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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

通过将开采区域从竖直方向上划分为交替分布

的间隔充填层和完全充填层，并采用下向进路逐

层开采方法，同时将由水泥熟料、全尾砂、废石、

速凝剂制成的高强速凝充填材料和由水泥、活性

矿渣、尾矿、速凝剂制成的低强速凝充填材料交

替充填于间隔充填层和完全充填层的采空区中，

从而使上层充填体受到下层高强充填体和低强

充填体的共同支撑，防止上层充填体坍塌，保障

采矿安全；同时还能够有效减少充填材料中水泥

的使用量，降低充填成本，并通过在充填材料中

添加少量的速凝剂可大大缩短等待充填材料达

到预设强度所需的时间，以缩短回采时间，从而

大大提高开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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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矿块划分：将开采区域从竖直方向上划分为交替分布的间隔充填层和完全充填层，

形成采场顶板、采场底板和采场围岩；

S2、将所述间隔充填层和所述完全充填层均划分为若干交替分布的第一条块和第二条

块；

S3、采场区域开采顺序为下向进路逐层开采，其中相邻间隔充填层与完全充填层的进

路布置相互垂直；

S4、开采间隔充填层时，按条块隔一采一，先开采第一条块区域矿体，第一条块为充填

条块，向所述充填条块内充填高强速凝充填材料，待充填体达到设计强度后，再开采第二条

块区域矿体，第二条块为空场条块；

S5、开采完全充填层时，先开采第一条块区域矿体，第一条块充填体达到设计强度后开

采第二条块区域矿体并向向所述充填条块内充填低强速凝充填材料；

S6、从采场最上层的间隔充填层开始，按照上述步骤S4与步骤S5依次逐层开采至采矿

采场底板，完成一个采场的作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所述高强

速凝充填材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8～15％水泥熟料、30～40％全尾砂、50～

60％废石、2～5％速凝剂；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充填时的浆料浓度为70～8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所述低强

速凝充填材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5～8％水泥、10～20％活性矿渣、70～80％尾

矿、1～3％速凝剂；所述低强速凝充填材料充填时的浆料浓度为60～70％。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速凝剂由硫

酸镁、硅酸钠和无水硫铝酸钙按照质量比为1:(0.8～1.2):(1～2)混合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矿渣是将采

矿过程中产生的矿渣破碎为小于30mm颗粒，在400℃预处理3h后球磨4h，再置于600℃煅烧

2h，0.5h升温到900℃，保温2h，在0.5h冷却到室温后得到，活性矿渣粒径≤80μm。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全尾砂中粒度小

于20μm的极细颗粒质量分数为35％，粒度小于74μm的颗粒质量分数为65％。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废石为采矿过程

中产生并破碎至最大粒径为12mm的混合料，所述混合料由粒径范围为0.15～4.75mm、4.75

～9.50mm、9.50～12.00mm的碎石按照重量比为1：(3～5)：(2～3)混合而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设强度为

1Mpa。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间隔充填层的进

路布置与相邻的所述完全充填层的进路布置正交且等高度交替分布。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间隔充填层与

所述完全充填层中的所述第一条块和所述第二条块为宽度和高度相等的等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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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采矿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充填采矿法作为一种在回采过程中使用充填料对采空区进行充填的采矿方法，能

够利用充填材料进行支撑，防止围岩崩落和地表沉陷，保护地上、地表环境，最大限度地回

收矿产资源，因而得到了广泛应用。根据矿体回采方向和充填方式的不同，充填采矿方法可

以分为上向进路充填法、下向进路充填法、和嗣后充填采矿法。其中，下向进路充填法通过

构筑人工假顶，从而在人工假顶的保护下，对矿体进行从上向下的逐层回采，并将充填材料

填充至充填区内，具有安全可靠、贫化率低、回采效率高等优势，因而被广泛用于开采矿岩

易破碎、矿石品位高或矿石价值高的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矿。2012年，青菜冲矿通过多年的

努力及准备后也继用沙坝矿、马路坪矿之后开始全面应用推广充填采矿方法，自此，开阳磷

矿矿业总公司全面进入充填采矿方法的研究应用与推广。

[0003] 青菜冲矿在充填采矿方法应用过程中发现，在矿房回采过程中，回采矿房的矿体

因地质构造、矿体稳定程度、石门位置不对应等因素影响造成切割不能贯穿上分层、多个矿

房脉内采准贯通等现象，最终导致回采时无污风回风通道及回采后无充填通道，给生产过

程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在回采矿体较缓的矿体时矿石回收率也受到极大影响，造成巨额

的经济损失。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申请号为CN201910439695.6的专利，提供了一种缓倾斜矿

体预留顶柱回采的充填采矿方法，通过对矿区进行合理规划，施工两条凿岩巷道后，将原本

较厚矿体回采时分为两部分，缩小了采场的顶板暴露面积，减少了人员、设备在采空场的作

业时间，大大提高了人员和设备在回采过程中的安全性；同时，两步骤回采能高效回收底板

三角矿，大大提高了矿石的回收率。然而，随着矿石品位的下降，矿山开采的经济效益不断

降低，采用该充填采矿方法存在充填工艺复杂、充填材料用量较大，从而使开采成本较高，

已逐渐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如何在保证开采安全和质量的条件下降低充填成本、提

高采矿效益，是当前针对充填采矿方法的研究重点。

[0005] 有鉴于此，亟需提供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在保证采矿安全的同时降低充

填成本，并缩短开采时间，提高开采效率。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在

保障采矿安全的同时降低充填成本、并大大提高矿石的回收率。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S1、矿块划分：将开采区域从竖直方向上划分为交替分布的间隔充填层和完全充

填层，形成采场顶板、采场底板和采场围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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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S2、将所述间隔充填层和所述完全充填层均划分为若干交替分布的第一条块和第

二条块；

[0011] S3、采场区域开采顺序为下向进路逐层开采，其中相邻间隔充填层与完全充填层

的进路布置相互垂直；

[0012] S4、开采间隔充填层时，按条块隔一采一，先开采第一条块区域矿体，第一条块为

充填条块，向所述充填条块内充填高强速凝充填材料，待充填体达到设计强度后，再开采第

二条块区域矿体，第二条块为空场条块；

[0013] S5、开采完全充填层时，先开采第一条块区域矿体，第一条块充填体达到设计强度

后开采第二条块区域矿体并向所述充填条块内充填低强速凝充填材料；

[0014] S6、从采场最上层的间隔充填层开始，按照上述步骤S4与步骤S5依次逐层开采至

采矿采场底板，完成一个采场的作业。

[0015]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步骤S4中，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由如下质量百分

比的原料组成：8～15％水泥熟料、30～40％全尾砂、50～60％废石、2～5％速凝剂；所述高

强速凝充填材料充填时的浆料浓度为70～80％。

[0016]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步骤S5中，所述低强速凝充填材料由如下质量百分

比的原料组成：5～8％水泥、10～20％活性矿渣、70～80％尾矿、1～3％速凝剂；所述低强速

凝充填材料充填时的浆料浓度为60～70％。

[0017] 作为上述方案的更进一步限定，所述速凝剂由硫酸镁、硅酸钠和无水硫铝酸钙按

照质量比为1:(0.8～1.2):(1～2)混合而成。

[0018]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活性矿渣是将采矿过程中产生的矿渣破碎为小

于30mm颗粒，在400℃预处理3h后球磨4h，再置于600℃煅烧2h，0.5h升温到900℃，保温2h，

在0.5h冷却到室温后得到，活性矿渣粒径≤80μm。

[0019]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全尾砂中粒度小于20μm的极细颗粒质量分数为

35％，粒度小于74μm的颗粒质量分数为65％。

[0020]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废石为采矿过程中产生并破碎至最大粒径为

12mm的混合料，所述混合料由粒径范围为0.15～4.75mm、4.75～9.50mm、9.50～12.00mm的

碎石按照重量比为1：(3～5)：(2～3)混合而成。

[0021] 本发明通过将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废石进行破碎后形成不同粒径大小的碎石，通过

不同粒径的碎石进行混合，使颗粒之间的接触更加紧密，从而使充填材料的振实密度及强

度加大，以对顶板及围岩起到支撑作用，从而大大确保了回采作业的安全性，并改善充填料

浆的流动性。同时废石作为矿山废渣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作为采矿充填料浆中的粗骨料，

还可以提高矿山开采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减少其他地表堆存造成的占地和环境污染

等问题，并大大降低充填成本。

[0022] 作为上述方案的进一步限定，所述预设强度为1Mpa。

[0023] 作为上述方案的更进一步限定，所述间隔充填层的进路布置与相邻的所述完全充

填层的进路布置正交且等高度交替分布。

[0024] 作为上述方案的更进一步限定，所述间隔充填层与所述完全充填层中的所述第一

条块和所述第二条块为宽度和高度相等的等截面。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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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通过将高强速凝充填材料和低强速

凝充填材料交替充填于间隔充填层和完全充填层的采空区中，从而使上层充填体受到下层

高强充填体和低强充填体的共同支撑，防止上层充填体坍塌，保障采矿安全；同时还能够有

效减少充填材料中水泥的使用量，降低充填成本，并通过在充填材料中添加少量的速凝剂

可大大缩短等待充填材料达到预设强度所需的时间，以缩短回采时间，从而大大提高开采

效率。

[0027] (2)本发明通过将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尾砂、废石代替部分硅酸盐水泥并合理调配

各组分的含量制备混凝土作为高强速凝充填材料，能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降低成本，提

高采矿的经济效益，同时提高对矿山开采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以减少废弃物地表堆

存造成的占地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0028] (3)本发明配制的低强速凝充填材料中使用了具有活性的矿渣代替部分水泥熟

料，并以大量尾矿作为主要原料，不仅能够减少水泥的使用，降低充填成本，还能够在速凝

剂的作用下，使充填材料快速凝结，并在早期达到较高强度，既为采矿安全提供保障，又能

够有效降低充填后的等待时间，提高采矿效率。

[0029] (4)本发明配制的高强速凝充填材料中通过采用不同粒径的碎石，通过不同粒径

的碎石进行混合，使颗粒之间的接触更加紧密，从而使充填材料的振实密度及强度加大，以

对顶板及围岩起到支撑作用，从而大大确保了回采作业的安全性，并改善充填料浆的流动

性，同时在速凝剂的作用下提高充填材料的凝结速度和强度，保障采矿安全。

[0030] (5)本发明通过配制含有硫酸镁、硅酸钠和无水硫铝酸钙的速凝剂，不仅能够降低

凝结时间，还能够增强充填体的早期强度；其中，硫酸镁中的硫酸根离子能够抑制水泥熟料

中石膏的溶解，从而降低石膏的缓凝效果，促进水化反应的进行，降低凝结速度；硅酸钠中

的硅酸根离子能够和水泥熟料中的钙离子反应生成具有胶结性能的硅酸钙，达到加速凝结

的效果；同时，硫酸镁和硅酸钠的添加能够提高浆体的碱度，从而激发活性矿渣及尾矿的活

性，促进其二次水化，提高填充体的强度；而无水硫铝酸钙能够在硫酸镁和碱性环境的共同

激发下和水混合形成多硫型水化硫铝酸钙，不仅能够促进浆体凝结，提高充填体强度，还能

够产生一定的体积膨胀，保证充填体充分接顶，对顶板提供有效支撑；三者协同作用，使形

成的充填体在保持较低成本的同时获得优异的支撑效果。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本发明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开采区域的纵向分层和横向分条块充填

开采示意图。

[0032] 图2为图1的A-A剖面图。

[0033] 图3为图1的B-B剖面图。

[0034] 图4为图1的C-C剖面图。

[0035] 图中：1、间隔充填层；2、完全充填层；3、第一条块；4、第二条块；5、采场顶板；6、采

场底板；7、采场围岩。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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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

限定本发明；除非特别说明，本发明采用的试剂、方法和设备为本技术领域常规试剂、方法

和设备。

[0037]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子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8] 实施例1

[0039] 如图1～4所示，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0] S1、矿块划分：将开采区域从竖直方向上划分为交替分布的间隔充填层1和完全充

填层2，所述间隔充填层1的进路布置与相邻的所述完全充填层2的进路布置正交且等高度

交替分布，形成采场顶板5、采场底板6和采场围岩7；

[0041] S2、将所述间隔充填层1和所述完全充填层2均划分为若干交替分布的第一条块3

和第二条块4，所述间隔充填层1与所述完全充填层2中的所述第一条块3和所述第二条块4

为宽度和高度相等的等截面；

[0042] S3、采场区域开采顺序为下向进路逐层开采，其中相邻间隔充填层1与完全充填层

2的进路布置相互垂直；

[0043] S4、开采间隔充填层1时，按条块隔一采一，先开采第一条块3区域矿体，第一条块3

为充填条块，向所述充填条块内充填高强速凝充填材料，待充填体达到1Mpa设计强度后，再

开采第二条块4区域矿体，第二条块4为空场条块；

[0044] 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8％水泥熟料、35％全尾

砂、55％废石、2％速凝剂；

[0045] 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充填时的浆料浓度为75％；所述全尾砂中粒度小于20μm的

极细颗粒质量分数为35％，粒度小于74μm的颗粒质量分数为65％；

[0046] 所述废石为采矿过程中产生并破碎至最大粒径为12mm的混合料，所述混合料由粒

径范围为0.15～4.75mm、4.75～9.50mm、9.50～12.00mm的碎石按照重量比为1：4：2.5混合

而成；

[0047] S5、开采完全充填层2时，先开采第一条块3区域矿体，第一条块3充填体达到1Mpa

设计强度后开采第二条块4区域矿体并向所述充填条块内充填低强速凝充填材料；

[0048] 所述低强速凝充填材料由如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7％水泥、15％活性矿渣、

75％尾矿、3％速凝剂；所述低强速凝充填材料充填时的浆料浓度为65％；

[0049] 所述活性矿渣是将采矿过程中产生的矿渣破碎为小于30mm颗粒，在400℃预处理

3h后球磨4h，再置于600℃煅烧2h，0.5h升温到900℃，保温2h，在0.5h冷却到室温后得到，活

性矿渣粒径≤80μm；

[0050] S6、从采场最上层的间隔充填层1开始，按照上述步骤S4与步骤S5依次逐层开采至

采矿采场底板6，完成一个采场的作业。

[0051] 所述速凝剂由硫酸镁、硅酸钠和无水硫铝酸钙按照质量比为1:1:1.5混合而成。

[0052] 实施例2-5

[0053] 实施例2-5提供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改变

步骤S4中，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的原料组成质量百分比，除上述区别外，其他操作均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具体条件参数及各充填体的凝结时间和抗压强度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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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由上表结果可知，改变步骤S4中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的原料组成质量百分比，

会对凝结后的充填体的凝结时间和抗压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且实施例1原料配比下，形成的

充填体的凝结时间和抗压强度综合性能最佳。对比实施例1～4与实施例5结果可知，本发明

通过在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中添加2～5％的速凝剂，能够显著提升充填体的凝结时间和

抗压强度。

[0056] 实施例6-12

[0057] 实施例6-12提供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改

变步骤S4中，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中所述废石的粒径范围及重量配比，除上述区别外，其

他操作均相同，在此不再赘述；具体条件参数及各充填体的抗压强度结果如下表所示。

[0058]

[0059] 由上表结果可知，改变步骤S4中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中所述废石的粒径范围及

重量配比，会对凝结后的充填体的抗压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且实施例1原料配比下，形成的

充填体的抗压强度综合性能最佳。对比实施例1、实施例6～7与实施例8～12结果可知，本发

明通过采用粒径范围为0.15～4.75mm、4.75～9.50mm、9.50～12.00mm的碎石按照重量比为

1：(3～5)：(2～3)级配混合而成，使颗粒之间的接触更加紧密，从而使充填材料的振实密度

及强度加大，以对顶板及围岩起到支撑作用，从而大大确保了回采作业的安全性。

[0060] 实施例13-16

[0061] 实施例13-16提供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改

变步骤S5中，所述低强速凝充填材料的原料组成质量百分比，除上述区别外，其他操作均相

同，在此不再赘述；具体条件参数及各充填体的凝结时间和抗压强度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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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由上表结果可知，改变步骤S5中所述低强速凝充填材料的原料组成质量百分比，

会对凝结后的充填体的凝结时间和抗压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且实施例1原料配比下，形成的

充填体的凝结时间和抗压强度综合性能最佳。对比实施例1、实施例13～15与实施例16结果

可知，本发明通过在所述低强速凝充填材料中添加1～3％的速凝剂，能够显著提升充填体

的凝结时间和抗压强度。

[0064] 实施例17-23

[0065] 实施例17-23提供一种下向进路充填采矿方法，与实施例1相比，不同之处在于，改

变所述高强速凝充填材料中速凝剂的组成及质量比，除上述区别外，其他操作均相同，在此

不再赘述；具体条件参数及各充填体的凝结时间和抗压强度结果如下表所示。

[0066]

[0067] 对比实施例1、实施例17-18与实施例19～23结果可知，改变速凝剂的组成及质量

比，会对高强速凝充填材料的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及抗压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且本发明通

过硫酸镁、硅酸钠和无水硫铝酸钙按照质量比为1:(0.8～1.2):(1～2)混合制得的速凝剂，

不仅能够降低凝结时间，还能够增强充填体的早期强度。这是由于硫酸镁中的硫酸根离子

能够抑制水泥熟料中石膏的溶解，从而降低石膏的缓凝效果，促进水化反应的进行，降低凝

结速度；硅酸钠中的硅酸根离子能够和水泥熟料中的钙离子反应生成具有胶结性能的硅酸

钙，达到加速凝结的效果；同时，硫酸镁和硅酸钠的添加能够提高浆体的碱度，从而激发活

性矿渣及尾矿的活性，促进其二次水化，提高填充体的强度；而无水硫铝酸钙能够在硫酸镁

和碱性环境的共同激发下和水混合形成多硫型水化硫铝酸钙，不仅能够促进浆体凝结，提

高充填体强度，还能够产生一定的体积膨胀，保证充填体充分接顶，对顶板提供有效支撑；

三者协同作用，使形成的充填体在保持较低成本的同时获得优异的支撑效果。

[0068]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说明实施例，并非对本发明任何形式上和实质上的限制，

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方法的前提下，做出的若干改

进和补充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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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的情况下，利用以上所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的些许更改、修饰与演变的等同变化，均为

本发明的等效实施例；同时，凡依据本发明的实质技术对上述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等同变化

的更改、修饰与演变，均仍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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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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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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