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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

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及方法。该系统包括井下煤

矸分离装置、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井下充

填材料称重与搅拌装置、井下充填料浆输送装置

与浇筑装置、PLC控制装置；充填方法为：掘进工

作面与开采工作面产生的原煤运抵采区原煤煤

仓，分离出来的精煤运至精煤煤仓并由主井提

升，分离出的矸石进入矸石破碎机，经二级粉碎

后的矸石进入矸石筛分装置；各充填原材料分别

进入配料斗，干拌均匀后加过滤后的矿井水搅拌

成充填料浆；充填料浆由搅拌运输车运输到充填

工作面后，经可移动充填泵车浇筑进充填模板，

并用振捣装置振捣均匀。本发明减轻了矿井运输

与提升压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煤矿废弃

物的采充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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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井下煤矸分

离装置、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井下充填材料称重与搅拌装置、井下充填料浆输送装置

与浇筑装置、PLC控制装置；

所述井下煤矸分离装置包括原煤输送皮带、原煤煤仓、原煤上料皮带、煤矸分离装置、

精煤输送皮带、矸石输送皮带；原煤通过原煤输送皮带由工作面运抵采区原煤煤仓，通过原

煤上料皮带进入煤矸分离装置，分离出来的精煤通过精煤输送皮带运至主井井口上井，分

离出来的矸石通过矸石输送皮带进入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

所述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包括矸石输送皮带、矸石破碎机、矸石筛分装置、粉碎机

防尘装置和矸石存储仓；所述矸石存储仓将不同粒径的矸石分类储存；分离出的矸石通过

矸石输送皮带进入矸石破碎机，经粉碎后的矸石进入矸石筛分装置，筛分后的矸石进入矸

石存储仓，按不同粒径进行储存，剩余粒径较大的矸石进入破碎机重新破碎、筛分；

所述井下充填材料称重与搅拌装置包括计量装置、上料皮带、拌和水泵送装置、搅拌

机、搅拌机防尘装置、搅拌筒清洗装置；充填原材料分别通过配有计量装置的上料皮带进入

配料斗，按配比经提升机进入搅拌机，干拌均匀后加水搅拌成料浆；

所述井下充填料浆输送装置与浇筑装置包括充填料浆泵送装置、搅拌运输车、可移动

充填泵车、充填模板、振捣装置、输送装置清洗装置；充填料浆由充填料浆泵送装置进入搅

拌运输车，由搅拌运输车运输到充填工作面，经可移动充填泵车浇筑进充填模板，并用振捣

装置振捣均匀；所述充填料浆泵送装置包括下料斗、混凝土缸、分配阀、泵送油缸；所述搅拌

运输车负责充填料浆在充填工作面内的运输，并对料浆起到再次搅拌的作用；充填泵车实

现井下非连续充填、随充随停；

上述四个装置均位于井下且分别位于不同的硐室内；井底硐室为集中设置，需做高强

锚网喷支护；上述四个装置分别与各自的PLC控制器连接；

充填原材料的储存仓布置在上料皮带上方，容积根据需要及实际条件进行调整，充填

原材料储存仓的下口设控制阀门和计量装置，以实现混合料精准配比；所述搅拌机由配料

斗、提升机与搅拌筒组成；拌和水来自中央或采区水房，经过滤处理后用作拌和水，通过带

有水量控制表的泵送管道进入搅拌机，调节水速与水量；所述计量装置设置在每个上料皮

带前端，精确控制各充填材料的用量；所述搅拌机防尘装置包括粉尘隔离罩、除尘风机和降

尘水幕，粉尘隔离罩将皮带与搅拌机包裹，除尘风机与隔离罩之间使用负压风筒，污浊风流

经过隔离罩、负压风筒、除尘风机进入回风巷，并在搅拌硐室门口设置降尘水幕；所述搅拌

筒清洗装置与拌和水泵送装置配套使用，对搅拌筒内壁进行清理；充填材料称重与搅拌硐

室位于中央或采区变电所、中央或采区水房附近，位于充填原材料储存仓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

井下煤矸分离装置布置在中央或采区变电站旁，由原煤煤仓和煤矸分离硐室组成，煤矸分

离硐室位于原煤煤仓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矸石破碎机包括一级破碎机和二级破碎机，二者用皮带连接，经二级破碎后，矸石粒径

满足充填要求；所述矸石筛分装置根据充填要求使用不同规格的砂石筛将矸石筛分为不同

的粒径等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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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粉碎机防尘装置包括粉尘隔离罩、除尘风机和降尘水幕，粉尘隔离罩将皮带与矸石粉

碎机包裹，除尘风机与隔离罩之间使用负压风筒，污浊风流经过隔离罩、负压风筒、除尘风

机进入回风巷，并在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硐室门口设置降尘水幕，以净化空气，减少粉尘污

染，改善劳动环境；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硐室位于采区主变电站和井下煤矸分离硐室旁。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搅拌运输车为两辆及以上，对料浆交替进行存放与运输，并在搅拌运输车发生故障时

以通过搅拌运输车互救；所述搅拌运输车为防爆型搅拌车，包括防爆车体和搅拌装置，根据

煤矿巷道与工作面的实际情况，具体确定整车的几何尺寸；所述充填泵车为移动式胶轮车，

包括防爆机身、四角支撑架、可伸缩机械臂和料浆浇注管道；所述振捣装置使用矿用插入式

振动棒或矿用表面附着式振动器；所述矿用表面附着式振动器适用于刚性充填模板；所述

输送装置清洗装置运用高压水对输送装置进行清理；充填料浆泵送装置位于搅拌站旁，料

浆浇筑装置位于采空区充填工作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储存仓与硐室为上一阶段构造充填形成的未充填空间，实现了对地下空间的再利用。

7.一种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

的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掘进工作面与开采工作面产生的原煤通过原煤输送皮带由工作面运抵采区原煤煤

仓，通过原煤上料皮带进入煤矸分离装置，分离出来的精煤通过精煤输送皮带运至精煤煤

仓并由主井提升，分离出来的矸石进入矸石输送皮带；

原煤输送皮带、煤矸分离装置、精煤输送皮带和矸石输送皮带连接到一台井下煤矸分

离系统PLC上，由井下煤矸分离系统PLC进行控制；

（2）分离出的矸石通过矸石输送皮带进入矸石破碎机，经二级粉碎后的矸石进入矸石

筛分装置，筛分后的矸石进入不同的矸石存储仓，按不同粒径进行储存，剩余粒径较大的矸

石进入破碎机重新破碎、筛分；

矸石破碎机和矸石筛分装置由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系统PLC控制；

（3）将充填所需的水泥、粉煤灰、外加剂、过滤后的矿井水在井下分别储存，各充填原材

料分别通过配有计量装置的上料皮带进入配料斗，按配比经提升机进入搅拌机，干拌均匀

后加过滤后的矿井水搅拌成充填料浆；

上料皮带、提升机、水房及泵送系统和搅拌机由井下充填材料称重与搅拌系统PLC控

制；

（4）在采空区已凝结的充填体与开采液压支架之间设置临时支护并构筑充填模板，充

填料浆由充填料浆泵送装置进入搅拌运输车；

充填料浆由搅拌运输车运输到充填工作面后，经可移动充填泵车浇筑进充填模板，并

用振捣装置振捣均匀。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采空区临时支护为单体液压支柱和锚网支护。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充填原材料包括矸石、粉煤灰、水泥、拌和水、外加剂；所述粉煤灰、水泥、外加剂由地面

提供并在井下储存，由矿井运输装置运抵储存仓，需注意采取防潮措施，且不能长期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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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拌和水来自中央或采区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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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及方法，属于矿山

开采领域；适用于采用胶结充填开采的矿井，尤其适用于矸石胶结构造充填开采矿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很多煤矿都存在着大量的“三下”压煤，采用传统的垮落法容易造成上覆岩层

破坏与地表沉陷，进而引起地表植被破坏，地下水位下降，破坏生态环境。近年来，随着充填

开采的力度不断扩大，地下资源开采带来的包括矸石排放、地表沉陷与地下水流失等在内

的环境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但随着地面矸石山被充填采煤不断的消耗，由充填开采引起

的固体废弃物采充不平衡导致充填采煤成本增高，采煤工序与充填工序相互干扰降低了煤

矿生产效率等弊端日益凸显，采用部分充填可减少充填材料用量、降低充填成本，同时减少

充填工序的时间、提高生产效率。矸石胶结充填材料通过合理的配比具有较高的强度，可以

满足部分充填的强度要求，达到良好的充填效果。另一方面，随着井下机械自动化装备的发

展，井下一体化充填采煤已经成为煤矿开采的趋势，因此，实施煤矸井下分选、矸石胶结充

填材料井下制备，能够有效地缓解矿井的辅助提升压力、合理处理矸石废弃物和矿井水，具

有显著的经济、技术和环境效益。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及方法，包括

井下煤矸分离装置、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井下充填原材料配比与搅拌装置、井下充填

料浆输送与浇筑装置。该系统应用于使用矸石胶结充填开采的矿井，尤其是巷道沿顶底板

岩层掘进或开采煤层夹矸较多的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矿井。可以做到矸石不升井、矿井水合

理利用、料浆短距离输送、非连续充填、随充随停等，减轻矿井运输与提升压力，实现采煤工

序与充填工序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分离，提高充填开采工作效率，充分利用煤矿固体废弃物

与矿井水，实现煤矿废弃物的采充平衡。

[0004]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及方法，其特征

是整套系统位于井下，各分系统分别位于不同的硐室内；所述硐室可设置在矿井中央变电

所与中央水房附近，也可设置在采区变电所和采区水房附近，井底硐室较为集中，需做高强

锚网喷支护；根据年产煤能力的大小，500万吨以上的大型矿井可设置在采区变电所和采区

水房附近，500万吨以下的中小型矿井可设置在中央变电所与中央水房附近。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包括井下煤矸

分离装置、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井下充填材料称重与搅拌装置、井下充填料浆输送装

置与浇注装置以及PLC控制装置，各机械装置分别与各自的PLC控制器连接。

[0006] 所述井下煤矸分离装置包括原煤输送皮带、原煤煤仓、原煤上料皮带、煤矸分离装

置、精煤输送皮带、矸石输送皮带；原煤通过原煤输送皮带由工作面运抵采区原煤煤仓，通

过原煤上料皮带进入煤矸分类装置，分离出来的精煤通过精煤输送皮带运至主井井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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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分离出来的矸石通过矸石输送皮带进入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所述煤矸分离的方法包

括：煤矸选择性破碎方法、冲击式破碎分离、液压式自动分选、重介质选煤法、动筛跳汰法、

柔性空气室跳汰法、弹道式煤矸分选、风选、伽马射线分选等；井下煤矸分离装置布置在位

于中央或采区变电站旁，由原煤储存仓和煤矸分离硐室组成，煤矸分离硐室位于原煤储存

仓下方；

[0007] 所述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包括矸石输送皮带、矸石破碎机、矸石筛分装置、粉

碎机防尘装置和矸石储存硐室；所述矸石储存硐室将不同粒径的矸石分类储存；分离出的

矸石通过矸石输送皮带进入矸石破碎机，经粉碎后的矸石进入矸石筛分装置，筛分后的矸

石进入矸石存储仓，按不同粒径进行储存，剩余粒径较大的矸石进入破碎机重新破碎、筛

分；

[0008] 所述矸石破碎机包括一级破碎机和二级破碎机，二者用皮带连接，经二级破碎后，

矸石粒径满足充填要求；所述矸石筛分装置根据充填要求使用不同规格的砂石筛，将矸石

筛分为不同的粒径等级；

[0009] 进一步可将矸石破碎和筛分装置合并到一个机器内，既节省空间，又可提高筛分

效率。所述破碎筛分一体化装置上部为破碎装置，下部为筛分装置，中间用厚钢板隔开，厚

钢板上分布15-20mm的筛分孔，实现震动筛分；所述上部破碎装置包括一级破碎装置和二级

破碎装置，中间用厚钢板隔开，钢板上分布50mm的筛分孔，实现震动筛分；所述下部筛分装

置含两级振动筛，包括10mm和5mm，方便拆换。

[0010] 所述粉碎机防尘装置包括粉尘隔离罩、除尘风机和降尘水幕，粉尘隔离罩将皮带

与粉碎机包裹，除尘风机与隔离罩之间使用风筒，污浊风流经过隔离罩、负压风筒、除尘风

机进入回风巷，并在矸石破碎与筛分硐室门口设置降尘水幕，以净化空气，减少粉尘污染，

改善劳动环境；井下位于采区（主）变电站和井下煤矸分离硐室旁；

[0011] 所述充填原料配比与搅拌装置包括计量装置、上料皮带、拌合水泵送装置、搅拌

机、搅拌机防尘装置、清洗装置；充填原材料分别通过配有计量装置的上料皮带进入配料

斗，按配比经提升机进入搅拌机，干拌均匀后加水搅拌成浆液；

[0012] 充填原材料储存仓布置在上料皮带上方，容积根据需要及实际条件可进行调整，

储料仓的下口设控制阀门和计量装置，以实现混合料精准配比；所述搅拌机由配料斗、提升

机与搅拌筒组成；所述拌和水来自中央（采区）水房，经过滤处理后用作拌合用水，通过带有

水量控制表的泵送管道进入搅拌机，可调节水速与水量，水量精确到g；所述水量控制表可

以有多种型号以供选择；所述计量装置设置在每个上料皮带前端，精确控制各充填材料的

用量，精确到g；所述搅拌机防尘装置包括粉尘隔离罩、除尘风机和降尘水幕，粉尘隔离罩将

皮带与搅拌机包裹，除尘风机与隔离罩之间使用风筒，污浊风流经过隔离罩、负压风筒、除

尘风机进入回风巷，并在搅拌硐室门口设置降尘水幕，以净化空气，减少粉尘污染，改善劳

动环境；所述清洗装置可与拌和水泵送装置配套使用，对搅拌筒内壁进行清理；充填原料配

比与搅拌硐室位于中央（采区）变电所、中央（采区）水房附近，位于充填原材料存储仓下方；

[0013] 所述充填料浆输送与浇筑装置包括充填料浆泵送装置、搅拌运输车、可移动充填

泵车、充填模板、振捣装置，清洗装置；充填料浆由充填料浆泵送装置进入搅拌运输车，由搅

拌运输车运输到充填工作面，经可移动充填泵车浇筑进充填模板，并用振捣装置振捣均匀；

所述泵送装置包括下料斗、混凝土缸、分配阀、泵送油缸；所述搅拌运输车负责充填料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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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工作面内的运输，并对料浆起到再次搅拌的作用；所述充填泵车可实现井下非连续充

填、随充随停；

[0014] 所述搅拌运输车为两辆及以上，可对料浆交替进行存放与运输，并在罐车发生故

障时以通过搅拌车互救；所述搅拌运输车为防爆混凝土搅拌车，包括防爆车体和搅拌装置，

可以根据煤矿巷道与工作面的实际情况，具体确定整车的几何尺寸（长宽高）；所述充填泵

车为移动式胶轮车，包括防爆机身、四角支撑架、可伸缩机械臂和料浆浇注管道；所述振捣

装置可以使用矿用插入式振动棒或矿用表面附着式振动器；所述矿用表面附着式振动器适

用于刚性充填模板；所述清洗装置运用高压水对输送装置进行清理；泵送装置位于搅拌站

旁，料浆浇注装置位于采空区充填工作面；

[0015] 上述四个装置均位于井下且分别位于不同的硐室内；井底硐室为集中设置，需做

高强锚网喷支护；进一步地，所述储存仓与硐室也可以利用上一阶段构造充填形成的未充

填空间，实现对地下空间的再利用。

[001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17] 1.  掘进工作面与开采工作面产生的原煤通过原煤输送皮带由工作面运抵采区原

煤煤仓，通过原煤上料皮带进入煤矸分类装置，分离出来的精煤通过精煤输送皮带运至精

煤煤仓并由主井提升，分离出来的矸石进入矸石输送皮带；

[0018] 原煤输送皮带、煤矸分类装置、精煤输送皮带和矸石输送皮带连接到一台井下煤

矸分离系统PLC上，由井下煤矸分离系统PLC进行控制，煤矸分类装置的工作能力为50t/h；

[0019] 2.  分离出的矸石通过矸石输送皮带进入矸石破碎机，经二级粉碎后的矸石进入

矸石筛分装置，筛分后的矸石进入不同的矸石存储仓，按不同粒径进行储存，剩余粒径较大

的矸石进入破碎机重新破碎、筛分；

[0020] 矸石破碎机和矸石筛分装置由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系统PLC控制，矸石破碎与筛

分系统的破碎能力为30-50t/h；

[0021] 3.  将充填所需的水泥、粉煤灰、外加剂、过滤后的矿井水等在井下分别储存，各充

填原材料分别通过配有计量装置的上料皮带进入配料斗，按配比经提升机进入搅拌机，干

拌均匀后加过滤后的矿井水搅拌成充填料浆；

[0022] 上料皮带、提升机、水房及泵送系统和搅拌机由井下充填材料称重与搅拌系统PLC

控制，搅拌系统的搅拌能力为25-40m3/h；

[0023] 4 .  在采空区已凝结的充填体与开采液压支架之间设置临时支护并构筑充填模

板，充填料浆由充填料浆泵送装置进入搅拌运输车；

[0024] 充填料浆泵送装置的泵送能力为20-30m3/h，充填料浆由搅拌运输车运输到充填

工作面后，经可移动充填泵车浇筑进充填模板，并用振捣装置振捣均匀。

[0025] 所述采空区临时支护可以为单体液压支柱和锚网支护。

[0026] 所述充填原材料包括矸石、粉煤灰、水泥、拌和水、外加剂；所述粉煤灰、水泥、外加

剂由地面提供并在井下储存，由矿井运输装置运抵储存仓，需注意采取防潮措施，且不可长

期堆放；所述拌和水来自中央（采区）水房。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8] 本发明实现了矸石井下分离，提高了矿井实际提升能力，避免了矸石地面堆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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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污染与土地占用问题；使用矿井水作为拌合用水，减少了矿井水的排放与环境污染；采

用构造充填，节省了充填材料降低了充填成本，实现了固体废弃物采充平衡，并为充填开采

提供了空间，使充填工序与开采工序在空间上分离，提高了开采效率；使用移动式运输与浇

筑工具，实现了非连续充填；使用振动装置，提高充填体的质量，达到良好的充填效果；构造

充填形成的地下空间可以再利用，如作为地下水库、地下存储室、地下休闲娱乐中心、地下

试验室、地下国防设施等。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示意图；

[0030] 图2为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井下分布示意图；

[0031] 图3为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井下硐室布置图；

[0032] 图4为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充填工作面移动浇筑系统布

置示意图。

[0033] 其中：I-井下煤矸分离装置；II-井下矸石粉碎与筛分装置；III-井下充填材料称

重与搅拌装置；IV-井下充填料浆输送装置与浇筑装置；1-原煤输送皮带；2-原煤煤仓；3-煤

矸分离装置；4-精煤输送皮带；5-精煤煤仓；6-主井；7-矸石输送皮带；8-矸石破碎机；9-矸

石筛分机；10，筛余矸石输送皮带；11-粗矸石输送皮带；12-中矸石输送皮带；13-细矸石输

送皮带；14-水泥输送皮带；15-粉煤灰输送皮带；16-粗矸石储存仓；17-中矸石储存仓；18-

细矸石储存仓；19-水泥储存仓；20-粉煤灰储存仓；21-搅拌机；22-拌合水泵送装置；23-水

量控制管道；24-料浆泵送装置；25-料浆泵送管道；26-搅拌运输车；27-充填泵车；28-充填

模板；29-振捣装置；30-副井；31-上料皮带；32-充填体墩柱；33-主变电站；34-中央水泵房；

35-煤矸分离硐室；36-矸石破碎与筛分硐室；37-材料配比与搅拌硐室；38-井底水仓。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通过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但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35] 实施例：

[0036] 如图1，一种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系统，包括井下煤矸分离装

置I、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II、井下充填材料称重与搅拌装置III、井下充填料浆输送装

置与浇筑装置IV、PLC控制装置；

[0037] 所述井下煤矸分离装置I包括原煤输送皮带1、原煤煤仓2、原煤上料皮带、煤矸分

离装置3、精煤输送皮带4、矸石输送皮带7；原煤通过原煤输送皮带1由工作面运抵采区原煤

煤仓2，通过原煤上料皮带进入煤矸分类装置，分离出来的精煤通过精煤输送皮带4运至主

井井口上井，分离出来的矸石通过矸石输送皮带7进入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II；

[0038] 所述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II包括矸石输送皮带7、矸石破碎机8、矸石筛分机

9、粉碎机防尘装置和矸石储存仓；所述矸石储存硐室将不同粒径的矸石分类储存；分离出

的矸石通过矸石输送皮带进入矸石破碎机8，经粉碎后的矸石进入矸石筛分机9，筛分后的

矸石进入矸石存储仓，按不同粒径进行储存，剩余粒径较大的矸石进入破碎机重新破碎、筛

分；

[0039] 所述充填原料配比与搅拌装置包括计量装置、上料皮带31、拌合水泵送装置22、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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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机21、搅拌机防尘装置、清洗装置；充填原材料分别通过配有计量装置的上料皮带31进入

配料斗，按配比经提升机进入搅拌机21，干拌均匀后加水搅拌成料浆；

[0040] 所述充填料浆输送与浇筑装置包括充填料浆泵送装置24、搅拌运输车26、可移动

充填泵车27、充填模板28、振捣装置29、清洗装置；充填料浆由充填料浆泵送装置24进入搅

拌运输车26，由搅拌运输车26运输到充填工作面，经可移动充填泵车27浇筑进充填模板28，

并用振捣装置29振捣均匀；所述充填料浆泵送装置24包括下料斗、混凝土缸、分配阀、泵送

油缸；所述搅拌运输车26负责充填料浆在充填工作面内的运输，并对料浆起到再次搅拌的

作用；充填泵车27实现井下非连续充填、随充随停；

[0041] 上述四个装置均位于井下且分别位于不同的硐室内；井底硐室为集中设置，需做

高强锚网喷支护；上述四个装置分别与各自的PLC控制器连接。

[0042] 井下煤矸分离装置I布置在中央或采区变电站旁，由原煤煤仓2和煤矸分离硐室35

组成，煤矸分离硐室35位于原煤煤仓2下方。

[0043] 所述矸石破碎机包括一级破碎机和二级破碎机，二者用皮带连接，经二级破碎后，

矸石粒径满足充填要求；所述矸石筛分装置根据充填要求使用不同规格的砂石筛将矸石筛

分为不同的粒径等级。

[0044] 所述粉碎机防尘装置包括粉尘隔离罩、除尘风机和降尘水幕，粉尘隔离罩将皮带

与粉碎机包裹，除尘风机与隔离罩之间使用风筒，污浊风流经过隔离罩、负压风筒、除尘风

机进入回风巷，并在矸石破碎与筛分硐室36门口设置降尘水幕，以净化空气，减少粉尘污

染，改善劳动环境；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硐室36位于采区主变电站33和井下煤矸分离硐室

35旁。

[0045] 充填原材料的储存仓布置在上料皮带上方，容积根据需要及实际条件进行调整，

储料仓的下口设控制阀门和计量装置，以实现混合料精准配比；所述搅拌机由配料斗、提升

机与搅拌筒组成；所述拌和水来自井底水仓或采区水仓，经过滤处理后用作拌合用水，通过

带有水量控制表的水量控制管道23进入搅拌机，调节水速与水量；所述计量装置设置在每

个上料皮带前端，精确控制各充填材料的用量；所述搅拌机防尘装置包括粉尘隔离罩、除尘

风机和降尘水幕，粉尘隔离罩将皮带与搅拌机包裹，除尘风机与隔离罩之间使用风筒，污浊

风流经过隔离罩、负压风筒、除尘风机进入回风巷，并在搅拌硐室门口设置降尘水幕；所述

清洗装置与拌和水泵送装置配套使用，对搅拌筒内壁进行清理；充填原料配比与搅拌硐室

位于中央或采区变电所、井底水仓或采区水仓附近，位于充填原材料存储仓下方。

[0046] 所述搅拌运输车26为两辆及以上，对料浆交替进行存放与运输，并在搅拌运输车

发生故障时以通过搅拌运输车互救；所述搅拌运输车26为防爆型搅拌车，包括防爆车体和

搅拌装置，根据煤矿巷道与工作面的实际情况，具体确定整车的几何尺寸；所述充填泵车27

为移动式胶轮车，包括防爆机身、四角支撑架、可伸缩机械臂和料浆浇注管道；所述振捣装

置29使用矿用插入式振动棒或矿用表面附着式振动器；所述矿用表面附着式振动器适用于

刚性充填模板；所述清洗装置运用高压水对输送装置进行清理；料浆泵送装置24位于搅拌

站旁，料浆浇注装置位于采空区充填工作面。

[0047] 所述储存仓与硐室可以利用上一阶段构造充填形成的未充填空间，实现了对地下

空间的再利用。

[0048] 如图2，将井下煤矸分离装置I、井下矸石粉碎与筛分装置II、井下充填材料称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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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装置III布置在主井6和副井30下方井底车场；将井下充填料浆输送装置与浇筑装置IV

布置在采场充填工作面；

[0049] 如图3，在主井6和副井30下方中央变电所33和中央水泵房34旁，分别开挖煤矸分

离硐室35、矸石破碎与筛分硐室36和材料配比与搅拌硐室37；煤矸分离硐室35位于原煤煤

仓2下方；在材料配比与搅拌硐室37上方分别开挖粗矸石储存仓16、中矸石储存仓17、细矸

石储存仓18、水泥储存仓19、粉煤灰储存仓20；拌合用水来自井底水仓38；

[0050] 如图4，在充填开采工作面布置料浆移动搅拌运输车26、充填泵车27和充填模板

28，料浆浇筑固化后形成充填体墩柱32。

[0051] 下面具体说明井下采选筛拌充一体化矸石胶结构造充填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1.掘进工作面与开采工作面产生的原煤通过原煤输送皮带1由工作面运抵采区原

煤煤仓2，通过原煤上料皮带进入煤矸分离装置3，分离出来的精煤通过精煤输送皮带4运至

精煤煤仓5并通过主井提升系统提升上井，分离出来的矸石进入矸石输送皮带7；

[0053] 原煤输送皮带、煤矸分类装置、精煤输送皮带和矸石输送皮带连接到一台井下煤

矸分离装置PLC上，由井下煤矸分离装置PLC进行控制；煤矸分类装置的工作能力为50t/h；

[0054] 2.  分离出的矸石通过矸石输送皮带7进入矸石破碎机8，经粉碎后的矸石进入矸

石筛分机9，将矸石筛分为细0-5mm、中5-10mm、粗10-15mm三个等级，筛分后的矸石分别进入

粗矸石存储仓16、中矸石存储仓17、细矸石存储仓18，按不同粒径进行储存，筛余大于15mm

的矸石进入矸石破碎机8重新破碎、筛分；

[0055] 矸石破碎机和矸石筛分装置由井下矸石破碎与筛分装置PLC控制；矸石破碎与筛

分系统的破碎能力为30-50t/h；

[0056] 3.  将充填所需的水泥、粉煤灰、外加剂通过副井提升系统输送井下，在井下储存

仓：水泥储存仓19和粉煤灰储存仓20内分别储存，各水泥、粉煤灰、矸石分别通过配有计量

装置的称重皮带31进入配料斗，按设计配比经提升机进入搅拌机21，干拌均匀后通过水量

控制管道23加入矿井水与外加剂搅拌成充填料浆；

[0057] 上料皮带、提升机、水房及泵送装置和搅拌机由井下充填材料称重与搅拌装置PLC

控制；搅拌系统的搅拌能力为25-40m3/h；

[0058] 4.  在采空区已凝结的充填体与开采液压支架之间设置单体液压支柱进行临时支

护，并构筑刚性充填模板28，充填料浆泵送装置的泵送能力为20-30m3/h，充填料浆由充填

料浆泵送装置22输送到充填工作面进入两台4m3搅拌运输车26，由搅拌运输车26经可移动

充填泵车27浇筑进充填刚性充填模板28，并使用附着式振捣装置29振捣均匀，等充填体达

到强度后回收刚性充填模板与单体液压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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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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