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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

破法，包括以下步骤：1)根据施工现状，确定爆破

参数；2)布孔；3)钻孔与装药；4)爆破；其中所述

爆破的方法为：多排中深孔毫秒微差爆破，爆破

顺序为：排内炮孔组按照从中间向外侧依次爆

破，排间按照由内向外形成V型自由面，来布置炮

孔组的起爆顺序。本发明采用多排中深孔毫秒微

差爆破法，通过控制起爆的顺序，形成多层V型自

由面，因而在外层炮孔爆破时会具有三个临空

面，可有效减少爆破夹制性和震动强度，保护地

表建(构)筑物和人员的安全，减小对相邻采场或

充填体破坏，有利于控制矿石的贫化率，也可能

够显著降低炸药单耗，降低采矿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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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施工现状，确定爆破参数；

2）布孔：在凿岩巷道内布置至少2排中深孔；将第一排炮孔从中间向两侧平均分成n组，

不能平均分配的，将多余炮孔均匀划分在两边最外侧炮孔组，第一排正中间的炮孔组为起

始炮孔组；将第二排炮孔从中间向两侧平均分成n+1组，不能平均分配的，将多余炮孔均匀

划分在两边最外侧炮孔组；奇数排炮孔的分组与第一排分组一致，偶数排炮孔的分组与第

二排一致；

3）钻孔与装药；

4）爆破：爆破采用多排一次毫秒微差爆破；爆破顺序为排内炮孔组按照从中间向外侧

依次爆破；排间按照由内向外形成V型自由面，来布置炮孔组的起爆顺序；形成第一层V型自

由面后，爆破与其相邻的炮孔，形成第二层V型自由面，以此类推，形成多层V型自由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排炮孔组

n为5，炮孔排数为2排时，爆破顺序为：先爆破起始炮孔组，接着爆破与起始炮孔组相邻的炮

孔组，形成第一层V型自由面，再接着爆破与第一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形成第二层V

型自由面，最后爆破与第二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其特征在于，起爆与起始炮孔组

相邻的炮孔组的顺序为从第一排到第二排；爆破与第一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的顺序

为从第一排到第二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排炮孔组

n为5，炮孔排数为3排时，爆破顺序为：先爆破起始炮孔组，接着爆破与起始炮孔相邻的炮孔

组，形成第一层V型自由面，接着爆破第一排中与第一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再接着爆

破与第一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第三排炮孔组，再接着爆破与第一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第二排

炮孔组，形成第二层V型自由面，然后爆破与第二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形成第三层V

型自由面，最后爆破与第三层V型自由面相邻炮孔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其特征在于，起爆与起始炮孔组

相邻的炮孔组的顺序为从第一排到第二排；爆破与第二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的顺序

为从第二排到第三排。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1）中，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计算最大单段装药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中，

每排中深孔呈扇形排布；所述的中深孔的孔径为80mm，孔深为10.5-29.5m，前倾角为90o，边

孔角为40o，孔底距为2.8-3.0m，排间距为0.8-2.0m，与上一段分区的安全距离为0.7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采

用Sim1354型液压凿岩台车打上向扇形中深孔；用BQF-100装药器或者Normet  MC605型装药

台车进行连续柱状不耦合装药，炸药采用2#乳化炸药。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装药中的堵塞

长度为：边孔堵塞长度为1m，从两侧的边孔开始，孔底按3m、6m的长度依次间隔堵塞。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爆

破时，排间微差为50-75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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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地下矿山开采爆破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中厚-厚大矿体，目前国内外通常采用中深孔爆破回采，通过大规模爆破施工

方法来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目前所用的中深孔爆破法多为单排一次爆破，这种爆破方法爆

破时自由面少，最大单段药量大，导致爆破效果较差，大块率高；爆破时，后冲大易破坏后排

待爆炮孔；爆破的夹制作用明显，震动强度大，常常破坏相邻采场，尤其是回采时容易破坏

充填体，造成充填体混入矿石。特别的，对于浅埋中厚-厚大矿体回采时，爆破震动易造成对

地表建(构)筑物开裂、管线破裂、地面沉降等一系列安全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解决爆破自由面少，震动

强度大的问题。

[0004] 本发明这种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破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5] 1)根据施工现状，确定爆破参数；

[0006] 2)布孔：在凿岩巷道内布置至少2排中深孔；将第一排炮孔从中间向两侧平均分成

n组，不能平均分配的，将多余炮孔均匀划分在两边最外侧炮孔组，第一排正中间的炮孔组

为起始炮孔组；将第二排炮孔从中间向两侧平均分成n+1组，不能平均分配的，将多余炮孔

均匀划分在两边最外侧炮孔组；奇数排炮孔的分组与第一排分组一致，偶数排炮孔的分组

与第二排一致；

[0007] 3)钻孔与装药；

[0008] 4)爆破：爆破采用多排一次毫秒微差爆破；爆破顺序为排内炮孔组按照从中间向

外侧依次爆破；排间按照由内向外形成V型自由面，来布置炮孔组的起爆顺序。

[0009] 所述第一排炮孔组n为5，炮孔排数为2排时，爆破顺序为：先爆破起始炮孔组，接着

爆破与起始炮孔组相邻的炮孔组，形成第一层V型自由面，再接着爆破与第一层V型自由面

相邻的炮孔组，形成第二层V型自由面，最后爆破与第二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

[0010] 所述第一排炮孔组n为5，炮孔排数为2排时，起爆与起始炮孔组相邻的炮孔组的顺

序为从第一排到第二排；爆破与第一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的顺序为从第一排到第二

排。

[0011] 所述第一排炮孔组n为5，炮孔排数为3排时，爆破顺序为：先爆破起始炮孔组，接着

爆破与起始炮孔相邻的炮孔组，形成第一层V型自由面，接着爆破第一排中与第一层V型自

由面相邻的炮孔组，再接着爆破与第一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第三排炮孔组，再接着爆破与第

一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第二排炮孔组，形成第二层V型自由面，然后爆破与第二层V型自由面

相邻的炮孔组，形成第三层V型自由面，最后爆破与第三层V型自由面相邻炮孔组。

[0012] 所述第一排炮孔组n为5，炮孔排数为3排时，起爆与起始炮孔组相邻的炮孔组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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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从第一排到第二排；爆破与第二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的顺序为从第二排到第三

排。

[0013] 所述的步骤1)中，根据《爆破安全规程》计算最大单段装药量。

[0014] 所述的步骤2)中，每排中深孔呈扇形排布；所述的中深孔的孔径为80mm，孔深为

10.5～29.5m，前倾角为90°，边孔角为40°，孔底距为2.8～3.0m，排间距为0.8～2.0m，与上

一段分区的安全距离为0.7m。

[0015] 所述步骤3)中，采用Sim1354型液压凿岩台车打上向扇形中深孔；用BQF-100装药

器或者Normet  MC605型装药台车进行连续柱状不耦合装药，炸药采用2#乳化炸药。

[0016] 所述装药中的堵塞长度为：边孔堵塞长度为1m，从两侧的边孔开始，孔底按3m、6m

的长度依次间隔堵塞，。

[0017] 所述步骤4)中，爆破时，排间微差为50～75ms。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采用多排中深孔一次爆破的方法，通过控制起爆的顺

序，形成多层V型自由面，因而在外层炮孔爆破时会具有三个临空面，可有效减少爆破夹制

性和震动强度，保护地表建(构)筑物和人员的安全，减小对相邻采场或充填体破坏，有利于

控制矿石的贫化率，也可能够显著降低炸药单耗，降低采矿成本。而且这种爆破方法可以实

现排内和排间挤压爆破，破碎效果好，可有效控制大块率。另外多段微差爆破，爆破后冲小，

避免破坏相邻炮孔，对爆破施工组织影响较小。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实施例1爆破平面方案图；

[0020] 图2为实施例1第一排炮孔的剖面图A-A；

[0021] 图3为实施例1第二排炮孔的剖面图B-B；

[0022] 图4为实施例2爆破平面方案图；

[0023] 图5为实施例2第一排炮孔的剖面图C-C；

[0024] 图6为实施例2第二排炮孔的剖面图D-D；

[0025] 图7为实施例2第二排炮孔的剖面图E-E；

[0026] 其中：1、炮孔；2、边孔角；3、凿岩巷道；4、孔底距；5、上一分段空区；6、安全距离；7、

第一排炮孔；8、第二排炮孔；9、第三排炮孔；10、第一层V型自由面；11、第二层V型自由面；

12、第三层V型自由面；a-m为第一排炮孔编号；a’-m’为第二排炮孔编号；a”-m”为第三排炮

孔编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可以由下述所限定和

覆盖的多种方式实施。

[0028] 本工程的具体实施例中采用分段凿岩阶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法开采，采场垂直矿

体走向布置，阶段高度100m，分段高度25m，宽20m，采场长40～80m。目前在-400m中段及-

375m中段进行中深孔爆破，一次爆破炸药总量约3000kg，属于浅埋厚大矿体的大规模回采

爆破施工。距离爆破震源350～400m的地表分布有大量民房、简易搭棚及其他基础设施，民

房和基础设施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简易搭棚多为木制结构，爆破环境相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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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实施例1两排一次爆破方案

[0030] 1爆破参数选择

[0031]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的要求及施工现状计算最大单段药量，其计算公式为：

[0032]

[0033] Qmax为齐发爆破总药量或者为延时爆破最大单段药量(kg)；ν为保护对象所在地质

点振动点安全允许速度(cm/s)；k，α为与爆破地点和被保护物之间的地形、地质条件有关的

系数和衰减指数；R为爆破震源与被保护物之间的最短距离(m)。

[0034] 钢筋砼结构房屋震动安全允许速度可取3.5～4.5cm/s，土坯房、毛石房屋震动安

全允许速度可取0.7～1.2cm/s，本具体实施例爆破施工时，考虑到地表有木质简易搭棚，取

ν＝0.7cm/s。通过爆破震动测试，对公式中的参数k，α进行回归分析，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

数据拟合，得到:k＝196.8,α＝1.469。R值为350m，计算所得最大单段药量Qmax＝427.55kg，

在实际爆破施工中低于该值即可。

[0035] 2布孔

[0036] 本实施例的炮孔布置如图1-3所示：共布置两排炮孔，每排12个炮孔，第一排炮孔7

的炮孔编号为a-m，第二排炮孔8的炮孔编号为a’-m’，炮孔成扇形布置，前倾角为90°,边孔

角2为40°，其他炮孔的角度和炮孔的深度如表1所示，所有炮孔1的直径为80mm，孔底距4为

2.8～3.0m，排间距为1.2-1.9m，与上一段分区的安全距离为0.7m。

[0037] 表1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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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0040] 3钻孔与装药

[0041] 根据布孔的参数，采用Sim1354型液压凿岩台车打上向扇形孔。

[0042] 根据炮孔1中装入的雷管段数，将炮孔进行分类，共分为10段：1段炮孔为f、g编号

炮孔；2段炮孔为h、i编号炮孔；3段炮孔为d、e编号炮孔；4段炮孔为e’、f’编号炮孔；5段炮孔

为g’、h’编号炮孔；6段为a、b、c编号炮孔；7段为j、k、m编号炮孔；8段炮孔为c’、d’编号炮孔；

9段炮孔为i’、j’编号炮孔；10段炮孔为a’、b’、k’、m’编号炮孔。1段为起始炮孔，2-5段为与

起始炮孔组相邻炮孔组，6-9段为与第一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10段为与第二层V型自

由面相邻的炮孔组。

[0043] 所用的雷管为等间隔高精度的雷管，该系列雷管相邻段别之间按25ms等延时间

隔，即1段为0ms，2段为25ms，3段为50ms，依次间隔，将排间微差间隔时间控制为75ms。

[0044] 根据表1中，所列出的雷管段别、堵塞长度、装药量采用BQF-100装药器或者Normet 

MC605型装药台车对炮孔进行连续柱状不耦合装药。炸药采用2#岩石乳化炸药，药卷规格为

Φ140mm×800mm，每卷药重约9kg。装药完毕后，堵塞长度如表1所示。爆破规模为炸药总量

1965.2kg，最大单段药量为2段和3段，装药量为236.5kg，低于计算所得最大单段药量，符合

规程。

[0045] 4爆破

[0046] 将导爆索与非电导爆管同时连接于孔内，并连接成爆破网络，进行起爆，爆破时，

使用震动监测仪对地表被保护的建(构)筑物和井下巷道布点监测，检验爆破参数的合理

性。爆破顺序为1段-2段-3段-4段-5段-6段-7段-8段-9段-10段，1-5段组起爆后，会形成第

一层V型自由面；6-9段爆破后，形成第二层V型的自由面。多层V形自由面的形成可以有效的

减少爆破夹制性和震动强度，保护地表建(构)筑物和人员的安全，减小对相邻采场或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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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破坏，而且这样的爆破方法可以实现排内和排间挤压爆破，破碎效果好，可有效控制大块

率。

[0047] 实施例爆破工程的具体位置在吴集-李楼铁矿的-400m水平和-375m水平。对井下

的巷道工程和地表被保护的建(构)筑物进行爆破震动监测，验证该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

破法的效果。井下和地表最大一次爆破震动测试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由表2和3可知，最大

振速和主振频率均在允许安全震动速度值之内，且数值均较小，说明本实施例可以起到减

震的效果，有效保护地表建(构)筑物和人员的安全，减小对相邻采场或充填体破坏。

[0048] 表2井下最大一次爆破震动测试结果

[0049]

通道名 最大振速(cm/s) 主振频率(Hz) 振动持续时间(s)

通道1 3.612 3.662 0.881

通道2 4.193 4.272 0.975

通道3 4.364 73.242 1.893

[0050] 注：矿山巷道允许的爆破安全规程值为15～30cm/s。

[0051] 表3地表最大一次爆破震动测试结果

[0052]

通道名 最大振速(cm/s) 主振频率(Hz) 振动持续时间(s)

通道1 0.244 15.869 1.641

通道2 0.174 16.479 1.589

通道3 0.265 17.7 1.961

[0053] 实施例2三排一次爆破方案

[0054] 1爆破参数选择

[0055] 根据《爆破安全规程》的要求及施工现状计算最大单段药量，其计算公式为：

[0056]

[0057] Qmax为齐发爆破总药量或者为延时爆破最大单段药量(kg)；ν为保护对象所在地质

点振动点安全允许速度(cm/s)；k，α为与爆破地点和被保护物之间的地形、地质条件有关的

系数和衰减指数；R为爆破震源与被保护物之间的最短距离(m)。

[0058] 钢筋砼结构房屋震动安全允许速度可取3.5～4.5cm/s，土坯房、毛石房屋震动安

全允许速度可取0.7～1.2cm/s，本具体实施例爆破施工时，考虑到地表有木质简易搭棚，取

ν＝0.7cm/s。通过爆破震动测试，对公式中的参数k，α进行回归分析，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

数据拟合，得到:k＝196.8，α＝1.469。R值为350m，计算所得最大单段药量Qmax＝427.55kg，

在实际爆破施工中低于该值即可。

[0059] 2布孔

[0060] 本实施例的炮孔布置如图4-7所示：共布置三排炮孔，每排12个炮孔，第一排炮孔7

的炮孔编号为a-m，第二排炮孔8的炮孔编号为a’-m’，第三排炮孔9的炮孔编号为a”-m”，炮

孔成扇形布置，前倾角为90°,边孔角2为40°，其他炮孔的角度和炮孔的深度如表4所示，所

有炮孔1的直径为80mm，孔底距4为2.8～3.0m，排间距为0.8-2.0m，与上一段分区的安全距

离为0.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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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3钻孔与装药

[0062] 根据布孔的参数，采用Sim1354型液压凿岩台车打上向扇形孔。

[0063] 根据炮孔1中装入的雷管段数，将炮孔进行分类，共分为15段：1段炮孔为f、g编号

炮孔；2段炮孔为h、i编号炮孔；3段炮孔为d、e编号炮孔；4段炮孔为e’、f’编号炮孔；5段炮孔

为g’、h’编号炮孔；6段为a、b、c编号炮孔；7段为i、k、m编号炮孔；8段炮孔为f”、g”编号炮孔；

9段炮孔为c’、d’编号炮孔；10段炮孔为i’、j’编号炮孔；11段炮孔为a’、b’、k’、m’编号炮孔，

12段炮孔为d”、e”编号炮孔；13段炮孔为h”、i”编号炮孔；14段为a”、b”、c”编号炮孔；15段为

j”、k”、m”编号炮孔。1段为起始炮孔组，2-5段为起始炮孔的相邻的炮孔，6-10段为与第一层

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11-13段为与第二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14-15段为与第三

层V型自由面相邻的炮孔组。

[0064] 所用的雷管为等间隔高精度的雷管，该系列雷管相邻段别之间按25ms等延时间

隔，即1段为0ms，2段为25ms，3段为50ms，依次间隔，将排间微差间隔时间控制为75ms。

[0065] 根据表1中，所列出的雷管段别、堵塞长度、装药量采用BQF-100装药器或者Normet 

MC605型装药台车对炮孔进行连续柱状不耦合装药。炸药采用2#岩石乳化炸药，药卷规格为

Φ140mm×800mm，每卷药约重9kg，根据实际爆破情况可进行调节。装药完毕后，对炮孔进行

堵塞，每个炮孔的堵塞长度，如表1所示。爆破规模为炸药总量2955.2kg，最大单段药量为2

段、3段、12段和13段，装药量为236.5kg，低于计算所得最大单段药量，符合规程。

[0066] 4爆破

[0067] 将导爆索与非电导爆管同时连接于孔内，并连接成爆破网络，进行起爆，爆破时，

使用震动监测仪对地表被保护的建(构)筑物和井下巷道布点监测，检验爆破参数的合理

性。爆破顺序为1段-2段-3段-4段-5段-6段-7段-8段-9段-10段-11段-12段-13段-14段-15

段，1-5段起爆后会形成第一层V型形自由面，6-10段爆破后，形成第二层V型自由面；11-13

段爆破后形成第三层V型自由面。多层V型自由面的形成可以有效的减少爆破夹制性和震动

强度，保护地表建(构)筑物和人员的安全，减小对相邻采场或充填体破坏，而且这样的爆破

方法可以实现排内和排间挤压爆破，破碎效果好，可有效控制大块率。

[0068] 实施例爆破工程的具体位置在吴集-李楼铁矿的-400m水平和-375m水平。对井下

的巷道工程和地表被保护的建(构)筑物进行爆破震动监测，验证该上向扇形中深孔减震爆

破法的效果。井下和地表最大一次爆破震动测试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由表5和6可知，最大

振速和主振频率均在允许安全震动速度值之内，且数值均较小，说明本实施例可以起到减

震的效果，有效保护地表建(构)筑物和人员的安全，减小对相邻采场或充填体破坏。

[0069] 表4

[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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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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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3] 表5井下最大一次爆破震动测试结果

[0074]

通道名 最大振速(cm/s) 主振频率(Hz) 振动持续时间(s)

通道1 2.628 26.855 0.351

通道2 5.358 3.662 1.954

通道3 5.208 78.125 0.377

[0075] 注：矿山巷道允许的爆破安全规程值为15～30cm/s。

[0076] 表6地表最大一次爆破震动测试结果

[0077]

通道名 最大振速(cm/s) 主振频率(Hz) 振动持续时间(s)

通道1 0.193 16.479 1.838

通道2 0.121 17.09 1.646

通道3 0.352 19.531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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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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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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