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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充填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充

填材料包括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和骨料，且两者

的质量比依次序为1：3～7；其中，石灰石尾矿胶

凝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石灰石尾矿粉40

～60份、粒化高炉矿渣40～60份、水泥熟料4～12

份、石膏4～12份、钢渣10～15份、激发剂2～15

份、减水剂0.2～1.2份；骨料为原状石灰石尾矿。

本发明充分利用了石灰石尾矿，利用率高达90％

以上，解决了石灰石尾矿利用的问题，首先在胶

凝材料中石灰石尾矿可以起到填充作用密实结

石体，同时石灰石尾矿可以促进水泥熟料的水

化，另一方面原状石灰石尾矿可以作为集料提高

充填材料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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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和骨料，且两者的

质量比依次序为1：3～7；其中，所述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石灰石尾

矿粉40～60份、粒化高炉矿渣40～60份、水泥熟料4～12份、石膏4～12份、钢渣10～15份、激

发剂2-15份、减水剂0.2-1.2份；所述骨料为原状石灰石尾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

还包括水，优选地，按照0.6～1.2的水灰比添加所述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石灰石尾矿粉由原状

石灰石尾矿粉磨得到，其比表面积为100～600m2/kg。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膏包括脱硫石膏、

磷石膏中的任意一种，优选地，所述石膏为比表面积200～400m2/kg的石膏粉。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地，所述钢渣、矿渣

的细度均大于300m2/kg。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熟料包括硅酸盐

水泥、硫铝酸盐水泥、铁铝酸盐水泥熟料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激发剂包括氢氧化

钠、硅酸钠、工业废碱的任意一种；

或者，所述减水剂包括萘系减水剂、氨基减水剂、三聚氰胺减水剂、聚羧酸减水剂中的

任意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其特征在于，进一步地，所述骨料的细

度模数为3.40～3.50。

9.权利要求2～8任一项所述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首先将

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中的激发剂溶于水中，然后加入剩余的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的各原

料，最后加入原状石灰石尾矿，即得。

10.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或者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制备

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在岩溶治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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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充填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与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公开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必然

被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构成已经成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

术。

[0003] 我国岩溶发育广泛，全国岩溶总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7，给建筑物基础施工、矿山

开采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岩溶根据其发育强度，可分为强烈发育、中等发育、弱发育、微发

育等。其中，强烈发育区主要表现为大型暗河，廊道及较大规模的溶洞，其他三种多表现为

溶蚀、溶沟、溶槽、中小型串球状洞穴或单个小型溶洞，裂隙较为发育等形态。由于岩溶表现

形态呈现多样性及规律性弱的特点，给目前的勘探、设计与施工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0004] 岩溶在外载荷的作用下容易发生坍塌，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很难预测。在滨海地

区的工程量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滨海岩溶地区岩溶发育对工程施工条件和安全带来的负面

影响渐渐凸显，例如不均匀沉降、溶洞塌陷、基坑和洞室涌突水、岩溶渗漏、地表土潜移等潜

在的工程危害，为减少岩溶地区此类问题对工程的影响，因此在岩溶地区修建各类工程建

筑物时必须对岩溶进行工程地质研究，以预测和解决因岩溶而引起的各种工程地质问题。

[0005] 本发明人研究发现：由于水泥生产对石灰石尾矿中氧化钙含量有明确要求(通常

不能低于50％)，且氧化镁含量需低于2.0％，但现实情况是，即使同一座矿山，氧化钙和氧

化镁含量均有较大差异，而导致这些氧化镁含量较高的尾矿无法用于水泥生产。一段时间

以来，水泥企业多采用堆放和回填的办法处理，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上述的问题，本发明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氧化镁含量高的石灰石尾矿不能

用于水泥生产，但其具有的高硬度使这种尾矿用于生产骨料恰到好处，为此，本发明提出了

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技术方案如下所

示。

[0007] 在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其包括石灰石尾矿胶凝材

料和骨料，且两者的质量比依次序为1：3～7；其中，所述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包括以下重量

份的组分：石灰石尾矿粉40～60份、粒化高炉矿渣40～60份、水泥熟料4～12份、石膏4～12

份、钢渣10～15份、激发剂2-15份、减水剂0.2-1.2份；所述骨料为原状石灰石尾矿。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还包括水，优选地，按照0.6～1.2的水灰比添

加所述水。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石灰石尾矿粉由原状石灰石尾矿粉磨得到，其比表面积为100～

600m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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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在本发明中，所述原状石灰石尾矿指未经任何处理的石灰石尾矿。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石膏包括脱硫石膏、磷石膏中的任意一种，优选地，所述石膏为比

表面积200～400m2/kg的石膏粉。

[0012] 进一步地，所述钢渣、矿渣的细度均大于300m2/kg。

[0013] 进一步地，所述水泥熟料包括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铁铝酸盐水泥熟料等中

的至少一种。

[0014] 进一步地，所述激发剂包括氢氧化钠、硅酸钠、工业废碱的任意一种。可选地，所述

工业废碱为工业生产中产生的强碱性废液，pH值为8-10。

[0015] 进一步地，所述减水剂包括萘系减水剂、氨基减水剂、三聚氰胺减水剂、聚羧酸减

水剂中的任意一种。

[0016] 进一步地，所述骨料为原状石灰石尾矿细度模数为3.40～3.50。

[0017] 在本发明的第二方面，公开所述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的制备方法：首先将石灰石

尾矿胶凝材料中的激发剂溶于水中，然后加入剩余的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的各原料，最后

加入原状石灰石尾矿，即得。

[0018] 在本发明的第三方面，公开所述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在岩溶治理中的应用。

[0019] 相较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充分利用了石灰石尾矿，利用

率高达90％以上，解决了石灰石尾矿利用的问题，首先在胶凝材料中石灰石尾矿可以起到

填充作用密实结石体，同时石灰石尾矿可以促进水泥熟料的水化，另一方面原状石灰石尾

矿可以作为集料提高充填材料的力学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下列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的实验方法，通常按照常规条

件或按照制造厂商所建议的条件。

[0021] 除非另行定义，文中所使用的所有专业与科学用语与本领域熟练人员所熟悉的意

义相同。本发明所使用的试剂或原料均可通过常规途径购买获得，如无特殊说明，本发明所

使用的试剂或原料均按照本领域常规方式使用或者按照产品说明书使用。此外，任何与所

记载内容相似或均等的方法及材料皆可应用于本发明方法中。本发明中所述的较佳实施方

法与材料仅作示范之用。

[0022]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水泥生产对石灰石尾矿中氧化钙含量有明确要求，且氧化镁

含量需低于2.0％，导致氧化镁含量较高的尾矿无法用于水泥生产。一段时间以来，造成极

大的资源浪费。为此，本发明提出了，现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3] 下列实施例中，所述石灰石尾矿粉来自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司。

[0024] 下列实施例中，所述矿渣来自山东鲁碧建材有限公司。

[0025] 下列实施例中，所述水泥来自山水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0026] 下列实施例中，所述钢渣来自山东鲁碧建材有限公司。

[0027] 第一实施例

[0028] 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0029] (1)按照以下重量份的比例，分别称取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中各原料：石灰石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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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份、高炉矿渣40份、硅酸盐水泥熟料8份、脱硫石膏8份、钢渣10份、激发剂(氢氧化钠粉末)

6份、氨基高效减水剂0.8份。其中，所述脱硫石膏为比表面积大约400m2/kg的粉体，所述石

灰石尾矿为比表面积600m2/kg的粉体。

[0030] (2)按照5倍于本实施的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质量的比例，称取原状石灰石尾矿作

为骨料，其细度模数3.45。

[0031] (3)按照水灰比1称取自来水。

[0032] (4)将步骤(1)中的激发剂溶于步骤(3)的水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步骤(1)中剩

余的各原料，最后加入步骤(2)中的原状石灰石尾矿，搅拌均匀，即得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

[0033] (5)将步骤(4)得到的填充材料放入到模具中成型，一天后拆模，并在标准状况下

养护，完成后测试其力学强度。

[0034] 第二实施例

[0035] 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0036] (1)按照以下重量份的比例，分别称取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中各原料：石灰石尾矿

40份、高炉矿渣50份、硅酸盐水泥熟料4份、脱硫石膏4份、钢渣12份、激发剂(硅酸钠)2份、萘

系减水剂0.2份。(2)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其中，所述脱硫石膏为比表面积大约300m2/kg的

粉体，所述石灰石尾矿为比表面积400m2/kg的粉体。

[0037] (2)按照3倍于本实施的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质量的比例，称取原状石灰石尾矿作

为骨料，其细度模数为3.45。

[0038] (3)按照水灰比1称取自来水。

[0039] (4)将步骤(1)中的激发剂溶于步骤(3)的水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步骤(1)中剩

余的各原料，最后加入步骤(2)中的原状石灰石尾矿，搅拌均匀，即得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

[0040] (5)将步骤(4)得到的填充材料放入到模具中成型，一天后拆模，并在标准状况下

养护，完成后测试其力学强度。

[0041] 第三实施例

[0042] 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0043] (1)按照以下重量份的比例，分别称取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中各原料：石灰石尾矿

60份、高炉矿渣55份、硅酸盐水泥熟料12份、脱硫石膏10份、钢渣15份、激发剂(氢氧化钠粉

末)15份、三聚氰胺减水剂1.2份。(2)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其中，所述脱硫石膏为比表面积

大约200m2/kg的粉体，所述石灰石尾矿为比表面积100m2/kg的粉体。

[0044] (2)按照4.5倍于本实施的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质量的比例，称取原状石灰石尾矿

作为骨料，其细度模数为3.45。

[0045] (3)按照水灰比1称取自来水。

[0046] (4)将步骤(1)中的激发剂溶于步骤(3)的水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步骤(1)中剩

余的各原料，最后加入步骤(2)中的原状石灰石尾矿，搅拌均匀，即得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

[0047] (5)将步骤(4)得到的填充材料放入到模具中成型，一天后拆模，并在标准状况下

养护，完成后测试其力学强度。

[0048] 第四实施例

[0049] 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0050] (1)按照以下重量份的比例，分别称取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中各原料：石灰石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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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份、高炉矿渣60份、硅酸盐水泥熟料10份、磷石膏12份、钢渣13份、激发剂(硅酸钠)11份、

聚羧酸减水剂0.8份。(2)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其中，所述磷石膏为比表面积大约200m2/kg

的粉体，所述石灰石尾矿为比表面积100m2/kg的粉体。

[0051] (2)按照7倍于本实施的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质量的比例，称取原状石灰石尾矿作

为骨料，其细度模数为3.45。

[0052] (3)按照水灰比1称取自来水。

[0053] (4)将步骤(1)中的激发剂溶于步骤(3)的水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步骤(1)中剩

余的各原料，最后加入步骤(2)中的原状石灰石尾矿，搅拌均匀，即得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

[0054] (5)将步骤(4)得到的填充材料放入到模具中成型，一天后拆模，并在标准状况下

养护，完成后测试其力学强度。

[0055] 第五实施例

[0056] 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0057] (1)按照以下重量份的比例，分别称取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中各原料：石灰石尾矿

50份、高炉矿渣40份、硅酸盐水泥熟料8份、脱硫石膏8份、钢渣10份、激发剂(氢氧化钠粉末)

6份、氨基高效减水剂0.8份。(2)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其中，所述脱硫石膏为比表面积大约

400m2/kg的粉体，所述石灰石尾矿为比表面积600m2/kg的粉体。

[0058] (2)按照水灰比1称取自来水。

[0059] (3)将步骤(1)中的激发剂溶于步骤(2)的水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步骤(1)中剩

余的各原料，搅拌均匀，即得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

[0060] (4)将步骤(3)得到的填充材料放入到模具中成型，一天后拆模，并在标准状况下

养护，完成后测试其力学强度。

[0061] 第六实施例

[0062] 一种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的制备，包括如下步骤：

[0063] (1)按照以下重量份的比例，分别称取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中各原料：高炉矿渣40

份、硅酸盐水泥熟料8份、脱硫石膏8份、钢渣10份、激发剂(氢氧化钠粉末)6份、氨基高效减

水剂0.8份。(2)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其中，所述脱硫石膏为比表面积大约400m2/kg的粉

体，所述石灰石尾矿为比表面积600m2/kg的粉体。

[0064] (2)按照5倍于本实施的石灰石尾矿胶凝材料质量的比例，称取原状石灰石尾矿作

为骨料，其细度模数为3.45。

[0065] (3)按照水灰比1称取自来水。

[0066] (4)将步骤(1)中的激发剂溶于步骤(3)的水中，搅拌均匀，然后加入步骤(1)中剩

余的各原料，最后加入步骤(2)中的原状石灰石尾矿，搅拌均匀，即得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

[0067] (5)将步骤(4)得到的填充材料放入到模具中成型，一天后拆模，并在标准状况下

养护，完成后测试其力学强度。

[0068] 以第一至第四实施例制备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为测试对象，对其流动度及强度

进行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69]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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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0071] 从表1可以看出：加入原状石灰石尾矿作为骨料可以明显提高充填材料的强度，同

时提高了石灰石尾矿的利用率，可以大量的消耗石灰石尾矿，在胶凝材料中增加可以增大

石灰石尾矿的石灰石尾矿充填材料的流动度，胶凝材料中石灰石尾矿可以起到填充作用密

实结石体，同时石灰石尾矿可以促进水泥熟料的水化，另一方面原状石灰石尾矿可以作为

集料提高充填材料的力学性能。

[0072]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尽管参照前述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

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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