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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

冒落采矿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采矿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冒

落采矿方法。通过利用采动压力破碎矿石，延长

上盘不稳围岩的冒落时间，改善矿石回采环境，

降低矿石损失贫化与提高生产效率。本发明特别

适合于上盘围岩稳定性差、矿石比较坚硬但节理

裂隙发育、下盘围岩中等稳固的急倾斜中厚到厚

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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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冒落采矿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以下

步骤进行：

(1)采前准备：在阶段运输水平开拓工程的穿脉巷道的矿体中掘进堑沟巷道，在穿脉巷

道的矿体外掘进出矿巷道，从出矿巷道朝向堑沟巷道垂直掘进出矿横穿，同时从斜坡道掘

进各采矿分段的联络道，联络道掘进过矿体后，在矿体中掘进各分段的凿岩巷道；

(2)回采作业：回采时只回采下盘侧一定范围内的矿体，在上盘侧与顶部留下一定厚度

的 矿石 层使之自 然冒 落 ，上 盘 侧留 下 矿 石 层的 厚 度按 如下经 验公式 计算 ：

式中：a为下盘侧回采区的空场长度，m；b为下盘侧回采区

的空场高度，m；H为采场的埋深，m；下为上覆岩层容重，t/m3；μ为矿石的泊松比；α为矿体的

倾角，°；E为矿石的弹性模量，MPa；k为与上盘围岩硬度、矿体稳定性、矿体厚度、上部采空区

赋存状态以及量纲转换有关的系数，k＝0.2～0.3；顶柱厚度为上盘预留矿石层厚度的1.3

～1.5倍，根据上盘侧预留矿石层和顶柱厚度确定采场的爆破回采范围；

在各采矿分段同时施工回采炮孔，堑沟巷道中也布置回采炮孔，从上到下逐采矿分段

或同时爆破凿岩巷道，每次爆破2～3排炮孔，堑沟巷道一次回采1～2排炮孔，每次回采的同

时，放出上部凿岩巷道崩落的矿石，每次出矿到端部口微露空区为止，确保采空区冒落安

全；

在回采过程中，始终下采矿分段回采爆破滞后上采矿分段的距离大于等于2～3个爆破

排距，以保障爆破施工安全，下采矿分段出矿或爆破为上采矿分段崩落矿石提供松动条件，

按松动范围，至少满足上采矿分段侧向挤压爆破条件确定下采矿分段回采的最大滞后距

离，直到形成阶梯状回采工作面后，为提高开采效率，各采矿分段同时爆破回采；

随着采空区增大，矿体暴露面积加大，上盘预留矿石层与顶柱缺少支撑，矿体开始冒

落，形成冒落矿石，在放出冒落矿石后，上中段出矿巷道与出矿横穿已经开采结束，上中段

下来的废石也随着矿体一起冒落下来；

(3)出矿工作：在堑沟巷道上部炮孔开始爆破回采后，堑沟巷道与上部采空部位形成受

矿堑沟，上中段部所有分段回采的矿石全部落下来进入堑沟巷道，通过铲运设备从出矿横

穿、出矿巷道运输出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冒落采矿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各采矿分段高度为12～18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冒落采矿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出矿横穿间距8～1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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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冒落采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采矿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

的诱导冒落采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金属矿床地下崩落法开采中，急倾斜中厚矿体开采到一定深度后，采动地压随

采深的增大而迅速增大，沿脉采准工程容易遭受地压破坏，工作安全条件变差，生产效率降

低，特别是当上盘含不稳岩层时，上盘围岩片落使废石过早混入矿石中，常常造成过早贫

化，并使下盘侧矿石不能充分放出，造成矿石损失贫化增大。受此影响，一般上盘含不稳岩

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采场地压与矿石损失贫化控制都比较困难，成为现今难采矿体之一。

[0003] 目前，急倾斜中厚矿体广泛采用沿脉回采的无底柱分段崩落法，对于上盘含有不

稳岩体，回采过程中片落的废石过早混入矿石中，矿石贫化大，生产效率低。为此，需要研发

一种高度适应采动地压特性的采矿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

诱导冒落采矿方法，目的是通过利用采动压力破碎矿石，延长上盘不稳围岩的冒落时间，改

善矿石回采环境，降低矿石损失贫化与提高生产效率。

[0005] 实现本发明目的的技术方案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0006] (1)采前准备：在阶段运输水平开拓工程的穿脉巷道的矿体中掘进堑沟巷道，在穿

脉巷道的矿体外掘进出矿巷道，从出矿巷道朝向堑沟巷道垂直掘进出矿横穿，同时从从斜

坡道掘进各采矿分段的联络道，联络道掘进过矿体后，在矿体中掘进各分段的凿岩巷道；

[0007] (2)回采作业：回采时只回采下盘侧一定范围内的矿体，在上盘侧与顶部留下一定

厚度的矿石层使之自然冒落，上盘侧留下矿石层的厚度按如下经验公式计算：

式中：a为下盘侧回采区的空场长度，m；b为下盘侧回采区

的空场高度，m；H为采场的埋深，m；γ为上覆岩层容重，t/m3；μ为矿石的泊松比；α为矿体的

倾角，°；E为矿石的弹性模量，MPa；k为与上盘围岩硬度、矿体稳定性、矿体厚度、上部采空区

赋存状态以及量纲转换有关的系数，一般k＝0.2～0.3；顶柱厚度为上盘预留矿石层厚度的

1.3～1.5倍，根据上盘侧预留矿石层和顶柱厚度确定采场的爆破回采范围；

[0008] 在各采矿分段同时施工回采炮孔，堑沟巷道中也布置回采炮孔，从上到下逐采矿

分段或同时爆破凿岩巷道，每次爆破2～3排炮孔，堑沟巷道一次回采1～2排炮孔，每次回采

的同时，放出上部凿岩巷道崩落的矿石，每次出矿到端部口微露空区为止，确保采空区冒落

安全；

[0009] 在回采过程中，始终下采矿分段回采爆破滞后上采矿分段的距离大于等于2～3个

爆破排距，以保障爆破施工安全，下采矿分段出矿或爆破为上采矿分段崩落矿石提供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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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按松动范围，至少满足上采矿分段侧向挤压爆破条件确定下采矿分段回采的最大滞

后距离，直到形成阶梯状回采工作面后，为提高开采效率，各采矿分段同时爆破回采；

[0010] 随着采空区增大，矿体暴露面积加大，上盘预留矿石层与顶柱缺少支撑，矿体开始

冒落，形成冒落矿石，在放出冒落矿石后，上中段出矿巷道与出矿横穿已经开采结束，上中

段下来的废石也随着矿体一起冒落下来；

[0011] (3)出矿工作：在堑沟巷道上部炮孔开始爆破回采后，堑沟巷道与上部采空部位形

成受矿堑沟，上中段部所有分段回采的矿石全部落下来进入堑沟巷道，通过铲运设备从出

矿横穿、出矿巷道运输出去。

[0012] 其中，所述的各采矿分段高度为12～18m，优选15m。

[0013] 所述的出矿横穿间距8～12m。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特点和有益效果是：

[0015] 本发明是一种急倾斜矿体诱导冒落采矿法，包括沿脉布置回采巷道，采用中深孔

或深孔凿岩、侧向挤压爆破，只回采下盘侧一定范围的矿体，上盘侧与顶部留下一定厚度的

矿石层使之自然冒落，上盘侧留下矿石层的厚度按照经验公式计算；本发明在上盘留下矿

石层的厚度，对这种采矿法的生产效率与回采指标影响重大，如果所留矿石层厚度过大，不

能在最下一分段回采后全部快速冒落下来，不仅影响矿石回采率，而且将影响采场生产的

正常进行；反之，如果所留矿石层厚度过小，在最下一分段回采之前就片落，则起不到迟滞

上盘围岩冒落的效果，也将严重影响矿石的损失贫化。最佳状态是，所留矿石层滞后最下一

分段回采工作面8～10m的距离全部自然冒落，为此，需要用经验公式确定上盘所留矿石层

的合理厚度。此外，顶柱的厚度须保持其在上盘矿石层冒落之前保持稳定状态，以使覆盖层

废石降落在所有冒落的矿石层之上，以避免在冒落过程中发生矿岩掺杂。顶柱的厚度需要

由生产试验确定，一般为上盘侧矿石层厚度的1.3～1.5倍。

[0016] 本发明是将每一回采分段的沿脉采准工程均布置在靠近下盘的矿体内，使之远离

上盘比较破碎的围岩；在回采过程中，留下顶柱和上盘临时矿柱来隔离破碎围岩与覆盖层

废石；采用分段凿岩阶段出矿方式，在最下一个分段设置底部结构，回收采场内冒落下来的

矿石。这种方法的采场上部3～4个空场落矿分段同时回采，下一个分段滞后上一个分段1～

2个步距的回采距离，以保证安全。这些分段崩落空场内的矿石主要从最下一个分段沿脉进

路(堑沟巷道)回采时放出，在最下一个分段沿脉进路出矿时，采用进路端部口不出空的方

式控制放矿，以防止冒落气浪的冲击；

[0017] 总结起来，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先空场下端部出矿，后覆岩下底部结构放矿；上盘所

留矿柱厚度按经验公式定量计算；与常规的沿脉无底柱分段崩落进路都布置在矿体的中间

位置不同，本发明方法各条回采进路都布置在靠近下盘较稳固的矿体里，远离上盘破碎围

岩，提高了巷道的稳定性；本发明先掘进与回采堑沟巷道，后掘进出矿横穿，避免堑沟巷道

回采时的爆破震动对出矿横穿出矿口的破坏，有利于冒落矿石的放出；本发明上部向空场

崩落的矿石，从最下分段的沿脉巷道的端部放出，随后冒落的上盘侧矿石从出矿横穿放出，

这样有一多半的矿石在空场下放出，只有小部分矿石在覆岩下放出，能够减少矿石下盘损

失与废石混入率，由此可降低矿石损失贫化，同时由于上盘矿石层和顶柱矿量被诱导冒落，

节省了凿岩爆破费用，增大了出矿强度，可实现高效开采。

[0018] 本发明这种诱导冒落采矿方法特别适合于上盘围岩稳定性差、矿石比较坚硬但节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8049870 B

4



理裂隙发育、下盘围岩中等稳固的急倾斜中厚到厚矿体。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冒落采矿方法示意图之

一；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冒落采矿方法示意图之

二；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冒落采矿方法示意图之

三；

[0022] 其中：图2是图1的II-II截面图，图3是图2的III-III截面图；

[0023] 图中：1-出矿巷道；2-堑沟巷道；3-出矿横穿；4-采区斜坡道；5-联络道；6-凿岩巷

道；7-炮孔；8-上中段出矿巷道；9-上中段出矿横穿；10-上盘预留矿石层；11-顶柱；12-覆岩

层废石；13-冒落矿石。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

[0025]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上盘含不稳岩层的急倾斜中厚矿体的诱导冒落采矿

方法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0026] (1)采前准备：在阶段运输水平开拓工程的穿脉巷道的矿体中掘进堑沟巷道2，在

穿脉巷道的矿体外掘进出矿巷道1，在堑沟巷道2掘进后，从出矿巷道1朝向堑沟巷道2垂直

掘进出矿横穿3，出矿横穿3间距一般8～12m；同时从斜坡道4掘进各分段的联络道5，联络道

5掘进过矿体后，在矿体中掘进各采矿分段的凿岩巷道6，各采矿分段高度为12～18m，一般

取15m左右；

[0027] (2)回采作业：回采时只回采下盘侧一定范围内的矿体，在上盘侧与顶部留下一定

厚度的矿石层使之自然冒落，上盘侧留下矿石层10的厚度按如下经验公式计算：

式中：a为下盘侧回采区的空场长度，m；b为下盘侧回采区

的空场高度，m；H为采场的埋深，m；γ为上覆岩层容重，t/m3；μ为矿石的泊松比；α为矿体的

倾角，°；E为矿石的弹性模量，MPa；k为与上盘围岩硬度、矿体稳定性、矿体厚度、上部采空区

赋存状态以及量纲转换有关的系数，一般k＝0.2～0.3；顶柱11厚度为上盘预留矿石10层厚

度的1.3～1.5倍，根据上盘侧预留矿石层10和顶柱11厚度确定采场的爆破回采范围；

[0028] 在各采矿分段同时施工回采炮孔7，堑沟巷道2中也布置回采炮孔7，从上到下逐采

矿分段或同时爆破凿岩巷道6，每次爆破2～3排炮孔，堑沟巷道2一次回采1～2排炮孔，每次

回采的同时，放出上部凿岩巷道崩落的矿石，每次出矿到端部口微露空区为止，确保采空区

冒落安全；

[0029] 在回采过程中，始终下采矿分段回采爆破滞后上采矿分段的距离大于等于2～3个

爆破排距，以保障爆破施工安全，下采矿分段出矿或爆破为上采矿分段崩落矿石提供松动

条件，按松动范围，至少满足上采矿分段侧向挤压爆破条件确定下采矿分段回采的最大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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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距离，直到形成阶梯状回采工作面后，为提高开采效率，各分段同时爆破回采；

[0030] 随着采空区增大，矿体暴露面积加大，上盘预留矿石层10与顶柱11缺少支撑，矿体

开始冒落，形成冒落矿石13，在放出冒落矿石13后，上中段出矿巷道8与出矿横穿9已经开采

结束，上中段下来的废石12也随着矿体一起冒落下来；

[0031] (3)出矿工作：在堑沟巷道2上部炮孔开始爆破回采后，堑沟巷道与上部采空部位

形成受矿堑沟，上中段部所有分段回采的矿石全部落下来进入堑沟巷道2，通过铲运设备从

出矿横穿3、出矿巷道1运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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