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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粒尾矿沉降分级反滤脱水干堆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细粒尾矿沉降分级反滤

脱水干堆方法，选厂排出的全尾矿浆用深锥浓缩

机进行浓缩、脱水，底流流至高频振动筛，筛上粗

粒尾矿溜至胶带机漏斗或铲运机铲斗内，由胶带

机或铲运机将粗粒尾矿运至重力滤水车间的砂

池内；采用抓斗机将砂池内的粗粒尾矿在车间地

面围成带底的长方形过滤砂槽，T型砂仓内的浓

缩底流输送至过滤砂槽内；T型砂仓的溢流作为

回水使用；采用铲运机将过滤砂槽内的粗细尾矿

混合料倒装至胶带机漏斗或自卸汽车上，然后输

送到尾矿干堆场或回填复垦处，分层进行压实。

本发明用于细粒尾矿的干堆、回填复垦或井下充

填，尾矿脱水的基建、设备投资降低50％，能耗降

低85％，效率提高70％，成本降低60％，操作管理

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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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细粒尾矿沉降分级反滤脱水干堆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以下步骤：

(1)选厂排出的全尾矿浆通过管道泵送至深锥浓缩机进行浓缩、脱水，所述的深锥浓缩

机底部设有2个排矿管——左侧排矿管、右侧排矿管，排矿管上设有阀门；关闭左侧排矿管，

打开右侧排矿管让深锥浓缩机的底流流至高频振动筛，筛上粗粒尾矿溜至胶带机漏斗或铲

运机铲斗内，由胶带机或铲运机将粗粒尾矿运至重力滤水车间的砂池内，筛下浑水和深锥

浓缩机溢流均流入T型砂仓内；

其中关闭的那个左侧排矿管作为井下充填用排放管；

(2)在重力滤水车间，采用行车上的抓斗机将砂池内的粗粒尾矿在车间地面围成带底

的长方形过滤砂槽；

(3)T型砂仓内的细粒尾矿继续沉降，T型砂仓内的浓缩底流通过底流管道输送至重力

滤水车间粗尾矿所形成的长方形过滤砂槽内；T型砂仓的溢流作为回水使用；

(4)根据尾矿处理量、滤水速度及脱水循环时间，在重力滤水车间形成2～12个长方形

过滤砂槽；待细粒尾矿滤水沉降的尾矿砂面接近长方形过滤砂槽上沿5～20cm时，用抓斗机

从砂池内铲取一定数量的粗粒尾矿覆盖在滤水沉降的尾矿砂面上；

(5)待长方形过滤砂槽内的尾矿含水率达到压实尾矿最优含水率17％～25％之间时，

采用铲运机将长方形过滤砂槽内的粗细尾矿混合料倒装至胶带机漏斗或自卸汽车上，然后

输送到尾矿干堆场或回填复垦处，分层进行压实。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细粒尾矿沉降分级反滤脱水干堆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

中，控制深锥浓缩机的底流产率在65％～75％范围，深锥浓缩机的底流中+0.025mm粒级含

量≥95％，深锥浓缩机溢流中－0.025mm粒级含量≥95％。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细粒尾矿沉降分级反滤脱水干堆方法，其特征在于：控制T型

砂仓的底流浓度为28％～35％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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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粒尾矿沉降分级反滤脱水干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山尾矿处理与处置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水率高的细粒尾

矿脱水处理、利用、采空区充填与土地复垦的方法，特别适合于尾矿中-0.025mm粒级含量≥

30％的细粒尾矿的处理与处置。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冶金矿山生产的矿石品位普遍较低，矿石需要磨细后再通过磁选、重选、浮选

或联合流程进行选别，矿山每年都要产生约10亿吨的尾矿。矿石经过细磨、分选产生的细粒

尾矿含水率一般高达75％～90％。按以往常规方法是需要征用与矿山规模相匹配的土地，

专门修建尾矿库，将尾矿通过管道排放至尾矿库储存。鉴于安全、环保、节地的政策，国家严

格控制矿山尾矿库的建设，并要求尾矿循环利用、用于采空区充填和土地复垦工程或尾矿

干堆。

[0003] 用于回填土地复垦工程或干堆的尾矿，其尾矿的含水率宜为15％～25％。目前这

种含有大量水的饱和尾矿常采用分级浓缩、过滤或压滤的工艺来进行脱水。以规模300×

104t/a的铁矿为例，按尾矿产率40％，则尾矿产量120×104t/a；其中粒度d≤0.025mm的细粒

尾矿含量占30％，为36×104t/a(1200t/d)。针对上述粒度d≤0.025mm的饱和细粒尾矿的脱

水：需要300㎡的普通板框压滤机12台套，总装机功率2601kW，使用功率1680kW；设备投资

1716万元；厂房面积2862㎡，投资费用286万元；仅压滤设备和厂房两项合计投资2002万元。

细粒尾矿脱水年运营费用894万元，制备成本费用24.83元/t。

[0004] 目前，采用细粒尾矿压滤脱水的方法，其基建与设备的投资均较大、能耗较高、效

率低、管理复杂、运营成本高。采用的尾矿干堆脱水设备主要有普通圆池型浓密机、斜板浓

密机、斜管浓密机和高效浓密机4类。脱水设备主要有过滤机和压滤机。过滤机按获得过滤

推动力的方法不同，分为重力过滤器、真空过滤机和陶瓷过滤机3大类。压滤机也有板框压

滤机、厢式压滤机、立式压滤机和带式压滤机等。这些设备的共同点就是设备处理能力小，

且不适于处理-0.025mm粒级含量大于80％的细粒尾矿。

[0005] 《有色金属》(矿山部分)2013年第2期发表的“尾矿干堆工艺技术应用分析”一文介

绍了尾矿干堆工艺特点及要求，着重阐述了尾矿干堆工艺中应特别注意的几项问题，并指

出尾矿干堆也存在一些不足：(1)推广应用范围、技术成熟度方面相对有限，工程实践经验

积累还远远不够；(2)针对不同地形、地质条件及尾矿性质等影响因素，缺少系统的应用研

究和试验分析作支撑；(3)尾矿干堆工艺环节较多，前期对设备的投入较大，后期试运行及

正常生产后，对设备的维护及各环节协调管理任务较为繁重，大额资金的开销让一些小型

矿山企业难以承受。

[0006] 此外，现有尾矿处理与处置技术，功能单一，要么只用于尾矿干堆或尾矿回填复

垦，要么仅用于井下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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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系统处理能力小、处理工艺复杂、运行费

用高、处理功能单一且难以处理-0.025mm粒级含量≥30％的细粒尾矿脱水问题，而提供一

种细粒尾矿沉降分级反滤脱水干堆方法，用于细粒尾矿的干堆、回填复垦或井下充填。

[0008] 为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细粒尾矿沉降分级反滤脱水干堆方法将粒度d

＞0.025mm的粗粒尾矿作为反滤层和加压层，粒度d≤0.025mm的饱和细粒尾矿作为被过滤

体进行脱水，具体采用以下步骤：

[0009] (1)选厂排出的含水率80％的全尾矿浆通过管道泵送至深锥浓缩机进行浓缩、脱

水，所述的深锥浓缩机底部设有2个排矿管——左侧排放管、右侧排放管，排矿管上设有阀

门；关闭左侧排放管，打开右侧排放管让深锥浓缩机的底流流至高频振动筛，筛上粗粒尾矿

溜至胶带机漏斗或铲运机铲斗内，由胶带机或铲运机将粗粒尾矿运至重力滤水车间的砂池

内，筛下浑水和深锥浓缩机溢流均流入T型砂仓内；

[0010] 其中关闭的那个左侧排矿管作为井下充填用排放管。

[0011] 在该步骤，通过调节排矿管上设有的阀门大小，控制深锥浓缩机的底流产率在

65％～75％范围，深锥浓缩机的底流中+0.025mm粒级含量≥95％，深锥浓缩机溢流中－

0.025mm粒级含量≥95％。

[0012] (2)在重力滤水车间，采用行车上的抓斗机将砂池内的粗粒尾矿在车间地面围成

带底的长方形过滤砂槽；

[0013] (3)T型砂仓内的细粒尾矿继续沉降，T型砂仓内的浓缩底流通过底流管道输送至

重力滤水车间粗尾矿所形成的长方形过滤砂槽内；T型砂仓的溢流作为回水使用；

[0014] 在该步骤，通过调节T型砂仓的的底流管道阀门，控制T型砂仓的底流浓度为28％

～35％范围。

[0015] (4)根据尾矿处理量、滤水速度及脱水循环时间，在重力滤水车间形成2～12个长

方形过滤砂槽；待细粒尾矿滤水沉降的尾矿砂面接近长方形过滤砂槽上沿5～20cm时，用抓

斗机从砂池内铲取一定数量的粗粒尾矿覆盖在滤水沉降的尾矿砂面上；

[0016] (5)待长方形过滤砂槽内的尾矿含水率达到压实尾矿最优含水率17％～25％之间

时，采用铲运机将长方形过滤砂槽内的粗细尾矿混合料倒装至胶带机漏斗或自卸汽车上，

然后输送到尾矿干堆场或回填复垦处，分层进行压实。

[0017] 当需要进行井下采空区充填时，则由尾矿干堆或回填复垦模式转换为井下充填模

式，此时只需要启动深锥浓缩机(添加适量絮凝剂)，关闭右侧底流管的阀门，打开左侧底流

管的阀门，让高浓度全尾矿浆体，与所设计胶骨比的定量胶结剂混合搅拌，管道输送至采空

区即可；与此同时，高频振动筛和T型砂仓等均停止工作。

[0018] 与现有技术选比，本发明细粒尾矿的干堆、回填复垦或井下充填的综合处置方法

具有以下创新性和有益效果：

[0019] (1)以粒度d＝0.025mm为界，将全尾矿d＞0.025mm划分为粗粒尾矿，d≤0.025mm为

细粒尾矿；利用粗粒尾矿作为反滤层，饱和细粒尾矿采用重力反滤脱水工艺简洁、流程短，

处理量大，设备维护量极少，操作管理简单，脱水质量容易控制。

[0020] (2)本发明将井下采空区充填与尾矿干堆有机地结合，成为完整的全尾矿砂处理

系统，是矿山比较好的新型的尾矿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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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3)与深锥浓缩机、过滤机及压滤机进行尾矿脱水工艺相比较，相同规模和条件

下，本发明尾矿脱水的基建、设备投资降低50％，能耗降低85％，效率提高70％，成本降低

60％，操作管理简单。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细粒尾矿的干堆、回填复垦或井下充填的综合处置方法的原则工艺

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进一步描述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细粒尾矿的干堆、回填复

垦或井下充填的综合处置方法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由图1所示的本发明细粒尾矿的干堆、回填复垦或井下充填的综合处置方法的原

则工艺流程图看出，本发明细粒尾矿沉降分级反滤脱水干堆方法，采用以下步骤：

[0025] (1)选厂排出的含水率80％的全尾矿(重量浓度20％)通过管道泵送至SZ浓缩机

(即深锥浓缩机，以下)进行浓缩、脱水，所述的SZ浓缩机底部设有2个排矿管——左侧排矿

管、右侧排矿管，排矿管上设有阀门；关闭左侧排矿管，打开右侧排矿管让SZ浓缩机的底流

流至GP振动筛(即高频振动筛，以下同)，筛上粗粒尾矿(粒度d＞0.025mm，含水率约10％)溜

至胶带机漏斗或铲运机铲斗内，由胶带机或铲运机将粗粒尾矿运至重力滤水车间的砂池

内，筛下浑水和SZ浓缩机溢流均流入T型砂仓内；其中关闭的那个左侧排矿管作为井下充填

用排放管。

[0026] 在该步骤，通过调节排矿管上设有的阀门大小，控制SZ浓缩机的底流产率在65％

～75％范围，SZ浓缩机的底流中+0.025mm粒级含量≥95％，SZ浓缩机溢流中－0.025mm粒级

含量≥95％。

[0027] 采用的设备规格为：10t抓斗机、5t铲运机或5t轮式装载机。重力滤水车间可以设

计为仅有顶盖与梁柱、周边不带围护墙(敞开)的单层厂房即可实施。

[0028] (2)在重力滤水车间，采用行车上的抓斗机将砂池内的粗粒尾矿在车间地面围成

带底的长方形过滤砂槽。

[0029] (3)T型砂仓内的细粒尾矿继续沉降，T型砂仓内的浓缩底流通过底流管道输送至

重力滤水车间粗尾矿所形成的长方形过滤砂槽内；T型砂仓的溢流作为回水使用。为了保证

回水满足选矿使用，可在T型砂仓内添加适量的絮凝剂。

[0030] 在该步骤，通过调节T型砂仓的的底流管道阀门，控制T型砂仓的底流浓度为28％

～35％范围。

[0031] 所用的T型砂仓为中国专利ZL201520197064.5号研制的“一种适于尾矿处置用的

自流式浓缩脱水装置”,或《金属矿山》2017年第3期刊登的“全尾砂高效充填浓缩工艺及T型

砂仓研制”一文中研制的T型砂仓，其结构参数可以根据尾矿粒度、浓度及处理量大小进行

设计。

[0032] (4)根据尾矿处理量、滤水速度及脱水循环时间，在重力滤水车间形成2～12个长

方形过滤砂槽；待细粒尾矿滤水沉降的尾矿砂面接近长方形过滤砂槽上沿5～20cm时，用抓

斗机从砂池内铲取一定数量的粗粒尾矿覆盖在滤水沉降的尾矿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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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5)待长方形过滤砂槽内的尾矿含水率达到压实尾矿最优含水率17％～25％之间

时，采用铲运机将长方形过滤砂槽内的粗细尾矿混合料倒装至胶带机漏斗或自卸汽车上，

然后输送到尾矿干堆场或回填复垦处，分层进行压实。

[0034] 当需要进行井下采空区充填时，则由尾矿干堆或回填复垦模式转换为井下充填模

式，此时只需要启动SZ浓缩机(添加适量絮凝剂)，关闭右侧底流管的阀门，打开左侧底流管

的阀门，让高浓度全尾矿浆体，与所设计胶骨比的定量胶结剂混合搅拌，管道输送至采空区

即可；与此同时，GP振动筛和T型砂仓等均停止工作。

[0035] 砂仓的底流浓度为28％～35％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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