工RB-15

a603

464D

<2,1
217?

液压疑转

LRB-1美）

3340

1900

液压旋转
660

1,08~2.46
2490

乔埃RBD-35（羹〉
忌感台率式

l6000

该压冲击旋转

68

ROBOLTH相0-24（芬）RO8OLTA51-2《芬）



r, ,1i×-. *2"-

附录1 主要界射设备 1849

5。灰浆搅拌机及灰浆泵

灰繁揽舞机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表附-1-127

理 号
技术性 能 一-n-

LJ100UT00 UJ200 C-076-UIZ 300
强 制 式可强制式型 式 殖制式 坚制式强制式
200200325200容量（L）

电 动 机电 动 祝电动机电动机电动机配套动力
JO;-31-6 JOr-32-Jo,-32-JO.-a2-4TO-42-4型 号

32.233功率（kW） 2,8
25～3025～302～30搅拌筒检惠Gr/mln） 34

同 宏 同 1.5～2分钟一椭B3平均搅拌能力（m'/h）
810×7702230×10B)×3700×i35q228×110外形尺寸（mm） i620×86o×105b 

58自409<500)e00740置 量 560
200014030003200参考价格（元） 1500

插州机械厂 新江省建筑机模广同 左茂名矿山机械厂济南第五机束厂制验厂 "友省软轴阙窗厂
9,12出料体客积（企）

两 胶 轮同 左两铁轮拖行网改轮毒引式底架上有四改皮轮感动方式
广东懈值厂的量
600kg国定式的

收附-T-128灰莱复盛号及主要技术性修

号型
技 术 性 能 轻型混最土系HP-013HBa-3HB6-J

活 型 式
6输运量（m'/h） 15.01.5

工作压力（MPa）
6b50灰浆排出管直径!钠管Xmm）

14930.43860.4（胶管）（mm）
40403040输送距离，垂直（m） 20016080159水平（m》 JO:-62-4JO-62-4.JO;-42-43o-a1-配套电机避号 172,8s功率（kW）

2925×13聘×9901580×733×1010135×4×786103×474×BL外形尺寸（mm） 150g52020g250重量（kg） 180go3300150023E0参考价格（元） 常州食进连用机满【"济则风动机教厂广东趣筑机械广挤购风动机变厂翻意厂
-r--心-



附1.9 绞 车 设 备 粥1.9，1 靶 矿 绞 车

表附-1~129

犯矿坡本塑等及主要统术蚀能
把s重换粉
外形尺寸

2 参考价

动机

车引滤度（m/s）例线度径（mm）
教引力（KkN）

万无》

息故rm搅业【

型 号

型 

长×宽*离

重我l空 我重

》m*）l量t四）

状重 s

te4o

7cu2M-4-(TB
6,75

zDPZs

nssxsa×as
4oa
5、

10;5-4D。T
r.s

9.3

138ox38×474
520

0.513

O.5-4D.-Tr.
9.8

2

①②

5～0.1

1420×sd×82o
6a

0,2s;
148o

i2,5Jo-8-D.T
n1
1.1
1,8

2DPT-13

14

1387×e75×8o0
890
0.7

1460

1.35
1.66
11.52

YZBJ-13

6。4

08×p1×750
o.7

aso

1450
17

JOr-82-4
380

1,27 
1.88
16.84

2 PK-1

7,4

×20×770 I1s
1.1

0.8
1450
17
8s0

│YBB-17-4
1

1.45
10.5

2JP-17

1.76]

1,5

70*895125

1470
3o
[ 3a0

Jo。-72-4
]2,5

2～3

2 DP-30
1~1}

147o

3Ro

Jo-72-DaT.
30

z DPJ.3o

1,74

1470f

04-7z-DIT
30

1

1,2

3DP3-30

2.04

_
Jo-92-Da1T,
380
68

18

1.2
1.8

 DPJ-5

2.44

520×101oxa86 27
7o。4

J0-91-4D1T
1.2
2.8

2.5

9 892×1515×1
1200 46ap

147D0

J0-2-4D.1T。
1.32
1,8

2 DPJ-r

3,16

122392×15i×zo 5s6o
1450
38o 100
JO.-8-4D,1T:
20
1,32
1,8
80

2 DPJ-1刚J

152×730×09
7o o,3

96z

; 12.s
1.2;
1.6
i 20
15

2 DP}-2?

0.5

l8×87o×700的35
po o.1

3ao15

n f12.5
0.88
1,a
18
1,

: PJP-15

asres×10×86;1460
iu47o8.5 
330 so

101
1,2

20 ! ;

2 PIP-30
广束代号，①第州矿山机械厂⑧江苏如年矿山机械厂 ④重庆矿山机醒r



附1.9.2 调度、昌柱绞车

请虚、国柱装车型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表附 ?-13

整指力

置、z 

虞 戴 ，参考价态分经 封益厂家

;真染克度冬

长×宽寓

kN);

级量!高等，毒m落，
型 号

 *g. 
万品）

调度效点JD-3

27~31

920x4人4'
l z20

,1O3;T
u3r

o.216-0，27 名

JD-1.4
10

s00
220

40o1z,5
28～62
JB3-1t.4

5×73o}570

0,380;860

.5 OG①

(1.

JD-.4

200
225

50 1.

0

26～e2

T8.A730,s50

B8-社;

0.15~0.52;一①④

PDM-20C

 无极则 3

JO,-25o0M

23s×18×t30 450D
380
1060
30

2,875 

JDx-25

400
10

18

<00
15

380/s3o
A465

;3.③

e×It×i2871E9
JBQ-25
a3.4

JD-26

35 
a0o

135×1×190 146
38o

147o

JBSB-25-4

E.15 ;4⑤

z8o
无般制;

500

200

O,-20M-6

2235~I9×1sor 50
38a0

30

LC60

JD-22

300

38~72

400
35g

JOJD-22-4

JD-40

DS,B-41

95×1s×429 25

2-94

380
1479

.9~2，1这鉴C

圆柱较率JH-5

272
272

10.2

280/660

Tz71-,
 1455

n、×156
0，5-a，W④D国

230
28o

5.08

o

JB7-6

g?o
7.5s

30/sgo

15×At、5
0.75

JH;-8

iBTO-62-6

383o/6o
5×56x633

C85)

④

0,i9)

6.8 j YBZ7.5-

380/66D 
7.5

16516x的4<35∶
96o

630

0.6s

JH-14

300
38

4.84~7.3BTO-160M
110;

4.16

300

JH;-14

os

7,2BJ0;71-8

974}a80/660!
! 1817×956<30
1.38

 1678

335

22
120

IA0

300

4.3-6.s] B5O.61-8

161×T5Nat3
380;60

H-20A

530
13D

6

970 ' 3s:50
 二56～9GE x?5!

注，①锅纸矿出板械厂，②像州矿山设备制造厂，③重庆矿山机器广，④吉林浑江市机器厂，⑥山西机器;⑥上海东风机翻厂，①完湖治会机满厂，①广东省练矿机综厂，①长多引山机款户T③焦作矿山机戴-.





附1.9，4 银 动 象 车

表附-1-132

慢物欲车盟号及主要铰术赞能
外 形 尺 寸

参考价格
重 量

阴丝 题

何查厂家

牵引力

（万元）
(Eg)

基责【m盖

离/高1

容编费

型 号

(mm)

惠瞬要感
ax>

② ④

2r况-8

3350
860

的0×760×d

3,4

(2n?

(t2)

7.7

1906200)

JM-0.8

-②

200
310

8×755×60
3a0

JO;-4-8
12

9.3
12o

410

120
10

JM-t

②

500
78o

1280×800×6s0
380

5.6

1z

100
14

540
280

JM-2

②

0800
s0

1450×1250×能80

7.5

JZR-81-8

150

5GOo
32o

JJM-s

30

6aD0
1260

150×1260×30
685

理

JZ-4-8

260

630
400
30

JM-s

138o

1640×1830×82
716

JZR-41-8
9,9

790
4OD

JM-S

50

150×1210×93
1

69l

JZ-4·8
0.95

40

JM-5A

②⑤④

130o

22
718

JZR-A1-8
9.86

26

JM-

80

r800G

7.5

5@0

@ O

65 型

5060o
a560

38构×2305×10

JZR,-61-8
.5

31
1000
1312

JDM-10

550b

3×2790×10o
8000

420

10

30o0/1z0o
3s

1312
rso

7s0oC
1050o

a40×24b×ia
1450

JR-82-4

s3
90o/140o

④

1450
760

3TM-16

190oco
120ao

414×2460×200
55
145o

JR-82-4

800/1200
1415
Bo0

)JM-20
20o

18650
1aco00

50×z20×248
1d0

3R-92-4
12/8

1000
320

JM-32
了原代号，②江苏如来矿山机械厂③重庆矿山机番厂，④昆明重型机械厂，⑥齐齐哈尔第-机械厂、



附1.9.5 气 动 绞 车

泰常-1-133

气响 峻率皿号及主票技术性慢
JFH-1/24

JFH-2/24

JFH-0,5/48

技 术 经 糖 最大率引力aN）

10O

589

20

4.56/3,98

4.56/3,8

发动机额定功率（kW》

6

气组 数（个）

电s

气缸直径（mm）

90

50

60

活塞行新（mm）

6 

6,6

0,6

压气压力（MPa）

0.8

新气量（m*/min）

230

320

卷影机直径（四m）

178190

宽 度（mm）

820

120

钢绳直径（mm）

26

风管直径（mm）

25

外彩尺寸，长（mm）

100o

740

粤8B

宽（mm）

387

630

848

高（mm）

591

765

62r 17

162

440

宣 量（gs）

3500

56so

33po

参考价格（元）

同 . 龙

制 漳厂 注，气动较车使用比较安全，性能较可靠，但噪音较大。



附1.10 通风除尘设备及安全仪表师1.10.1 轴流式高部期风氛及喷雾警 JBT，JF题局都廓风教益导及主基技术性能爆? FouJS2工E技 术 性 隐 JFa2丁TsJTs丁ET以「3TsBTAJBFt2 三相氟笼式界步电对识防景三横像笼式异少电动机鬼 动机 型号 ,6l  }28 n1}5,5 电动机顺定功率（W） 380/60电 E（V） z39002902900290020o2900z9002900280o0转 数（r/miD） 21.B 45,811.34.581.315，日1,8电 滤（A） 88330效 率（?? 2.890,830.880.850，的90.890.89 0.89,8功率因费（cosp）J 6,6 7.0 6.6.5起动电流/额定电流（A） [ en 0508808 g00400006000040o风叶轮外径（mm） 320016802400120015001600 750320024001200全风压（Pa） 25014514l75风量（mV/min》 200140620oI0001260620全风压（Pa） 1752点 30风量（m'/mn） 1050o1500760- 92046019501500 210o75o920金风压（Pa） 19319s98风撒（m*/min） 5903o100感003b0金风压（PB）4点 105 10580210风量（n/min） 150 390350} 70o62025G30o金风压（Pm） 225230226风量（m*/ain》 707070r0635障-需造编觉



JP的2FP61JPa1 )FS1JF42我 术性 触 BT82JBT61BT6JTaTra 585×6105 ×50553×645g6×720,ra5x×720r7sxsuk 845575×54外形尺寸长×（露-高B（m 28O18C240)120 14e 靠 量（tg） 0720820价 值（元） ③②①④③②① ao ⑤ Dagso/oaasd o 国 o①厂 鲫 注，，蒸中容导，①面电机广，③定宁施岩电就广A生末养电机厂④能州矿山设备行，⑥南通电机厂，①温化集矿风机 KFT，系列具机置号及主测效求性能 号风 机 121110技 术 性 能 478~76402～8593~523183～8L25～2892～18会 压（P） 9,8~17.77,,0~13.04,2~9,2,0~6,2风 量（四'/a） 配用电机盈号 7.542.31.1转速Gr/mln） 900 10ap工作轮直径（mm 机 高 （mm; 650× t10耀惠（长×宽）《mm外 径 （xm）重 量 （kg） 参考价格（元） 同 ?悬输风机厂注，机号还有脂13~1最大金臣a，0~3，7）×0，1MPn，最大气量们.6~72m/4A



奏附-1-156BK66-11系列局期置号及主要技术性像 参寿价格塞 量外数尺寸（m）j直径 墩风阳 是厂家电机功率幔 致风 量全 压 （元》(tg)外经「机 高性趣点型 号 (m)mm)(r/mtn)(W)(m*/a)(Pa) 法阳鼓风机厂100融43429o0910 2,84 2900103t 17801004532.31180BJ-1D8. 434290 101320 43s29001.731310 64z001z 5141459 4,15 540955 e80RKJ66-13体4.5 3,431820
1840在，资厂系列产品还有抽3指6，角。5，油0.油.71拖高，角. 表附-1-137JK5 票 列是扇盟号及主要救术性能 (mm>外 形 尺 寸〈送风距离 制造厂容我数│风简直径电机功率全 压 (kg)外 径 机 高机 宣型 号 (m)(mm)Gr/mia)(kw)(m/a)(Pa) 5086o2451,s0.8-1.6的～10sJK66-23 72628●42261315035014~2.4809-140J56-2油3.6 h004B6200z92B82.1~9,700-M20K5-2N4 14o30p540300 码80450203.0~5,200~2320J5-2N4,5 3Bo6404801004502820100~1430K55-1险4.5 *050010,1IK55-D断



表附-1-138响雾图显号及出要线术性能 _外形尺寸 重 最 多考价格喷粒粒度张开角水压 能 作用长度 射 程出水口经按头警栓 图造 厂最大直径 （厚mn） <B)│态惠纠态。k") 〈无）(m) (m)(MPa)L/min(mm)(mm) 1，09│北京冶金安100～269 80 309武全-4型 2.6 1.00 金仪器厂、重1,21.95 212.6 0,5尼龙 30│150~20o 9,5 1.00 权安全技so0,312,5 1.67 2 1。63 2,110,512.5尼龙 0.5150~200 1.0021.9 1261.7 1,20,S12,53,6 1,609尼龙附1，10，2 安全、通风防尘仪袭 1。氧气呼吸及其检验仪 获附-1-18氯气呼服器盟号及主要绒术性能 重最〈不包括吸 参考价格外型尺寸有效使用时间意量供钢量氧气贮气量 明 进 收剂、氧气）题 号 （元）(mm)(L/h) (h) (kg) 重庆、抚顺媒矿安全义基厂7· 35034×34D×19D1,1~1,3200AHO-2型模气呼较器 重庆蝶矿安金仪器厂390入30×3 590<10?,3 3283AG-3重氧气序农器 《B0 重庆媒矿安全仪器广10415×385×1951.1~1.3460AH9 4型氧气呼级器 疲附-1-140氧气呼吸晋检验仪性能急最囊 手驱泵供流量量流量测 定款供气流量 外形尺寸 参考价格堂1精 度压力测量态因 自 盖 厂4次/min测量比型 （元）(x》L/mt)小流量计大流量计（级）(Pa) (L/min) 置庆媒矿安全仪器厂1219o t-1000+13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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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氧化嵌检定器及多种气体检定器 表附-1-145一氯化职粒定瞬虫要放术蚀能 参 号价 格外点阻）'拥 定 范 围 报建厂号都 元hg温图-氧化碳浓度（??mg/L） 重庆煤矿安金仪器厂0.6240×145×85.0t-0，14藏0.02～1，BAQY-50整 表附-1-146多费气体验定画主要技术性能 参考价格微量外 形 尺 寸一次动作吸气体积 年 产厂主要技术特证用 途 《元）号 (kg)型 (mm)《mL》用C;D型检定管0.06-0.019测定CO 西安薄矿议表厂15。000.35120×60×4050±1.8用C，Z型险定管0.005～0.1%H,S, CO。DQJD-1 用C，G型检定管0.05～1% 用C，G型检定需0，05~1%用S;D型检定警0.00s~0.01%4，隔离式自救器及自动苏生器 赛醋-1-47隔商式自激晋盟号及主要搜术性缘 参考价格外形尺寸中等体力劳动使用时间 妙坐使明时闻丁通用在空气中的使用条件 别 进 厂（元）(1g)(mm)Gb)型 号 ,(mln)COt浓度∶含量% 抚顺媒矿安金仪器厂235×190×带市 22,6~>g1<:AZG-40型隔离式自数器 100 重庆煤矿安全仪器厂235×105×27045<2AZG-45型隔商式自救器



寂-7-148自勘苏生器主要技术性能 参考价格量外形尺寸吸疵最大负压自主呼吸供气量 吸向动方换气量调整粒强 的 造 厂工作压力 元》(kg'(mm)变 母 (MPa)(L/min)《MPa) 抚顺噪矿安全仅易6.5 59o336×245×14o>15（氧a0%>12～26 重庆媒矿安全仪器厂20ASZ-30型自动苏生 5。粉生采样器及测尘仪表 表略-1-149粉盐聚禅冒双号及主要筑术性能 重 量 参考价料驳气泵工1 外形尺寸双采 岸采辩头过滤面积 连续工作时间吸气泵{ 制恶）电部&把用次*公称流量 4g）│（元》(mm)阻 号 :,形式 V'nA;大采辩头小采样头L/min） 北京治安12×93×42 号铜腺电性i/651.35 19.22 1 │全仪器厂320 l122×9× 6.6「四节，使用200次1 电磁吸9,35! 18,42MBC-Z型长题期采样器 45s气录 /6，5 交流，2240、110。抽气t机35±a武安-76避粉企采样器 84型粉尘采样器 表秀-150薄尘仪盈号及主要技术性能 a对次满量  量 参考价外形尺寸积 浓 度采样体积衡量芯围 献治 厂计量方式电 额 (kg)《mm)型 号 │(%i(mg/mt)(mg/m') (mt)次 北京治金安全仪属20×7×1420～50数字显剂交WAR-2w塑粉 800～16022oV生连续自动监测仪 土》500240～4000 0.7543.一30o



置 量参考价拖外形尺寸相对误差-次测量R样体积 浓 割 途厂汁量方式电 训型 号 （kg}（元）《am)?g(m*y (mg/m*)（mg/m2） 光京治金安全仪佛厂10,s6~2010.3「0.480,5~16 ·5李温示交WBR-2应快 5,20.24测尘善 0,1z4~6b 5.30.0480～126 极限400般履400最大流速0.8一1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125×35×44 445 母t0.7MY-Z矿尘测定议 6。风速表及风表校检仪、综合观测仪 表附-1-151风遭要照号及主赛搜术性能 参考价格外形尺寸 重 盒订正 值起动风速 制 适 厂 备 往型 〈元）Okg)(mm)(a/min)(m/mln》(m/min》 .r- 165 酸山市光学仪表厂±0.2+0，02×风速110~300DFA-3型撒速风产 15oφ70×30 酸山市光学仪表厂60～60DFA-2型中速区表 175 鞍山市光学仪表厂 同φ7D×3948 ±0，8·C.05×员速DFA-4型高速反我 2 天津市气象海洋仪器厂 同 上0.518 1z0×108×4不大于，4m/、! 30～60EM3 数中速风3 z2o 重庆煤矿安全议器厂3o φ80×95度 30-720 衡附-1-152网痕校藏仪盟号反主要搜术性隐 外形尺寸 参考价格测量及浇速范围工作段次速范围 额 造 厂 号型 （元）(mm)(m/s) 《m/s) 鞍山市光学仪栅厂150028p×760×40检定各类型风速表 o-12 0-40SFY-I型



表附-1-153轻便缘合??仅主要搜求性能 综合现测仪DHMJ-1亚手幅干互表DEM，风压式轻便风向风速表 M 渣 厂仪善使用是度舞 外形尺寸 仪器重外形尺寸 工压势塞 仪器置外形尺 量索器墨恋醋区，塞运用条件墨 号 骗图最 r")(mm)2）（mm）出 30×so0×86翼察风间。j18个 420×13oj"～100;o,15DM。～20 二、混度7，气压表 演附-1-154塑盒气压凝盟号及生要搜术性能 参考价格贯使用程度  外形尺寸测量范图仪感病度 制 避 厂港量误差速 （元）型 (kg)(mm)k*ykPa)(kPa》500～800 长善气象仪器厂1,5φi56×115 16oz0~I4圆定或移动测量气压DYMa 79.8~106,4

義附-1-15箭式水概气压表型号及主要技术性像 参考价格 量外形 尺寸使用温度物度测量范围 制胞厂速名 称 型 号 (Kg) （元）(mm)(mb》 (℃>《mb) 长春气象仪厂φ54×1070±0.《a10~1070测量大气压力动精水银气压表DYM 7001190×210×120-15～+45±0,3540-1670枚准压力狭及测气压标准水部气压表DYD， φ4×（1i7~A75） 700-15～+45网 上双管水银气压我DYB， 330-15-+45 940×70x70±0.5a16～107o测 气 压定根水很气压我DYM，



孙维式戴压计主要数本性修 衰附-7-16测量范围 外形尺寸允许工作温度 君 参打价格用 地 制 意 厂3 号 (Pa) <℃)<Pa) （元）(mm) (kg)_测微小压力，负压班正 上海气象仪器厂p2×32 6.5-150 4020±5YE-18o 力差，也可按浪其它压力计 气压计盟号及主鼻搜术压 差 洲量 气压测量 参考价格整 电 外形尺寸置 量工作电暴电压  遭）显示方式覆 号 略eg画 .萘 Mp用操器 （哪》<V) （曲m）(hg) （元》40×195×oDC2~30950～1050 1,5 北京治金安会仪题衷头显示WBQ-I蜜 C一±25000~250 ±0,5 280×210×162.5 5.5DCis～揭 1800030～1050士o。 北京金安会，、5，WBQ-I型 ±0.720～1000 士300-250o_.w 8.光电分析天平、通风除尘试验仪器及地压测定仪 光电 分朝灭平照号及主要效术性患 E聚高度 外形尺寸铱械加码范围 净 置参巧价能最大荷藏 变 压 器盘直度值相对精度 影 造 厂要超小覆 (ma)<mg) Ckg)mm) i2)极(mg) (mg) 位0×370x5 6~BV/22,10V10 150金 部 0.1 780.1 武汉天平仪器厂T5-2W-A a2e×x70×5o06~gv 6~gV/20,0V10 45010~90 15 两 上750.18，王TO-328-B 5×10~ 山东威海天平位器厂0.1200 TG 328 01. 9o1o 0.1! 广州天平仪器厂o.165A-3 —-_—__



附录1 主要寒矿设备 1865

量风除企试验仪督重号及技术性能 表附-1-159
=n4曲一-—-

密考价格置量 备翻 洛 厂技术 性 能名称及型号 注(kgJ （笼）

1300 上海光学仪器广生物显微镜2XC;型 -100倍 220V

昆明光学仪器厂2.2kW

大连第四仪表厂316电热恒温干燥箱401型 6～300℃

半经100mm，2201902酮气体分析器 3.5 上海玻璃仪器海店200 此店经销
V,50Hz,18W

北料，GBS-会塑上海华光仪器仪初厂光电比色汁301-G 323
_730，5元

上海工业陶囊商店经销磁 坩 埚 0.1926～30mL
上海医疗器材商店血球分卖计默器 80

地压测定仪型号及主要技术性信 泰网-1-180

单，价功 生产厂家岗复 6 仪器特征及规格仪器设备名称 元/合）

冶金部安全技术用于矿井采媛、履定善65DOWD-2 1。可同时测定四个测点多通道无线电地
研究防道松石冒落位置和质报松2。一个测点给展作用音仪

石冒常范围;一般为5m半径内
3。接收作用距离，40m

冶金部安全技术主要用于矿并采场，鹅WD,-1 本仪器是四通道便携式无线电地膏仪
研究所道等工作面圈定、药报松矿用安全监测仪器，可同

石隐患的大致位置和管落时监测四个测点，采用无
时间，遭免人员伤亡和设姆电传输信应，数字显示
备损环，亦可用于矿山危监测结果，传感器安装在
 险区域岩体稳定性的评价岩体表面，不需作任何工
和大面积地压活动的检测程

冶金部安全技术用于评价岩体难定想 3480是一种多参数便携式矿YsS岩体声发射监
研究所度、圈定高应力区，览测用地压安全监测仪器，可测仪（文.名多参

井下构筑物安全状态，预同时检薄岩音预空、幅度数地音仪）
测岩体大范围地医居动，分布及能率质参数，整机
局部目落和冲击地压等，由操头、主机及充电器组
并可对预防威处理地玉灾成，检测结果采用数字显
害所用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示，自带电源，主机外形
评价尺寸为250×90×17Amm;

重量3.5*g
冶金部安全技术测量回采工作商或巷道用光学灵敏材料环氧树GDY光弹性单向应力计

研究所支架受力状态及象商，澜脂常片制成，3～5m组，
量喷凝物体或巷道表面受宽，1omm，长，40～8
力状态mm;灵敏度∶64微应

变/mm《根据测量应安花
围意取）读教满房;1mm，
防强防潮，无博二次仪表，
可供长期连续测量，亦可）
用予卸载测量



1868 第二篇 地下开采

姓表
eTiNre-

单 价
功 鲍仪器设备名称 仪器特征及规将 备 注生产厂"家型 号

k元/合）

一次测量限度∶不带ADL-顶被沉降记录仅 仪器自动抚顺煤矿测量巷道顶板下沉 150
记录饮置量，如安装自动记录 全仪器厂自动记录器，B0mm2.5

器，则可以自动记录番自动记录器，A~ f4kg，参
闩威一周内负板江10mm。 房价250元

薄值重量5，4k客

抚顺煤矿18顶板压力计 JO-45
y全仪器厂

附1.11 炸 药 加 工 厂设备

附1.11.1 炸 药 加 工 设备

1.硝酸铵破碎机及轮碾机

硫酰被破碎机显号及主其放术性隐 袭附-1-161

外形尺守入料口出 料 电 动 机生产部方 重 参考 生产厂或供图
尺 寸 价格│长x宽×高粒 度型号 量为率特 数 单 位型 号 《mm) 元）(mm)t/h) (mm> <kg)Ew)kr/mi

长沙般山北2io×110>IJB22-8 P1.8t407eD×55c <3D通式破碎机 10～12 176172511
京等冶金矿山2317
设计研究院

长沙藏山北京BO.61-8 654图单×260 1oD0192,3二级凸轮
等冶金矿山设敬破碎机
计研究院供图

000】门矿山机被于142S×I570×7.5JO,-52-8 980 136o0~20004～8φ50×400反
1010击式破阵机

20o 】避州矿山执被广j136o×572×1.,5 2930Y166h-2 5B4150～300φ300离心式 10
654射碎机 kg/h

1380 720×54× 悲50温州矿山机械广JO1-11-43m*/hφ300陶盘给 920,610 i0
B97斜器 -_-.

6ocO 海!】矿山机械;`143×1436 x110o!3O2-61-8 970心400×250双 20~32 105～16 2-8
81s光辊破碎机

长部求强农得厂6×22000JDB21-8zPGC460× j 100-2oq 25～0- 2x20j22×8~1 725j 20～s5
785500双齿辊破 10～·5

碎供 asa-ur-

-- --.--⋯



表附-1-162

能领机置号及虫要技术性能

160

φz10

条

0,5-0.15

台培生产能方

14.50

2100

(mm)

20,?

21,a

'mln)

碳轮码矢、3

2-3

2~3

薰气序力

φ32（同水警φ3z）

燕气警直径

12560×tp'~167打×0

2093×1*~293×10*

(3/h》

耗 熟 量

J0,-42-6

J062~14

电动机型号

金W，
功率

146o

《r/min;

ZL25--I

PM350-D-Ⅱ

减油机型号

15.75

威 递 比

2365

50

总 重 量

(i

参考价格

六少，藏山，北京等矿山设计研究院供图

2. 凉 药 机

袭虎-13

凉 剪 机 主 票 效 米 性 能
重量;参考价格

才 蚰

药 温 降
冷抑重
冷 却血

造厂成供图单位

生"焦力

减速机型号及速
转 数
动率*

特 鼓

 经

型 号

《k;b》

《）（元>

p:miao)
itw>!

cc)

(r/min)

层 数

(mm)

长沙、嘱小、北京等矿山改

ZQ06-I-2

rJB1-4

30<460*~30"
8,5

单 层

s40p

i研究院

I=40.17

长让、糠山光京等矿山

PM00-Ⅱ-2
sno

1470

10.7 EBI1~4
3*60°-30°)i

34o

 计研究院

51.5



套附-T-764

紫扩炸菊冷超搅掉池主夏独术性能

—_s体4位.—

优撑电动权 （防单

量 参考价

务层间壑
内 高

h尺下空藏容量

沟

率 量

生产广权心供泪位及图号

转表

（元）

(t2.

功率 （W;
Em)

（JA曲>

(O.an)

(L)

()

—_-mw-m_——u冷却施—长沙，破出.北凉等矿山设计研电院
粒 3633
760

IB，二-G 4.3
io0

1:Ae

@11

siop

电机一-山西应爆电机厂
电机 100

190

1800

2100

oq

igen

减速机 248

3。筛药机及木屑分帘机

衰附-1-16

筛 药 机 定要 技 术 性 能
参考价格

电 动 机

重量

外形尺寸

集产耗杂

制 座 图 号

减油机型号及速比
 就责转，温

（元）

(am)

(kg)

型

Gr/mino

7ZQ-301-2Z

长沙、藏山、北京等矿山设t研究胶供国
840

4200×160×310e

.- }3430

JBS2-4

i= 40,17.--__
运沙，蒙山、北京等矿山设计研究概供图
254

PM-36-"V-1

R0O-42.5
80。4

1.5×1.5

表附-1-66

水属静分机主要独术性能
功 率

动次数外形尺寸重 量参s价格

生*能力
孔

师面尺寸

制 避 图 号

减速机型号及速比
电动机型号

<mm)(tg)
《元》

k/min)

(kg/h)

(kW)

(mm》

2DID-16-1

35.5

长沙、藏山、光京等矿山设计研究院供图
170

JO;-32-6
300

1口5，6



4。，反应罐及混拌螺

度滞-1-167（1）

应■数术性能 装（-）

10OGLE>
50O(L)

30O(L)

106(L)

50L>

反 座 增
反 应 罐

应1

应维

反 应

10001000)

500(500)

(300)

100(190)

50(50)

公称容积

(K)

K(K)

K(K)

2,5(2.0)

2,5(2,0)

单体型式

(2,0)

2.5a,0)

2.5(2.0)

(×0,1MPa)

6.8K6,O)

6.0(8,0)

罐内工作压力

s,0(6,0)

6.0(6,0)

着空（着驶璃）

继宽（靠墩璃）

夹套内工作压力

（结玻璃）

消（搪政璃）

-3-270(-8～250)
30~270(-3-250)

防底排施

部0-z70（-3～260）
45~240(-3～250)
()

工作温度

(A150-830

(A120-590}

电动机《防爆）

(4100-43)

(A106-380)

CA100-380)

80G(5120)

a00(3720)

2950)

T是

Io

（元）

1)(2)
(2)

参考价格

(2)

(1)

(z)

创 堂 注;（1）价格不包活威速机的价格。 （2）、翻漆厂<1）、（2）分别代凝北京化工设备厂和长森市然密， （3）括内的数字代蒸璃驶璃罐体的技术性能。

猴酬-1-167（2）

反应输号及主要技术性值（二）

K式200
K式180

K式100

技 术 性自

K式200
K式100

K式50

2~4

2～4

2-4

2-4

2~4

2~4

2~4

工作压力 （×0.1MPa）

-30~270
-30~270
-30～70
-30～270

夹套工作压力×0，1MPa

36-270

-30~270
-30～270
-15~z40

BLD 4~
BLD 4~3

工作湿度

D 8-3
BLD s~
sLD 1.1~1
LD o,8~
BLD 0.～

减速机型号

φ170×3500
φ155×3400
φ150x3iw

1000×270
900×280(

p.×2300
700×200
pao×19

3200

2700

设备外形

180

2200

10o0

550

450

1300

(a)

设备震量

2400

参考价格

厂、上海工业猪竞厂
江阳的责机械厂

生产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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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化储国导及主基执术性能 表帽-1-168

DN-GR型RQ型乳化器RJ81-4200ELE-RQ型项

0.1 0.6D.21设备容积 〈m*） 0,527
50-100 50o200每次投料量（kg） 500
约 4，7 2,5约 】.3传燕面积 （m） 2。86

为 50000约 16000约 20000热量消耗（×4.2kJ/M》 约 5000

容 器内 <3<5常 E(×o,1MP2)

压力 夹 套内 <b <5<3<3(×。.IMPa)

双浆旋浆式 三层况轮式祸 轮 式复 合 式搅拌浆形式
12-125Gr/mim;126～1100(P/mim)124m/s舞拌浆最大线速度

教拌浆有效作用面积 6.28
JZT82-417调速电机6，5电机功率（W> 1018
压气出弊压气出料频侧式出料下料方式 压气出料

78～85容器内 ℃ 80～100工作】
113温度│ 夹套内 ℃ 1$0

1.2约 0，57约 o，B设备重量（t）
南昌有色冶金设计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关沙矿山研究院研鹤单位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研究院

表附-1-160湿换罐主要技术性管（混化炸药）

DN-GJCQ型RJ31-03ZL-WEEL-LN目质
0,7100L9.240，T结容积（m*） 505040～50500每次泡料量大重置

(xg) 复 合式三展调轮式复 合式绿案叶式复合犁式撕拌浆形式
0(r/min)
主 轴搅拌疑最大线速 1,14.2 40(r/min><m/a)
翻 轴

常 压常 压常 上容 氯 内 常 E
工作 通冷却水通冷却水夹 套_内 <3压力 (×6.1MPA

2.70,4耗水量（t/h）
182,2102.2主电机 《KW】电机 8,,3 1,11.5期电机（kW）功率

升降复位填拌 惯解B料卧式遵拌倾斜 底部放料底部放料出料方式 器与罐体分开出料倾斜急L13"

3,52客积传热面积（m'） 1000920251200设备重最（k）
南晶设计院│长沙矿山研究院 离鞍山矿山研究院北京矿冶研究总统研制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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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11.2 炸药 包 装设 备

1。炸药包装机及输料机

育包包模机主要波术慢能 表群-1-370
动 机电薮药包直径 外形尺寸生产箱力

制 造 图 号功 率 转 速
型 4 （个/mlp） (mm》(mm) a/mlm)监W） jdr）火（完）

s06×1880×245024ookg/合斑 长沙，教山，北康等1IB-10-8 9836 3.B150
矿山设计研究院供服两装药管

长沙，鞍山、北京等32～35 1.8×2 148(
矿山设计研究流供离

豪赌-1-171输料机玉撰技 术性 能

座 动 参考价格重量宽度长度
坐 产 厂减速机名称及型号 功率 （元）型 号 ag>mm)（避） kkw>}

自贡运输机械厂]zQss b62514oo]2.2JO;-20oS-45015,<TD75 固定型式输送机
24544 北京运输机械厂9025│ZQ40.JO,-112L-4500 5.5125,75TD75 型固定式输送机

精岗起重运输机械厂
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

2。纸筒机及切纸机

表附-1-172纸 筒 机 按 术 恒 能

MHo4T-8性技 术

7280（个/h）生产能力
35(32)(mm)俩筒直径
79,8制筒成品率 (%)
121主轴、数 (r/ain)

JO32-4电动抓速号
(kW)功 事

1430(t/min)按 数
370×108O×11b(mm)养形尺寸

B36Ckg》重量
Go0&（无）参考价格

长沙、散山、北京等矿山设计研究院供图制造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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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附-1-V73胡概机擅号及主要教术性能 ae
号型

技 术 性 能 QZH;-1BQZH,-A QZ-10QZY920QZY13op<PC-49) (PC-49B)

13q09201900最大初纸宽度（如m） 12501250
130D892030-139035～1250 25～1255切纸长度 （
130120145125125最大切纸高度（mm）
364525～3032～S432～34切纸速度 （次/min）

Y112M-4JO,JO,J0,I0,主电机型号，
36,54.54.5功 率 （k

142014501401440转速 ，（r/mia）
37b2650378256W) 250推纸电机
55055o55o560〔W)风 机
302～80d0《N)版纸力
 动a 动电到电 别患 月操作方式· 外形尺寸（长×宽×高）245×2200×154450×22n0×15402B40×2740×19302280×18×1?

(mm)
32001700400o3000$000量（kg）意
170oo150o218d013001940b（元》}参考价格

上瓣极敏机厂麦同长善印剧机械厂5 造 厂
QZ10手动，
10Qd元7食

附111.3 炸满、氟破器材检验仪春及其他设备

豪黝-1-174炸药化敏及想域善衬试验仅国性能及用意

参考价格 生产广家用 途 及 性 （元）型号及名称

①41澜定炸药中游寓水分，最大称量10g，分度值5mmCSB-OZ塑水份快速调定仪
③③750戴物台13×13mm，聚光铜孔径2.8mm，津色片直径32XA-Ⅱ生物是微黄 mm，放大倍数100～160XSZ-104)
③1300载物台78×5Omm，放大倍数5-18002XC，生物显派槐
④ ⑤ 823快速比色分析，灵敏度0.5%581-G光电比色讨
①⑤700线性误差1，5-3%GBS-1型光电比色计
①2800~300℃误差1℃SC202-D型恒盖于燥着
①40o0~30℃误差1℃601-Ⅰ型电热恒温千像箱
│岛796只测导崇索、导塌管、雷管，调差2%SHIBS-A型数字式爆惠仪
①80一次起爆50发电雷管，电压峰催900～160V发爆器MPB-50

①上海糖二天平仪番厂;②上海光学仪器厂，③宁渡光学仪器厂 ④上海光华仪器仪表厂，

② 厦门分析仪器厂;①北京科学仪器厂，⑦ 北京环境保护议器厂，⑥南通县实验电器厂，

③大速第四仪表厂，⑧繁口声电子研究所，⑧ 常州媒矿电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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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隙-178

炸药加工厂其它设备及仅善的蚀售和周途
参考价格
重贵

生产 厂 家

锉 能 及用 造

名 称 及 型 号

（是》

(kg)

天津水萃热合机厂

塑料缓封口、修补、施合面积2Scm'
J-105A高频单头熟合机

学州市东风塑料封口机厂

塑料袋射口、修补、颜合

J，-520蜜料燕合机

长沙，鞭出，老点等宿金矿山设计研究院供国
280

耗热（禁产》00 4800了
化 曾樱

网 上

I025

502

能热（票汽）20 8373003
木粉烘干盘

同上

210

100

50 ×2000mmn

卷纸闻合

同 上

210

100

6的×200mm

宽药装药合

周 上

自制

76

贮 料斗

同 上

1es

284

单知罩式卸料貌置

87

网 上

单觉军式卸料意雷斗

同 上

30

柴油计量据

长沙断墨厂（沈阳满隔厂、南京衡器厂）
z80

618g

界300okg 禁度1/000

DSH-3 地上餐

南京费器厂、沈阳人民新播厂
10935)

秤58org

TGT-500 台秤

沈阳需器厂
500

400

秤50kg，计量警力，7.5~15/h
硝装计量解LK50-1型

长寨化工设备，北京化工设备厂
z000

13J00

操伸器1，7止W

690立升反应螺

同 上

Nso

250

摆神器1，7W

50立升反应施

天障水都翰含机厂
1&0

可热合不同形状的鉴料制品，热台面积50cx
GP-1，2型高期单头式念合机



附录2 采 矿 常 用 材 料

责任编写单位 长沙黑色冶金矿山设计研究院

编 写 人 李斯基

附2.1 常 用 标 准 代 号

常 用都准 代 号 表附-2-1

部门现 行 代 号 含 义

GB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工程建设方面）

国家游绘总后CH
地质矿产部3DZ
公安 部
化学工业都. HG0～
视核工业部机电，仪表方面JB
国家麓材局JC
国家计量局JJG 计量检定规程
交，通 部
城乡墙设环境保护部JZ
中面科学院
林 业 邹LY
煤炭工业都MT
轻工业部QB
水稍电力都SD
轻工业部别中央手工业管理岛代号
石油工业部SY'
铁 道都TB
国烹物圆局
兵易工业智WJ
冶金工业部

附2.2 常 用 材 料

附2.2.1 雷 当 材 料
1。钎杆及钎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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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空六角形针杆（YB2003一78）

中空六角形轩杆有Bx，及Ba两种规格，采用ZK55SIMnMo钢号制成，其主要尺寸见图
開-2-1及表附-2-2。

题
图附-2-1 中空六角形钎杆

囊附-2-2中宏六角形轩杆主要尺寸

通常 变 货 长度钎 尾长L内 切 同 直 径
(am》(mm)(om)

1800
180010522
2b00
220

10g 240026
'z600169

生产厂家，贵阳钢厂等

2）中空圆形钎杆（YB2004-78）
中空圆形钎杆有Da及Da两种规格，采用ZK35SMnMoV钢号制成，其主要尺寸见图

附-2-2及表附-2-3。

表端-2-3中空 ■形钥符定要尺寸

LuL:D 熊接方肉制纤原料名 称 (mm)(mm )(mm)

1000
30120032 左热轧中空国钢 I00
9012038

1006
801200$2 左冷拉中空题钢 1400
9012003B

生产厂家，贵阳厂等

8）中空钢（GB1301-77）
（Ⅰ）中空钢规格与凿岩机型关系如表附-2-4。

（2）中空钢长度，通常长度2～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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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2 中空圆形轩杆

表屠-2-4中虫钢规格及其与管者机置的关系

内切题京 纤尾尺寸理论重量内孔直径
相应配套的储薯机枣别径或外径加工方法名 i

(mm)(kr/m>(mm)《mm)

22× 108手持式，气码式，肉上或及2.03B3 得。
路 氧中空六角钢 25×169经型导轨式感岩机3,05B326 7,0

5.812.0D32
 见 32x976.01D38 12,0

重型导轨式禽岩机中空题制 38×*710,0D32 5,42
控 7.69D3B 14.0

（3）中空钢牌号及其选用如表附-2-5。

表霞-2-5中 空铜障 号及其造用

道用 于 岩 石淬火后洛氏 食孔然 国油 M作钎杆
硬度HRC钢 组 牌 号 岩石整圆性视度深度形状、尺寸獒 型涂色不小于

较竖国、坚因B22、B25小钎籽82（水淬）黄ZKT8融 素钙
逸 较坚固、坚固B2、B25小舒杆蓝61（袖率》ZK8C络 铜
浅 较篮固、坚固、很坚团B22、B小暂杆红63（油淬）ZK5SSlMnMo硅匿钼例

较坚固、坚固、很盗因中深 8～15D32.1大钎杆绎4（油淬）ZK85SiMnMoV础怪钼帆钢

生产厂家;昆明钢铁公司、黄阳制厂、抚顺新抚铜厂、事搞制厂.淀源钢厂等

2。硬质合金
1）硬质合金牌号
（1）硬质合金牌号及机械性能（Y9849-75）如表附-2-6。

（2）硬质合金牌号选用如表附-2-6及表附-2-7。

2）硬质合金型号
矿山硬质合金有硬质合金片（YB88-77）和硬质合金齿（GB2527-81）。

（1）硬质合金片，主要有K0、K1、K2和K318型，型号选择如表附-2-8。

（2）硬质合金齿（GB2527一81）

硬质合金齿适用于矿山氯进和石油开采使用的牙轮钴及潜孔钻钻进。

合金齿有五种∶球形齿、楔形齿、摊球齿、边楔齿和平顶齿。各种规格见表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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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a合盘牌号、性像及统用范围 表附-2-8

洛氏硬度执弯强度 密 度 参考价格
使 用 意 图不小于不 低于 性 能 比 较脚 号

〔元/kg）(g/cml)IIEA<× 10MPa)

用于煤田地质钻振帖头，钻碳度和时血性高于
YO8，使用强流近于 进软硬交互的地层;煤炎采是

中的手持式或支架式电钻钻YGa14.9～16,2Ydac 9,B145
头，钻进无短煮、坚硬和极坚
硬煤层

适于幅制练电钻。钻避不舍在矿用食金中，硬
黄铁矿的煤层和无烟煤展，钻度和耐磨性最高，钽14,0～1589,5YGs 145 进无硅化的片着、师盐及其他只能承受较小的冲击
同类岩层荷载，韧性较低

适于手持式或支絮式电钻帖制性高于YG6
头钻进坚蕴和凝坚硬然，无铜财畜栓低于YGs14.,6～14.96016YG8
燥展、及了=3以下的软卷层

造于镇解各类整钎头畅性高于YG8，近
于YG15，耐磨性高14.5～1从，自5175YOaC
于YG16

悉于肇制重型窗岩机幽竖和初性高于YG BC， 合金片&2～65
岩石的片状钎头和柱齿钎头;近于YG15，葡 腐性14~14.4YG11C B6,20 合金齿62～网各类牙轮钻头优于YG15

适于植邮各种钎头谢服模和矿用合金中，使用 合金片52～56
极坚测岩层互度最好，时畜性则13.8～14.2YG16 87210 合盒齿62-6保

生产F家;株洲、自食、旅顺、南晶等硬质合金厂

表常-2-7根基矿山者石条件捡幕使用的硬质合金脚号

擅 荐 使 用静号者石硬度系数
石岩 司 以 用主 要 用(f)

YGt YG62~4风化花岗料，风化千教岩、页岩、泥质页岩，粉各

YOtYogc6~石灰岩，藏化千故岩，砂岩，云母石茱片岩。砂质页岩，

板岩，硅化范质页岩

YG6C8-10花岗斑岩，角闪岩，硅质板卷，硅化灰料，大理岩，花岗

闪长岩 YO15YGBC10～12变质砂岩，花岗着，闪关岩，花岗班岩，避铁矿

YO8CYG1512～15砂着。石英岩，致密旋化白云岩，长石盖岩，坚硬硅化石

灰岩，闪长者，片麻岩，花岗岩
YG15YG11C15～18意密硅化石灰岩，花岗闪长着，花岗岩，是要石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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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 质含 金 片题号选 择 泰附-2-8

规 格 用 条强 号 造

〈1）镇制直径49mm以下幅面冲洗式一字杆头或整体纤子K026 K038
（2）某些酬品，如K0x4～K03可用于中心冲洗式大直径钎头K028 K64o
（3）K046和K04纂酮的杆头，重用于杆头的经向磨损大于合金片的高度磨损K0o Ko4zK0

K032 KD4A 的高粤擦性岩层
（4）厚度 Bmm的含金片造用于母磨擦性中硬岩展KQ34 K046

K036 K049
K113 K122 （1）建议用于十字形杆头感中心冲洗式直径为85mm的大杆头

K11 K124 〈2）也可用于普通一字形杆头
（3）厚度βmm的合金片适用于慨略擦性中原岩层K117 K120K1

K119 K128 
K120

K2型适于靠制备种形状的断续刃钎头，如-字形，十字形，三离形等;用于易K208
碎岩层和粉尘危害较大的矿山K210K2

K212
K81B擅合金片用于檩前一字形和十字形钎头，钻醋多要豫和不均匀的中硬以下K318
岩层

法，1。K滤同其后的第w个数字泰示型号;
2。Ko，K1和K3焙的两个数费示合金片宽度（mm），K2后际个贴表示直径（mm>，

表需-2-各种置号盒金货的舞指

平顶 齿边 凯 齿糖 球 齿楔 形 齿球 形 齿

PO404B1417Z0810X0810Q810 P007B1618Z0812X1011Q0812 PororB1419Z1011X1513Q301o Pw908Z11SX1215Q1012 P100Z1015X1218Q10 P109Z115X12iQ12s
Z1218X118Q116
Z15X1420Q12s
Z1418X1621Q1410
Z1413Q142z
Z1422Q1626
Z1625Q18z7

注，第一个辨音字母表示各型号的代号，紧跟其用的阴个数字表示合金齿的直径（mm），最后房个载 字表示合

企齿高宣（μm）。

3。压气胶管和输水胶管
压气胶管用于输送压缩空气，输水胶管用于一般糖水。

胶管能在-20～＋45℃的环境中使用，输送介质温度应不高于45℃。

胶管规格尺寸如表附-2-10及表附-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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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气 胶 管（GB1188-81） 表庸-2-10-r_-
皮 层 厚 配_（mm）公 称 尺寸 工 作 压 力"苯小于`

(mm) (0.1MPa)内 胶 层 外胶层

16,15I.01.5
B

13 1.

1.219
2.922

25 6,B,10
32
38 2.3
45

1;6

6,82.6

生产F象，广州胶管厂、开始按胶厂、北京象皮厂、新阳喻胶厂等。

表黔-2-11输 水 跷 管（GB1187--81）
厚_度（a

公 称 尺

（血m） 外 政内 胶 层

18
16 1.0

2,

32
123 2.8

4

64

1,B2,5

127
162

工作压力∶3，5，T（×0，MPa）

開2，2.2 炸 药

1。硝镀炸药（WJ29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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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铵炸药的技术性能如表附-2-12。

谓 使 炸两 的 技 术性盖 表路~2-12

兔爆距真不小于 炸药有效期内水 粉 爆 力炸 药药卷密度显 度(Ⅲmn)
不小于 有效期不小于不大于炸药名称

预婚原离不小于水份不大于（月）(aL>浸水前 浸水后(%) (g/em*)<me》 (%>(Da》

0,6350 300.95～1.101360 60.301号岩石硝
2.5306320502号 0.95~1.1012铵炸药 0.30
1,5、200,86～1,10 3o111号 40 40.50

露天硝 20 1,02600.86～1.IO2号 6800.50
1o2360.85-1,1铁炸药│ 520o.508号
20 1.026 8 25010.85～1,130特抗水 0，66

注，炸药有效期应制造完成之日起计算。

2。餐油炸药和按松蜡炸药（WJ610—77）;主要性能见表附-2-13。

表青-2-13被 随、破 检 蜡 坤 黄性 能

炸 性 能 炸芮保证期内
炸 狗水 份 药卷密度

鸡燥矩高 水 分房 燥 速变】燥 保证期(%) (Cm)炸药名称 <%)(cm)J(mL) (m/s)不小于 (mm>
（天）g/em)不小于 不大于不小于不低于不小于不小于漫水后浸水前】

0.图3300 15300 25 120,9～1,00.251号按治炸药
15钢管s30d 1.5250拥管180.8～0.90.802号按油炸药

1.5锅管38od 15钢管18 250-0.D～1.00.893号疲油炸药
0,51803300 8300120,8-1,00,261号铵松雌炸药
0.6300 12031012250.～1.0.252号核松墙炸药

3。硝化甘油炸药
在硝化甘油类炸药中，当其组分中含有硝化棉以吸收硝化甘油而成为可塑性胶体时则

称为胶质炸药，如不加硝化棉，则称为殖化甘油混合炸药。

（1）胶质炸药

常用胶质炸药质量标准及包装如表附~2-14、表附~2-15。

表附-2-14咬 质 炸 药 员 量 标 准

渗油油港 耐 冻 度安 定 度诱爆题离温 】晶 力
(t)(mm)75℃(mim)(mm)(mm)(mL)堤名 别 不大于不大于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

550 1015360箐毒
8??厨炸药 -2010 55015360耐冻

10 53D13300苷通
35??质炸药 -205102301330耐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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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最炸游包 骗易求 衰附-2-15

每 京 败量 链药 每包

<包） 意 数 净 散（kg）重 量（g）夏径（m□）

31.516031

胶质炸药密度大（1.4～1.6g/cm*）具有较高的爆破能力，且具有较强的抗水性能，
特别适用于坚硬岩石及水中施工爆破。

（ 2）硝化甘油混合炸药
硝化甘油混合炸药质量及包装规定如表附-2-16及表-2-17。

表略-2-16硝化甘油混合炸两质量标准

安定 霞诱燥距离猛 度爆 力
75℃{药卷直径）(mm)(mE)烟 格
(mln).不 小宇不 小 于不小于

105倍34~35060%
磁化甘油混舍炸慈 105 倍卫o20-34o50%

费留-2-17硐化甘油混合炸蒿包典规定

独每每盒数量离 包
净贯（h）（包）重量（g）长度（am》直径（mm）

I875
20100

硝化甘油类炸药只能在10～30℃的温度范围内保管，高于80℃的炸药容易干结硬化，

降低起景敏感度，低于10℃时就会冻绪。已冻结的硝化甘油炸药危险性很大，半冻结状态

下危险性更大，只要轻微碰击或药筒有些微弯曲就会爆炸。
硝化甘油炸药存放期不能超过8个月（从出厂时算起），如果存放时间较长，药卷表

面泌出液状硝化甘油受到轻微摩擦或撞击就会爆炸。

泰附-2-13浆 款 炸 蓄 空.要 饰 性能 表

改性白云10"田膏 财凉浆状炸两B浆状炸药4*浆状炸药项 目 1*浆状炸药浆状炸药

1,20～1,301,46～1,to1,14～1.31.15~1.21.15~1,30密度〔g/cm'） 8350～4034200～49t3590～430046Q0一5&e40～59Q意遗（m/a） 7880<4598临界直径（mm） 4,8-9,85-2.2~5.4-5,s氯平衡（??
4020～4O30-40最高温度（℃）

-2436-25最纸温度（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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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浆状炸药

浆状炸药主要爆炸性能见表附~2-18。
5.乳化炸药

儿种常用的乳化炸药爆炸性能如表附-2-19。
6。水胶炼药

水胶炸药的爆炸性能见表附-2-20，1983年煤炭部部颁标准（MT65-82）见表附-2-21。
水 取 声 调爆 你 性 能 衰者-2-20

幅 熟 炒药密度病 燥 距祭速猛度临界直径 辱 力
炸药名称

(kJ/×4,a (/em")(mm)(aL) (m/3》(mm) <mm)

1,00～1.20119290～904100～4600201型水胶炸药 16～18 25012~16
大于a0 1,08～1,341187～12SHJ-K塑水胶炸药 3500～390a大于I5 大于340

I，破-1，251100大于70CS-30重水胶炸药 354p- 40qo14～15小于12 -_-
囊附-2-2】煤炎部水胶炸苗售纸养准（MT65-82）

保 证 期诈药密度燥 德
抗 水 性传 燥炸药名称 起 爆 性 （月>(g/cm*)(m/a) -e-

漫于16~25℃2m，药4℃以上，大于o℃以上，3
名义值±.03r） 12水下4小时，a温1～25℃，维矿许用水胶炸药 】等于2500雷臂直接起燥 号雷管能引爆个传慢合格

附2，2.3 起 燥 慢 材

1。工业火雷管
火雷管用于直接或间接起爆各种炸药和导爆索。但禁止在有瓦斯、煤尘及其他矿尘燥

炸危险的场合下使用。
（1） 8号工业火雷管的技术条件（WJ1042-78）;

火雷管的尺寸见表附-2-22。

囊常-2-228号火雪警 的尺寸（mm）

如强增到鲁口距离加强幅传火孔直径长
轻肉管壳 材 料 《不小于）（不小于）《不小于》

101,96.15~a,3540金具壳
1B1,3B,15-6.545非金属亮

（2）包装及保证期
火雷管每盒装100发，每箱装50～75盒，保证期自制造日起为两年。

2。工业电篱管
（1）即发电雷管（WJ1043-78）

这种雷管可用于一切爆破，但铝壳电雷管不宜用在有沼气和矿尘较多的矿井和坑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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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发电雷管的尺寸和电性能见表附-2-23。

尺 寸 及 电 性 能 表附-2-23

发火电电阻分组范图之加爱摆液火 安全电流全电阻不小于全 长 内 径 (a>(O> 流不小于孔不小于 5mln不小于管壳材料
(mm) 镍络桥纹康钢桥丝(A)(A)康铜桥幺安路桥丝(mm)(mm)

0,056.5 0.7 0,80,31,9,15~6.35金脲壳 40
0.89.,30,76,31_915～B.35非金属壳

包装，每盒100发，每箱1000发。

保证期，自制造日期起为两年。
（2）秒延期电雷管（WJ1043-78）∶

秒延期电雷管不能用于有瓦斯、煤尘和其他矿尘爆炸危险的场合。

秒延期电雷管的延期时间见表附-2-24，其他技术条件与即发雷管同。

表则-2-24秒 蓬 期 时间

6321段 别

7,0+1,06.5+0,84.3+0.83.1+0,72,1+0,81.0+0.5不大于0，1延物时间（）

包装∶每盒100发，每箱1000发。
保证期。自制造日期起为两年。
（3）毫秒电雷管∶
毫秒电雷管尺寸见表附-2-25。

表附~2-25毫 秒 电 雷 管 尺 寸

大 内 曹imm》加 甄 幅（mm）管亮直径
毫秒电管臂分类 微火 孔外 轻传火孔外 径(mm)

2,6~3.56.192,,06.196,2金属壳六 号
2.5~3.5s,182.06.196.2金属壳 2.5~3,八 6.232.06.288.25纸 亮 2.0-2,56,232,06,25号 6.80麦料壳

延期时间及段别见表附-2-28。

包装及保证期，
电雷管每盒装100发，每箱装10盒;

保证期自制造日期起一般为两年，但纸亮为一年。 .

3。非电雷管（湖南器材厂产品）

各种非电雷管的段别及延时如表附-2-27。雷管威力同8号工业火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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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秒电量管能期时阀及股别 表附-2-28

延期时间延期时间 延期时间
段 别段 .别畏 别

(ns)(ms) (ms)

880±不大于13 250±25 153
1020±7o310±3025土30 169
3200士917即土3550±10 108

76+15 1400±1o018〈0±40114
1700±13019550士45310主15 12
20±150208650±30150式20 13,8

200+20 760±56147

表附~2-27颗别及延时

非电半秒雷管非电妙差雷管非 电毫 秒富曾
延 时延 时延 时驱 时死 时 默剧段别毁别段别 (B>段刑 (3)(s)《ms)(ms)

小于成等于0.313.1+2,8 19小于或等于0.7310土366小于戴等于18
0.5±0.A6z10 15,+3.02.0+0,82S8o±851025±102

11 1、0±0,1519.2+8,3.1+0.3480±40125土10

1.5*6.223,＋4.0 .124,3+1.04S50土4127518
2,0±D、255,6+1,1585Q土5013110±18
2,B±0.267.0+1,音760±6S160±20 148
3.0士0.278,7+1,r了8aD±8020+21 157

10,7+2.1826b±25

4。工业导火索（WJ641-83）

导火索适用于无爆炸性气体或粉尘的环境下延时传火，引爆火雷管或黑火药包。

技术要求;
（1）外径∶5.5±0.3mmy

（2）索卷长度;250m;

（3）喷火性能，在规定条件下，不小于50mm，

（4）燃烧速度。在正常状态下为100～125m/6J
（5）防潮性能。在20℃±10℃的一米深的静水中，浸四小时燃烧速度不变。

包装及保证期∶

（1）每篓（箱）四卷，计1000m。
（2）导火索必须贮存于干燥、通风、温度不超过40℃的库房中，使用保存年限为

两年。
5。工业导燥索

导烽索适用于无瓦斯、煤尘及矿尘爆炸危险的爆破作业中。

技术条件∶
（1）外径;不大于6.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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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卷长度，50m;
（3）爆速∶不小于 6500m/sy，

（4）起爆性能，2 m长的导爆索应能完全起爆一个200g的压装梯恩梯药块;
（5）防潮性能。在0.5m的静水中，浸24小时后，应传爆可靠。

（6）传爆试验;按规定的方法连接，用8号雷管起燥，应爆轰完全。
（7）在50℃±3℃条件下，保温6小时，用8号需管起册，应嫌囊完全，在-40℃±

3℃的条件下，冷冻 2小时后，应能保证结成水手结，并始爆轰完全。
包装及保证期;

（I）.每箱10卷，计500m;

（2）应贮存在通风干燥温度不超过40℃的库房。有效期2年。

6。YMB~1型双向毫秒继秦管
该继爆管是导燥索网路中起延期作用的一种起爆器材，起爆可靠，延时准确，联接时

不分方向，适于露天矿山和无瓦斯矿尘的井下爆破工程使用，其段别标准见表附-2-28。

表附-2-28及 别．标 猿

列系系 列

延时（ms）胶 别死时（ms）段 别段别 延时（ms）

80±465±1半段10±41 0±4710t2125±52
P0太420±3240±6
B0土4B30±855士7.4 100±41040±4475±85

5件土45100±9

包装和有效期。
（1）每盒装50发，每箱500发;

（2）有效期规定为两年。
7。导爆管
导燥管的主要性能。

（1）尺寸∶塑料管外径φ3.0mm;

（2）爆速，1950±50m/s;
（3）导电性能;导燥管在30千伏以下电压作用下，经330微法极距10直率，一分钟

电容放电不起燥。所以导爆管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和耐30千伏静电电压的能力，

（4）抗火焙性能，在明火上卷烟烧，不引爆;

（5）抗温性能，50℃±5℃～-20℃±5℃时起燥。传爆正常;

8。起爆感度∶一个8 号雷管通过塑料联结块应能起燥20根导爆管。

附2.2.4 无声破碎剂

1。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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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用于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构筑物的拆除（高层建筑物例外）;
2）可用于破碎各种岩石;
$）可用于切割花岗岩、大理石、汉白玉等贵重石材。
2。无声破碎剂型号及其与作业环境温度的关系如表附-2-29。

·
根条作业环算温度途务现号 泰背-2-28

适甩温度适用温度型 号 型 号生 产，草 位 (t)

大于5SCA-I JC-1-I20～35
隐材料学研究院中间 10-26JC-1-TsCA-I K0～25

φ~10JC-1-ISCA-I 占～1B试验厂（北京>
低于零度IC-1-TSCA-1

生产厂家，河南氯县静态燥破科研生产服务公司

3。无声破碎期的特性
（1）混凝土或岩石钻孔中产生膨胀压为300～500（×10'Pa）

（2）常温下被破碎物产生破裂所蓄时间，SCA型一般10~24小时，JC型一般4~24

小时。
（3）无声破碎剂不是易燃、易爆燥物品，不属于危险品。

（4）无声破碎剂属静态破碎剂，在破碎物料过程中不产生震动、噪声，飞石和有毒

气体，可在无公寄条件下安全作业。

4。包装及单价
无声破碎剂每塑料袋5g;每纸箱四袋，净重20kg。外形尺寸如表附-2-30。

我路-2-30年 箍 外 形 尺

生 广单 位型 号 包装外形尺寸（长×宽×高，cm）

建材料研院中间试验厂4C ×30× 18SCA
河南息县静态爆破料研生产服务公司47×24×15JC

单价，每吨约600元。

附2，2，5 支 护 材 料

I1。一般水泥
一般水泥技术性能见表附-2-31。

2。喷射混凝土用砂和石



赛附-2-31

一 般 水 混 技 术 性 能
软冻胶的强度〈×0.1MPa）

运 用 范 图
 能

性

水泥

26a 525z 226 2r6 3x4
期

(kg/m+).

抗折强度（×0.1MPa）
抗压强度（×0.1MPa）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构件要求早期婴
早期强度高，救密，抗冻抗渗雨富
lsl2lF

度高，拆模快的工程，严寒地区反复

160 2ad 29oj

性好，水化热高，对硫酸盐浸蚀性差

碰酸盐水泥

要冰冻的工程和水下工要，有抗渗要

a86 sae2
27d s40 s3o

（凌特兰水泥）
250-1450

求的工程。各种地下工程的喷射衬瘤

es`zz80

42s 62s 626-
(GB176-7?>

优先用于喷射混凝土，

早期强度较高，抗冻抗密。耐磨性
25025 344

丨12q 1602210 ro

其它大体同上。

普通硅酸盐水泥

较好。水化热较高，抗蚀性较差
482 按好。
37│46}54}s;

160 190 250ijs20 1o 28
13o 160o

不宜用于大体积混凝土工程

1z00-1400
（普通水泥）

so 5sa'rzl80
z2s 27s 32864;

《GB175-77》

适于大体积混凝土工额，伊宜用于
早期强度较低.后期强度增加较大，

│承截迟，并易保特湿病的工释，也可
抗硫酸性较好，耐热性好，水化热低，

矿道硅酸盐水泥

用喷射混凝土。不宣用于要求早期达
和易性差，部水性大，抗凉性差，干

10～130

到强度的工程，低温下要求烈度发展

《矿渣水泥）

滴性大

较快的工程和抗渗工程

2* 2zs 27s s2442 62s
(GB134-77)

通于大体积混凝土工程，地下水中
 抗蚀和优水性都较塑，抗彦性较好。

尤其滤水中的工程，概运合于兼汽养
水化热低。早期强度低，后期安度增

安业宽硅酸

护的构件和工程，出可用于实射灌高
长率较大，抗冻性擅、干缩性大

29l-s 22 6-
950～1200

土，不宜于平燥的环境中和能温下

《火山灰水泥）

-s 55ssj6r-

施工

GB13-7

最适于水工大体积混凝土施工。
干缩性小，投翼性好，和易性好，

粉煤灰水泥

不宜用于有截瘤要求的工程和铁湿
-水化热保。初期强度低，后期蛋度

6 a 290 -23 a as 2 5o

环填中施工，要求早强的混凝土

28 2a r7s szs 42 528 -4s 5o!ss ed 7z-长
(GB134-77

）一般水泥初凝时闻不得早于46分钟，终凝时间不得迟于12小时，  ） 生产厂囊，水填水泥厂、本源水泥厂。两用意口水弱广，年断水混六水量水能，就理本配广，覆州水泡厂剂多水泥r，断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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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射混凝土用砂的技术要求见表附-z-32。
喷射混凝土期砂约技术要求 表附-2-32

筛 孔 尺 寸 （mm） 0.15 1、200.30 5
20～65累计筛余（以重量??） 95～100 0~1070~ 9S

泥土、杂物含量（用冲洗方法试验）
按重量计，不大于（??

碰化物和硫酸盐含量《折算为SO，） i
按置量计，不大于（??

鲫色不应深于标准色，如深于标准色，则以混凝土进行强度有机质含量（用比色法试验）
对比试验加以复核

喷射混凝土用石的技术要求见表附-2-3。

破射混凝土用石的搜术要求 麦醋-2-33

10蝴 孔 尺 寸 （mm） 205颗粒
30～60 0～690～190累计筛余（以重量??）级配

石弊种 石碎品

以岩石试块《边长大于或等于5cm的立方体）
200在饱和状态下的抗压极限强度与混凝土设计标强度

号之比。不小于（??

软弱癞粒含量，按震量计，不大于〈??

15针状、片状颗粒含量，按重量计，不大于（?? I5
1泥土.杂物含量<用障洗法试验）按重量计，不大于（??

1破化物和硫酸盐含量《折算SO，）按置量计，不大于《??

颜色不应深于标准色，如深于标准色，则以混凝土进行有打，质含量（用比色法试验）
瘤度对比试验加以重桢

3。水泥速凝削
主要用于喷射混凝土，常用产品有红星一号、711和782水泥速凝剂，如表附-2-34。

裹臀-2-34水泥迭凝剂型号及其主奏性能

掺量（为水水 配 凝结时间（分）
诧重盘的百 男生产单位速凝剂

终凝分数） 初协聚名 称

782速凝剂相对于江墨一号和11速凝剂2-10鸡西市速聚剂厂红星一号 2.5～4 I~5--.· 而宫，它对入体和钢筋腐蚀甚微，由于粘性
或等于5}小于减第2.5～4上海硅酸盐制品厂?11 好，-次馈层厚度大，2B天抗压遏度较高，r-

但掺量多一倍，且第一天强皮发展较慢。不大于152～5上滤建酸盐制品厂 6~客782

水泥速凝剂使用前应按标准作水泥净浆凝结效果试验。速凝剂与水泥适应性指标控制
范围如表附-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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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凝剂与水泥适应性指标控制范围 表附-2-35

压 强 金水泥净浆一般凝结时i（min）
指标名称

28天渗与不掺速藻剂虽度比初 4小时（×0.1MPa）流动性

小F或 小于或
不小于70%不小于10控制范图 灵 好

绎于5 等于14

4。钢筋混凝土用热轧钢筋
热轧钢筋机被性能见表附-2-36。

热 粗钢筋 的机 微 性 能 我附-2-36

屈服 点心，抗拉强度 1伸长率直径 参考价格号钢 (%)(×inJQx10级 创 钢筋外形MPa` MPa) 冷驾6J;.
(m m) 元/t丨代 号牌 运 不 小 于

A3;A3; 180*21!3 号钢 5～40 3824 园25]I（24/38kg级> ADs d=a
1984年出/34 52 18p°8～25 人字形20MnSi20锰硅 151（34/52kg錾， 3228～40 50 d=3A 价格，

90" 入字形ziMnSi 38 168～40 582t疑社T(3I/58kg) As,Amd= 3a

40Si2MnV按储2锰钒 500～7090*
螺旋形65 851i3～284sSiMnV（5硅 餐钒置t5/8kg级） 1o 8

d=5a45Si2MnTi45i2锰铰 09～25MnSi
160"A5;AJ。 人字形5010～40 285号阀 35～45MiSi,d= 3AD5报附方

35Si2Mn V35注2锰银 90* 60～800要束读应 螺旋形3s3iMnV 6035硅锰钒 10~28 10
d=非J5睦2锰快丨36Si2MnTi

注，20ManSif经点标示准中16Ma
生产厂家∶鞍出、昆明，马鞍U、氢庆、首都钢铁公司、汉阳、上海新泸帮铁厂、抚顾沥抗销饮厂等

热轧钢筋的'外形尺寸见表附-2-37和表附-2-38。

热轧螺纹钢筋 （人字形、螺纹形） 表峰-.?.7—-.-.s-se--_一_-__-A-w—-
理论戴量（Lg/m计算蔽面（cmt）计踪直径（们 m）
—.-N".-.--w-A____
0,5S58 0.5027
5,i!710 0.7854
、*"a1.13112
2,514
1.R02.01116
2 小nD2.54518
2 u3.1422p

3.801 kr22
3k34.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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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衷

零较.m*~
建论碱量（kg/m）计算直径（mm ） 计算截面（cm*）

4.8308.1588
6.8103
7.,990J0.12036
9.87012.E794

注，成盘钢筋，谷盘重不小于35kg，直径10～40mm的直条钢影，长乐～12m。·

熟 轧 圆 铜 筋 表 附-2-88

藏面、积 理论重量理论重量魏，面积直名 直径（ma） {cm+)(em*> (kg/m)(mm) (kg/m》

0,154 ,48d 2.720.1963
8.8010.18r 220.2375 2.38b.5
4,1560.222 23 9,260,28276

3.550.33186.5
4.909&,302 8.850.384 25T
5,8090.3470。448 4.I7267.5
5.7280.395Q.5027
6.15a0.493 4.83e.6382 28
6,605 5.10.6I?0,785 2910
7.090,7sd0.950321
7.548 6.90.8881,131 811a

6.318,042$21.041.a2713
表，553 6.711,211.53914
9.079 7,181.39 841.78715
9.821 7,55351.582.0116
10,18 7,991,782,270]7

1l,34 B.90882.002,54518
12.5740 9.872,232.835

2,478,14220

5.坑木（GB142-84
皖宋树种及尺寸见表附-2-39。

表 附⋯2~39状*树 肿及尺寸-e----
种

检尺径 <cm）(m)

直接用，22，2，4，2.6，2，8，3.2 12-24针吁、园叶树种
连二用，4，5，5

注。（1）拟赤蔼、教香。泡铜，渗树、青槽，花横树种不得用作采据坑木，
（2）地方煤矿，经供需陶定，允许生产供应检尺长自l.4m起，检尺经》~10cm的坑木用料;開方收鼬与供应

的杭木用料，允许3m长级。

6.普通粘土砖（JCI49-73）
普通粘土砖体重一般为1，6～1.8t/m2，外形尺寸为240×115×53（mm）。标号分为∶

200、150、100、75和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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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2.6 工 程 机 械 轮 胎

常用的工程机械轮胎见GB1190-82，另有系列标准GB2980~82。
1。工程机械轮胎（GB1190-82）

该标准适用于自重型自卸车、装载机、挖掘机、铲运机、推土机和压路机等工程帆截
的充气轮胎。
工程机械轮胎和重型自卸车轮胎，用于工程机械的部分载重汽车轮胎 和工 业 车辆轮

胎，以及保留生产的工程机械轮胎的规格、基本参数和主要尺寸见表附-2-40、表附-2-41
和表附-2-42。

工程机械和量墨自师本轮治 囊微-2-4

蒸 本 新品主要尺寸多 散 门需型号 参考价格
面了 外轮缘允许花层 《元）轮胎观格 黄 一般T加深 无内胎有内胎高度 宽度使用 花查上覆查 <1984年

轮桐kmm)极 盆 图厂价〉（独m）

普 面 论 胎断通

18 1570TZ15-10520
1420137037514,00~24 越野 1.0 或TZGi24 1700

28
16

15461430越师 si 270011.28 4301E.00～25 2s
28
12

18.00-25 Z650187124 13,00l 63.5 1515越野 495
28 TZG1 TZG-W1

76结野 15,0ol 325021,06～25 575 175020 1ao0
越好 17.00 76o089 207842 e50 }24.00～35 2130

TZG-W1躯野 22、003,00～61 820 2gOE62 286o114
TzG-Ws

宽 胎盐 轮

157012 TZG1 TZ8-W2,1398越好 1350]44514,00} 317.5-25
170014

Tza-W2越好 ,50 63,23,8~25 16761815595 23001

TzG-W25.00]越好 89 z023282,5~29 ?51107s]2 7800

轮机路 腔压

TZ12-13
2658光面9.00-20 0027.0 6014 TZ16-78

生产厂家，河病、桂林、贵州轮胎厂，上海正泰、大中华戴胶厂等（表附-2-5、我附-2-51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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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分象建汽车轮胎和工五本辆轮助册手工阻机银 表师-2-4

新胎主要尺寸墓 本 参 数 参考价格
外 直 径断面层 （元》标轮胎规格 气门需型号

宽度 簧题花纹加深花盐越野花划允许使用轮辋轮 （13B4年
出厂价）最 （四mD）

8.00～16 4.50E TZ27455.00F 6.60BG 170 730
B 5.50F 6.0DG 780200 TZt-787.00～16 -
12

6 S,50F 820 TZ1a-883021s7.50～18 6.00G8
G,50H12

8 6.00T6,5 1Z1a-113 2k27.50-20 9336,0 215 $52-I0
TZ1b-66,50Ttz
TZ1a-5128,25~15 2356.00T 865B406.5 -
TZ1a-1438.50T 7,0 32910 6.5 9828,25～20 236 92974

358TZ1b-s312 7.0T7.0T5
,00Tr.5 TZ1a-113 41512 1030 1082599.00～20 10187, .50V 7,0T5* TZ1b-78 4d814

TZIa-1810.00~15 7.50V -93528016 7,5
TZ1b-106
TZ1-128 4BS7.50V8.012 1o7310655 Ko671000～20 7.5 273 622TZ1b-903.00V8.0V6L4

5612 TZ10-148.V8.5
B001411.00~20 1086 1300 1105293B.0

TZ1b-106a,50Y8.6V6" 34616

684TZ3a-Y43s.5Vg,svs14
12.00～20 1451125B.5 315

TZIb-105 7s4po.00V18

a.5s0V.Vs TZ18-143
8d.16 1226315 1as78.512，的~a4

TZ1-F6.0V

TZt-13
120o1177340 9026 9.0 -13.00~20

TZ1b-10s

TZa-143 107s18
1240 1265- 37510.014.00～20

TZ:b-105 I1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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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 浮生 产 的 轮 脸 表洲-2-42
..-.r-码-M-
参 数本基 参*价格新贻主要尺寸

最大负荷， kg相应允许标准 （元）层}花 气门嘴型号轮胎规格 气创 断面宽度外直径使用 H5km/b}3okm/hJ4sm/ （1984年×0.
轮辆 MPa)级 轮要 j出广价）兹 以 下{以 下 <an)改 

TZ1b-63710z23D1899越野 88.25～10

3756.5! A250 56006000 13602
T乙ib-10514.00~24

136538063507.0
43004850 1250450 13604s518.06～20 11425 5.25}置i

196dBDD 425 26016,00~24 535D3,2 5000.0evAl6 }越义
rzo1 2500478o47u80517.00~32 5.0!24越野 13.00

7388 1590 225018,00～2 650每 56005.5 690013,00
3eD1?7021.00~2 2200 73002.8 59015.00越野 7700

2。工程机械轮胎系列（GB238J- 8z）

该标准适用于重型自卸车、装线机、挖掘机、铲运机、推土机和压端机等的充气轮
胎。轮胎规格见表附-2-43至表附-2-46

普 谩 新 重 袋 的 表附-2-4

新脸主要尺寸船 参
外 直 径始 允许使用耘 准序 断面宽度轮 胎 养 萜

一般花纹 加深花纹
 辖轮 额钻 xmn)

A--rL
4.00EL,53E 170 730s6.0～18

203-5.5F -,8177.0)～8
Jz

6 5.50F6.&G 215 8207.50～10 4,50H12

号

2156,5 9355,07.50～20 10
12

8652856.51每，2心15 r-------__-·-..
16 235 9925,58.5～z0
12

12 7.5 10382507.05,09-2
14

⋯;-
7.60V 280 94616 7.(0.00~15 ---

12 280 i6738.010.060-20
I:

---..--L- Ln..-T.ia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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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新胎主要尺寸薄 舂
外 直 径允许使用标准层 断面宽度轮胎规格

一般花纹 加深花纹
论 朝轮颗级 (mm)(mm)

12
11058.5 20311.00~20 8.014 -

16
I4 315iz,00~20 11458.5 -- -
16

8,6oV
8.5V5* 315 1247B,E12.0~24 -16
8.00V

126o340 t17?9.013.00-20 16

I2
1300 13435010.01613.00~24

18

18 131r375 128510.014.00~20 20
12
16

1s70 142o37510,02014,00~24

28

16 1380 I44e- 4305tIr,2518,00~21
2o

12
18

1490 154843D6t11,2519.00~25 20
24

12
16

1671161549543.613.0201B.0～25
24
28

28 1320 187049563,513,0018.00~3 32

24 495 2226 2BI13.cD 7018.0～妈 28

18
100175o5757815.0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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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表

新脸主要尺寸本基 数参

外 直 径标港 允许使用层 断面宽度轮胎规格
一般花纹 加聚花纹

轮 4轮提级 (mm) 《mr)

28
15.00 7621.00～33 575 2005 2058J2

3

28
7815,00 240B575 23602,8～4 32

36

18
17.0 192389 187565024.00～25 24

30

24
8917,00 450 2023197524，阳～29 80

36

30
2178213089 65017,024.M0～35 3G

d

287828808917.00 B504224,00～48

3C
2830248565o8924.00～超 42 .17.80

48

24
2z4076so 229422,00 101.527.00～33 30

36

3e
285078519.50 27DdI1.527.00～4 42

48

28
2390320 2448s22.0030,06~83 84

40

4o

1s4 285D22.00 820 290830.00～51 4
82

42
127 69524.00 2995 306o30.0～SI 50

58

90 201012726.00 207836,00～L1 48
42

9分 318512728.00 323350S6,00～B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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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un'a=maaxm

新胎主墨尺寸翻置基

外 直 径层 标准 允许消用轮胎规格 断面宽度
加泵花较一般花纹

轮辋级 辆轮 (ma)

52
359360 3525109523、004D.00～57 152,5

6B

宽 莒 轮 胎 表略-2-4

新胎主要尺寸基
外宣 径允许使用标准晨 断西患度轮胎规熟

加谋花纹一般花较
轮氧 轮驳 (mm)

8 182112.0015.5～25 39533 1275

12
Id 13917.5~25 3814.0 238045

20
12

!S5020,5~2 52017,00 51 14981s
20
16

595 167S161523.5～25 63.519.5020
24 ·_-
16
20 17887e22.00 675 175026,6～28 24
28
18

7822.00 183828.5~2 多7522 1EKo
26
16

192325.00 Rg29,5~2 La757so22
28

16
22

25.00 20238929.5~29 750 1975
2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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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新胎主要尺寸参本蒸

、直 径面 标准 允许使用层轮胎规格
宽 月 加深花纹一般花纹

轮铜级 (mm)<mm)
22

750 z130B925.00 217829.5~35 28

26
845 240 229527,0o B839,25-3 32

26
8010128.00 2395 244933.5~票 32

38
30

94520t 2390 244731.003O37.2-35
4.2

28
955 2540 z60011432,0037.5~39 36

4d

6 2846955 290332.00 11437.5～51

低 新 置 舱 我常-2-45

参 数 新胎主要尺寸
轮胎规格 抢缘高度 允许使用舱额 断面宽度 州 直 径标准轮辆屋 级 (mm)

10
25.519 41D 107s141*/70～20

1t
10 41026,B13 117818/7q~24 14

压 路 机 论 脸 表附-2-46

新股主要尺寸本 参
F面宽度│ 外直径轮最高度 允许使用把胎规格

标准轮钢层 次 (mm) (mp)

256 10927，δ14.3，们~20

z8 107o8.011.6~20 16
s70 184016,D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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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2，7 矿用胶布导风筒

（1）导风筒规格与机械性能如表附-2-47。
矿用胶布导风简规格及机械性能 表附-2-47

机械性能不小于（×10N/2scm）直 径 参考价格
径向拉断强度 纬向拉断蛋度

元/10m(ma ) 纤维胶布玻穗混织较布│破璃纤维技布，玻

审3D～500，10～140200 250 300 350
φ500~700，140～200J10400 450 500 s00
◆700～800,200~246700 800

生产厂家，西北像胶广、重庆长江橡度厂、天律市像胶制品三厂等

（2）长度∶分5、10和20m三种。

谢2，2.8 调 滑 材 料

1。润滑油

润滑油牌号及用途见表附-2-48。
表附-2-48 滑_ 油

牌 号 用意及单价《元/t）标 准号名 称

SY1167-77 HQ-AD
HQ-6D 汽车、拖拉机的汽化器式发动机威其像机械设备
HQ-8

GB485-981机
单价，720～93DHQ-16

HQ-15
HC-B 魏油汽车，拖拉机和高速荣油机

SY1152-7 HC-1t
单价，1000～1250HC-14

HJ-5 高速低负荷机械高 速 GB486-77
单价，650～750HI-7机械油

150～500r/mln。整负荷机械 单价，650～85pHJ-10

5000r/min、100EW以下电机和一般液压系统 单价，550～50HI-20
中型机床和0转r/min以下，1M0～4o0W电机 单价，880~7s0HJ-8o机

HJ-40 中型矿山机械卷扬机 单价;680～750
GB43-64镇

负费大、转速低或时开时停的置型机械以及矿山机横和额医机械HJ-50 垫价;710～780.___________-__.___.
HJ-70 矿山机械和重型机床 单价，750～820

巨邀机求 单价，800～900HI-9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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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表

用途及单价（元/t）名 称 标 小号 号牌

50
70

90工 工业设备的齿轮I20业
SY1172-go 180齿

轮 200 雌价∶00～180（B0每～260号）
站 250

800

380
L-20 一般汽车。拖拉机和工程机械的货能SY10s-F7齿轮油

单价，72～9D0HL-3
HL57-22双菌线 双应健齿轮SYI102-77

齿轮油 HL57-28 单价，900～350T率80-9__________
HS-13 工作压力小于40×10"Pa的压缩机 单价，B00～1044SYiz6-77伍效机油
HS-10 压力大于40×10"Pa的压输机 单价∶1

HU-20
汽轮机 各种汽龄机FU-30

HU-4e油（透 GB237-81 HU-2*间用于风动工具淘滑系就

HU-45
平通） 单价，850～180

HU-55
HZ-23 机率和辛搞的车轴GB40-74车轴油
HZ-44 单价;800～72O

生产厂家∶大庆石油管理局、族滴厂，兰州练温广，成都石油化学厂等

2。滴滑脂
润滑脂牌号及用邀见表附-2-49。

凝附-2-48调 滑 ■

最高使用 用 速 及 单 价 《元/t》牌 号标 准 号名 荆 温度（C）

Z3-1 集中份监系统和汽车底盘摩擦槽等 单价，20065
一般中转速，轻负得，中小型机械;汽车，推控机和农机等 单价1250ZG-2 55
中负荷、中转速的各种中翼机械 单价，1800ZG-3GB49I-86 60

 mw的aP_⋯""_r____——ZG- 重负荷、转速的重型机魏设备80
ZG-6 单价;。1400-1500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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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高使用 用 遍 及 单 价 （元/t》名 称 脖号你 准号 盆度（j

ZG-2H合成钙 同努盖 2号40 -____--._-__—_—_———SYI40s-76
基调滑除 ZG-3H 同锈基3号60

汽车剂率弹算，吊车，起重机齿轮盘，矿山机械，较车齿轮，钢丝绳索，石易务盐 Z0-S 小于680SY1406-85
水泵，升降机的滑板及其它粗糙、重负荷的摩缘都位。 单价，2550调滑脂

ZFG-1
较高温条件下摩擦部位复合伤基 ZFG-2 具有一定的抗水性，可在癫温环境和与水接触的情况下工作

SY1407-75 20~150 有表面膜化的趋势，不宣长期储存zFG-8润滑脂
单价，1800ZFG-4

zPG-1H合成复
SY1415-80 适用于较高湿条件下摩擦位的桐滑。合例滥 ZPG-2

阀滑脂 ZPG-3H
ZL-1 系通用长寿命润滑珀，具有一定的抗水性和使好的积械安定性，可

取代钙差，钠粪及钙钠基响，广泛使用在高晶，寓虑、与水接触的备合成御基 ZL-2H 种机械设备的液动和滑动摩擦部位的润滑SYI143-80 120ZL- 银基脂不靠用大容器盛软，以免引起桥油，并不意与其它身类混合舞滑脂
使用ZL-4H
水泵、泥泵泵、擦兼设备及其它与水接触的工作机械测滑和防铜，SY1408-5B铅基润滑属 50
但耐温性脆

2FU-1H
撤于较高温度和潮湿杂件下如1号用于涂金工业靠中给脂系能，2号合威统 ZFU-2H

SY1414-80 用于中小电机、水表、鼓风机、汽车蔗盘，多号用于矿山机械和大中合翻盐 120ZFU-3H
电视，《号用于重负荷、抵转速的滑动触录润措四 ZRU-H
油景、水泵及在高压和粉低环境下工作的重亚机慎设备快描润滑腈 SY1406-74
惯蒜i安定性较差，不宜长原存放

ZN42-9 具有优隧输扰压性能却海滑性能。兼用于机率大教康擦郁分及其他
铁道润滑加 SY1411-7y

的高速高压的睾擦界面洞滑ZN42~8
ZN-2 汽率、拖控机、中亚皂机等遵免水和温气的库靠都位110钠 若

单价∶ 1700～180oGBS92-77 110ZN-8
狗看果 重危荷机械毒免水和温气的摩擦部位 单价，100ZN-4 120

ZN-1H 100合病钠基
SY1410-77 同钠基2号，3号

ZN-2H 100洞滑酯

ZGN-1 86 国度不大，但度教高条件下的电机、鼓网机、汽率，拖拉机和其他机务钠基
BY1408-77

ZGN-2 林设备的教录 单价，1600～1700润滑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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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廓 号 用 选 及 单 价 《元/t）标 液号名 称 擅度（心）

ZL-1 系通用长寿命润滑脂，具有一定的抗水性和钟好的机械安定性，可

取代钙基、钠基及钙钠基酯，广泛使用在高源、高速、与水换增的各ZL-2
SY1412-75 120种机械设备的旗动和滑动摩擦部位的润滑槭满陶不宣用大套器滤装，ZL-3

以免引起崭油，并不宜与其它血委混合使用 单价;200～8300ZL-4
生产厂家，玉门、无锡、兰州炼油厂，抚嚬石油工业总公司，成都石油化学厂等

附2，2.9 燃 料 油
1。汽油（GB484-77和GB489~77）
汽油主要作为汽化器式汽油发动机的燃料。根据发动机压缩比的大小选用汽油牌号，

一般压缩比在7以下的选用66号和70号汽油;压缩比7～8的选用75号或80号汽油，压缩比
8 以上的选用80～85号汽油。

汽油出厂价格（1984年? 月，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

RQ-66 560元/t
RQ-70 580元/t
RQ-75 620元/t

660元/tRQ-80 
700元/tRQ-85

2。灯用煤油（GB253-81）

1号、2 号煤油主要用作煤油灯和煤油炉的燃料，工业上可用作洗谦机件。灯油煤油
1984年出厂价为420～520元/t。

，重柴油（GB445-77）

本产品适用于中速和低速柴油机做燃料;10号重柴油适用于500-1000r/mi 的中速柴
油机，20号适用于300-700r/mi的中速柴油机，30号适用于300r/min以下的低迷柴油机。

重柴油参考价格（1984年出厂价）∶
RC;-10; 250～280元/t
RC3-20; 218～235光/t
RC;-30; 195～225元/t

4。轻柴油（GB252-81）

轻柴油适用于作1000r/m扣以上的高速柴油机燃料。
轻柴油参考价格（1984年出厂价）;

300～330元/t10号;
300～365元/t0号;
320～415元/t-10号，
340～405元/t-20号;
400～475元/t一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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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2.10 常 用 两 青

1，煤沥青（GB2290-80）

煤沥青分为低温沥青、中温沥青和高温沥青。生产厂家有，本溪钢铁公司焦化厂、包
头和酒泉钢铁公司等。

2。石油沥青

石油沥青根据用途不同分为道路石油沥青、建筑石油沥青、专用石油沥青和普通石油
沥青国种，其质量指标见表附-2-50。

石 池 汤 青 表南-2-50

肆 号 主 要 闸 论目项

10号慈筑石油沥青 适用于建筑工程作屋面和地下防水的胶结料及制造涂料
30号甲

和防腐绝级材料等。(GB4y4-78)
加号乙

200号

130号

道磨石油沥青 140号 适用于铺装道路及作屋面工程射结剂滤制作防水纸及绝
100号甲

默材科等，100号乙(SY1661-7T》

60号甲

60号乙
75号鲁理石油沥青

悉于道路和意筑工霜及制造油毡纸等防水材料86号
(SY1866-77) 86号

电览防潮、防腐用1号专用石油沥青
电气绝缘托减材料2号

(SYB1663-59)
配制油漆3号

生产厂家，天津市第一炼滴厂、她西石油五厂，安庆石油化工总厂等，出厂价85~150元/（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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