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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

三步骤回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沿矿体走向布

置盘区，盘区间暂留隔离矿柱，盘区内垂直矿体

走向划分矿房与矿柱；一步骤回采矿房，嗣后全

尾砂胶结充填；二步骤回采矿柱，嗣后全尾砂弱

胶结充填；三步骤回采盘区隔离矿柱，嗣后全尾

砂充填。一步骤是在两侧原生矿岩支撑条件下回

采，二步骤是在两侧胶结充填体条件下回采，三

步骤是在三面充填体条件下回采。本发明具有如

下优点：充分利用应力缓释与动态平衡原理，改

善了盘区采场回采的安全条件，有利于区域地压

控制；可以多盘区同时回采，生产能力大；采场回

采方式灵活，有利于维持生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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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沿矿体走向布置盘区，盘区间暂留隔离矿柱，盘区内垂直矿体走向划分矿房与矿柱；

一步骤回采矿房，嗣后全尾砂胶结充填；

二步骤回采矿柱，嗣后全尾砂弱胶结充填；

三步骤回采盘区隔离矿柱，嗣后全尾砂充填。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具体步骤：

(1)盘区布置

盘区沿矿体走向布置，盘区长度为矿体的水平厚度，宽度由矿岩稳定性决定，盘区间暂

留隔离矿柱，隔离矿柱视作单独的特殊盘区，在设立时即考虑回采；

(2)回采顺序

盘区的回采顺序是沿矿体走向推进，盘区内各采场的回采顺序是由中央厚大部位向两

翼推进，在安全的前提下，为保证产量及组织生产，可安排2～3个盘区同时生产，三步骤回

采的隔离矿柱在相邻两盘区采场回采充填结束后再回采，其回采顺序也是从矿体厚大部分

向较薄的两翼推进；

(3)采矿方法

采矿方法采用大直径深孔阶段空场嗣后充填法，一步骤、二步骤及三步骤采场均按标

准化划分，采矿方法相同，凿岩及出矿设备相同，回采作业环节相同；

(4)采准切割工程

包括凿岩联络道、凿岩硐室、充填回风巷道、出矿巷道、放矿进路、堑沟巷道、溜井、凿岩

水平穿脉与出矿水平穿脉工程，其中，凿岩水平穿脉与出矿水平穿脉布置在隔离矿柱内的

作为回采通道；

(5)回采作业

落矿：当矿体厚度大于30m时，采用大直径垂直深孔落矿；当矿体厚度小于30m时，采用

扇形中深孔落矿；

出矿：一步骤、二步骤采场采用堑沟底部结构出矿，三步骤隔离矿柱采场采用大直径漏

斗出矿，爆破的矿石用电动铲运机装载卸入盘区溜井；

采场通风：新鲜风流从回采中段进风巷道、斜坡联络道进入出矿巷道，冲洗出矿巷道后

经回风巷道排出地表；

充填：出矿结束后进行封闭，嗣后采用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弱胶结或非胶充填。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一步骤

采场即矿房采场采用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充填，二步骤采场即矿柱采场采用弱胶结充填，三

步骤采场即隔离矿柱采场可采用弱胶结或非胶充填。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回

采作业落矿的具体过程如下：当矿体厚度大于30m时，采用大直径垂直深孔落矿；当矿体厚

度小于30m时，采用扇形中深孔落矿，深孔爆破采用T-150或Simba261潜孔钻机在凿岩巷道

进行下向深孔凿岩，炮孔直径为165mm，通过VCR法形成切割槽，以切割槽为自由面侧向崩

矿，中深孔凿岩采用SimbaH1354凿岩台车钻凿上向扇形中深孔，炮孔直径Φ76mm，以采场端

部切割天井为自由面，采用上向中深孔凿岩爆破形成切割槽，以切割槽为自由面侧向崩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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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回采作

业落矿包括如下步骤：

凿岩：当矿体厚度大于30m时，采用大直径垂直深孔落矿；当矿体厚度小于30m时，采用

扇形中深孔落矿，大直径深孔凿岩采用Simba261高风压潜孔钻机钻凿下向垂直深孔，炮孔

直径Φ165mm，矿房的布孔确定为中部炮孔取3.0m(排距)×3.3m(孔间距)，边排孔实行光面

爆破，孔网参数取2.5m(排距)×2.4m(孔间距)，矿柱采场中间孔采用3.0m(排距)×3.5m(孔

间距)的孔网参数，边排孔按加强松动爆破原理，孔网参数采用2.0m(排距)×2 .0m(孔间

距)，边排孔距充填体边界1.8m，中深孔凿岩采用SimbaH1354电动液压凿岩台车钻凿上向扇

形中深孔，炮孔直径Φ76mm，孔底距2.5～3.0m，排间距为1.6m～1.8m，凿岩机一次钻凿完一

个采场的全部炮孔，采场边界数据由CMS空区扫描系统获取；

爆破：深孔凿岩硐室沿矿体走向布置，回采顺序由一侧或两侧向切槽爆破；拉槽采用小

断面VCR法拉槽，拉槽范围5.6m×6m，拉槽孔装药结构采用下部堵塞1.5m-2.0m，单层药包

54kg，上部堵塞2.5m-3.0m炮泥，每次爆高为5.0m，拉两次进行一次扩槽，以此类推，直到破

顶高度6.5-7.5m进行一次性破顶，或者在采场中部或端部由VCR法爆破成井形成切割天井，

以切割天井和拉底层为自由面倒梯段侧向崩矿形成切割槽，切割槽形成后，一次爆破2-3排

炮孔，侧向崩矿孔采用全孔深一次爆破，以切割槽和拉底层为自由面倒梯段侧向崩矿；

上向扇形中深孔采用分次装药爆破，以采场端部切割天井为自由面，采用上向中深孔

凿岩爆破形成切割槽，以切割槽为自由面侧向崩矿，多层硐室爆破时，上分层应超前下分层

不小于2-5排孔；起爆方法采用孔内双非电导爆管雷管微差起爆系统，双导爆索网络联结。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其特征在于：深孔凿

岩和爆破通风通过上中段水平的通风、回风巷道进行通风；中深孔采场上分段凿岩和爆破

通风，新鲜风流由回采中段水平进行巷道进风，通过切割井、充填钻孔后，污风进入上中段

回风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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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山开采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

回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浅部矿产资源的日益耗竭，深部开采已成必然趋势。深部开采面临高温、高地

压和高井深的特殊环境，回采工艺、回采安全与回采效率等都面临严峻挑战，传统的方法已

较难适应深部特殊的开采环境，需开拓创新，形成新的一系列适应深部特殊环境的采矿方

法。专利201310674053.7公开了一种采矿充填方法，该方法通过用含胶结料的充填料浆充

填第二步骤采场的采空区与矿体的第三步骤采场相邻的充填区域，且用不含胶结料的充填

料浆充填第二步骤采场的采空区的其他区域，使得本发明可以保证采空区合理的充填强度

分布，减少第二步骤采场的胶结充填比例，充填成本低，同时可以最大程度的开采矿石，提

高资源利用率，提高经济效益。但是该专利侧重于填充，对盘区布置、采矿方法以及回采作

业等无涉及，而且仍然存在开采工序复杂的问题。专利201310605791.6公开了一种多层缓

倾斜薄-中厚矿床充填采矿方法，盘区采用三步骤回采，一步骤回采矿房，二步骤回采矿柱，

三步骤回采上山矿柱；矿房或矿柱回采完成后，由上分层的上山经与采场连通的充填通风

孔向下充填采空区，最后以盘区为单位沿上山由下至上三步骤回采上山矿柱，充填后回采

下一盘区的上山矿柱，具有开采强度高、矿石回收率高、贫化率低和采矿成本低的特点。但

是上述专利适用于多层缓倾斜薄-中厚矿床的开采，本领域技术人员均知道，不同矿体的开

采，采准切割工艺相差很大，因此上述专利不能适应于深部厚大矿床的开采。

发明内容

[0003] 本申请旨在至少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之一。为此，本发明的目的之一

在于提供一种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该方法能有效控制区域地压，保障

回采整体安全，提高资源综合回收率，实现深部安全高效大规模开采。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6] 沿矿体走向布置盘区，盘区间暂留隔离矿柱，盘区内垂直矿体走向划分矿房与矿

柱；

[0007] 一步骤回采矿房，嗣后全尾砂胶结充填；

[0008] 二步骤回采矿柱，嗣后全尾砂弱胶结充填；

[0009] 三步骤回采盘区隔离矿柱，嗣后全尾砂充填。

[0010] 进一步的，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0011] (1)盘区布置

[0012] 盘区沿矿体走向布置，盘区长度为矿体的水平厚度，宽度由矿岩稳定性决定，盘区

间暂留隔离矿柱，隔离矿柱视作单独的特殊盘区，在设立时即考虑回采；暂留的隔离矿柱一

说　明　书 1/5 页

4

CN 109236295 A

4



可有效控制地压，二可使盘区及采场生产变得灵活机动，三是隔离矿柱内布置的穿脉巷道

与联络道在三个步骤的回采过程中均可发挥作用；

[0013] (2)回采顺序

[0014] 盘区的回采顺序是沿矿体走向推进，盘区内各采场的回采顺序是由中央厚大部位

向两翼推进。在安全的前提下，为保证产量及组织生产，可安排2～3个盘区同时生产。三步

骤回采的隔离矿柱在相邻两盘区采场回采充填结束后再回采，其回采顺序也是从矿体厚大

部分向较薄的两翼推进；

[0015] (3)采矿方法

[0016] 采矿方法采用大直径深孔阶段空场嗣后充填法，一步骤、二步骤及三步骤采场均

按标准化划分，采矿方法相同，凿岩及出矿设备相同，回采作业环节相同；标准化作业有助

于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大规模安全回采；

[0017] (4)采准切割工程

[0018] 包括凿岩联络道、凿岩硐室、充填回风巷道、出矿巷道、放矿进路、堑沟巷道、溜井、

凿岩水平穿脉与出矿水平穿脉工程，其中，凿岩水平穿脉与出矿水平穿脉布置在隔离矿柱

内的作为回采通道；

[0019] (5)回采作业

[0020] 落矿：当矿体厚度大于30m时，采用大直径垂直深孔落矿；当矿体厚度小于30m时，

采用扇形中深孔落矿；

[0021] 出矿：一步骤、二步骤采场采用堑沟底部结构出矿，三步骤隔离矿柱采场采用大直

径漏斗出矿，爆破的矿石用电动铲运机装载卸入盘区溜井；

[0022] 采场通风：新鲜风流从回采中段进风巷道、斜坡联络道进入出矿巷道，冲洗出矿巷

道后经回风巷道排出地表；

[0023] 充填：出矿结束后进行封闭，嗣后采用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弱胶结或非胶充填。

[0024] 进一步的，一步骤采场即矿房采场采用高浓度全尾砂胶结充填，二步骤采场即矿

柱采场采用弱胶结充填，三步骤采场即隔离矿柱采场可采用弱胶结或非胶充填。

[0025] 进一步的，回采作业落矿的具体过程如下：当矿体厚度大于30m时，采用大直径垂

直深孔落矿；当矿体厚度小于30m时，采用扇形中深孔落矿，深孔爆破采用T-150或Simba261

潜孔钻机在凿岩巷道进行下向深孔凿岩，炮孔直径为165mm，通过VCR法形成切割槽，以切割

槽为自由面侧向崩矿，中深孔凿岩采用SimbaH1354凿岩台车钻凿上向扇形中深孔，炮孔直

径Φ76mm，以采场端部切割天井为自由面，采用上向中深孔凿岩爆破形成切割槽，以切割槽

为自由面侧向崩矿。

[0026] 进一步的，回采作业落矿包括如下步骤：

[0027] 凿岩：当矿体厚度大于30m时，采用大直径垂直深孔落矿；当矿体厚度小于30m时，

采用扇形中深孔落矿，大直径深孔凿岩采用Simba261高风压潜孔钻机钻凿下向垂直深孔，

炮孔直径Φ165mm，矿房的布孔确定为中部炮孔取3.0m(排距)×3.3m(孔间距)，边排孔实行

光面爆破，孔网参数取2.5m(排距)×2 .4m(孔间距)，矿柱采场中间孔采用3.0m(排距)×

3.5m(孔间距)的孔网参数，边排孔按加强松动爆破原理，孔网参数采用2.0m(排距)×2.0m

(孔间距)，边排孔距充填体边界1.8m，中深孔凿岩采用SimbaH1354电动液压凿岩台车钻凿

上向扇形中深孔，炮孔直径Φ76mm，孔底距2.5～3.0m，排间距为1.6m～1.8m，凿岩机一次钻

说　明　书 2/5 页

5

CN 109236295 A

5



凿完一个采场的全部炮孔，采场边界数据由CMS空区扫描系统获取；

[0028] 爆破：深孔凿岩硐室沿矿体走向布置，回采顺序由一侧或两侧向切槽爆破；拉槽采

用小断面VCR法拉槽，拉槽范围5.6m×6m，拉槽孔装药结构采用下部堵塞1.5m-2.0m，单层药

包54kg，上部堵塞2.5m-3.0m炮泥，每次爆高为5.0m，拉两次进行一次扩槽，以此类推，直到

破顶高度6.5-7.5m进行一次性破顶，或者在采场中部或端部由VCR法爆破成井形成切割天

井，以切割天井和拉底层为自由面倒梯段侧向崩矿形成切割槽，切割槽形成后，一次爆破2-

3排炮孔，侧向崩矿孔采用全孔深一次爆破，以切割槽和拉底层为自由面倒梯段侧向崩矿；

[0029] 上向扇形中深孔采用分次装药爆破，以采场端部切割天井为自由面，采用上向中

深孔凿岩爆破形成切割槽，以切割槽为自由面侧向崩矿，多层硐室爆破时，上分层应超前下

分层不小于2-5排孔；起爆方法采用孔内双非电导爆管雷管微差起爆系统，双导爆索网络联

结。

[0030] 进一步的，深孔凿岩和爆破通风通过上中段水平的通风、回风巷道进行通风；中深

孔采场上分段凿岩和爆破通风，新鲜风流由回采中段水平进行巷道进风，通过切割井、充填

钻孔后，污风进入上中段回风巷道。

[0031] 进一步的，一步骤是在两侧原生矿岩支撑条件下回采，二步骤是在两侧胶结充填

体条件下回采，三步骤是在三面充填体条件下回采。本发明充分利用应力缓释与动态平衡

原理。

[003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如下：(1)改善了盘区采场回采的安全条件，有利

于区域地压控制；(2)可以多盘区同时回采，生产能力大；(3)采场回采方式灵活，有利于维

持生产稳定；(4)各类型采场标准化，可有效提高设备利用率，降低采切工程量；(5)简化回

采工艺过程，减少采场间作业交叉影响，便于大规模生产组织管理；(6)隔离矿柱在设立时

即已考虑回收，采用的是相同的采矿方法，并可充分利用原有工程；(7)通过对采矿方法、回

采顺序及结构参数等的优化，使得该方法资源综合回收率可达到85％，充分利用了宝贵的

矿产资源。

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的盘区布置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的凿岩水平；

[0035] 图3为本发明的出矿水平；

[0036] 图4为图2和3中A-A向剖面图；

[0037] 图5为图2和3中B-B向剖面图。

[0038] 其中：1-矿房采场；2-矿柱采场；3-隔离矿柱采场；4-凿岩水平穿脉；5-凿岩联络

道；6-凿岩硐室；7-充填巷道；8-出矿水平穿脉；9-出矿巷道；10-出矿进路；11-堑沟巷道；

12-溜井；13-胶结充填体；14-大直径深孔；15-扇形中深孔；16-充填钻孔；17-隔离矿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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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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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40] 参见图1～图5，本发明所述的适用于深部厚大矿床的三步骤回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41] (1)盘区布置：盘区沿矿体走向布置，盘区长度为矿体的水平厚度，约300～400m，

盘区宽度为100m，盘区间暂留18m隔离矿柱17。盘区内划分若干长82m、宽18m的矿房采场1与

若干长78m、宽18m的矿柱采场2。隔离矿柱采场3长度按矿量均衡原则确定，单个采场矿量约

10万t，相应高大采场取小，低矮采场则取大，回采宽度为14m，两侧留有2～4m矿壁。隔离矿

柱视作单独的特殊盘区，在两相邻盘区回采与充填全部结束后进行回采。暂留的隔离矿柱

起到控制地压、保障回采安全的作用，隔离矿柱内的凿岩水平穿脉4与出矿水平穿脉8作为

回采通道，在盘区回采过程中均发挥作用。

[0042] (2)回采顺序：盘区的回采顺序是沿矿体走向推进，盘区内各采场的回采顺序是由

中央厚大部位向两翼推进。在安全的前提下，为保证产量及组织生产，可安排2～3个盘区同

时生产。三步骤回采的隔离矿柱在相邻两盘区采场回采充填结束后再回采，其回采顺序也

是从矿体厚大部分向较薄的两翼推进。

[0043] (3)采矿方法：采矿方法采用大直径深孔阶段空场嗣后充填法，一步骤、二步骤及

三步骤采场均按标准化划分，采矿方法相同，凿岩及出矿设备相同，回采作业环节基本相

同，标准化作业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大规模安全回采。

[0044] (4)采准切割工程：主要包括凿岩联络道5、凿岩硐室6、充填回风巷道7、出矿巷道

9、放矿进路10、堑沟巷道11、溜井12等工程。

[0045] (5)回采作业

[0046] 落矿：当矿体厚度大于30m时，采用大直径垂直深孔落矿；当矿体厚度小于30m时，

采用扇形中深孔落矿。深孔爆破，采用T-150或Simba261潜孔钻机在凿岩巷道进行下向深孔

凿岩，炮孔直径为165mm，通过VCR法形成切割槽，以切割槽为自由面侧向崩矿。中深孔凿岩

采用SimbaH1354凿岩台车钻凿上向扇形中深孔，炮孔直径Φ76mm，以采场端部切割天井为

自由面，采用上向中深孔凿岩爆破形成切割槽，以切割槽为自由面侧向崩矿。

[0047] 具体的，在实际生产中落矿分为：

[0048] 凿岩：当矿体厚度大于30m时，采用大直径垂直深孔14落矿；当矿体厚度小于30m

时，采用扇形中深孔15落矿。大直径深孔凿岩采用Simba261高风压潜孔钻机钻凿下向垂直

深孔，炮孔直径Φ165mm。矿房的布孔确定为中部炮孔取3.0m(排距)×3.3m(孔间距)。为了

有效地控制采场边界，边排孔实行光面爆破，孔网参数取2.5m(排距)×2.4m(孔间距)。矿柱

采场两侧是胶结充填体13，应尽量减小爆破规模，防止充填体垮落。矿柱采场中间孔采用

3.0m(排距)×3.5m(孔间距)的孔网参数，边排孔按加强松动爆破原理，孔网参数采用2.0m

(排距)×2.0m(孔间距)，边排孔距充填体边界1.8m。中深孔凿岩采用SimbaH1354电动液压

凿岩台车钻凿上向扇形中深孔，炮孔直径Φ76mm，孔底距2.5～3.0m，排间距为1.6m～1.8m。

凿岩机一次钻凿完一个采场的全部炮孔。采场边界数据由CMS空区扫描系统获取。

[0049] 爆破：

[0050] 深孔凿岩硐室沿矿体走向布置，回采顺序由一侧或两侧向切槽爆破；拉槽采用小

断面VCR法拉槽，拉槽范围5.6m×6m，拉槽孔装药结构采用下部堵塞1.5m～2.0m，单层药包

54kg，上部堵塞2.5m～3.0m炮泥。每次爆高为5.0m，拉两次进行一次扩槽，以此类推，直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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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高度6.5～7.5m进行一次性破顶。也可在采场中部或端部由VCR法爆破成井形成切割天

井，以切割天井和拉底层为自由面倒梯段侧向崩矿形成切割槽。切割槽形成后，一次爆破2

～3排炮孔，侧向崩矿孔采用全孔深一次爆破，以切割槽和拉底层为自由面倒梯段侧向崩

矿。

[0051] 上向扇形中深孔采用分次装药爆破，以采场端部切割天井为自由面，采用上向中

深孔凿岩爆破形成切割槽。以切割槽为自由面侧向崩矿。多层硐室爆破时，上分层应超前下

分层不小于2～5排孔；起爆方法采用孔内双非电导爆管雷管微差起爆系统，双导爆索网络

联结。

[0052] 出矿：一步骤、二步骤采场采用堑沟底部结构出矿，三步骤隔离矿柱采场采用大直

径漏斗出矿，爆破的矿石用电动铲运机装载卸入盘区溜井。

[0053] 采场通风：新鲜风流从回采中段进风巷道、斜坡联络道进入出矿巷道，冲洗出矿巷

道后经回风巷道排出地表。

[0054] 可以想到的是，深孔凿岩和爆破通风通过上中段水平的通风、回风巷道进行通风。

中孔采场上分段凿岩和爆破通风，新鲜风流由回采中段水平进行巷道进风，通过切割井、充

填钻孔后，污风进入上中段回风巷道。

[0055] 充填：出矿结束后进行封闭，嗣后通过由充填巷道7通过充填钻孔16采用高浓度全

尾砂胶结、弱胶结或非胶充填。

[0056] 需要说明的是，在实际应用中，一步骤采场即矿房采场可以采用高浓度全尾砂胶

结充填，二步骤采场即矿柱采场可以采用弱胶结充填，三步骤采场即隔离矿柱采场可采用

弱胶结或非胶充填。

[0057] 本发明通过对采矿方法、结构参数(凿岩、爆破等参数)、回采顺序等的优化选取，

使得该方法资源综合回收率可达到85％，充分利用了宝贵的矿产资源。

[0058] 上述实施例仅仅是清楚地说明本发明所作的举例，而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

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

动。这里也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例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申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

动仍处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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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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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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