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296578.6

(22)申请日 2021.03.19

(71)申请人 代县双立选厂

地址 034200 山西省忻州市代县聂营镇黑

石沟

(72)发明人 刘海军　沈岳文　张韶敏　聂亮　

王宝军　高卫东　张梦杰　刘小坡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辰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619

代理人 佟林松

(51)Int.Cl.

E21F 15/00(2006.01)

B28C 7/00(2006.01)

B28C 5/00(2006.01)

B01D 36/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

置联合处置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和

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该联合处置系统由一组

或多组轮式捞沙机、高效浓密机、盘式双真空过

滤机、一级或多级泵站、深锥浓密机及配套的剪

切输送系统、立式搅拌桶、充填工业泵组成。本发

明提供的联合处置方法可对来自选矿厂的全尾

砂进行高效综合处理，整个系统采用连续进料连

续出料方式来实现干排和膏体堆存过程的连续

进行，兼顾干排、尾矿膏体堆存两个功能。本发明

可以同时很好地解决采空区充填和尾矿堆存两

个难题，大大降低了尾砂处置成本，最大限度地

利用尾沙，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尾矿库的安全。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2页

CN 113217090 A

2021.08.06

CN
 1
13
21
70
90
 A



1.一种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1)将全尾砂自流或泵送至捞沙机，筛选得到细尾砂；将细尾砂自流或泵送至高效浓密

机，将高效浓密机的底流自流或泵送至盘式双真空过滤机矿箱和泵站矿箱；

(2)对于自流或泵送至盘式双真空过滤机矿箱的高效浓密机的底流，经双真空干燥后

得干排，废水输送至高效浓密机；同时，由絮凝剂添加系统将絮凝剂送至高效浓密机中，进

行絮凝沉降，然后对沉降物进行浓缩脱水；

(3)对于自流或泵送至泵站矿箱高效浓密机的底流，经泵站输送至深锥浓密机进行浓

缩至膏体；

(4)对步骤(3)得到的膏体进行(a)或(b)的处理：(a)当需要排放时，将所述膏体通过剪

切泵排放至尾矿库，沉淀后用挖机车进行干排；(b)当需要充填时，将所述膏体自流或剪切

泵送至搅拌桶，同时由水泥添加系统将水泥加入中，使所述膏体与所述水泥充分搅拌，将搅

拌得到的产物自流或泵送至采矿区和/或塌陷区进行充填。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中，所述捞沙机为轮式捞沙机。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1)中，所述高效浓密机产生的溢流水按照下组处理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处

理：输送至选厂高水位池、用于所述絮凝剂添加系统用水、用于所述搅拌机用水、用于管路

清洗用水、用作充填工业泵的冷却水。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2)中，所述絮凝剂添加系统包括溶解槽和计量泵。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所述深锥浓密机产生的溢流水按照下组处理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处

理：输送至选厂高水位池、用于所述絮凝剂添加系统用水、用于所述搅拌机用水、用于管路

清洗用水、用作充填工业泵的冷却水；

优选地，所述深锥浓密机的清水层侧壁设有至少一个出液管路，由所述出液管路排出

的水按照下组处理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处理：用于絮凝剂稀释用水、用于搅拌机用水、

用于稀释膏体浓度、用于管路冲洗、用于消防用水、用于泵冲洗、用于深锥浓密机清理、用作

充填工业泵的冷却水。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在所述搅拌机的搅拌过程中，可根据需要添加粗骨料、细骨料或外加剂；

优选地，所述粗骨料、细骨料和外加剂分别通过粗骨料添加系统、细骨料添加系统和外

加剂添加系统进行添加至所述搅拌机中。

优选地，所述粗骨料、细骨料和外加剂分别存放于粗骨料仓、细骨料仓和外加剂仓中；

优选地，所述粗骨料和细骨料通过圆盘给料机和皮带秤给到所述搅拌机中，添加量由皮带

秤进行控制；优选地，所述外加剂通过螺旋输送机送至所述搅拌机中，由微粉秤控制添加

量。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粗骨料为碎石、水淬渣或戈壁集料，所述粗骨料的尺寸为2mm‑20mm；

优选地，所述细骨料为库存尾砂或棒磨砂，所述细骨料的尺寸为0.2mm‑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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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外加剂为泵送剂、缓凝剂、速凝剂或粉煤灰。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3)中，所述水泥添加系统包括水泥仓和螺旋输送机；

优选地，所述水泥仓顶部设有除尘器；

优选地，所述螺旋输送机用于计量和输送水泥。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4)中，将所述搅拌得到的产物自流或通过充填工业泵泵送至采矿区和/或塌陷

区进行充填。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3217090 A

3



一种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山尾砂处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

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也逐渐攀升，选矿厂精矿产量增加的

同时，尾矿产出量也大幅增加。根据2012年安全生产的相关规定，新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必须对能否采用充填采矿法进行论证，并优先推行充填采矿法。在此条件下，充填采矿法在

矿山中的应用比重不断增加，其工艺技术近年来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0003] 随着矿山大型化的发展，低浓度尾砂直接排放已无法满足现代矿山安全、环保、高

效的要求，现场实践也证明，低浓度尾砂排放对尾矿库的危害巨大，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去精心维护，一旦维护不当还有溃坝的危险。

[0004] 尾矿干排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一项尾矿处置新工艺，是指经选矿流程输出的尾矿

浆经多级浓缩后，再经脱水振动筛等高效脱水设备处理，形成含水小、易沉淀固化和利用场

地堆存的矿渣，矿渣可以转运至固定地点进行干式堆存。

[0005] 然而，常规的尾砂干排处置方法仍然存在处理方案单一、尾矿库饱和、全尾砂得不

到有效利用等问题，难以同时解决尾砂堆存和空采区这两个难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

法。该方法所涉及的系统包括轮式捞沙机、高效浓密机、盘式双真空过滤机、深锥浓密机及

剪切输送系统、絮凝剂添加系统、水泥添加系统、和膏体搅拌输送系统。

[0007] 为此，本发明提供一种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其

包括：

[0008] (1)将全尾砂直接自流或泵送至捞沙机，筛选得到细尾砂；将细尾砂自流或泵送至

高效浓密机，将高效浓密机的底流自流或泵送至盘式双真空过滤机矿箱和泵站矿箱；

[0009] (2)对于自流或泵送至盘式双真空过滤机矿箱的高效浓密机的底流，经双真空干

燥后得干排，废水输送至高效浓密机；同时，由絮凝剂添加系统将絮凝剂送至高效浓密机

中，进行絮凝沉降，然后对沉降物进行浓缩脱水；

[0010] (3)对于自流或泵送至泵站矿箱高效浓密机的底流，经泵站输送至深锥浓密机进

行浓缩至膏体；

[0011] (4)对步骤(3)得到的膏体进行(a)或(b)的处理：(a)当需要排放时，将所述膏体通

过剪切泵排放至尾矿库，沉淀后用挖机车进行干排；(b)当需要充填时，将所述膏体自流或

剪切泵送至搅拌桶，同时由水泥添加系统将水泥加入中，使所述膏体与所述水泥充分搅拌，

将搅拌得到的产物自流或泵送至采矿区和/或塌陷区进行充填。

[0012] 来自选矿厂的全尾砂一般具有浓度较低的特点，直接处理的难度和成本较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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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提供的方法可对直接来自选矿场的全尾砂进行高效处理。不过，这并不表示限定本发

明的方法仅适用于直接来自选矿厂的全尾砂或者仅适用于低浓度尾砂。根据本发明，全尾

砂经自流或泵送至捞沙机，通过调整捞沙机的筛孔尺寸可捞出符合干排的尾砂或者细度模

数满足要求的尾砂用于出售。捞完之后的细尾砂全部自流至高效浓密机，浓密机溢流回选

厂高位水池，底流自流至盘式双真空过滤机矿箱和泵站矿箱。盘式双真空过滤机矿箱的尾

砂经双真空过滤机过滤后干排。泵站矿箱尾砂经泵站输送至深锥浓密机进行二次浓缩，这

部分尾砂需要膏体排放时，深锥膏体底流由剪切泵直接排放至尾矿库，沉淀后即可用挖机

装车干排；需要膏体充填时由剪切泵泵送至搅拌机，与水泥充分混合后自流或泵送至采场

或塌陷区。

[0013] 根据本发明，高效浓密机主要是对全尾砂进行初级脱水，脱水后会大大缩小后续

深锥浓密机的选型、降低投资和运行成本。同时它还可以处理选厂各路废水，比如车间地面

冲洗水，过滤机废水等。而深锥浓密机主要用来对高效浓密机浓缩后的尾砂进行深度脱水

至膏体。深锥浓密机的直径取决于分过来的尾砂固体量和小时方量，高度由处理量和底流

浓度综合决定，浓密机锥角由尾砂底流浓度、耙架运行扭矩综合决定。对于深锥浓密机的数

量，优选为一台，如果尾砂量太大可以为2台以上，总之要求尽量减少深锥浓密机的数量。

[0014] 絮凝剂添加系统与高效浓密机、深锥浓密机配套使用。主要用来加快尾砂沉降速

度，提高浓密机沉降、脱水效率。絮凝剂添加系统由絮凝剂、溶解槽和计量泵组成。絮凝剂与

尾砂混合时要确保尾砂浆的浓度。

[0015]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捞沙机为轮式捞沙机。

[0016] 进一步，步骤(1)中，根据选厂至所述捞沙机给料槽的输送阻力，选择通过自流的

方式或者通过泵送的方式，将所述全尾砂送至所述捞沙机。

[0017]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高效浓密机产生的溢流水按照下组处理方式中的一种或

几种进行处理：输送至选厂高水位池、用于所述絮凝剂添加系统用水、用于所述搅拌机用

水、用于管路清洗用水、用作充填工业泵的冷却水。

[0018] 进一步，步骤(2)中，所述絮凝剂添加系统包括溶解槽和计量泵。

[0019] 根据本发明，絮凝剂添加系统与高效浓密机配套使用，主要用来加快尾砂沉降速

度，提高浓密机的沉降、脱水效率。

[0020] 进一步，步骤(3)中，所述深锥浓密机产生的溢流水按照下组处理方式中的一种或

几种进行处理：输送至选厂高水位池、用于所述絮凝剂添加系统用水、用于所述搅拌机用

水、用于管路清洗用水、用作充填工业泵的冷却水。

[0021] 进一步，步骤(3)中，所述深锥浓密机的清水层侧壁设有至少一个(例如一个、两个

或三个)出液管路，由所述出液管路排出的水按照下组处理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处理：

用于絮凝剂稀释用水、用于搅拌机用水、用于稀释膏体浓度、用于管路冲洗、用于消防用水、

用于泵冲洗、用于深锥浓密机清理、用作充填工业泵的冷却水等。

[0022] 进一步，步骤(3)中，根据需要排放或者需要充填，所述剪切泵可切换膏体的输送

方向，使所述膏体送至尾矿库或者搅拌桶。

[0023] 进一步，步骤(3)中，在所述搅拌机的搅拌过程中，可根据需要添加粗骨料、细骨料

或外加剂。

[0024] 粗骨料与细骨料主要用来调节膏体配比，进而对膏体流动性和力学性能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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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当全尾砂细颗粒含量较多或者含泥量较多时，而所需强度又较高时，适当增加粗骨料和

细骨料，有利于膏体强度提升。

[0025] 进一步，所述粗骨料、细骨料和外加剂分别通过粗骨料添加系统、细骨料添加系统

和外加剂添加系统进行添加至所述搅拌机中。

[0026] 进一步，所述粗骨料、细骨料和外加剂分别存放于粗骨料仓、细骨料仓和外加剂仓

中；所述粗骨料和细骨料通过圆盘给料机和皮带秤给到所述搅拌机中，添加量由皮带秤进

行控制；所述外加剂通过螺旋输送机送至所述搅拌机中，由微粉秤控制添加量。

[0027] 根据本发明所述的粗骨料和细骨料仓，可通过室内实验，对各组分的配比进行优

化调整，达到降低水泥单耗、提高充填强度的目的。

[0028] 进一步，所述粗骨料可以为碎石、水淬渣、戈壁集料等材料，粗骨料尺寸为2mm‑

20mm。

[0029] 进一步，所述细骨料可以为库存尾砂、棒磨砂等材料，细骨料尺寸为0.2mm‑2mm。

[0030] 进一步，所述外加剂添加系统根据膏体输送和凝结性能需要进行选择；所述外加

剂可以为泵送剂、缓凝剂、速凝剂、粉煤灰等材料。

[0031] 进一步，步骤(3)中，所述水泥添加系统包括水泥仓和螺旋输送机。

[0032] 进一步，所述水泥仓顶部设有除尘器。

[0033] 进一步，所述螺旋输送机用于计量和输送水泥。

[0034] 进一步，步骤(4)中，将所述搅拌得到的产物自流或通过柱塞泵(或称充填工业泵)

泵送至采矿区和/或塌陷区进行充填。

[003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技术效果：

[0036]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能够将选厂尾砂全部干排或者膏体堆置处理，并可提前提取有

用的砂用于销售或干排，大大降低了后续设备投资。被轮式捞沙机捞过后的偏细尾砂可干

排或经深锥浓密机二次浓缩后进行膏体处置，再根据现场需求决定膏体尾矿的去向。即一

套浓密系统兼顾充填和尾矿膏体堆存两个功能。

[0037] 根据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在充分利用系统的同时，可以实现高质量的膏体充填，同

时也能实施膏体排放技术。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整个联合处置系统由一台或多台轮

式捞沙机、高效浓密机、双真空盘式过滤机、一级或多级泵站、深锥浓密机、搅拌及输送设备

组成。大流量低浓度的选厂全尾砂自流或泵送至捞沙机，经打捞粗沙后，细沙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直接由双真空过滤机过滤干排，另一分部全部打入深锥浓密机制备成膏体。深锥浓

密机底部需要膏体排放时，由剪切泵直接输送至尾矿库，沉淀后可直接用挖机装车干排。需

要膏体充填时，由剪切泵直接输送至搅拌机，与水泥混合均匀后自流或泵送至采场或塌陷

区。第二，捞沙机的加入和高效浓缩机的设计大大的降低了深锥浓密机的选型和运行成本，

工艺流程简单、浓缩时间短、砂浆浓度均匀。同时，采用连续进料连续出料方式以实现浓缩

过程的连续进行，且深锥浓密机溢流水浊度可以降低至20NTU以下。第三，立式搅拌机结构

简单，通过特有的叶片设计将尾砂与水泥混合，具有适应性强、制备质量稳定和连续运行的

优点。第四，尾矿排放浓度可提高至略饱和状态，浆体排放方式改为膏体排放方式，堆存角

度可以由1°提高至3°。同时，提高了尾矿库的安全等级，节约了尾矿库的建设成本。

[0038]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适用于尾砂浓度低、尾砂量大、且尾砂中有5％以上直径在0.2

毫米以上的大颗粒物料。在有色、贵金属、稀有金属、黄金尤其是铁矿等各种产生全尾矿、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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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充填质量和环保要求较高的矿山企业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附图说明

[0039] 通过阅读下文优选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各种其他的优点和益处对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将变得清楚明了。附图仅用于示出优选实施方式的目的，而并不认为是对本发明

的限制。在附图中：

[0040] 图1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流

程图；

[0041]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中某矿现有尾矿处理方案示意图；

[0042] 图3为深锥浓密机及其配套的剪切输送系统示意图；

[0043] 其中，1‑深锥浓密机锥体池，2‑深锥浓密机侧壁，3‑溢流堰，4‑搅拌桶，5‑柱塞泵，

6‑溢流液管路，61‑加药机用水管路，62‑柱塞泵用水管路，63‑清洗地面管路，7‑第一出液管

路，8‑第二出液管路，81‑第一搅拌桶加液管路，82‑第二搅拌桶加液管路，83‑第三出液管

路，831‑深锥浓密机侧壁加液管路，832‑深锥浓密机底部加液管路，833‑底流泵冲洗管路，

834‑消防用水管路，835‑机动用水管路，9‑深锥浓密机底流排出管路，91‑第一底流管路，

92‑第二底流管路，921‑‑至尾矿库输送管路，922‑至给料井输送管路。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将参照附图更详细地描述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方式。虽然附图中显示了本公

开的示例性实施方式，然而应当理解，可以以各种形式实现本公开而不应被这里阐述的实

施方式所限制。相反，提供这些实施方式是为了能够更透彻地理解本公开，并且能够将本公

开的范围完整的传达给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0045] 本发明针对现有尾矿处理方案单一、尾矿库饱和、全尾砂得不到有效利用等问题，

提供一种大规模低浓度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

[0046]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方法的处置流程图，将来自选矿厂的全尾砂直接输送

至捞沙机，通过调整捞沙机筛孔的大小将偏粗的砂打捞干排或者销售，剩余的偏细尾砂输

送至高效浓密机，同时由絮凝剂添加系统将絮凝剂送至高效浓密机中，对选厂各路废水进

行浓缩脱水；这部分偏细的尾砂，一部分经双真空过滤机过滤干排，一部分经深锥浓密机浓

缩后制备成膏体用于膏体处置。当深锥浓密机底流膏体排放时，可通过剪切泵输送至尾矿

库，沉淀后即可用挖机装车干排；当需要充填或者向采空区输送膏体时，深锥浓密机的底流

可通过剪切泵泵送至搅拌机中，同时将水泥由水泥添加系统输送至搅拌机中，使底流与水

泥充分搅拌，搅拌后得到的产物自流或泵送至采场或者空区进行充填。

[0047] 在此过程中，深锥浓密机的溢流水一部分输送至高位水池，另一部分直接利用深

锥浓密机的高度优势在清水层侧壁开孔引水下来，用于絮凝剂稀释用水、搅拌机进行膏体

浓度调整、管路冲洗和充填工业泵的冷却用水等。

[0048] 如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中深锥浓密机及其配套的剪切输送系统示意图。

其中，深锥浓密机顶部设有溢流堰3，溢流堰3连接有溢流液管路6以排出溢流水，溢流液管

路6分为三路：加药机用水管路61、柱塞泵用水管62、清洗地面管路63，从而使溢流水分别用

作不同的用途，其中柱塞泵用水管62向柱塞泵5进行供水。在清水层处，深锥浓密机侧壁2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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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设有第一出液管路7和第二出液管路8(DN250)，所述第一出液管路7和第二出液管路8

均分别设有手动刀闸阀门和气动阀门。其中，第一出液管路7与深锥浓密机侧壁2的连通处

距离溢流堰3的垂直距离为6m，第二出液管路8余深锥浓密机侧壁2的连通处距离溢流堰3的

垂直距离为1.5m。第一出液管路7和第二出液管路8在汇总后，又分支为第一搅拌桶加液管

路81(DN250)、第二搅拌桶加液管路82(DN80)和第三出液管路83，所述第一搅拌桶加液管路

81和第二搅拌桶加液管路82均分别设有调节阀和流量计。所述第三出液管路83分支为深锥

浓密机侧壁加液管路831、深锥浓密机底部加液管路832、底流泵冲洗管路833、消防用水管

路834和机动用水管路835。其中，深锥浓密机侧壁加液管路831又分支为5路，均连接于深锥

浓密机椎体池1和与深锥浓密机侧壁2的连接处，以冲洗锥浓密机锥体池1底部的淤泥。所述

机动用水管路835上设有液体泵。在深锥浓密机椎体池1的底部设有深锥浓密机底流排出管

路9，所述深锥浓密机底流排出管路9上设有底流泵，所述深锥浓密机底流排出管路9分支为

第一底流管路91和第二底流管路92，其中，第一底流管路91与所述搅拌桶4连通，将底流送

至搅拌桶4；所述第二底流管路92可进一步分支为至尾矿库输送管路921和至给料井输送管

路922，以分别将底流送至给尾矿库和给料井。

[0049] 实施例

[0050] 某铁矿采用阶段磨阶段磁选工艺。该厂由于2020年的扩能改造，造成全尾矿规模

达到16000吨/天。目前的问题是尾矿库已经接近饱和，而选厂现有的过滤系统又无法满足

将所有尾砂全部干排的能力，并且现场已经没有场地新增尾矿过滤机。因此只能勉强将约

6000吨/天的尾砂通过隔膜泵输送至尾矿库(浓度约55％‑60％)。根据其尾矿物理性能，该

浓度明显偏低，尾矿库随时处于溃坝的风险。同时，由于多年的采矿，地表有一个较大的塌

陷区。随着井下二期采矿工程的开展，充填采矿法已经迫在眉睫。由于尾砂的湿排量太大，

尾矿库即将饱和，一旦库存饱和，则需要新征尾矿库用地进行尾矿库建设，这将是一笔不小

的开支。使用本发明所述的干排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对现有尾矿处理系统进行改造，

改造前后充填示意流程如图2和图3。具体实施方式说明如下：

[0051] 第一，保留原充填系统的捞沙机和高效浓密机，调整捞沙机筛孔使其捞出的砂细

度模数达到细砂的标准并销售。新增一台深锥浓密机(配套剪切系统)、两台搅拌机和两台

柱塞泵输送系统。无法干排的尾砂经深锥浓密机浓密脱水制备成全尾砂膏体，这部分尾砂

需要充填时，经过剪切泵输送至搅拌机，与水泥混合以制备合格膏体，泵送至采场或塌陷

区。不需要充填时，经剪切泵将底流泵送至尾矿库进行膏体堆存。

[0052] 第二，当尾砂进行膏体排放时，不需要额外处理，经沉淀即可达到超高浓度，现场

实际表明沉淀后可直接用挖机装车后干排。

[0053] 通过对现有尾矿处理方案改造为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案后，其优越性

归纳如下：

[0054] (1)尾矿库维护成本大幅度降低，大幅度延长尾矿库寿命，提高尾矿库安全。

[0055] 将膏体尾砂直接泵送至塌陷区和空区为矿山节省了新建尾矿库的投资成本，仅一

项成本节约4286万，并大幅度降低了项目建设周期。

[0056] (2)尾矿库离析降低，沉淀后的尾砂流动性差，并可直接用挖机装车干排。

[0057] 由于充填浓度高，充填料离析现象降低，充填强度均匀性好。并且井下脱水少，降

低井下环境污染。如果采用膏体充填，年充填量150万m3，浓度从60％提高到70％，减小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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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量约44.96万m3。

[0058] (3)增加尾矿库库容，降低征地成本

[0059] 尾矿排放浓度由55％提高至72％以上。增加了尾矿的堆积角，提高了尾矿库服务

年限。根据工程类比，相同尾矿库占地，保守估计，库容可以提高三倍。同时，提高了尾矿库

的安全等级，意义重大，为矿山节约尾矿库的建设成本。

[0060] 尾矿库回水变为厂前回水，减少蒸发量，提高水资源回收率。深锥浓密溢流水可以

直接作为生产用水。排放浓度由55％提高至72％，则厂前直接回水多出2592t/d。水的价格

按照4元/m3来计，多回收的水价格相当可观，这也是本发明提供的方法中膏体排放综合成

本要大幅度低于传统湿排的原因之一。

[0061] (4)社会效益好

[0062] 全尾膏体充填采矿法对环境友好，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尾矿排放，降低了环境的污

染与破坏，有前景作为实现“绿色矿山”的重要举措。

[0063] 对本实施例提供的联合处置方案和原有方案综合经济效益对比如表1。

[0064] 表1两种方案技术经济比较表

[0065]

[0066]

[0067] 由表1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所提供的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处置联合处置方法，进

行二次浓缩膏体处置，不但前期投资低建设周期短而且每年运行维护费用更低。本发明提

供的方案的经济效益要远远优于现有方案。因此，采用本发明提供的尾砂干排处置和膏体

处置联合处置方法不仅延长了尾矿库的寿命，增大了尾矿库的安全等级，同时可为二期采

矿提供充填物料，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和社会效益。

[006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以所述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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