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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尾矿库和砂矿开采技术领域，具

体公开一种尾砂回采方法，首先沿水平方向对尾

矿库分区并划分网格，包括库尾网格区、库中网

格区和坝前网格区；沿竖直方向对尾矿库分层，

然后在库尾网格区设置排水设施，以排水设施为

中心，造浆采尾砂；在库中网格区和坝前网格区，

利用两栖式反铲挖掘机开挖尾砂面，然后利用水

柱切割机对破碎后的尾砂进行水动力切割造浆，

利用吸砂机吸砂。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采用

库内网格分层施工的方式，提高了回采安全系

数，利用机械设备组合进行回采，自动化程度高，

提高了回采工作效率，降低了操作人员劳动强

度，且回采过程无扬尘无污染，雨天可正常作业，

进一步提高了尾砂回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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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尾砂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沿水平方向对尾矿库分区并划分网格，包括库尾网格区、库中网格区和坝前网

格区；沿竖直方向对尾矿库分层，由顶至底，所述坝前网格区、所述库中网格区、所述库尾网

格区依次排布；

步骤二、在所述库尾网格区设置排水设施，以所述排水设施为中心，造浆采尾砂；

步骤三、在所述库中网格区和所述坝前网格区，利用两栖式反铲挖掘机开挖尾砂面，然

后利用水柱切割机对破碎后的尾砂进行水动力切割造浆，利用吸砂机吸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尾砂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所述库尾网格区、所述

库中网格区以及所述坝前网格区的网格面积为5000‑50000m2，网格深度为1‑10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尾砂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以所述排水设施为圆

心，在半径为10‑20m的区域内造浆采砂，采用先浅后扩、分层旋转后退式开采，每层开挖深

度为0.5‑3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尾砂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进行步骤三之前，步骤二中，所

述库尾网格区造浆深度不小于3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尾砂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进行过程中，所述库尾网

格区造浆区开采底面与所述库中网格区以及所述坝前网格区造浆区底部的高度差不小于

3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尾砂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砂过程开挖边坡，边坡坡度比

不小于1:2.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尾砂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利用水陆两栖自动吸

砂机进行造浆吸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尾砂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三中，利用浮箱吸砂机吸砂

并收集后，将尾砂浆液输送至杂物清理机，清理除杂后的尾砂输送至浓度调级集合箱或尾

砂脱水机或选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尾砂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库中网格区与所述坝前网格

区能够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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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尾砂回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尾矿库和砂矿开采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尾砂回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矿产资源越来越少，由于原先的采选工艺落后，尾矿库内还具有一定的利

用价值，尾砂资源可再利用。而尾矿库回采工艺不完善，回采能力参差不齐，回采事故频发。

[0003] 现有技术中，尾矿库堆存较多为原来的湿排尾矿库，由于排尾砂的自然分级，往往

呈现坝前颗粒较粗，库中粗细混合，库尾呈淤泥状。由于尾矿库排放需沉积多年或几十年，

库内上层尾砂干，密度较小，下层尾砂密度较大，湿陷性强，库尾粘性尾砂固结效果较好，传

统挖运机械无法滩面开挖工作作业。

[0004] 尾矿库回采利用大多两种用途：第一，回采再选；第二作为建筑用砂。如传统干采

后需再造浆才能进入选厂，如作为建筑用砂，含泥量超标，也需进行洗砂等环节。即使尾矿

库顺利回采，但是回采尾砂再利用仍需经过一定处理工序，进一步增大了尾砂回采利用难

度。

[0005] 因此，如何改变现有技术中，尾矿库回采难度大以及回采尾砂回采工作效率较低

的问题，成为了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尾砂回采方法，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降低

尾砂回采风险，提高尾砂回采效率。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方案：本发明提供一种尾砂回采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0008] 步骤一、沿水平方向对尾矿库分区并划分网格，包括库尾网格区、库中网格区和坝

前网格区；沿竖直方向对尾矿库分层，由顶至底，所述坝前网格区、所述库中网格区、所述库

尾网格区依次排布；

[0009] 步骤二、在所述库尾网格区设置排水设施，以所述排水设施为中心，造浆采尾砂；

[0010] 步骤三、在所述库中网格区和所述坝前网格区，利用两栖式反铲挖掘机开挖尾砂

面，然后利用水柱切割机对破碎后的尾砂进行水动力切割造浆，利用吸砂机吸砂。

[0011] 优选地，步骤一中，所述库尾网格区、所述库中网格区以及所述坝前网格区的网格

面积为5000‑50000m2，网格深度为1‑10m。

[0012] 优选地，步骤二中，以所述排水设施为圆心，在半径为10‑20m的区域内造浆采砂，

采用先浅后扩、分层旋转后退式开采，每层开挖深度为0.5‑3m。

[0013] 优选地，在进行步骤三之前，步骤二中，所述库尾网格区造浆深度不小于3m。

[0014] 优选地，步骤三进行过程中，所述库尾网格区造浆区开采底面与所述库中网格区

以及所述坝前网格区造浆区底部的高度差不小于3m。

[0015] 优选地，采砂过程开挖边坡，边坡坡度比不小于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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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优选地，步骤二中，利用水陆两栖自动吸砂机进行造浆吸砂。

[0017] 优选地，步骤三中，利用浮箱吸砂机吸砂并收集后，将尾砂浆液输送至杂物清理

机，清理除杂后的尾砂输送至浓度调级集合箱或尾砂脱水机或选厂。

[0018] 优选地，所述库中网格区与所述坝前网格区能够合并。

[0019]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取得了以下技术效果：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首先沿水

平方向对尾矿库分区并划分网格，包括库尾网格区、库中网格区和坝前网格区；沿竖直方向

对尾矿库分层，由顶至底，坝前网格区、库中网格区、库尾网格区依次排布；然后在库尾网格

区设置排水设施，以排水设施为中心，造浆采尾砂；在库中网格区和坝前网格区，利用两栖

式反铲挖掘机开挖尾砂面，然后利用水柱切割机对破碎后的尾砂进行水动力切割造浆，利

用吸砂机吸砂。

[0020] 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根据尾矿库的总库容，尾矿库总平面面积以及尾砂沉积

深度，将尾矿库分区并划分网格，网格大小需根据尾砂抗剪强度和含水量确定；然后在库尾

网格区设置排水设施，使库尾网格区兼具造浆和调洪蓄水功能，选择配备机械组合，进行尾

砂回采，尾矿库回采顺序为库尾网格区、库中网格区、坝前网格区，先上层后下层，呈梯田式

网格下降。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采用库内网格分层施工的方式，提高了回采安全系数，

利用机械设备组合进行回采，自动化程度高，提高了回采工作效率，降低了操作人员劳动强

度，且回采过程无扬尘无污染，雨天可正常作业，进一步提高了尾砂回采工作效率。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

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

得其他的附图。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的原理示意图；

[0023] 其中，1为库尾网格区，2为库中网格区，3为坝前网格区，4为排水设施，5为水陆两

栖自动吸砂机，6为小型浮箱吸砂机，7为遥控陆上自动化多级炮水柱切割机，8为两栖式反

铲挖掘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尾砂回采方法，以解决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降低

尾砂回采风险，提高尾砂回采效率。

[0026]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

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请参考图1，图1为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的原理示意图。

[0028] 本发明提供一种尾砂回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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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步骤一、沿水平方向对尾矿库分区并划分网格，包括库尾网格区1、库中网格区2和

坝前网格区3；沿竖直方向对尾矿库分层，由顶至底，坝前网格区3、库中网格区2、库尾网格

区1依次排布；

[0030] 步骤二、在库尾网格区1设置排水设施4，以排水设施4为中心，造浆采尾砂；

[0031] 步骤三、在库中网格区2和坝前网格区3，利用两栖式反铲挖掘机8开挖尾砂面，然

后利用水柱切割机对破碎后的尾砂进行水动力切割造浆，利用吸砂机吸砂。

[0032] 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根据尾矿库的总库容，尾矿库总平面面积以及尾砂沉积

深度，将尾矿库分区并划分网格，网格大小需根据尾砂抗剪强度和含水量确定；然后在库尾

网格区1设置排水设施4，使库尾网格区1兼具造浆和调洪蓄水功能，选择配备机械组合，进

行尾砂回采，尾矿库回采顺序为库尾网格区1、库中网格区2、坝前网格区3，先上层后下层，

呈梯田式网格下降。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采用库内网格分层施工的方式，提高了回采安

全系数，利用机械设备组合进行回采，自动化程度高，提高了回采工作效率，降低了操作人

员劳动强度，且回采过程无扬尘无污染，雨天可正常作业，进一步提高了尾砂回采工作效

率。

[0033] 还需要解释说明的是，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主要针对尾矿库尾砂湿法回采，没

有涉及砂状矿区的回采，因为砂状矿区内没有排水设施4，不需考虑排水设施4回采风险，根

据平面网格布置，梯田式均匀下降即可。只需针对各种矿区的矿砂物理特性、采矿规模做简

要分析即可作出相对应的回采方案。

[0034] 在本具体实施方式中，步骤一中，库尾网格区1、库中网格区2以及坝前网格区3的

网格面积为5000‑50000m2，网格深度为1‑10m，实际操作中，具体网格大小根据尾砂抗剪强

度和含水率确定。

[0035] 相应地，步骤二中，以排水设施4为圆心，在半径为10‑20m的区域内造浆采砂，采用

先浅后扩、分层旋转后退式开采，每层开挖深度为0.5‑3m，循环下降并扩大尾砂开采作业

面。

[0036]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步骤三之前，步骤二中，库尾网格区1造浆深度不小于3m。

步骤三进行过程中，库尾网格区1造浆区开采底面与库中网格区2以及坝前网格区3造浆区

底部的高度差不小于3m，采砂过程开挖边坡，边坡坡度比不小于1:2.0，进一步提高尾砂回

采安全系数。

[0037] 具体地，步骤二中，利用水陆两栖自动吸砂机5进行造浆吸砂，保证造浆吸砂操作

顺利进行。水陆两栖自动吸砂机5由大型履带式浮项、长臂液压系统、前置铰刀和吸砂泵组

成，具有破碎和造浆两项功能，同时还可以在水区作业，并能自行行走。通过履带式浮箱自

动行走，长臂液压系统驱动前置铰刀(或斗轮)破碎尾砂，使尾砂和水拌合，形成尾砂浆液，

通过吸砂泵输送尾砂浆液至指定输送区域，出口流量100‑650m3/h，管径为100‑350mm。

[0038] 更具体地，步骤三中，由两栖式反铲挖掘机8开挖尾砂面，使尾砂面形成较为松散

的固体，由遥控陆上自动化多级炮水柱切割机7对破碎后的尾砂进行水动力切割造浆，流入

小型浮箱吸砂机6吸砂范围内，再通过浮箱吸砂机自动吸砂后管道输送到指定区域。如砂状

矿体或尾砂硬度低，可直接采用遥控陆上自动化多级炮水柱切割机7切割造浆后由小型浮

箱吸砂机6吸砂输送即可。遥控陆上自动化多级炮水柱切割机7分陆上固定式多级炮和履带

式移动多级炮两种。遥控陆上自动化多级炮水柱切割机7根据设置网格面积大小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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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射程50‑200m，回采顺序由库尾网格区1向坝前网格区3后退法顺序回采、跳格回采。

[0039] 后续可将尾砂浆液输送至杂物清理机，清理除杂后的尾砂输送至浓度调级集合箱

或尾砂脱水机或选厂，还可以将尾砂浆液调和到规定的浓度后再清理除杂输送到选厂再

选，使尾砂浆液达到浓度为30‑40％的砂浆浆液输送到选厂进行再选或提供含水率低于

20％的干砂外运。如果需将尾砂粗细分类使用，可将尾砂浆液粗细分开，将尾砂经分级脱水

系统后，形成粗砂和细砂，尾砂含水率可控制到15‑20％。分级脱水系统由旋流器、高频振动

筛、压滤机等设备组合应用。

[0040] 除此之外，库中网格区2与坝前网格区3能够合并，对于小型尾矿库或库纵深较短

的尾矿库，可将库中网格区2与坝前网格区3合并，即只设置库尾网格区1和坝前网格区3。

[0041]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作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0042] 某中型尾矿库，尾矿库总回采库容500万吨，日回采规模3000t/d，需配置30‑35％

浓度的浆液输送到选厂再选并分选出粗颗粒尾砂井下回填。

[0043] 根据尾矿库尾矿库总平面面积、尾砂沉积深度，分层划分网格，分别设置库尾网格

区1、库中网格区2和坝前网格区3，网格面积为5000‑50000m2左右的网格，单层网格深度1‑

10m。

[0044] 根据日回采规模配备机械，包括水陆两栖自动吸砂机5、小型浮箱吸砂机6、两栖式

反铲挖掘机8、遥控陆上自动化多级炮水柱切割机7、杂物清理机、砂浆集合箱、尾砂脱水机。

[0045] 一台水陆两栖自动吸砂机5，管径为150，流量为200m3/h；两台小型浮箱吸砂机6管

径为150，流量为200m3/h；一台220两栖式反铲挖掘机8，遥控陆上自动化多级炮水柱切割机

7两台，额定工作压力1.0MPa，流量50L/S，射程≥65m，水平回转角360°，俯仰角‑45°至+70°；

杂物清理机一台，砂浆集合箱一只，尾砂脱水机两台。

[0046] 库尾网格区1造浆，一台水陆两栖自动吸砂机5，先将库尾网格区1造浆区域的尾砂

层和水位降低，以排水设施4为中心，排水设施4外10‑20m范围内，先浅后扩、分层旋转后退

式开采的方式，降低排水设施4周边尾砂面。每层开挖深度为0.5‑3m。循环下降并扩大开采

尾砂作业面。

[0047] 库中网格区2和坝前网格区3造浆配置遥控陆上自动化多级炮水柱切割机7、两栖

式反铲挖掘机8和小型浮箱吸砂机6等联合作业，由两栖式反铲挖掘机8开挖尾砂面，使尾砂

面形成较为松散的固体，由遥控陆上自动化多级炮水柱切割机7对破碎后的尾砂进行水动

力切割造浆，流入小型浮箱吸砂机6吸砂范围内，再通过吸砂机自动吸砂后管道输送到杂物

清理机后流入砂浆集合箱。再有砂浆集合箱管道泵送到选厂再选后将砂浆分选，选出粗砂，

细砂浆管道再输送另一个尾矿库堆存。

[0048] 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适用于尾砂最大粒径≤2.0mm含量不超过50％的尾矿库

或砂状矿区湿法采矿。采用本发明的尾砂回采方法，经自动化回采装置的组合应用，提高尾

砂回采效力，减少人力成本，降低尾砂回采的风险，能满足尾砂回采直接输送选厂或干砂外

运。

[0049] 本发明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

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

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

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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