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07542464 B
(45)授权公告日 2019.01.25
(21)申请号 201710949772 .3
(22)申请日 2017 .09 .2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54246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 .01 .05
(73)专利权人 西安科技大学
地址 710054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雁塔路
58号
(72)发明人 马力 肖双双 王红胜
丁自伟

孙健东

(51)Int .Cl .
E21C 37/00(2006 .01)

E21C 41/28(2006 .01)
E21C 47/02(2006 .01)
审查员 曹莹莹

CN 107542464 B

(54)发明名称
一种露天煤矿单斗卡车工艺条件下抛掷爆
破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露天煤矿单斗卡车工艺条
件下抛掷爆破方法，
本发明通过调整抛掷爆破台
阶爆区横向布置及在抛掷爆破台阶的一端开设
开切口 ，
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剥离台阶高度，
减
少或避免半台阶划分对生产组织的影响，
提高挖
掘设备作业效率；
另一方面，
避免岩石台阶抛掷
爆破后爆堆在煤层推进方向上对煤台阶的掩埋，
保证煤台阶的正常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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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露天煤矿单斗卡车工艺条件下抛掷爆破方法，
所述露天煤矿的台阶包括采场台
阶和内排土场台阶，
所述采场台阶位于所述内排土场台阶的上方，
且所述采场台阶由上至
下依次包括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中部岩石剥离台阶、抛掷爆破台阶和煤台阶；
其特征在于，
所述抛掷爆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对所述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所述中部岩石剥离台阶和所述煤台阶按照设计的正常工
作参数推进；
2)相比于步骤1)中所述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所述中部岩石剥离台阶和所述煤台阶的推
进工作，
滞后所述抛掷爆破台阶推进作业；
3)在步骤2)中所述抛掷爆破台阶的一端设置有开切口，
所述开切口用来作为抛掷爆破
爆区的岩石抛掷堆积场所；
设置所述开切口的一端为所述抛掷爆破台阶中远离所述中部岩
石剥离台阶的一端；
在所述抛掷爆破台阶上设置的所述抛掷爆破爆区沿横向布置，
即沿所述开切口的方
向，
由此在所述抛掷爆破爆区形成的松散物料将沿纵向抛掷入所述开切口的内部；
4)待步骤3)中所述抛掷爆破爆区的一个爆区长度L1全部抛掷爆破完成后，
抛掷爆破工
作将转入下一幅爆区长度内作业，
前一幅抛掷爆破区内的爆堆依据单斗挖掘机作业参数划
分成合理剥离台阶数量，
由单斗挖掘机采装及卡车运输至所述内排土场台阶内排弃，
同时
按照正常的剥采工程程序及工作参数进行位于所述抛掷爆破台阶下部的所述煤台阶的推
进工作。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3)中，
所述开切口是通过掏
槽爆破技术形成的。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其特征在于，
在步骤2)中，
滞后所述抛掷爆破台
阶推进作业，
使所述抛掷爆破台阶在横向上水平长度达到L1+W，
W为上部岩石剥离台阶与中
间岩石剥离台阶之间的横向距离；
在步骤3)中，
所述抛掷爆破爆区的截面为长方形，
该长方
形的所述抛掷爆破爆区的长度为L1、
宽度为L2 ，
其中，
L2小于L1。
4 .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抛掷爆破爆区的长度L1是沿所
述抛掷爆破台阶的横向水平方向设置的。
5 .如权利要求1或3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开切口的宽度与所述抛掷
爆破爆区的宽度相同。
6 .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开切口的长度与所述抛掷爆破
爆区的长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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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露天煤矿单斗卡车工艺条件下抛掷爆破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露天煤矿开采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露天煤矿单斗卡车工艺条件下
抛掷爆破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露天煤矿采用抛掷爆破技术是指利用炸药爆破能量将一部分剥离物料抛掷到采
空区，
可以大幅度降低设备作业成本。特别是在单斗卡车工艺条件下，
利用爆堆沉降将抛掷
爆破台阶高度降低1/3左右，
再按照所采用的单斗挖掘机作业参数划分剥离台阶，
可以显著
提高设备作业效率。
[0003] 受露天矿煤田赋存特征影响，
当处于同一采掘带内的煤层倾角发生急剧增大时，
使上部岩石厚度显著增大并增加半台阶数量。为了避免或降低因为半台阶数量增多而引起
的生产组织困难，
现有技术采用的是在工作面选择局部采用抛掷爆破技术，
如图1所示，
采
用抛掷爆破后，
利用爆堆沉降可以起到一定的降段作用，
具体可以使露天矿场中的采场台
阶的高度降低，
例如：
原来45m高的台阶，
爆破后会降低部分高度，
仅剩30m左右高度的台阶。
如图2所示，
当按照图1中的露天煤矿局部抛掷爆破爆区布置方式进行抛掷爆破后，
虽然能
降低采场台阶的部分高度，
但是从岩石抛掷爆破台阶与下部煤层开采的开采程序看，
定向
抛掷的岩石在横向上对下部煤台阶掩埋，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增加了后期清理的工作量，
使采煤工作不能正常推进，
降低了工作效率。
[0004] 因此，
需要提供一种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不足的改进技术方案。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中抛掷爆破后煤台阶顶部爆堆二次剥离及煤
台阶顶面清理作业量大的问题，
提供一种露天煤矿单斗卡车工艺条件下抛掷爆破方法。本
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能显著减少对抛掷爆破后煤台阶顶部爆堆二次剥离及煤台阶顶面清
理作业量，
通过优化单斗卡车工艺条件下抛掷爆破方法，
保证下部煤层揭露及正常采煤推
进。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露天煤矿单斗卡车工艺条件下抛掷爆破方法，
所述露天煤矿的台阶包括采场
台阶和内排土场台阶，
所述采场台阶位于所述内排土场台阶的上方，
且所述采场台阶由上
至下依次包括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中部岩石剥离台阶、
抛掷爆破台阶和煤台阶；
所述抛掷爆
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对所述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所述中部岩石剥离台阶和所述煤台阶按照设计的正
常工作参数推进；
[0009] 2)相比于步骤1)中所述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所述中部岩石剥离台阶和所述煤台阶
的推进工作，
滞后所述抛掷爆破台阶推进作业；
[0010] 3)在步骤2)中所述抛掷爆破台阶的一端设置有开切口，
所述开切口用来作为抛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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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爆区的岩石抛掷堆积场所；
设置所述开切口的一端为所述抛掷爆破台阶中远离所述中
部岩石剥离台阶的一端；
[0011] 在所述抛掷爆破台阶上设置的所述抛掷爆破爆区沿横向布置的，
即沿所述开切口
的方向，
由此在所述抛掷爆破爆区形成的松散物料将沿纵向抛掷入所述开切口的内部；
[0012] 4)待步骤3)中所述抛掷爆破爆区的一个爆区长度L1全部抛掷爆破完成后，
抛掷爆
破工作将转入下一幅爆区长度内作业，
前一幅抛掷爆破区内的爆堆依据单斗挖掘机作业参
数划分成合理剥离台阶数量，
由单斗挖掘机采装及卡车运输至所述内排土场台阶内排弃，
同时按照正常的剥采工程程序及工作参数进行位于所述抛掷爆破台阶下部的所述煤台阶
的推进工作。
[0013] 在如上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优选地，
在所述步骤3)中，
所述开切口是通过掏槽爆
破技术形成的。
[0014] 在如上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优选地，
在所述步骤2)中，
滞后所述抛掷爆破台阶推
进作业，
使所述抛掷爆破台阶在横向上水平长度达到L1+W；
[0015] 在所述步骤3)中，
所述抛掷爆破爆区的截面长方形，
该长方形的所述抛掷爆破爆
区的长度为L1、
宽度为L2 ，
其中，
L2小于L1。
[0016] 在如上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优选地，
所述抛掷爆破爆区的长度L1 是沿所述抛掷
爆破台阶的横向水平方向设置的。
[0017] 在如上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优选地，
所述开切口的宽度与所述抛掷爆破爆区的
宽度相同。
[0018] 在如上所述的抛掷爆破方法，
优选地，
所述开切口的长度与所述抛掷爆破爆区的
长度相同。
[0019] 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异效果：
[0020] 本发明能够通过调整抛掷爆破台阶爆区横向布置及在抛掷爆破台阶的一端开设
开切口，
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剥离台阶高度，
减少或避免半台阶划分对生产组织的影响，
提
高挖掘设备作业效率；
另一方面，
避免岩石台阶抛掷爆破后爆堆在煤层推进方向上对煤台
阶的掩埋，
保证煤台阶的正常推进。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现有技术中露天煤矿局部抛掷爆破爆区布置示意图；
[0022] 图2为图1中抛掷爆破后的A-A处的剖面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提供的露天煤矿局部抛掷爆破爆区布置示意图；
[0024] 图中：
1-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2-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3-中部岩石剥离台阶；
4-中部
岩石剥离台阶；
5-抛掷爆破台阶；
6-煤台阶；
7-煤台阶；
8-内排土场台阶；
9-内排土场台阶；
10-内排土场台阶；
11-开切口。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
完整地描述，
显然，
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
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
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
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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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参考附图并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
在不冲突的情
况下，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7]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
术语“纵向”、
“横向”、
“上”、
“下”、
“前”、
“后”、
“左”、
“右”、
“竖
直”、
“水平”、
“顶”、
“底”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
仅是
为了便于描述本发明而不是要求本发明必须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
因此不能理解为对
本发明的限制，
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的具体
含义。
[0028] 如图1所示，
为现有技术中的一种露天煤矿局部抛掷爆破爆区布置形式，
该露天煤
矿的台阶包括采场台阶和内排土场台阶10，
采场台阶位于内排土场台阶10的上方，
且采场
台阶由上至下依次包括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中部岩石剥离台阶、
抛掷爆破台阶5和煤台阶；
上部岩石剥离台阶由上部岩石剥离台阶1和上部岩石剥离台阶2组成，
中部岩石剥离台阶由
中部岩石剥离台阶3和中部岩石剥离台阶4组成，
煤台阶由煤台阶6和煤台阶7组成，
内排土
场台阶由内排土场台阶8、
内排土场台阶9和内排土场台阶10组成。其中，
抛掷爆破台阶5中
的抛掷爆破爆区是沿着抛掷爆破台阶5纵向设置的 ，
在靠近中部岩石剥离台阶3的一端设
置，
即抛掷爆破爆区设置在抛掷爆破台阶5的左端(图1中所示) ，
其爆区的截面为长方形，
该
长方形爆区的长度为L1、
宽度为L2 ，
L2小于L1 ，
抛掷爆破台阶5横向上水平长度为L2+W(沿抛掷
爆破台阶5的宽度方向) ，
该长方形爆区的宽度L2是沿抛掷爆破台阶5的宽度方向设置的。如
图2所示，
采用图1中的露天煤矿局部抛掷爆破爆区布置形式抛掷爆破后虽然能降低了台阶
的部分高度，
但是从岩石抛掷爆破台阶与下部煤层开采的开采程序看，
岩石向采空区定向
抛掷方向对下部煤台阶6和煤台阶7掩埋，
这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增加了后期清理的工作量，
使采煤工作不能正常推进，
降低了工作效率。
[0029] 如图3所示，
为本发明中露天煤矿局部抛掷爆破爆区布置形式，
该露天煤矿的台阶
包括采场台阶和内排土场台阶10，
采场台阶位于内排土场台阶10的上方，
且采场台阶由上
至下依次包括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中部岩石剥离台阶、
抛掷爆破台阶5和煤台阶；
上部岩石
剥离台阶由上部岩石剥离台阶1和上部岩石剥离台阶2组成，
中部岩石剥离台阶由中部岩石
剥离台阶3和中部岩石剥离台阶4组成，
煤台阶由煤台阶6和煤台阶7组成，
内排土场台阶由
内排土场台阶8、
内排土场台阶9和内排土场台阶10组成。其中，
抛掷爆破台阶5中的抛掷爆
破爆区是沿着抛掷爆破台阶5横向设置的，
其爆区的截面为长方形，
该长方形爆区的长度为
L1 、
宽度为L2 ，
L2小于L1 ，
抛掷爆破台阶5横向上水平长度为L1+W(沿抛掷爆破台阶5的宽度方
向) ，
该长方形爆区的长度L1是沿抛掷爆破台阶5的宽度方向设置的。在抛掷爆破台阶5的一
端设置有开切口11，
开切口11用来作为抛掷爆破爆区的岩石抛掷堆积场所；
设置开切口11
的一端为抛掷爆破台阶5中远离中部岩石剥离台阶3的一端(图3中在抛掷爆破台阶5的右端
设置有开切口11) ；
在抛掷爆破台阶5上设置的抛掷爆破爆区沿横向布置的，
即沿开切口11
的方向，
由此在抛掷爆破爆区形成的松散物料将沿纵向抛掷入开切口11的内部；
开切口11
的长度与抛掷爆破爆区的长度L1相同，
开切口11的宽度与抛掷爆破爆区的宽度L2相同。
[0030] 在本发明中，
是把煤层(煤台阶)上部的岩石剥离掉并排弃至采空区，
形成内排土
场，
然后把煤采出来。
[0031] 为了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露天煤矿局部抛掷爆破爆区布置形式，
本发明还提供了
一种露天煤矿单斗卡车工艺条件下抛掷爆破方法，
该抛掷爆破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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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保证抛掷爆破台阶5在横向上有足够的爆区长度，
使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中
部岩石剥离台阶和煤台阶按照正常工作参数推进；
[0033] 2)相比于步骤1)中上部岩石剥离台阶、
中部岩石剥离台阶和煤台阶的推进工作，
滞后抛掷爆破台阶5的推进作业使其在横向上水平长度达到L1+W；
[0034] 3)在步骤2)中抛掷爆破台阶5的一端设置有开切口11，
开切口11用来作为抛掷爆
破爆区的岩石抛掷堆积场所；
设置开切口11的一端为抛掷爆破台阶5中远离中部岩石剥离
台阶的一端；
在抛掷爆破台阶5上设置的抛掷爆破爆区沿横向布置的 ，
即沿开切口11的方
向，
由此在抛掷爆破爆区形成的松散物料将沿纵向抛掷入开切口11的内部；
[0035] 其中，
抛掷爆破爆区的截面长方形，
该长方形的抛掷爆破爆区的长度为L1 、
宽度为
L2 ，
其中，
L2小于L1。开切口11的长度与抛掷爆破爆区的长度相同，
开切口11的宽度与抛掷爆
破爆区的宽度相同。
[0036] 4)待步骤3)中抛掷爆破爆区的一个爆区长度L1全部抛掷爆破完成后，
抛掷爆破工
作将转入下一幅爆区长度内作业，
前一幅抛掷爆破区内的爆堆依据单斗挖掘机作业参数划
分成合理剥离台阶数量，
由单斗挖掘机采装及卡车运输至内排土场台阶内排弃，
同时按照
正常的剥采工程程序及工作参数进行位于抛掷爆破台阶下部的所述煤台阶的推进工作。
[0037] 在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中 ，
优选地，
开切口11是通过掏槽爆破技术形成的 ，
具体
为：
开切口11就是先把岩石掏出来形成一个空区，
然后为爆区抛掷爆破提供自由面并抛掷
进去。
[0038] 由上述可知，
本发明中的抛掷爆破爆区形成的松散物料将沿纵向抛掷入开切口11
的内部，
而不会造成爆破后的物料对下部煤台阶的掩埋。
[0039] 在本发明中，
露天煤矿单斗卡车工艺是指在露天煤矿的开采工作中采用的是单斗
挖掘机采装和卡车进行运输岩石(如步骤4)中所描述的)。
[0040] 在本发明中，
采用本发明提供的露天煤矿局部抛掷爆破爆区布置形式所进行的抛
掷爆破方法一方面能利用抛掷爆破后的爆堆沉降来降低剥离台阶数量；
另一方面避免正常
抛掷爆破后对下部煤台阶的掩埋(如图1和图2所示)，
显著降低选采难度和贫化率影响。
[0041] 综上所述，
本发明能够通过调整抛掷爆破台阶爆区横向布置及在抛掷爆破台阶的
一端开设开切口，
一方面能够有效降低剥离台阶高度，
减少或避免半台阶划分对生产组织
的影响，
提高挖掘设备作业效率；
另一方面，
避免岩石台阶抛掷爆破后爆堆在煤层推进方向
上对煤台阶的掩埋，
保证煤台阶的正常推进。
[004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 ，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在本发明待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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