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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尾矿废石资源量核实方法的研究和实际应用
于超 刘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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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随着矿产资源供需的增加,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将会增加,因此将尾矿的

使用列入重要议程。受矿业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扶贫现象。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它目前具有开采价值,甚
至部分呈现出丰富矿物的趋势。为充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对开采的尾矿及低品位、未利用的矿石进行矿石量及金属量进
行估算,并讨论了估算方法的可行性和实际应用,为矿产资源的充分利用提供地质依据。
[关键词] 尾矿废石；资源；储量；核实；利用；应用
中国人均占有矿产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综合利用

线的平均品位与该采样线断面面积加所得。

率低,总回收率低于 30％。此外,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

(2)尾矿的平均品位确定

市化的中间阶段,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积极推
进矿产资源,工业废弃物的再利用和可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

尾矿废石堆的平均等级计算为各段之间平均等级的算
术平均值。

已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其中,

2.2 断面面积的确定

尾矿和废石的开发利用是矿产资源最广,潜力最大,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最好的地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矿业企业积累了大量

本次尾矿废石资源量估算面积的测定,采用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信息工程学院(MAPGIS6.7)地理信息系统,在采样
线剖面图上编辑作区测定得出面积值(其精度为 0.01mm2),

的尾矿和废石。采矿过程落后,采矿设备过时,尾矿和废石中

直接参与资源储量计算。

剩余的矿石品位仍然很高,甚至高于目前该国最低工业等级

2.3 体积的确定

的状态,即所谓的“老尾富矿”。尾矿资源开发的巨大潜力主

块段体积计算,根据块段几何形态选择不同的计算公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以前的技术设备落后,管理水平低,矿石回收率
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大量有用成分留在尾矿中。例如,中国

式。
(1)当相邻两断面相对面积差(S1-S2)/S1≤40%时(其中
S1＞S2),用梯形公式计算体积,其公式为：

的铁矿尾矿仍然含有 8％至 12％的铁,例如该国 26 亿吨的铁

V=L·(S1+S2）/ 2

尾矿。尾矿中铁资源量在 2.08 亿至 3.12 亿吨之间。则可获

式中：V～两断面间尾矿体积

得 1 亿～1.5 亿吨的铁。
(2)虽然中国的矿产资源丰富,但大多数矿物的品位较
低,具有共同的特征。许多矿山受到条件的限制,只开采最集
中的主要矿物,剩余的相关矿物留在尾矿中。造成大量有益
矿种的浪费。
(3)目前,在中国的矿业企业中,中小型矿山占大多数。
(4)受历史条件的影响,中国存在严重的贫困和贫困问
题。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它目前具有开采价值,甚至部分
呈现出丰富矿物的趋势。
1 资源储量估算方法的选择
本次讨论的核实的尾矿废石资源量的方法,按照断面法
估算资源量。采样线经过实测,间距±40m,依照探求控制的

L～两断面之间距
S1、S2～采样线两断面面积
(2)相邻两断面上相对面积差（S1-S2）/ S1＞40%时,
（其中 S1＞S2）,用截锥体公式计算体积,其公式为：
V=L·（S1+S2+√S1·S2）/ 3
式中：V～两断面间尾矿体积
L～两断面之间距
S1、S2～采样线两断面面积
(3)仅有一个断面出现,而另一断面楔形尖灭时,用楔形
公式计算其体积,其公式为：
V=L·S/2
式中：V～尾矿体积

资源量网度布设。尾矿废石堆下面的地形是根据前人实测的

L～断面至尖灭点间距

1：5000 地形图绘制。采样线与地形线形成了闭合面(断面)。

S～采样线断面面积

2 资源储量估算参数的确定
2.1 平均品位

2.4 矿石小体重的确定
本次尾矿废石核实报告采集了不少于 30 件的小体重样,

(1)断面间的平均品位确定

按照矿石种类、围岩及矿体夹石划分分别采取,分别加权平

尾矿废石堆断面间的平均品位的计算,按各个断面采样

均后计算取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3

Geological mining surveying and mapping

地矿测绘

第 1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8 年 10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32

2.5 松散系数的测定

查。提高地质灾害防治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尾矿废石的松散系数的测定是在现场,可以利用矿山的

协调发展。防止堆浸喷淋液的渗透、溢流。对尾液进行无害

矿石运输车,经过多次测定而得出。见表 7-2。该矿区岩石

化处理。注意堆浸尾矿堆的防护,废石渣、生活垃圾的有序

的松散系数 K=尾矿平均体重/大体重≈1.4。

堆放,防止环境污染。

表 7-2

4 尾矿废石利用的意义及建议

大体重测定表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运矿车体积

测定的大体重

39.57t

40.24t

40.78t

20m3

2.01t/m3

尾矿废石利用只要认真做好基础工作,面对当前的良好
机遇,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矿业开发方面的新科技成果,

2.6 尾矿废石资源量估算公式的选用

大力推广尾矿废石利用新方法,将尾矿废石利用纳入矿产资

(1)断面间尾矿废石量估算

源保护,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经济效益等

断面间矿石量估算：用断面体积乘以尾矿废石的平均体

方面。那么尾矿废石的利用必将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

重除以松散系数,即为断面间矿石量,其公式为：

取得重大成绩。
尾矿废石利用的主要意义必须从节约和保护矿产资源

Qd=V·D/K

的观点出发,为使我国矿产资源获得永续为出发点,在一切

式中：Qd～矿石量
V～断面间矿体体积

可以利用尾矿废石的场合开展尾矿废石的利用,必须以环境

D～尾矿废石平均体重

保护立法的要求为依据,开展尾矿废石利用,杜绝尾矿排放

K～岩石松散系数

和堆存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使我国的矿业开发逐步走上洁净

断面间金属量估算：用断面间矿石量乘以断面间矿体平
均品位,即为断面间金属量其公式为：

安全的轨道,在造成环境污染的最初阶段即矿业开发阶段就
开始治理对环境的污染,尾矿废石利用就是最关键的措施之

Pd=Qd·C

一；必须以提高矿业开发的经济效益为中心,开展尾矿废石

式中：Pd～断面间金属量

利用要以回收有益组分、提高利用尾矿废石的经济效益衡量

Qd～断面间矿石量

取得的成绩；必须迅速发展形成一个庞大的产业．既要进行

C～断面间平均品位

尾矿废石的再选回收有益组分,又要进行尾矿废石的直接应

（2）尾矿废石量及金属量估算：

用；因此它既关系现有的选矿企业和矿山,又关系许多新的

尾矿废石量估算：尾矿废石各个断面间矿石量之和,即

非金属矿开发部门,既关系生产部门,又关系矿业开发研究

为该尾矿废石堆的矿石量,其公式为：

部门。
尾矿废石利用形成一个产业,将会使新尾矿废石不断得

n
QK =∑Qdi（i=1,2,3…n）

到利用,同时也会促使新尾矿数量大规模减少,更会促使大

i

量的老尾矿废石得到应用,最终形成矿业开发的良性循环,

式中：QK～尾矿废石量

大大减轻因尾矿废石堆存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而且
将会提高矿业开发的经济效益。如果这样,尾矿废石的利用

Qd～断面间矿石量
尾矿废石金属量估算：尾矿废石的各个断面间金属量之
和,即为尾矿废石堆的金属量,其公式为：

在我国就会有迅速发展,使矿产资源永续、保护自然环境的
目标就能早日实现。
尾矿废石的使用不仅可以提高矿山的综合效益,还可以

n
Pk =∑Pdi（i=1,2,3…n）

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大力推进

i=1

尾矿综合利用：
4.1 转变观念,组织力量,增加投入。各矿山企业应从环

式中：Pk～尾矿金属量

保战略高度和矿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了解尾矿废石利用的

Pd～断面间金属量
根据以上实地测量数据得出储量计算参数即可估算尾

重要性,根据资源利用原则和无害化整体利用原则,研究尾
矿废石的利用。

矿废石堆的矿石量及金属量。

4.2 建立一个开发和利用尾矿进行研究的特殊项目。有

3 存在问题
3.1 个别尾矿废石堆的采样线,由于堆顶与堆底之间形

关部门要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各地区尾矿废石资源的数量,

成的自然安息角比较大(40°±),无法进行采样,因此样品

种类和质量,建立尾矿废石资源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同

未能覆盖整个采样线剖面。

时,对尾矿废石利用的经济评价也做得很好。

3.2 在采矿过程中,矿山必须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建

4.3 制定尾矿废石利用规定。设计和管理未来生产的无

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责任保护矿山环境,制定矿山

尾矿和现有矿山的新矿；制定尾矿排污收费标准；制定尾矿

环境恢复和管理计划,定期对矿山环境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检

最低量化标准和实施规则；制定尾矿废石利用的分类标准和
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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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电力勘察设计企业项目成本探讨分析
何瑞 李旋
广州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DOI:10.18686/gmsm.v1i2.26
[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同时电力体制深化改革及电网建设的日趋完善的背景下,电力勘察设计市场竞

争日益激烈,项目面临的成本压力显著上升。当前电力勘察设计企业成本管理还较为粗放,多数企业只是从企业宏观角度进
行成本管理,而缺乏以具体工程勘察设计实践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分析电力勘察设计企业成本管控存在的问题,为企业成本
管理提供更全面的思路与方向。
[关键词] 新常态；电力勘测设计；项目成本管理
“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

量,而忽略了成本控制管理。同时成本分析具有一定的滞后

过去 30 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实质是高效率、低成本、可

性,而且经营部不直接参与项目的生产管理,当经营部发现

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新阶段。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将不

成本超支的时候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缺乏完善的事后约束机

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服务业比重上升

制。同理,项目质量及成本管控较好的背景下,但是也缺乏较

将是长期趋势。电力勘察设计企业作为咨询服务业一部分,

匹配的正激励奖励措施,影响项目人员的积极性。

有效的项目成本管理与控制可以使效益最大化,促进企业发
展转变,保持企业竞争力。
1 电力勘测勘察设计企业项目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分
析

1.2 片面的对项目成本进行控制,忽略通过管理创新加
强项目成本控制
当前电力勘察设计企业就电力项目设计的成本管理多
集中这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偏向于减少这两类费用来控制

1.1 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责权利相结合的项目成本考核
机制

成本,以此来实现项目的利润目标或者减少亏损,而忽略了
管理创新及技术进步对成本管理的改善工作,如何有效提升

目前大部分的电力勘察设计企业的成本管理制度都是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加强成本的控制,实现利润目标。因

注重权力与利益,而忽略了责任。对于现代社会的管理活动,

此,很多电力勘察设计企业会采取偏向于事中控制,而往往

责权利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应该是贯穿整个活动过程的,项目

这种介入方式较为简单,成本管控效果也存在滞后性,造成

管理当然也不能例外。具体项目实践中,由于设总对项目成

管控要点偏离最佳优化模式。通过减少出差,降低软硬件配

本的责权利不明晰,对设总的考核往往更关注项目的设计质

置,修订公司的薪酬管理制度,KPI 考核指标,减少设计人员

量。往往会出现质量与成本控制失协的状态,只考虑设计质

等手段来控制成本。这些办法从表上面看,确实在降低项目

4.4 加强尾矿废石利用的技术创新。引进和开发先进技

域。愿有志之士和有关部门为实现这个矿业开发的新目标而

术,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利用尾矿废石,加强研究成果转化
为生产力。它真正使尾矿成为 21 世纪矿业企业的新资源,
振兴矿山经济的资源基础,以及新的科技领域。
5 结论
尾矿废石资源利用是保持矿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选择,
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些地区取
得了一些成果,但到目前为止,尾矿废石的资源利用远远不
能满足人们的愿望。有大量的实验研究工作要进行,这是事
业的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以及社会进步的推动。本
次尾矿废石核实工作,对尾矿废石的矿石质量、矿石的加工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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