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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

(57)摘要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

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通过泥浆

喷播机，将浆状的中和改良材料喷射到废石堆场

的外表面，形成中和改良层；(2)通过泥浆喷播

机，将浆状的缓冲隔离材料喷射到中和改良层的

外表面，形成缓冲隔离层；(3)在缓冲隔离层的外

表面形成植被恢复层。本方法为湿法喷射，采用

泥浆喷播机喷射高浓度的混合材料到废石堆场

上，特别对于中和改良层来说，能够使浆状的中

和改良材料更好的嵌入废石堆场外表层的空隙

中，相比于现有的干喷机喷射而言，能够使中和

改良材料充分的嵌入进去，不存在有大量空隙的

问题，而且因为嵌入充分，后面即便废石堆场有

轻微变形，填料层也不易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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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通过泥浆喷播机，将浆状的中和改良材料喷射到废石堆场的外表面，形成中和改良

层；

(2)通过泥浆喷播机，将浆状的缓冲隔离材料喷射到中和改良层的外表面，形成缓冲隔

离层；

(3)通过泥浆喷播机，将浆状的植被恢复材料喷射到缓冲隔离层的外表面形成植被恢

复层，或者在缓冲隔离层上覆盖植被毯形成植被恢复层；

步骤(1)中，根据废石堆场的酸碱情况确定中和改良材料，当废石堆场为碱性时，中和

改良材料包括：酸性改良剂、纤维材料、填充料以及水；当废石堆场为酸性时，中和改良材料

包括：碱性改良剂、纤维材料、填充料以及水；所述中和改良材料还包括兼性厌氧菌；

所述酸性改良剂为硫磺、泥炭、硫酸亚铁、硫酸钾、醋渣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碱性改良剂

为熟石灰、磷矿石粉、草木灰、糠醛、碳酸氢氨、氨水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纤维材料为植物秸

秆或化纤；所述填充料包括泥土、尾矿砂或沙粒；

当废石堆场为碱性时，中和改良材料各成分按重量份计，酸性改良剂10‑50份，纤维材

料100～200份，填充料200‑500份，水100‑500份，兼性厌氧菌1‑5份；当废石堆场为酸性时，

中和改良材料各成分按重量份计，碱性改良剂10‑50份，纤维材料100～200份，填充料200‑

500份，水100‑500份，兼性厌氧菌1‑5份；

缓冲隔离材料包括：生物质、膨润土、水以及好氧菌；

缓冲隔离材料按重量份计，生物质200‑500份、膨润土50‑100份、水100‑300份以及好氧

菌1‑5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

物质为植物秸秆、泥炭、堆肥、磷石膏、椰糠、豆粕的一种或多种。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植

被恢复层由喷射到缓冲隔离层的外表面的植被恢复材料形成，所述植被恢复材料包括：复

合腐殖土基材和水。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植

被恢复材料还包括植物种子。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和改良层的厚度5‑15cm，所述缓冲隔离层的厚度3‑15cm，所述植被恢复层的厚度5‑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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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生态修复领域，具体涉及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有色金属是国民经济、人民日常生活及国防工业、科学技术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

材料和重要的战略物资。中国有色金属资源的一个特点是复合矿多，而且有的品位较低，在

有色金属矿石开采、冶炼、加工等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石、尾矿、矿渣等固体废弃物。

[0003] 有色金属矿山堆场废石含硫化合物及多种伴生金属矿物质，长期暴露极易氧化、

风化，会引起坍塌等事故，此外，有色金属矿山废弃地降水淋溶渗滤液多成强酸性或强碱

性，植被恢复难度大，毒害物质易随降水淋溶而迁移，污染周边土壤和水体。

[0004] 为了解决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的环境问题，授权公告号为CN102652951B的专利

文献公开了一种酸性金属矿山固废堆场表层生态防渗隔离方法，采用干喷机喷射填充材料

到废石堆场表层空隙，在干喷机喷射时在喷料口加水混合，这种干式喷射的形式不能使填

料和水充分混合，混合物不能很好的渗透到废石堆场表层空隙中，导致填充不彻底，会存在

大量空隙，不能很好的隔绝空气和水，而且填充层与废石堆场表层贴合度低，当废石堆场有

轻微变形时，填料层容易失效。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

[0006]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通过泥浆喷播机，将浆状的中和改良材料喷射到废石堆场的外表面，形成中和

改良层；

[0009] (2)通过泥浆喷播机，将浆状的缓冲隔离材料喷射到中和改良层的外表面，形成缓

冲隔离层；

[0010] (3)通过泥浆喷播机，将浆状的植被恢复材料喷射到缓冲隔离层的外表面形成植

被恢复层，或者在缓冲隔离层上覆盖植被毯形成植被恢复层。

[0011] 本方法为湿法喷射，采用泥浆喷播机喷射高浓度的混合材料到废石堆场上，特别

对于中和改良层来说，能够使浆状的中和改良材料更好的嵌入废石堆场外表层的空隙中，

相比于现有的干喷机喷射而言，能够使中和改良材料充分的嵌入进去，不存在有大量空隙

的问题，而且因为嵌入充分，后面即便废石堆场有轻微变形，填料层也不易失效。通过本方

法能够使废石堆场基础彻底改善，整个结构安全稳定。

[0012] 本方法喷射中和改良材料形成中和改良层，能够对废石堆场进行酸碱中和处理以

及做全方位的基础防护和结构加强，能够隔绝空气和水进入废石堆场内部；因为中和改良

层为酸性或碱性，不利于植被生长，通过在中和改良层上喷射缓冲隔离层能够起到隔绝作

用，防止中和改良层影响植被生长；通过设置植被恢复层能够种植植物，改善周边环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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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石堆场能够与周边环境相融入。实际运用时，为了使改造后的废石堆场与周边环境自然

协调，可以根据周边环境的地理风貌对废石堆场进行地貌重塑。

[0013] 本方法通过泥浆喷播机进行喷射，相对于人工的点线方式(挖坑换土栽植、人工翻

耙、撒播灌草种)，覆盖面全，效率高。

[0014]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步骤(1)中，根据废石堆场的酸碱情况确定中和改良材

料，当废石堆场为碱性时，中和改良材料包括：酸性改良剂、纤维材料、填充料以及水；当废

石堆场为酸性时，中和改良材料包括：碱性改良剂、纤维材料、填充料以及水；

[0015] 所述酸性改良剂为硫磺、泥炭、硫酸亚铁、硫酸钾、醋渣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碱性改

良剂为熟石灰、磷矿石粉、草木灰、糠醛、碳酸氢氨、氨水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纤维材料为植

物秸秆或化纤；所述填充料包括泥土、尾矿砂或沙粒。

[0016] 实际运用时，填充料可以采用底泥、尾砂或污泥等材料，这样能够实现废弃资源利

用，以废治废、变废为宝。

[0017] 本方法的中和改良材料能够根据废石堆场的酸碱情况与废石堆场外层进行深度

中和，湿法的形式能够达到接触反应、快速熟化的目的。

[0018]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中和改良材料还包括兼性厌氧菌。实际运用时，兼

性厌氧菌具体可以采用放线菌、乳酸菌或酵母菌。

[0019] 通过在中和改良材料中添加兼性厌氧菌能够在少氧或无氧的环境下持续改善废

石堆场的环境，有利于植被生长。

[0020]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当废石堆场为碱性时，中和改良材料各成分按重量份

计，酸性改良剂10‑50份，纤维材料100～200份，填充料200‑500份，水100‑500份，兼性厌氧

菌1‑5份；当废石堆场为酸性时，中和改良材料各成分按重量份计，碱性改良剂10‑50份，纤

维材料100～200份，填充料200‑500份，水100‑500份，兼性厌氧菌1‑5份。

[0021]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缓冲隔离材料包括：生物质、膨润土、水以及好氧菌。实

际运用时，好氧菌具体可以采用芽孢杆菌或固氮根瘤菌。

[0022] 因为中和改良层为酸性或碱性，不利于植被生长，通过在中和改良层上喷射缓冲

隔离层能够起到隔绝作用，防止中和改良层影响植被生长。缓冲隔离材料包括生物质、膨润

土和好氧菌，这样设置使得缓冲隔离层不仅能够起到隔离作用，还能够为植被恢复层的植

物提供养分，而膨润土具有较好的粘接作用。

[0023]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缓冲隔离材料按重量份计，生物质200‑500份、膨润土

50‑100份、水100‑300份以及好氧菌1‑5份。

[0024]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生物质为植物秸秆、泥炭、堆肥、磷石膏、椰糠、豆

粕的一种或多种。

[0025] 生物质采用植物秸秆、堆肥、磷石膏、椰糠、豆粕的一种或多种，能够实现废弃资源

利用，以废治废、变废为宝。

[0026]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植被恢复层由喷射到缓冲隔离层的外表面的植被

恢复材料形成，所述植被恢复材料包括：复合腐殖土基材和水。

[0027]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植被恢复材料还包括植物种子。

[0028] 在植被恢复材料中添加植物种子能够使植物全面的覆盖到废石堆场，实现较好的

绿化效果，后期植被生长后，根系形成网状结构，不仅能够起到稳定结构的作用，还能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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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美化，使得废石堆场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0029] 于本发明其中一实施例中，所述中和改良层的厚度5‑15cm，所述缓冲隔离层的厚

度3‑15cm，所述植被恢复层的厚度5‑15cm。

[0030] 实际运用时，还可以在各层材料中投放疏水剂，这样各层能够具有较好的疏水性

能，增进其与基础的融合。

[003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方法为湿法喷射，采用泥浆喷播机喷射高浓度的混合材

料到废石堆场上，特别对于中和改良层来说，能够使浆状的中和改良材料更好的嵌入废石

堆场外表层的空隙中，相比于现有的干喷机喷射而言，能够使中和改良材料充分的嵌入进

去，不存在有大量空隙的问题，而且因为嵌入充分，后面即便废石堆场有轻微变形，填料层

也不易失效。通过本方法能够使废石堆场基础彻底改善，整个结构安全稳定。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采用本发明治理方法后的废石堆场的示意图。

[0033] 图中各附图标记为：

[0034] 1、废石堆场；2、中和改良层；3、缓冲隔离层；4、植被恢复层；5、植被。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结合各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描述。

[0036] 如图1所示，一种有色金属矿山废石堆场生态环境治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1)通过泥浆喷播机，将浆状的中和改良材料喷射到废石堆场1的外表面，形成中

和改良层2；

[0038] (2)通过泥浆喷播机，将浆状的缓冲隔离材料喷射到中和改良层2的外表面，形成

缓冲隔离层3；

[0039] (3)通过泥浆喷播机，将浆状的植被恢复材料喷射到缓冲隔离层的外表面形成植

被恢复层4。

[0040] 本方法为湿法喷射，采用泥浆喷播机喷射高浓度的混合材料到废石堆场上，特别

对于中和改良层来说，能够使浆状的中和改良材料更好的嵌入废石堆场外表层的空隙中，

相比于现有的干喷机喷射而言，能够使中和改良材料充分的嵌入进去，不存在有大量空隙

的问题，而且因为嵌入充分，后面即便废石堆场有轻微变形，填料层也不易失效。通过本方

法能够使废石堆场基础彻底改善，整个结构安全稳定。

[0041] 本方法喷射中和改良材料形成中和改良层，能够对废石堆场进行酸碱中和处理以

及做全方位的基础防护和结构加强，能够隔绝空气和水进入废石堆场内部；因为中和改良

层为酸性或碱性，不利于植被生长，通过在中和改良层上喷射缓冲隔离层能够起到隔绝作

用，防止中和改良层影响植被生长；通过设置植被恢复层能够种植植被5，改善周边环境，使

废石堆场能够与周边环境相融入。实际运用时，为了使改造后的废石堆场与周边环境自然

协调，可以根据周边环境的地理风貌对废石堆场进行地貌重塑。

[0042] 本方法通过泥浆喷播机进行喷射，相对于人工的点线方式(挖坑换土栽植、人工翻

耙、撒播灌草种)，覆盖面全，效率高。

[0043] 实际运用时，还可以在缓冲隔离层上覆盖植被毯来形成植被恢复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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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 于本实施例中，步骤(1)中，根据废石堆场的酸碱情况确定中和改良材料，当废石

堆场为碱性时，中和改良材料包括：酸性改良剂、纤维材料、填充料以及水；当废石堆场为酸

性时，中和改良材料包括：碱性改良剂、纤维材料、填充料以及水；

[0045] 酸性改良剂为硫磺、泥炭、硫酸亚铁、硫酸钾、醋渣的一种或多种；碱性改良剂为熟

石灰、磷矿石粉、草木灰、糠醛、碳酸氢氨、氨水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纤维材料为植物秸秆或

化纤；填充料包括泥土、尾矿砂或沙粒。

[0046] 实际运用时，填充料可以采用底泥、尾砂或污泥等材料，这样能够实现废弃资源利

用，以废治废、变废为宝。

[0047] 本方法的中和改良材料能够根据废石堆场的酸碱情况与废石堆场外层进行深度

中和，湿法的形式能够达到接触反应、快速熟化的目的。

[0048] 于本实施例中，中和改良材料还包括兼性厌氧菌。实际运用时，兼性厌氧菌具体可

以采用放线菌、乳酸菌或酵母菌。通过在中和改良材料中添加兼性厌氧菌能够在少氧或无

氧的环境下持续改善废石堆场的环境，有利于植被生长。

[0049] 于本实施例中，当废石堆场为碱性时，中和改良材料各成分按重量份计，酸性改良

剂10‑50份，纤维材料100～200份，填充料200‑500份，水100‑500份，兼性厌氧菌1‑5份；当废

石堆场为酸性时，中和改良材料各成分按重量份计，碱性改良剂10‑50份，纤维材料100～

200份，填充料200‑500份，水100‑500份，兼性厌氧菌1‑5份。

[0050] 于本实施例中，缓冲隔离材料包括：生物质、膨润土、水以及好氧菌。实际运用时，

好氧菌具体可以采用芽孢杆菌或固氮根瘤菌。因为中和改良层为酸性或碱性，不利于植被

生长，通过在中和改良层上喷射缓冲隔离层能够起到隔绝作用，防止中和改良层影响植被

生长。缓冲隔离材料包括生物质、膨润土和好氧菌，这样设置使得缓冲隔离层不仅能够起到

隔离作用，还能够为植被恢复层的植物提供养分，而膨润土具有较好的粘接作用。

[0051] 于本实施例中，缓冲隔离材料按重量份计，生物质200‑500份、膨润土50‑100份、水

100‑300份以及好氧菌1‑5份。

[0052] 于本实施例中，生物质为植物秸秆、泥炭、堆肥、磷石膏、椰糠、豆粕的一种或多种。

生物质采用植物秸秆、堆肥、磷石膏、椰糠、豆粕的一种或多种，能够实现废弃资源利用，以

废治废、变废为宝。

[0053] 于本实施例中，植被恢复层由喷射到缓冲隔离层的外表面的植被恢复材料形成，

植被恢复材料包括：复合腐殖土基材和水。

[0054] 于本实施例中，植被恢复材料还包括植物种子。在植被恢复材料中添加植物种子

能够使植物全面的覆盖到废石堆场，实现较好的绿化效果，后期植被生长后，根系形成网状

结构，不仅能够起到稳定结构的作用，还能够实现美化，使得废石堆场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0055] 于本实施例中，中和改良层的厚度5‑15cm，缓冲隔离层的厚度3‑15cm，植被恢复层

的厚度5‑15cm。

[0056] 实际运用时，还可以在各层材料中投放疏水剂，这样各层能够具有较好的疏水性

能，增进其与基础的融合，在中和改良材料中，疏水剂的重量是水重量的3％‑5％；在缓冲隔

离材料中，疏水剂的重量是水重量的3％‑5％；在植被恢复材料中，疏水剂的重量是水重量

的3％‑5％。

[005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并非因此即限制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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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运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变换，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他相关的技术

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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