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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该

固化剂由下述重量百分比制得：水淬矿渣微粉

40%~77%，钢渣微粉5%~15%，改性石膏5%~20%，元

明粉1%~3%，粉煤灰5%~20%，硫铝酸盐水泥熟料2%

~5%，硅酸盐水泥熟料5%~15%。本发明还公开了该

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及使用方法。本发明高性能低

成本，使用后可充填地下金属矿山空区，形成的

充填体早期强度高，泌水率低，固化后无体积收

缩，可实现充填体的完全接顶。并且充填料浆流

动性好，不易发生堵管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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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其特征在于：该固化剂由下述重量百分比制得：水淬矿

渣微粉40%~77%，钢渣微粉5%~15%，改性石膏5%~20%，元明粉1%~3%，粉煤灰5%~20%，硫铝酸盐

水泥熟料2%~5%，硅酸盐水泥熟料5%~1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淬矿渣微粉的

比表面积不低于380  m2/kg。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渣微粉的比表

面积不低于420  m2/kg。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硅酸盐水泥熟料

和所述硫铝酸盐水泥熟料经粉磨处理后形成粉体材料，其比表面积均不低于350  m2/kg。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为II级粉

煤灰。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石膏是指在

脱硫石膏加入其质量2%的磷石膏，混合均匀后于400~500℃煅烧2小时，停止加热后经粉磨

处理使其比表面积不低于350  m2/kg，即得；所述脱硫石膏为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固废，其中

CaSO4·2H2O的质量分数不低于90%。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先按配比

称重，然后将水淬矿渣微粉、钢渣微粉、硫铝酸盐水泥熟料、硅酸盐水泥熟料在混料设备内

混合均匀，再依次加入改性石膏、粉煤灰、元明粉，混合均匀，最后烘干至含水率低于5%即

得。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矿山

井下充填对充填体的强度需求，确定满足要求的最低固化剂与超细尾砂的质量比，然后将

固化剂与超细尾砂混合均匀后加水，得到质量浓度为72%~80%的料浆；所述料浆输送至井下

采空区进行充填即可。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超细

尾砂是指粒径为37.5μm以下的尾砂。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2341117 A

2



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及其制备和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矿开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及其制备

和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金属矿地下开采中，大部分的金属矿经选矿后形成的尾砂颗粒均比较细，37.5μ

m粒径以下的尾砂颗粒通常占比超过50%。通常在尾砂充填中，选用的固化剂一般为普通硅

酸盐水泥和胶固粉，但普通硅酸盐水泥与尾砂形成的充填料浆易发生离析，且早期强度极

低，通常1d强度不超过0.2MPa，3d强度不超过0.4MPa，为了增加充填体的强度，必须增大水

泥掺量，使得充填成本居高不下。而胶固粉针对超细尾砂的固化效果同样也存在早期强度

偏低、成本偏高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充填体的稳定性。

[0003] 粉煤灰是火电厂在燃煤发电，钢铁厂冶炼等过程中产生的火山灰质固体废物。我

国每年的粉煤灰堆积量超过11亿t，每年还要以1亿t左右排放量递增，粉煤灰的堆积在城市

周边造成多种危害：占用大量的地表土地资源，污染大气，对农作物生长及人畜健康成严重

危害。由于粉煤灰极少得到有效利用，因此价格较低。

[0004] 水淬渣和钢渣粉是钢铁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具有一定的水硬活性，我国

每年排放大量的水淬渣、钢渣难以被利用，占用大量地表资源，污染环境，其价格较低。

[0005] 脱硫石膏是火电厂等在烟气除硫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废，基本不被利用，一般堆

存地表，占用大量的地表土地资源，污染大气。其价格极低。

[0006] 因此，如何将工业固废应用于金属矿充填开采中，以代替目前水泥、胶固粉作为固

化剂胶结超细尾砂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高性能低成本的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

[0008]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该固化剂的制备方法。

[0009]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第三个技术问题是提供该固化剂的使用方法。

[0010]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其特征在于：该固化

剂由下述重量百分比制得：水淬矿渣微粉40%~77%，钢渣微粉5%~15%，改性石膏5%~20%，元明

粉1%~3%，粉煤灰5%~20%，硫铝酸盐水泥熟料2%~5%，硅酸盐水泥熟料5%~15%。

[0011] 所述水淬矿渣微粉的比表面积不低于380  m2/kg。

[0012] 所述钢渣微粉的比表面积不低于420  m2/kg。

[0013] 所述硅酸盐水泥熟料和所述硫铝酸盐水泥熟料经粉磨处理后形成粉体材料，其比

表面积均不低于350  m2/kg。

[0014] 所述粉煤灰为II级粉煤灰。

[0015] 所述改性石膏是指在脱硫石膏加入其质量2%的磷石膏，混合均匀后于400~500℃

煅烧2小时，停止加热后经粉磨处理使其比表面积不低于350  m2/kg，即得；所述脱硫石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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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固废，其中CaSO4·2H2O的质量分数不低于90%。

[0016] 如上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先按配比称重，

然后将水淬矿渣微粉、钢渣微粉、硫铝酸盐水泥熟料、硅酸盐水泥熟料在混料设备内混合均

匀，再依次加入改性石膏、粉煤灰、元明粉，混合均匀，最后烘干至含水率低于5%即得。

[0017] 如上所述的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矿山井下

充填对充填体的强度需求，确定满足要求的最低固化剂与超细尾砂的质量比，然后将固化

剂与超细尾砂混合均匀后加水，得到质量浓度为72%~80%的料浆；所述料浆输送至井下采空

区进行充填即可。

[0018] 所述超细尾砂是指粒径为37.5μm以下的尾砂。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本发明中采用改性石膏，使得石膏的比表面积大幅增加，有利于石膏与其他活性物

质充分接触，并在遇水后与溶解度增加，与其他活性物质快速发生水化反应。

[0020] 2、本发明原料来源广泛且价格较低，且利用了水淬渣、钢渣粉、粉煤灰、脱硫石膏

等工业固废，不但解决了上述工业固废的堆存问题，变废为宝，而且成本相对于水泥价格较

低，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保效益。

[0021] 3、本发明中通过限定水淬矿渣微粉的比表面积不低于380  m2/kg、钢渣微粉的比

表面积不低于420  m2/kg，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水淬矿渣微粉、钢渣粉的早期水化反应活性。

[0022] 4、本发明固化剂综合比表面积不低于400㎡/kg，且固化剂粉体颗粒粒径同比水泥

颗粒粒径更小，能够适应超细尾砂的粒径，使得在水化反应时，能够完全包裹尾砂颗粒周

围，提高较高的早期强度，从而固结后形成高强度的充填体。

[0023] 5、本发明固化剂与超细尾砂、水混合后，可充填地下金属矿山空区，形成的充填体

早期强度高，泌水率低，固化后无体积收缩，可实现充填体的完全接顶。并且充填料浆流动

性好，不易发生堵管等风险。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  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该固化剂由下述重量百分比制得：水淬矿

渣微粉66%，钢渣微粉10%，改性石膏10%，元明粉1%，粉煤灰6%，硫铝酸盐水泥熟料2%，硅酸盐

水泥熟料5%。

[0025] 其中：水淬矿渣微粉的比表面积为410  m2/kg。

[0026] 钢渣微粉的比表面积不低于440  m2/kg。

[0027] 硅酸盐水泥熟料和硫铝酸盐水泥熟料经粉磨处理后形成粉体材料，其比表面积均

为380  m2/kg。

[0028] 粉煤灰为II级粉煤灰。

[0029] 改性石膏是指在脱硫石膏加入其质量2%的磷石膏，混合均匀后于450℃煅烧2小

时，停止加热后经粉磨处理使其比表面积为380  m2/kg，即得；脱硫石膏为工业生产中产生

的固废，其中CaSO4·2H2O的质量分数为93%。

[0030] 该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先按配比称重，然后将水淬矿渣微粉、钢渣微粉、硫铝酸盐

水泥熟料、硅酸盐水泥熟料在混料设备内混合均匀，再依次加入改性石膏、粉煤灰、元明粉，

混合均匀，最后烘干至含水率为4.2%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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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将该固定剂应用于甘肃白银某地下金属矿。

[0032] 具体使用方法：将1kg固化剂与8kg超细尾砂混合均匀后加水，得到质量浓度为76%

的料浆；料浆通过充填系统输送至井下采空区进行充填即可。

[0033] 对配制后的充填料浆进行取样，测定充填料浆的流动度和强度指标，并与同条件

下的425普通硅酸盐水泥进行对比，结果如表1：

表1

流动度值越大表明料浆的流动性越好，对充填材料越有利，强度值越高对维护充填体

稳定性越有利。

[0034] 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出，本发明所述的超细尾砂的高性能低成本固化剂的各项性能

指标均大幅由于水泥。

[0035] 对采用本发明的固化剂充填后的采空区进行监测及钻孔岩芯取样，充填后3个月

内充填体稳定无破坏，钻孔岩芯取样表明充填体固化效果较好，钻孔岩芯强度满足预期强

度要求。

[0036] 本发明所述的固化剂在相同水灰比和质量浓度的条件下，充填材料成本同比水泥

节约了30%，同时，利用和消耗了周边脱硫石膏、粉煤灰等固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环保效

益。

[0037] 实施例2 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该固化剂由下述重量百分比制得：水淬矿

渣微粉55%，钢渣微粉15%，改性石膏10%，元明粉3%，粉煤灰7%，硫铝酸盐水泥熟料5%，硅酸盐

水泥熟料5%。

[0038] 该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9] 其中：水淬矿渣微粉的比表面积为400  m2/kg。

[0040] 钢渣微粉的比表面积不低于435  m2/kg。

[0041] 硅酸盐水泥熟料和硫铝酸盐水泥熟料经粉磨处理后形成粉体材料，其比表面积均

为390  m2/kg。

[0042] 粉煤灰为II级粉煤灰。

[0043] 改性石膏是指在脱硫石膏加入其质量2%的磷石膏，混合均匀后于450℃煅烧2小

时，停止加热后经粉磨处理使其比表面积为390  m2/kg，即得；脱硫石膏为工业生产中产生

的固废，其中CaSO4·2H2O的质量分数为94%。

[0044] 该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先按配比称重，然后将水淬矿渣微粉、钢渣微粉、硫铝酸盐

水泥熟料、硅酸盐水泥熟料在混料设备内混合均匀，再依次加入改性石膏、粉煤灰、元明粉，

混合均匀，最后烘干至含水率为4%即得。

[0045] 将该固定剂应用于甘肃白银某地下金属矿。

[0046] 具体使用方法：将1kg固化剂与6kg超细尾砂混合均匀后加水，得到质量浓度为72%

的料浆；料浆通过充填系统输送至井下采空区进行充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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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对配制后的充填料浆进行取样，测定充填料浆的流动度和强度指标，并与同条件

下的425普通硅酸盐水泥进行对比，结果如表2：

表2

流动度值越大表明料浆的流动性越好，对充填材料越有利，强度值越高对维护充填体

稳定性越有利。

[0048] 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出，本发明所述的超细尾砂的高性能低成本固化剂的各项性能

指标均大幅由于水泥。

[0049] 对采用本发明的固化剂充填后的采空区进行监测及钻孔岩芯取样，充填后3个月

内充填体稳定无破坏，钻孔岩芯取样表明充填体固化效果较好，钻孔岩芯强度满足预期强

度要求。

[0050] 本发明所述的固化剂在相同水灰比和质量浓度的条件下，充填材料成本同比水泥

节约了28%，同时，利用和消耗了周边脱硫石膏、粉煤灰等固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环保效

益。

[0051] 实施例3  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该固化剂由下述重量百分比制得：水淬矿

渣微粉45%，钢渣微粉10%，改性石膏15%，元明粉3%，粉煤灰7%，硫铝酸盐水泥熟料5%，硅酸盐

水泥熟料15%。

[0052] 该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先按配比称重，然后将水淬矿渣微粉、钢渣微粉、硫铝酸盐

水泥熟料、硅酸盐水泥熟料在混料设备内混合均匀，再依次加入改性石膏、粉煤灰、元明粉，

混合均匀，最后烘干至含水率低于5%即得。

[0053] 实施例4  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该固化剂由下述重量百分比制得：水淬矿

渣微粉40%，钢渣微粉5%，改性石膏17%，元明粉3%，粉煤灰15%，硫铝酸盐水泥熟料5%，硅酸盐

水泥熟料15%。

[0054] 该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3。

[0055] 实施例5  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该固化剂由下述重量百分比制得：水淬矿

渣微粉77%，钢渣微粉5%，改性石膏5%，元明粉1%，粉煤灰5%，硫铝酸盐水泥熟料2%，硅酸盐水

泥熟料5%。

[0056] 该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3。

[0057] 实施例6  一种适合超细尾砂的固化剂，该固化剂由下述重量百分比制得：水淬矿

渣微粉40%，钢渣微粉5%，改性石膏20%，元明粉2%，粉煤灰20%，硫铝酸盐水泥熟料3%，硅酸盐

水泥熟料10%。

[0058] 该固化剂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3。

[0059] 上述实施例3~6中，水淬矿渣微粉的比表面积不低于380  m2/kg。

[0060] 钢渣微粉的比表面积不低于420  m2/kg。

[0061] 硅酸盐水泥熟料和硫铝酸盐水泥熟料经粉磨处理后形成粉体材料，其比表面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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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350  m2/kg。

[0062] 粉煤灰为II级粉煤灰。

[0063] 改性石膏是指在脱硫石膏加入其质量2%的磷石膏，混合均匀后于400~500℃煅烧2

小时，停止加热后经粉磨处理使其比表面积不低于350  m2/kg，即得；脱硫石膏为工业生产

中产生的固废，其中CaSO4·2H2O的质量分数不低于90%。

[0064] 上述实施例3~6所得的固化剂的使用方法：根据矿山井下充填对充填体的强度需

求，通常需要开展梯度试验确定满足要求的最低固化剂与超细尾砂的质量比，然后将固化

剂与超细尾砂混合均匀后加水，得到质量浓度为72%~80%的料浆；料浆输送至井下采空区进

行充填即可。超细尾砂是指粒径为37.5μm以下的尾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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