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19800.1

(22)申请日 2019.08.06

(71)申请人 青海大柴旦矿业有限公司

地址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

行委

    申请人 东北大学

(72)发明人 张天航　赵兴东　李怀宾　黄雪松　

朱乾坤　李洋洋　赵一凡　

(74)专利代理机构 沈阳东大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21109

代理人 刘晓岚

(51)Int.Cl.

E21C 41/16(2006.01)

E21F 15/00(2006.01)

 

(54)发明名称

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

式充填采矿法

(57)摘要

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

矿干式充填采矿法，包括如下步骤：首先计算并

确定采场结构参数，然后进行采准、切割，回采，

回采包括凿岩爆破、通风、矿石运搬，重复二到三

次，形成原始的作业空间，然后用废石充填采空

区并覆盖混凝土加固充填区，在加固作业完成

后，重复以上步骤进行下一流程爆破作业的凿岩

工作，采用平行炮孔，采场充填作业面与爆破工

作面形成一定的跨度时，充填作业和凿岩作业同

时进行，如此反复。本发明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

低作业成本、同时安全性好、机械化程度高，保证

充填作业的经济、安全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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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

骤如下：

步骤一：计算并确定采场结构参数；

步骤二：采准、切割；

确定分段高度，按合适的分段高度将阶段分为多个水平分段，在每个分段布置脉外分

段巷道，沿分段沿脉平巷向矿体开凿出矿横巷，进行拉底作业，敞开矿体底部，脉外分段巷

道每隔80～100m向矿体开凿出矿横巷，每隔一定距离沿矿体走向开凿放矿溜井；

步骤三：回采

(1)回采顺序

水平方向上，中段内采用自回风井方向后退式开采，竖直方向上，上向开采；

(2)凿岩爆破

在矿体靠近回风天井一端将矿房的切割天井掘出，连通上下分段，作为最初始的爆破

自由空间，布置好炮孔后进行爆破；

(3)通风

风流由阶段运输巷道经斜坡道沿分段脉外巷道进入出矿横巷和分段拉底巷道，清洗工

作面后，由上一分段拉底巷道经回风天井排至上阶段运输巷道，最后经矿山主回风井排出

地表；

(4)矿石运搬

崩下的矿石靠自重堆积在采场中，由铲运机经出矿进路进入矿体底部铲运矿石至附近

溜井卸矿，由阶段电机车沿脉装矿运送至竖井井底车场；

步骤四：重复步骤2～3次，形成原始的作业空间；

步骤五：废石充填

在上一分段水平用废石充填，并覆盖混凝土加固充填区；

步骤六：重复步骤二和步骤五，依据步骤一计算的采场结构参数确定采场充填作业面

与爆破工作面间最大无支护跨度，采用非上向炮孔，此时充填作业与凿岩作业同时进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一是采用基于岩体质量RMR、Q、GSI和RMi等分级方法与采动应力

互馈的采场极限跨度计算方法计算并确定采场充填作业面与爆破工作面间的最大无支护

跨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采用不耦合装药爆破技术进行爆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中矿石运搬的选择不仅限于溜井，也可使用沿脉无轨装车或辅

助斜坡道运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五中废石充填过程同样可以用尾砂胶结或水力充填替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

法，其特征在于：主要应用于开采稳固矿岩急倾斜矿体，适应于矿岩中等稳固以上急倾斜矿

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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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山采矿方法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

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法。

背景技术

[0002] 开采稳固矿岩急倾斜矿体，国内外过去多用浅孔留矿法或普通上向分层充填法，

机械化程度低，劳动条件差，经济效益不佳。浅孔留矿法在回采过程中，作业安全性差，工人

直接在爆破后的矿岩暴露面下作业，矿体和顶板围岩容易冒落，安全威胁大。其次工人劳动

强度大，局部放矿后，采场内需要对浮石进行处理，平整场地，并破碎大块，这些工作主要靠

人力完成，致使工人的劳动强度大，采场生产能力低。机械化装备低，工人劳动强度大，采场

采矿强度低，效率低，中段下降速度慢，且大部分采下矿石暂留在采场内，积压了资金。普通

上向分层充填法具有矿石损失贫化小的突出优点，但存在充填成本高，充填系统复杂，阶段

矿柱回采困难，效率低，劳动强度大等不足，如何有效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同时

保证采空区的充填技术经济效果，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0003] 而在矿岩中等稳固到稳固的急倾斜厚矿体开采中，国内外广泛采用中深孔分段空

场法，因为该法具有生产能力大、安全性好、生产成本低、机械化程度高等优点。如果能够将

这种方法应用在急倾斜矿体开采中将解决以上技术存在的不足。在提倡现代化采矿的今

天，需要一种具有安全性好、生产成本低、机械化程度高的新型采矿方法来开采急倾斜矿

体，同时保证充填作业的经济、安全效益最大化。

[0004] 因此，亟需研究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法，以

满足上述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

矿干式充填采矿法，该采矿法主要应用于稳固矿岩急倾斜矿体，具有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作

业成本、作业环境安全等优点。

[0006] 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法，其特征在于：具体

步骤如下：

[0007] 步骤一：计算并确定采场结构参数；

[0008] 步骤二：采准、切割；

[0009] 确定分段高度，按合适的分段高度将阶段分为多个水平分段，在每个分段布置脉

外分段巷道，沿分段沿脉平巷向矿体开凿出矿横巷，进行拉底作业，敞开矿体底部，脉外分

段巷道每隔80～100m向矿体开凿出矿横巷，每隔一定距离沿矿体走向开凿放矿溜井。

[0010] 步骤三：回采

[0011] (1)回采顺序

[0012] 水平方向上，中段内采用自回风井方向后退式开采，竖直方向上，上向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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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2)凿岩爆破

[0014] 在矿体靠近回风天井一端将矿房的切割天井掘出，连通上下分段，作为最初始的

爆破自由空间，布置好炮孔后进行爆破；

[0015] (3)通风

[0016] 风流由阶段运输巷道经斜坡道沿分段脉外巷道进入出矿横巷和分段拉底巷道，清

洗工作面后，由上一分段拉底巷道经回风天井排至上阶段运输巷道，最后经矿山主回风井

排出地表；

[0017] (4)矿石运搬

[0018] 崩下的矿石靠自重堆积在采场中，由铲运机经出矿进路进入矿体底部铲运矿石至

附近溜井卸矿，由阶段电机车沿脉装矿运送至竖井井底车场；

[0019] 步骤四：重复步骤三2～3次，形成原始的作业空间；

[0020] 步骤五：废石充填

[0021] 在上一分段水平用废石充填，并覆盖混凝土加固充填区；

[0022] 步骤六：重复步骤二和步骤五，依据步骤一计算的采场结构参数确定采场充填作

业面与爆破工作面间最大无支护跨度，采用非上向炮孔，此时充填作业与凿岩作业同时进

行。

[0023] 所述步骤一是采用基于岩体质量RMR、Q、GSI和RMi等分级方法与采动应力互馈的

采场极限跨度计算方法计算并确定采场充填作业面与爆破工作面间的最大无支护跨度。

[0024] 所述步骤三中采用不耦合装药爆破技术进行爆破。

[0025] 所述步骤三中矿石运搬的选择不仅限于溜井，也可使用沿脉无轨装车或辅助斜坡

道运矿。

[0026] 所述步骤五中废石充填过程同样可以用尾砂胶结或水力充填替换。

[0027] 所述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法主要应用于开

采稳固矿岩急倾斜矿体，适应于矿岩中等稳固以上急倾斜矿脉。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提供的一种新型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

干式充填采矿法主要应用于稳固矿岩急倾斜矿体，具有安全性好、生产成本低、机械化程度

高的优点；采用基于岩体质量RMR、Q、GSI和RMi等分级方法与采动应力互馈的采场极限跨度

计算方法计算并确定精准的采场充填作业面与爆破工作面间的最大无支护跨度，保证采矿

过程顺利以及安全高效的进行并完成采矿作业；在爆破过程中，采用不耦合装药爆破技术

使矿块边界规整，同时不耦合装药能有效降低爆炸应力波峰值压力，延长了应力波作用时

间，提高了应力波作用于岩体的冲量，改善爆破效果；采场可以从两端进入，采场的前端用

于出矿、钻孔、装药、爆破，采场的后端主要用于充填空区，从而达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作

业成本，安全高效地完成采矿作业的需求，同时保证充填作业的经济、安全效益最大化。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中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法施工工艺流程

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中采场充填作业面与爆破工作面跨度示意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中采场纵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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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4为本发明中采场横剖面示意图；

[0033] 图5为本发明中采场俯视图；

[0034] 其中

[0035] 1矿体，2人工假底，3废石充填，4崩落的矿石，5溜井，6脉外分段巷道，7炮孔，8出矿

横巷，9拉底平巷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发明，以便于理解，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和效果作详细描述。

[003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基于急倾斜矿体垂直中深孔后退式落矿干式充填采矿法是对

于连续开采矿体开采采用中深孔连续爆破后退式落矿，对出矿形成的空区进行连续充填，

其施工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具体的工作流程是首先确定分段高度，拉开上下分段凿岩道，

随后掘进切割天井作为崩矿自由面，利用凿岩机钻凿下向中深孔，爆破后进行矿石运搬，采

场清空后，再次进行凿岩爆破，矿石运搬，重复该过程2～3次，即可形成原始的作业空间。随

后在上一分段水平用废石充填采空区，并覆盖混凝土加固充填区。在加固作业完成后，便可

进行下一流程爆破作业的凿岩工作。此时，采场充填作业面与爆破工作面形成一定的跨度，

充填作业就可以和凿岩作业一同进行(若采用上向炮孔，则充填和凿岩作业不能同时进

行)，如此反复。具体步骤如下：

[0038] 步骤一：计算并确定采场结构参数；

[0039] 依据充填作业面与爆破工作面之间跨度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如图2所示，如果矿岩

质量等级差，采场跨度不合理，将造成上下盘围岩、矿体产生冒落，造成采场存放矿石严重

贫化、损失，因此本发明中采用基于岩体质量RMR、Q、GSI和RMi等分级方法与采动应力互馈

的采场极限跨度计算方法计算并确定精准的采场充填作业面与爆破工作面间最大无支护

跨度，保证充填作业与凿岩作业能够同时安全高效进行，若矿岩稳定性较差，可根据实际情

况布置少量间柱；矿块沿走向布置，阶段高度一般为3～4个凿岩分段，采矿方法原则也没有

采场长度限制，按照国内外采场长度一般为200～300m，不留顶底柱；

[0040] 步骤二：采准、切割；

[0041] 如图3-4所示，根据矿体形态，按合适的分段高度将阶段划分为多个水平分段，在

每个分段水平下盘距离矿体1附近5～10m左右沿矿体走向布置脉外分段巷道6。各分段采场

底部采用无底结构，脉外分段巷道6每隔80～100m向矿体开凿出矿横巷8，与拉底平巷9连

通。分段之间采用联络斜坡道，作为脉外分段巷道6的进路，可供人行、设备、材料的进出以

及通风使用。

[0042] 根据铲运机的设备技术参数，出矿进路8巷道尺寸为铲运机最小工作尺寸。由出矿

进路8进入矿体底板后，开凿分段拉底平巷9，宽度为矿体水平厚度，即敞开矿体底部，高度

为凿岩设备和出矿设备最大工作尺寸。

[0043] 每隔一定距离沿矿体走向方向开凿放矿溜井5，与各个中段连通，溜井5距离为铲

运机合理运距。

[0044] 在采场边缘处掘进回风天井，连通各个分段拉底平巷9。

[0045] 步骤三：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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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1)回采顺序

[0047] 水平方向上，中段内采用自回风井方向后退式开采，竖直方向上，上向开采，如图3

所示，崩落的矿石4落在人工假底2上，避免底板充填废石的混入；

[0048] (2)凿岩爆破

[0049] 如图3及图5所示，在矿体1靠近回风井一端将矿房的切割天井掘出，连通上下分

段，作为最初始的爆破自由空间。在矿体内最初只需要掘进一个切割天井，形成垂直工作面

后，沿走向连续推进。

[0050] 炮孔7的布置一般采用下向平行布置，根据矿体倾角进行调整炮孔7角度，炮孔与

下分段水平留0.5m不打透，如打透在下水平用木塞堵住，孔内垫1m厚岩粉或碴子，根据现场

实际情况亦可采用YGZ-90凿岩机钻凿上向平行孔。

[0051] 炮孔直径的选择工程实践表明，对于地下开采矿体来说，采用小炮孔直径不仅能

较好的控制采幅、降低损失贫化，而且能保证较高凿岩生产效率，直径为50～70mm之间最

好。

[0052] 炮孔深度的设定一般来说，对于矿体厚度较薄、矿岩稳定、矿体形态不规则的矿

体，炮孔深度应尽量取较小值，反之取较大值，对于分段空场采矿法来说，应考虑分段高度

大小对炮孔深度的影响，炮孔深度的选择往往依据凿岩设备的钻孔效果，若炮孔偏斜过大

则不便控制矿体边界，不便控制采幅。

[0053] 根据工程类比经验，炮孔采用方形布置，爆破孔径为65mm时，最小抵抗线数值范围

在0.9～1.3m之间最为合适，炮孔间距取0.7～0.8m，边孔距0.2～0.3m。

[0054] 为使矿块边界规整，采用不耦合装药爆破技术，大量模型试验和矿山工程实践表

明，不耦合装药能有效降低爆炸应力波峰值压力，延长了应力波作用时间，提高了应力波作

用于岩体的冲量。起爆顺序及延期时间根据补偿空间及炮孔布置时孔间距和排距情况确

定，原则上相邻炮孔爆破延期时间以25ms最佳。通过合理的时间组合，使炮孔由起爆点按顺

序依次起爆；每个炮孔的起爆都是相对独立的，前炮孔为后炮孔创造了1个自由面；相邻炮

孔间的矿岩在移动过程中发生相互碰撞挤压，使矿岩进一步破碎，从而保证较好的爆破块

度。

[0055] (3)通风

[0056] 风流由阶段运输巷道经斜坡道进入出矿和凿岩分段巷道，清洗工作面后，由上分

段拉底巷道经回风天井排至上阶段运输巷道，最后经回风天井排出；

[0057] (4)矿石运搬

[0058] 崩落的矿石4靠自重堆积在采场中，由铲运机经出矿进路8进入矿体底部铲运矿石

至附近溜井5卸矿，由阶段电机车沿脉装矿运送至井底车场；

[0059] 步骤四：重复步骤三2～3次，形成原始的作业空间；

[0060] 步骤五：废石充填

[0061] 采场清空后，在上一分段水平随即用废石充填3完成充填，并覆盖混凝土加固充填

区。另外该种采矿方法需要大量的废石进行充填，如果井下没有足够的废石，需要从地表倒

运废石到井下；

[0062] 步骤六：重复步骤二和步骤五，依据步骤一计算的采场结构参数确定采场充填作

业面与爆破工作面间最大无支护跨度，若采用上向炮孔，则充填和凿岩作业不能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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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充填作业与凿岩作业同时进行；废石的回填要和回采作业相适应，避免二者工作冲突。

[0063]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以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依然可

以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为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任何修

改或者等同替换，其均应涵盖在本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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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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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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