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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煤矿用掺杂废弃混凝土

骨料的充填料浆。该充填料浆由以下质量百分比

的原料组成：8～12％水泥，18～22％粉煤灰，24

～28％煤矸石、22～26％废弃混凝土骨料，余量

为水。本发明针对煤矿类采空区开发出一种利用

废弃混凝土粗、细骨料替代煤矸石的料浆，可以

满足煤矿类矿山充填的流动性及强度要求。由于

大量的使用城市废弃混凝土的粗、细骨料，为城

市混凝土建筑垃圾的处理提供了一种好的解决

方案，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另外，由于料浆的强

度比现用的煤矸石有提高，可以进一步加强矿山

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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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煤矿用掺杂废弃混凝土骨料的充填料浆，其特征在于：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

料组成：10％水泥，20％粉煤灰，24.5～27 .5％煤矸石、22.5～25.5％废弃混凝土骨料和

20％水；所述水泥为42.5型普通硅酸盐水泥；

所述粉煤灰为Ⅱ级F类粉煤灰；

所述煤矸石中各化学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为：SiO2为40～50％；Al2O3为30～45％；Fe2O3为

5～10％；CaO为0.1～3％；MgO为0.1～3％；TiO2为0.1～3％；K2O和Na2O为1～5％；

所述煤矸石为粒径<5mm的细煤矸石和粒径为5mm～15mm的粗煤矸石组成的混合物；煤

矸石中，细煤矸石和粗煤矸石的质量比为1：(1.6～2.3)；

所述废弃混凝土骨料为强度C40的拆除建筑的混凝土柱子，并经破碎、筛分成粒径<5mm

的细骨料及5～15mm的粗骨料；废弃混凝土骨料中，细骨料和粗骨料的质量比为1：(2.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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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煤矿用掺杂废弃混凝土骨料的充填料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煤矿用掺杂废弃混凝土骨料的充填料浆。

背景技术

[0002] 膏体充填技术是1979年德国在格伦德铅锌矿首先发展起来的，由于膏体充填具有

料浆浓度高、充填效率高、成本较低，这项技术试验成功以后在金属矿山得到较快的发展，

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得到应用。固体废物膏体充填不迁村采煤，就是把煤矿附近的

煤矸石、粉煤灰等在地面加工制作成不需要脱水处理的牙膏状浆体，采用充填泵或重力加

压，通过管道输送到井下，适时充填采空区或离层区，形成以膏体充填体为主的上覆岩层支

撑体系，有效控制地表沉陷在建筑物允许值范围内，实现村庄不搬迁，安全开采建筑物下压

煤，保护矿区生态环境和地下水资源。

[0003] 但矸石、粉煤灰等固体废弃物在再生利用上已取得了新进展，导致充填开采原材

料在数量上难以满足需求，制约了充填开采技术的全面实施。所以，亟需寻找新的替代原

料。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每年会产生数亿吨的建筑垃圾，其中废弃混

凝土约占41％，大多堆放于城市周边，既占用土地资源又污染周围环境。因此，若能将废弃

混凝土用于制备充填材料，既可解决充填原材料不足的问题，又可减少废弃混凝土对环境

的污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煤矿用掺杂废弃混凝土骨料的充填料浆。

[0005]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煤矿用掺杂废弃混凝土骨料的充填料浆，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8～

12％水泥，18～22％粉煤灰，24～28％煤矸石、22～26％废弃混凝土骨料，余量为水。

[0007] 水泥为32.5、32.5R、42.5、42.5R型水泥的至少一种。

[0008] 粉煤灰为Ι级或Ⅱ级F类粉煤灰中的至少一种。

[0009] 煤矸石为粒径<5mm的细煤矸石和粒径为5mm～15mm的粗煤矸石组成的混合物。

[0010] 煤矸石中，细煤矸石和粗煤矸石的质量比为1：(1.5～2.5)。

[0011] 废弃混凝土骨料为混凝土强度是C40的建筑废料。

[0012] 废弃混凝土骨料为粒径<5mm的细骨料和粒径为5mm～15mm的粗骨料组成的混合

物。

[0013] 废弃混凝土骨料中，细煤矸石和粗煤矸石的质量比为1：(2.3～3.9)。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本发明针对煤矿类采空区开发出一种利用废弃混凝土粗、细骨料替代煤矸石的料

浆，可以满足煤矿类矿山充填的流动性及强度要求。由于大量的使用城市废弃混凝土的粗、

细骨料，为城市混凝土建筑垃圾的处理提供了一种好的解决方案，有利于对环境的保护。另

外，由于料浆的强度比现用的煤矸石有提高，可以进一步加强矿山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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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一种煤矿用掺杂废弃混凝土骨料的充填料浆，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组成：8～

12％水泥，18～22％粉煤灰，24～28％煤矸石、22～26％废弃混凝土骨料，余量为水。

[0017] 优选的，一种煤矿用掺杂废弃混凝土骨料的充填料浆，由以下质量百分比的原料

组成：9～11％水泥，19～21％粉煤灰，24.5～27.5％煤矸石、22.5～25.5％废弃混凝土骨料

和18～20％水；进一步优选的，一种煤矿用掺杂废弃混凝土骨料的充填料浆，由以下质量百

分比的原料组成：10％水泥，20％粉煤灰，24.5～27.5％煤矸石、22.5～25.5％废弃混凝土

骨料和20％水。

[0018] 优选的，水泥为32.5、32.5R、42.5、42.5R型水泥的至少一种；进一步优选的，水泥

为42.5型水泥。该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

[0019] 优选的，粉煤灰为Ι级或Ⅱ级F类粉煤灰中的至少一种；进一步优选的，粉煤灰为Ⅱ

级F类粉煤灰。

[0020] 本发明煤矸石中各化学组分的质量百分比为：SiO2为40～50％；Al2O3为30～45％；

Fe2O3为5～10％；CaO为0.1～3％；MgO为0.1～3％；TiO2为0.1～3％；K2O和Na2O为1～5％。

[0021] 优选的，煤矸石为粒径<5mm的细煤矸石和粒径为5mm～15mm的粗煤矸石组成的混

合物。

[0022] 优选的，煤矸石中，细煤矸石和粗煤矸石的质量比为1：(1.5～2.5)；进一步优选

的，煤矸石中，细煤矸石和粗煤矸石的质量比为1：(1.6～2.3)。

[0023] 优选的，废弃混凝土骨料为混凝土强度是C40的建筑废料。

[0024] 优选的，废弃混凝土骨料为粒径<5mm的细骨料和粒径为5mm～15mm的粗骨料组成

的混合物。

[0025] 优选的，废弃混凝土骨料中，细煤矸石和粗煤矸石的质量比为1：(2.3～3.9)；进一

步优选的，废弃混凝土骨料中，细煤矸石和粗煤矸石的质量比为1：(2.4～3.8)。

[0026] 以下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内容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7] 实施例1：

[0028] 实施例1的充填料浆各组份及比例如表1所示。

[0029] 表1实施例1的充填料浆

[0030]

原料 质量百分比

42.5型水泥 10

Ⅱ级F类粉煤灰 20

细煤矸石 8

粗煤矸石 18

废弃混凝土细骨料 7

废弃混凝土粗骨料 17

水 20

[0031] 实施例2：

[0032] 实施例2的充填料浆各组份及比例如表2所示。

[0033] 表2实施例2的充填料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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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原料 质量百分比

42.5型水泥 10

Ⅱ级F类粉煤灰 20

细煤矸石 8.5

粗煤矸石 16

废弃混凝土细骨料 6.5

废弃混凝土粗骨料 19

水 20

[0035] 实施例3：

[0036] 实施例3的充填料浆各组份及比例如表3所示。

[0037] 表3实施例3的充填料浆

[0038]

[0039]

[0040] 实施例4：

[0041] 实施例4的充填料浆各组份及比例如表4所示。

[0042] 表4实施例4的充填料浆

[0043]

原料 质量百分比

42.5型水泥 10

Ⅱ级F类粉煤灰 20

细煤矸石 9.5

粗煤矸石 18

废弃混凝土细骨料 5.5

废弃混凝土粗骨料 17

水 20

[0044]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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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实施例5的充填料浆各组份及比例如表5所示。

[0046] 表5实施例5的充填料浆

[0047]

原料 质量百分比

42.5型水泥 10

Ⅱ级F类粉煤灰 20

细煤矸石 10

粗煤矸石 16.5

废弃混凝土细骨料 5

废弃混凝土粗骨料 18.5

水 20

[0048] 实施例1～5的废弃混凝土骨料为强度C40的拆除建筑的混凝土柱子，并经破碎、筛

分成粒径<5mm的细骨粒及5～15mm的粗骨料。

[0049] 对比例：

[0050] 现有充填料浆(对比例)的各组份及比例如表6所示。

[0051] 表6对比例的充填料浆

[0052]

[0053]

[0054] 实验方案为：

[0055] 1、按实施例1～5与对比例的配方按其比例配制成砂浆，然后用搅拌机搅拌10分

钟，使各组份充分混合均匀，料浆中无块状固体。

[0056] 2、将锅壁四周浆体刮入锅内后，再搅拌1分钟，料浆中无固体及块状物；如有固体

物凝结现象则继续搅拌，直至料浆各组分充分混合。

[0057] 3、按《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0-2016)的方法测试充填

材料的坍落度及扩展度。

[0058] 4、按《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2016)的方法测试100mm*

100mm*100mm试件的3天、7天、14天及28天单轴抗压强度。

[0059] 实施例1～5、对比例的强度性能如表7所示，坍落度及扩展度性能如表8所示。

[0060] 表7实施例和对比例的强度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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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0062] 表8实施例和对比例的坍落度及扩展度性能对比

[0063]

[0064]

[0065] 从表7和表8的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本发明的利用破碎混凝土骨料细粉替代细煤矸

石制作料浆后，充填体坍落度基本保持不变，扩展度明显提高，说明本发明料浆的流动性比

原料浆更好，更有利于进行矿山采空区的充填。本发明料浆的强度除3天强度略微偏小外，7

天、14天和28天强度都有增大。从整体看，充填体的强度没有下降，且略有提升。从煤矿充填

的实际要求出发，本发明的料浆完全可以进行矿山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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