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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

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沿矿体垂直方向每隔10

～15m交替布置下分段采场(2)和上分段采场

(3)，下分段采场(2)和上分段采场(3)组合成一

个回采单元(1)，在回采单元(1)端部划出间柱

(4)；下分段采场(2)内以切割天井(10)为自由面

形成切割槽，矿石落入堑沟(9)，利用铲运机在装

矿进路(8)中装矿，经出矿巷道(7)运搬至矿石溜

井(11)中，再下放至运输巷道(12)装车运出。本

发明将两个分段采场划成一个回采单元开采，共

用出矿巷道、矿石溜井、斜坡道联络道等工程，降

低了采准成本，节省了采准工作准备时间，提高

了开采效率。采出废石既可加工成建材销售，又

为尾砂充填新增堆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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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以下技术方

案：

1)沿矿体垂直方向每隔10～15m交替布置下分段采场(2)和上分段采场(3)；

2)将相邻的下分段采场(2)和上分段采场(3)组合成一个回采单元(1)，在回采单元(1)

端部划出间柱(4)，采区斜坡道(5)布置在矿体下盘，斜坡道联络道(6)布置在矿体下盘间柱

(4)中部，斜坡道联络道(6)与采区斜坡道(5)联通；先回采下分段采场(2)，再回采上分段采

场(3)；

3)完成下分段采场(2)的采准工程，包括出矿巷道(7)、装矿进路(8)、堑沟(9)、矿石溜

井(11)，采准工程的布置结构为：出矿巷道(7)布置在回采单元(1)下部中央，下分段采场

(2)和上分段采场(3)的下部中间区域各自布置堑沟(9)，出矿巷道(7)和堑沟(9)之间设装

矿进路(8)，矿石溜井(11)布置在间柱(4)内出矿巷道(7)的一侧，矿石溜井(11)的下部与运

输巷道(12)联通；

所述的下分段采场(2)和上分段采场(3)共用斜坡道联络道(6)、出矿巷道(7)和矿石溜

井(11)；

4)完成切割工程，在下分段采场(2)内利用切割天井(10)为自由面采用中深孔爆破，形

成切割槽，切割天井(10)的下端与堑沟(9)联通；

5)采场落矿：以切割槽为自由面，采用中深孔向两侧后退式爆破，矿石落入堑沟(9)；

6)矿石运搬：采用铲运机将堑沟(9)中矿石经装矿进路(8)和出矿巷道(7)，卸入矿石溜

井(11)后下放至位于矿体脉外下盘的运输巷道(12)运出；

7)采场出矿完毕：重复5)、6)工序，直至下分段采场(2)出矿完毕，在此过程中，控制下

分段采场(2)采矿贫化率10％～18％，采出的废石作为建筑材料销售；

8)充填工作：对下分段采场(2)通道进行封闭，封闭墙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后，保证充填

接顶效果，形成充填体(13)；

9)回采并充填上分段采场(3)：依次重复3)、4)、5)、6)、7)、8)工序，并控制上分段采场

(3)采矿贫化率20％～35％，采出的废石作为建筑材料销售；所述的上分段采场(3)采掘的

下盘废石加工成建材外卖，并为尾砂充填新增堆存空间，实现绿色开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回采单元(1)长度为60～100m、高度为20～30m，所述的间柱(4)宽9～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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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地下矿山开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的开采方法，

可在黑色、有色、化工等非煤固体矿山地下开采中广泛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缓倾斜中厚矿体为倾角5°～30°，厚度4～15m的矿体。由于其固有的开采技术条

件，一直被视为难采矿体。因矿体倾角较小，采用运搬设备进入采场出矿，作业很不安全，或

开掘下盘底部结构装矿，因矿体厚度相对不大，造成采切工程量大、采矿成本高。

[0003] 国内外矿山在缓倾斜中厚矿体开采方面，大多数仍主要采用房柱法或下盘底部结

构的空场法开采。该两种方法难以兼顾缓倾斜中厚矿体的安全和低成本开采。主要表现在：

[0004] (1)采用房柱法开采缓倾斜中厚矿体，因矿体倾角较小，崩落矿石不能完全借助于

自重放出，必须使用运搬设备进入采场内出矿，随着顶板暴露面积逐渐扩大，在尚无成熟可

靠的顶板检护设备条件下，作业很不安全；且矿块内需留设点柱、顶底柱及间柱，矿量损失

量大。

[0005] (2)沿垂直方向每隔10～15m将矿体划分分段，采用下盘底部结构的空场法开采缓

倾斜中厚矿体。该方法需在每个分段均布置出矿底部结构，包括出矿巷道、装矿进路、堑沟、

溜井及联络道等工程，因矿体厚度不大，造成采切比大、采矿成本大幅度提高。

[0006] 可见，目前针对缓倾斜中厚矿体开采尚无安全、低成本的开采方法。

[0007] 此外，以前的单分段地下开采工艺，从节约能源的角度出发，需要尽可能降低采矿

贫化率，一般控制在10％～15％以下。但这种开采方法，矿石开采后供尾矿充填用的井下空

间不足，无法满足全尾矿充填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作业不安全、矿量损失大、采切比大、采矿

成本等问题，而提供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该方法针对缓倾

斜中厚矿体赋存特点，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开采成本，并充分回收矿产资源的

开采方法。

[0009] 为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

矿方法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10] 本发明利用组合开采理念，将两个分段划成一个单元统一开采，既避免了运搬设

备进入采场作业的安全隐患，又大大简化了采切工程量、降低了采切成本，同时采掘下盘岩

石为尾砂充填新增堆存空间，解决了尾砂地表堆存问题。

[0011] 1)沿矿体垂直方向每隔10～15m交替布置下分段采场和上分段采场；

[0012] 2)将将相邻的下分段采场和上分段采场组合成一个回采单元，在回采单元端部划

出间柱，先回采下分段采场，再回采上分段采场；

[0013] 3)完成下分段采场的采准工程，包括出矿巷道、装矿进路、堑沟、矿石溜井，采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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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布置结构为：出矿巷道布置在回采单元下部中央，下分段采场和上分段采场的下部中

间区域各自布置堑沟，出矿巷道和堑沟之间设装矿进路，矿石溜井布置在间柱内出矿巷道

的一侧，矿石溜井的下部与运输巷道联通；

[0014] 4)完成切割工程，在下分段采场内利用切割天井为自由面采用中深孔爆破，形成

切割槽，切割天井的下端与堑沟联通；

[0015] 5)采场落矿：以切割槽为自由面，采用中深孔向两侧后退式爆破，矿石落入堑沟；

[0016] 6)矿石运搬：采用铲运机将堑沟中矿石经装矿进路和出矿巷道，卸入矿石溜井后

下放至位于矿体脉外下盘的运输巷道运出；

[0017] 7)采场出矿完毕：重复5)、6)工序，直至下分段采场出矿完毕，在此过程中，控制下

分段采场采矿贫化率10％～18％，采出的废石作为建筑材料销售；

[0018] 8)充填工作：对下分段采场通道进行封闭，封闭墙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后，保证充填

接顶效果，形成充填体；

[0019] 9)回采并充填上分段采场：依次重复3)、4)、5)、6)、7)、8)工序回采并充填上分段

采场，并控制上分段采场采矿贫化率20％～35％，采出的废石作为建筑材料销售。

[0020] 所述回采单元长度为60～100m、高度为20～30m，回采单元长度以80～100m为佳；

所述的间柱宽为9～12m。

[0021] 所述的下分段采场和上分段采场共用斜坡道联络道、出矿巷道和矿石溜井。

[0022] 所述的上分段采场采掘的下盘废石加工成建材外卖，并为尾砂充填新增堆存空

间，实现绿色开采。

[0023] 本发明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采用以上技术方案

后，具有下列积极效果：

[0024] (1)采用下盘布置底部结构的出矿方案，避免了人工及运搬设备直接进入采场顶

板作业，作业安全得到保障；

[0025] (2)将两个分段划成一个回采单元，两个分段采场共同利用斜坡道联络道、出矿巷

道、溜井等其它联络道工程，采准工程量比传统单分段采矿法降低了20～30％，并省去部分

采切工程准备时间，降低了采矿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0026] (3)上分段采场因其底部结构布置在下盘岩石中，虽造成矿石贫化率增加，但一方

面可通过分采或大块抛尾方式，将废石分离并加工成建材外卖，由于国家禁止采石场运行，

建材类废石价格高达每吨80～100元，多采废石作为建材销售，不仅可抵销其回采成本，而

且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采掘下盘岩石为尾砂充填新增堆存空间，进一步减少

地表尾砂堆存量，实现绿色开采。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的主视图。

[0028] 图2为本发明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的底部结构布

置图。

[0029] 图3为本发明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的生产工艺流

程图。

[0030] 附图标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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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1－回采单元；2－下分段采场；3－上分段采场；4－间柱；5－采区斜坡道；6－斜坡

道联络道；7－出矿巷道；8－装矿进路；9－堑沟；10－切割天井；11－矿石溜井；12－运输巷

道；13-充填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更好地描述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

组合分段采矿方法做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3] 由图3所示的本发明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法的生产

工艺流程图并结合图1、图2看出，本发明一种缓倾斜中厚矿体安全、低成本组合分段采矿方

法，采用以下工艺、步骤：

[0034] 1)沿矿体垂直方向每隔10～15m交替布置下分段采场2和上分段采场3。

[0035] 2)将将相邻的下分段采场2和上分段采场3组合成一个回采单元1，在回采单元1端

部划出间柱4，采区斜坡道5布置在矿体下盘，斜坡道联络道6布置在矿体下盘间柱4中部，斜

坡道联络道6与采区斜坡道5联通。回采单元1长度为60～100m、高度为20～30m，所述的间柱

4宽10m。

[0036] 先回采下分段采场2，再回采上分段采场3；人行、材料及设备由采区斜坡道5和斜

坡道联络道6进出回采单元1。

[0037] 3)完成下分段采场2的采准工程，包括出矿巷道7、装矿进路8、堑沟9、矿石溜井11，

采准工程的布置结构为：出矿巷道7布置在回采单元1下部中央，下分段采场2和上分段采场

3的下部中间区域各自布置堑沟9，出矿巷道7和堑沟9之间设装矿进路8，矿石溜井11布置在

间柱4内出矿巷道7的一侧，矿石溜井11的下部与运输巷道12联通；下分段采场2和上分段采

场3共用斜坡道联络道6、出矿巷道7和矿石溜井11。

[0038] 4)完成切割工程，在下分段采场2内利用切割天井10为自由面采用中深孔爆破，形

成切割槽，切割天井10的下端与堑沟9联通；

[0039] 5)采场落矿：以切割槽为自由面，采用中深孔向两侧后退式爆破，矿石落入堑沟9；

[0040] 6)矿石运搬：采用铲运机将堑沟9中矿石经装矿进路8和出矿巷道7，卸入矿石溜井

11后下放至位于矿体脉外下盘的运输巷道12运出；

[0041] 7)采场出矿完毕：重复5)、6)工序，直至下分段采场2出矿完毕，在此过程中，控制

下分段采场2采矿贫化率10％～18％，采出的废石作为建筑材料销售；

[0042] 8)充填工作：对下分段采场2通道进行封闭，封闭墙强度满足设计要求后，保证充

填接顶效果，形成充填体13；

[0043] 9)回采并充填上分段采场3：依次重复3)、4)、5)、6)、7)、8)工序，并控制上分段采

场3采矿贫化率20％～35％，采出的废石作为建筑材料销售，并为尾砂充填新增堆存空间，

实现绿色开采。

[0044] 本发明将两个分段采场划成一个回采单元开采，可共用出矿巷道、矿石溜井、斜坡

道联络道等工程，既避免了运搬设备进入采场作业的安全隐患，又大大简化了采切工程量、

降低了采切成本，并节省了采准工作准备时间，提高了开采效率。同时，采掘下盘废石既可

加工成建材外卖，又为尾砂充填新增堆存空间，解决了尾砂地表堆存问题。

[0045] 本发明已在国内某200万吨地下铁矿开采中应用，每年降低采掘费用10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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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采出建材用废石40万吨，增加销售收入3200万元，并解决了15万m3尾矿堆存空间，解决了

此前全尾矿充填空间不足的难题，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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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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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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