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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

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包括下列步骤：1）

盘区布置沿矿体走向划分盘区，每个盘区由多个

采场构成，盘区两侧留有矿柱；2）采准切割，在每

个开采阶段，分别设有充填水平、凿岩水平和出

矿水平；3）各采场自下向上逐个开采，采用间隔

开采的方式，一个采场回采、三个采场采准切割，

回采结束后即进行充填作业；4）采场充填是在采

场内的一个采场完成出矿后，对采场空场嗣后充

填；5）矿柱回收矿山盘区间所留矿柱，待后期矿

山开采结束前采用上向分层充填法集中回收。本

发明的优点是：生产安全，有良好的作业条件和

环境，生产效率高，盘区能力大，方法简单、采准

工程量小，回采时间段，灵活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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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采场水平面

采用方形布置控制采场侧帮暴露面积，包括下列步骤：

1）盘区布置

沿矿体走向划分盘区，每个盘区由多个采场构成，垂直于矿体走向方向盘区两侧留有

矿柱，一个矿柱内设有回风巷，一个矿柱内设有进风巷及矿石溜井，沿矿体走向方向盘区间

不设隔离矿柱；

2）采准切割

在每个开采阶段，自上而下分别设有充填水平、凿岩水平和出矿水平，三个水平工程互

相利用，所述的出矿水平是在采场两侧布置出矿联络巷，采场中间布置堑沟拉底巷，出矿联

络巷与堑沟拉底巷之间通过出矿横巷连通；所述的凿岩水平，是将出矿水平的堑沟拉底巷

作为凿岩巷；所述的充填水平，是将出矿水平的堑沟拉底巷也作为充填巷，即充填巷道利用

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凿岩巷道利用上一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沿矿体走向方

向并列的两个盘区为一个分区通风系统，两个盘区采用两侧进风，中间回风的通风方式，在

采场中间布置切割天井8；

3）回采

盘区内采场连续回采，各采场自下向上逐个开采，采用间隔开采的方式，分条带由盘区

一侧向另一侧的顺序回采，一个采场回采、三个采场采准切割，回采结束后即进行充填作

业，回采凿岩是在凿岩水平的凿岩巷中即出矿水平堑沟拉底巷采用潜孔凿岩机凿下向扇形

深孔，采用顶锤式液压凿岩机凿上向中深孔，爆破采用分段微差爆破，爆破下来的矿石，由

铲运机通过出矿横巷、出矿联络巷运至矿石溜井，再经矿石溜井运至阶段运输巷；

4）采场充填

在采场内的一个采场完成出矿后，对采场空场嗣后充填；

5）矿柱回收

矿山盘区间所留矿柱，待后期矿山开采结束前采用上向分层充填法集中回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每个盘区长215m、宽150m、高50m；每个盘区由25个采场构成，每个采场长30m、

宽30m、高50m；所述的盘区两侧留有矿柱，一侧为30m矿柱，另一侧为35m矿柱。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其特

征在于顶锤式液压凿岩机采用Simba  1354顶锤式采矿凿岩台车，孔径Φ76mm，所述的潜孔

凿岩机采用Simba  M6-ITH潜孔凿岩台车，孔径Φ114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其特

征在于当采出矿石大于900mm的大块，在采场内采用井下液压碎石台车配移动式破碎锤进

行二次破碎。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的采场充填是从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吊挂外包滤布的塑料波纹泄水

管，在出矿横巷中构筑充填泄水挡墙封闭采空区，在出矿横巷的每个挡墙前再砌筑500mm～

600mm高的沉淀池；充填料浆由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切割天井送入本采矿阶段的

采场，充填4~6次，其中接顶充填1~3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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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在于所述的采场充填是采空区垂向充填料分布为：底部5m~7m厚和顶部1m~2m厚两层需要

充填凝固强度为6MPa~10MPa配比的高强度胶结充填料，剩余中间41m~44m厚部位充填凝固

强度为2MPa~4MPa配比的低强度胶结充填料或尾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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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矿物的开采方法领域，具体是一种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

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内矿产资源的不断开发，浅层矿床及储量不断被消耗，迫使越来越多的矿

山转入深部矿体开采。深部矿体开采时，井巷建设费用增加、矿岩提升费用增加，矿山采矿

成本上涨。为了降低采矿成本，获取经济效益，矿山通常以规模化开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

矿山规模，加大采场参数，使采场适应大型化生产设备。采场传统布置方式为长方形，采场

长轴方向侧帮暴露面积大，在强地压（有岩暴倾向性的地压）的环境下，采场侧帮容易失稳、

垮塌，威胁井下生产安全。因此，迫切需要一种适用于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开采的充填

采矿方法，实现深井矿山极厚大矿体安全高效开采。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

以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保证回采的安全性、高效性。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发明的一种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

采场水平面采用方形布置控制采场侧帮暴露面积，包括下列步骤：

[0006] 1）盘区布置

[0007] 沿矿体走向划分盘区，每个盘区由多个采场构成，垂直于矿体走向方向盘区两侧

留有矿柱，一个矿柱内设有回风巷，一个矿柱内设有进风巷及矿石溜井，沿矿体走向方向盘

区间不设隔离矿柱；

[0008] 2）采准切割

[0009] 在每个开采阶段，自上而下分别设有充填水平、凿岩水平和出矿水平，三个水平工

程互相利用，所述的出矿水平是在采场两侧布置出矿联络巷，采场中间布置堑沟拉底巷，出

矿联络巷与堑沟拉底巷之间通过出矿横巷连通；所述的凿岩水平，是将出矿水平的堑沟拉

底巷作为凿岩巷；所述的充填水平，是将出矿水平的堑沟拉底巷也作为充填巷，即充填巷道

利用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凿岩巷道利用上一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沿矿体走

向方向并列的两个盘区为一个分区通风系统，两个盘区采用两侧进风，中间回风的通风方

式，在采场中间布置切割天井8；

[0010] 3）回采

[0011] 盘区内采场连续回采，各采场自下向上逐个开采，采用间隔开采的方式，分条带由

盘区一侧向另一侧的顺序回采，一个采场回采、三个采场采准切割，回采结束后即进行充填

作业，回采凿岩是在凿岩水平的凿岩巷中即出矿水平堑沟拉底巷采用潜孔凿岩机凿下向扇

形深孔，采用顶锤式液压凿岩机凿上向中深孔，爆破采用分段微差爆破，爆破下来的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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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铲运机通过出矿横巷、出矿联络巷运至矿石溜井，再经矿石溜井运至阶段运输巷；

[0012] 4）采场充填

[0013] 在采场内的一个采场完成出矿后，对采场空场嗣后充填；

[0014] 5）矿柱回收

[0015] 矿山盘区间所留矿柱，待后期矿山开采结束前采用上向分层充填法集中回收。

[0016] 所述的每个盘区长215m、宽150m、高50m；每个盘区由25个采场构成，每个采场长

30m、宽30m、高50m；所述的盘区两侧留有矿柱，一侧为30m矿柱，另一侧为35m矿柱。

[0017] 顶锤式液压凿岩机采用Simba  1354顶锤式采矿凿岩台车，孔径Φ76mm，所述的潜

孔凿岩机采用Simba  M6-ITH潜孔凿岩台车，孔径Φ114mm。

[0018] 当采出矿石大于900mm的大块，在采场内采用井下液压碎石台车配移动式破碎锤

进行二次破碎。

[0019] 所述的采场充填是从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吊挂外包滤布的塑料波纹泄

水管，在出矿横巷中构筑充填泄水挡墙封闭采空区，在出矿横巷的每个挡墙前再砌筑500mm

～600mm高的沉淀池；充填料浆由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切割天井送入本采矿阶段

的采场，充填4~6次，其中接顶充填1~3次。

[0020] 所述的采场充填是采空区垂向充填料分布为：底部5m~7m厚和顶部1m~2m厚两层需

要充填凝固强度为6MPa~10MPa配比的高强度胶结充填料，剩余中间41m~44m厚部位充填凝

固强度为2MPa~4MPa配比的低强度胶结充填料或尾砂。

[0021] 本发明的优点：

[0022] 1）由于本发明各采场自下向上逐个开采，采用间隔开采的方式，一个采场回采、三

个采场采准切割；采切比低、采场侧帮暴露面积小、生产能力大；能够有效地维护采场侧帮

及顶板，减少侧帮及顶板的移动和防止大量冒落；保护地表建构筑物，有效地控制了地表塌

陷；

[0023] 2）生产安全，有良好的作业条件和环境，生产效率高，盘区能力大；

[0024] 3）本发明方法简单、采准工程量小，回采时间短，灵活性大，在回采采场过程中，大

量矿石暂留在采场中，后期集中出矿，暂留在采场中的矿石对围岩是起到部分支撑作用，有

利于地压管理；

[0025] 4）生产能力大，效率高，采矿成本低。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方法的盘区

布置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图1的A-A剖视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图1的B-B剖视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的开采顺序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1] 如图1-图3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强地压环境下极厚大矿体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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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其特征在于采场水平面采用方形布置控制采场侧帮暴露面积，包括下列步骤：

[0032] 1）盘区布置

[0033] 沿矿体走向划分盘区，每个盘区由多个采场14构成，每个盘区长215m、宽150m、高

50m；每个盘区由25个采场构成，每个采场14长30m、宽30m、高50m；垂直于矿体走向方向，盘

区两侧留有矿柱14，一个留有30m矿柱15，在30m矿柱15内设有回风巷4；另一个留有35m矿柱

15，在35m矿柱15内设有进风巷3及矿石溜井1，沿矿体走向方向盘区间不设隔离矿柱。

[0034] 2）采准切割

[0035] 在每个开采阶段，自上而下分别设有充填水平、凿岩水平和出矿水平，三个水平工

程互相利用，所述的出矿水平是在采场14两侧布置出矿联络巷6，采场中间布置堑沟拉底巷

7，出矿联络巷6与堑沟拉底巷之间通过出矿横巷5连通；所述的凿岩水平，是将出矿水平的

堑沟拉底巷7作为凿岩巷；所述的充填水平，是将出矿水平的堑沟拉底巷7也作为充填巷，即

充填巷道利用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7，凿岩巷道利用上一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

7，沿矿体走向方向并列的两个盘区为一个采场通风系统，两个盘区采用两侧进风，中间回

风的通风方式，在采场中间布置切割天井8。

[0036] 3）回采出矿

[0037] 盘区内采场14连续回采，各采场14自下向上逐个开采，采用间隔开采的方式，分条

带由盘区一侧向另一侧的顺序回采，一个采场14回采、三个采场14采准切割，回采结束后即

进行充填作业，这样能使盘区内作业的采场四周为稳定的原岩或充填体，

[0038] 回采凿岩是在凿岩水平的凿岩巷中即出矿水平堑沟拉底巷7采用潜孔凿岩机凿下

向扇形深孔，所述的潜孔凿岩机采用Simba  M6-ITH潜孔凿岩台车，孔径Φ114mm；采用顶锤

式液压凿岩机凿上向中深孔，顶锤式液压凿岩机采用Simba  1354顶锤式采矿凿岩台车，孔

径Φ76mm，爆破采用分段微差爆破，爆破下来的矿石，由Sandvik  LH625E铲运机通过出矿横

巷5、出矿联络巷6运至矿石溜井1；图中9为炮孔，上部是下向扇形深孔、下部是上向中深孔；

[0039] 爆破采用分段微差爆破，爆破下来的矿石13，由铲运机通过出矿横巷5、出矿联络

巷6运至矿石溜井1，再经矿石溜井1运至阶段运输巷2。

[0040] 4）采场充填

[0041] 在采场内的一个采场完成出矿后，对采区空场进行嗣后充填作业，尽快为相邻采

场采准作业提供保证。

[0042] 所述的空场嗣后充填是从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7吊挂外包滤布的塑料波

纹泄水管，在出矿横巷5中构筑充填泄水挡墙封闭采空区，在出矿横巷5的每个挡墙前再砌

筑500mm～600mm高的沉淀池；充填料浆由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7、切割天井8送入

本采矿阶段的采场，充填4~6次，其中接顶充填1~3次。

[0043] 采场充填分为两种充填方式。

[0044] 充填方式一：充填料浆由上二个采矿阶段的堑沟拉底巷7、切割天井8进入本采矿

阶段的采场，底部5m~7m厚和顶部1m~2m厚两层，需要充填凝固强度为6MPa~10MPa配比的高

强度胶结充填料10，剩余中间41m~44m厚部位充填凝固强度为2MPa~4MPa配比的低强度充填

料11。

[0045] 充填方式二的采空区垂向充填料分布为：底部5m~7m厚和顶部1m~2m厚两层需要充

填凝固强度为6MPa~10MPa配比的高强度胶结充填料10，剩余中间41m~44m厚部位充填尾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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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5）矿柱回收

[0047] 矿山盘区间所留矿柱15，待后期矿山开采结束前采用上向分层充填法集中回收。

[0048] 当采出矿石13大于900mm的大块，在采场内采用井下液压碎石台车配移动式破碎

锤进行二次破碎。

[0049] 图4给出了本发明开采顺序示意图。从图4中可以看出相邻盘区间回采不相互影

响，盘区回采至相邻盘区采场时，相邻盘区的相邻采场已经充填养护结束，沿矿体走向方向

盘区间不设隔离矿柱；盘区内作业的采场四周为稳定的原岩或充填体；能够有效地维护采

场侧帮及顶板，减少侧帮及顶板的移动和防止大量冒落；保护地表建构筑物，有效地控制了

地表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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