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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将以白银公司深部铜矿为例,分析矿山覆盖层的形成及现状,然后确定覆盖层损失或不足
的原因,进而结合覆盖层的作用以及对采矿指标的影响,指明崩落采矿法的覆盖层补充方案,以期能够为
业内人士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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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take the deep copper mine of Baiyin Company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mine overburden, and then determine the causes of overburden loss or deficiency, and
then combine the role of overburden and its influence on mining index. In order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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