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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以贵州省瓮福磷矿英坪矿段缓倾斜中厚矿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与其它采矿方法
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相比较,结合国家提出的绿色矿山的要求,选择了上向分层充填采矿法作为采矿
方法进行开采。并且对回采工艺、采准切割、充填工艺、和充填体强度等进行了一系列设计,结果表
明：使用该采矿方法可以提高矿山的采出量,减少了矿石的贫化率并且充分考虑到了地表塌陷等一系
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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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Mining Method of Slow Inclined Medium-thick Ore in Yingping Section of Wengfu
Phosphorus Mine in Guizhou Province
Tiegang Yu
Wengfu (Group) Co., Ltd. Wengfu Phosphorus Mine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takes the slow-inclined medium-thick ore body in Yingping section of Wengfu
phosphate mine in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Comparing with the series of problems existing in
other mining methods, 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green mines proposed by the state, the upward slicing
and filling mining method is selected as the mining method for mining. Moreover, a series of designs for mining process,
mining cutting, filling process and filling strength a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n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extraction of the mine, reduce the ore poverty rate and take into account a series of surface collapse.
[Key words] mining method; slow tilt; layered filling; medium and thick or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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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采矿方法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矿体厚度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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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矿体倾角
度
25.07°
平均
采矿方法
上向分层充填采矿法
矿块长度
m
宽体厚度
阶段高度
m
60
矿房宽度
m
50
分段高度
m
12
分层高度
m
4
矿块生产能力
t/d
560

本次设计的对象为矿体倾角小于30°
的资源,矿石平均品位25.5%,矿石块度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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