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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尾砂物理特性对絮凝沉降性能影响规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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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浅部矿产资源的日益枯竭，矿山开采深度逐渐增加，而深部开采环境非常复杂且开采难度更
大，加之我国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充填采矿法逐渐成为我国矿山首选的采矿方法。为研究尾砂物
理特性对絮凝沉降性能的影响规律，开展了粒级组成、比重对尾砂沉降效果影响的静态絮凝沉降试验。研
究结果表明：尾砂的中值粒径与沉降速度、底流浓度成正相关；-200 目粒径含量与沉降速度、底流浓度在一
定范围内成负相关；构建了-200 目粒径含量、尾砂比重、中值粒径与沉降速度、底流浓度的数学方程，对尾

砂浆絮凝沉降速度的影响程度上，-200 目粒径含量>中值粒径>尾砂比重；对尾砂底流浓度的影响程度上，
中值粒径>-200 目粒径含量>尾砂比重。尾砂粒径大小对浓缩效率影响较大，本研究可为全尾砂絮凝沉降
效率提升及底流浓度调控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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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矿产资源的开发利

型划分为有机高分子絮凝剂、无机絮凝剂、矿物类

用程度不断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弃

助凝剂和微生物絮凝剂，以及部分复合絮凝剂，如：

物。充填采矿法不仅能够有效回收利用固体废弃

高分子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等。针对不同类型

物，而且在改善地压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

的尾矿，选用的絮凝剂及其添加量不尽相同，目前

实 现 矿 山 绿 色 开 采 提 供 了 一 条 有 效 途 径（Wang

国内外学者采用多因素耦合试验方法研究入料浓

et al.，2008）。在充填料浆制备过程中，尾砂浓密脱

水浓缩作为井下高效充填的关键环节（焦华喆等，
2010），其工艺参数选择尤为重要。为了加快尾砂
沉降速率并获得适宜的底流浓度，通常采用加入絮

凝剂的方法来提高尾砂浓缩效率，加速脱水浓缩
过程。
絮凝剂是一种通过物理化学作用使细微颗粒
聚集的药剂，在矿山领域，常将絮凝剂的化合物类

度、絮凝剂种类和絮凝剂添加量对尾砂沉降效果的
影响规律。同时，通过核磁共振、电镜扫描等技术
手段对絮凝剂使用效果进行微观、细观等多层面、
多角度分析。Wang et al.（2020）和 Zhu et al.（2018）
利用电镜扫描和激光粒度分析等技术，发现粗尾砂

粒与絮凝结构结合，导致絮凝过程中尾砂的加速沉
降；吴爱祥等（2016）利用 Design-Expert 软件分析

并筛选影响全尾砂絮凝沉降的重要因素，考察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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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耦合条件下尾砂的沉降特征及规律。还有学者
通过控制变量等方式研究絮凝剂种类及单耗、矿浆

浓度等因素对沉降效果的影响规律（王星等，2008；
李金鑫等，2021；张美道等，2020）；也有学者通过改

变絮凝剂种类及单耗等因素，揭示了絮凝剂种类及
单耗对絮凝沉降效果的影响规律，以及有机、无机

和 复 合 絮 凝 剂 的 作 用 机 理（Fan et al.，2020；康 虔

等，2019；孙浩等，2021）。刘奇等（2021）、朱建国等

（2020）和隋璨等（2020）通过研究中值粒径、-200
目粒径含量对絮凝沉降速度的影响，揭示了尾砂粒
径对絮凝沉降的影响规律及作用机理。此外，刘奇
等（2021）研究了尾砂粒级及密度对底流浓度和单

图1

位面积固体通量的影响，并通过回归分析推导了尾
砂中值粒径与底流浓度改变量的方程。
目前，全尾砂絮凝沉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絮凝
剂的种类及单耗等因素，对于尾砂本身物理性质造
成的影响规律大多是基于单一因素的研究。然而，
由于不同尾砂的物理化学性质不同，最终在尾砂比
重、粒级组成等因素上显示出对沉降效果影响的差
异性，为探究各因素对尾砂絮凝沉降效果的影响作
用，通过研究絮凝剂尾砂比重、中值粒径和-200 目

粒径含量 3 种因素对沉降速度和底流浓度的影响
规律，为矿山选择适当的絮凝沉降参数提供参考。

Fig.1

尾砂粒级组成

Grain composition of tailings

与其直径的平方成正相关，表达式为
g
v=
( ρ - ρ 1 )d 2
18η s

（1）

式中：v 为颗粒自由沉降速度；g 为重力加速度；η 为
液体黏度；ρs 为颗粒密度；ρ1 为液体密度；d 为颗粒
直径。

絮凝剂的作用原理是基于“架桥”原理，如图 2

所示，尾砂颗粒相互碰撞并在絮凝剂长链作用下吸

附桥连在一起（郭佳宾等，2021；史秀志等，2010），
其网捕颗粒形成的絮团结构密度大于颗粒本身在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砂浆中的密度，随着网捕颗粒的增多，沉降速度随

1.1

试验材料

实 际 生 产 ，本 试 验 选 用 一 种 常 用 的 矿 山 絮 凝 剂

之增加。为了达到更好的沉降效果，以更好地指导

（1）尾砂。为研究尾砂物理特性对沉降效果的

影响规律，采用 4 种不同类型的全尾砂开展试验研

究 ，4 种 尾 砂 的 物 理 特 性 和 粒 级 组 成 分 别 见 表 1

AN934SH 进行絮凝沉降试验，研究尾砂浆中固体
颗粒大小对其絮凝沉降效果的影响。

和图 1。

（2）絮凝沉降原理。克托克斯定律（王桂连，

2007）认为，在悬浮液中，固体颗粒的自由沉降速度
Table 1

表 1 尾砂物理特性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ailings

编号
1号
2号
3号
4号

图2

检测结果

尾砂
比重/（g·cm ）

中值粒径/μm

3.11

22.409

-3

2.91

13.048

2.93

12.648

2.79

17.378

-200 目粒径含量/%
72.42
57.29
73.54
70.59

Fig.2

絮凝剂“架桥”作用原理

Principle of flocculant bridging effect

（3）试验仪器。试验所需的主要仪器有 30 目~

400 目筛网、1 000 mL 烧杯、1 000 mL 量筒、玻璃棒、
电动搅拌器、高精度电子秤、1 000 mL 烧瓶、秒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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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纸。
1.2

试验方法
将采集的尾砂样品放置于烘箱中烘干，并将其

碾细。取一定量的碾磨样品，通过水筛分方法从
30 目向下筛至 400 目，再通过脱水、烘干，确定每种

尾砂的粒径分布，同时通过激光粒度分析等手段得
到尾砂的粒级组成。取 300 g 水加入烧杯中，放置

于搅拌器下，控制搅拌速度为 100~300 r/min，待搅
起漩涡后分多次加入 1#絮凝剂搅拌 60~120 min，直

至没有成团絮凝剂，配成浓度为 0.1% 的絮凝剂溶

液。配置浓度为 20% 的尾砂浆，倒入贴有坐标纸的

量筒中，设置入料浓度为 40 g/t，加入絮凝剂溶液，
开始计时，观察固液分离界面下降高度，计算底流

浓度。按上述步骤，进行不同尾砂的试验并记录数
据，并与无絮凝剂加入的全尾砂沉降试验进行对
比，试验过程如图 3 所示。

Fig.3

絮凝沉降试验示意图

Schematic of flocculation and sedimentation test

鹏等，2019；郑伯坤等，2018），底流浓度计算公式
如下：

C 底流 =

W砂
× 100%
W水 - w水 + W砂

2

试验结果与讨论

2.1

考察指标

为料浆中水的质量；w 水 为上部澄清水柱质量。

试验考察指标主要为沉降速度和底流浓度，沉

2.2

高度。底流浓度是指沉降一定时间后，当尾砂浆固
液分离界面下降至极限，底部压实尾砂浆的浓度即
为底流浓度，是尾砂浓密性能的关键技术参数（牛

图4
Fig.4

（2）

式中：C 底流 为底流浓度；W 砂 为料浆中尾砂质量；W 水

降速度主要是指单位时间内固液分离界面的下降

试验结果
（1）尾砂比重对沉降效果的影响

确定尾砂入料浓度为 20%，
絮凝剂单耗为 40 g/t，

分别对 4 种尾砂分别进行絮凝沉降试验，试验结果
如图 4 所示。

固液界面高度（a）和沉降速度（b）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Variation law of solid-liquid interface height（a）and sedimentation velocity（b）with time

为了比较不同尾砂的沉降效果，取前 5 min 固

液分离界面快速下降阶段的平均沉降速度作为考

察指标进行对比。由图 4（a）可知，加入絮凝剂后，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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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砂的沉降过程是一个快速沉降并逐渐趋于平稳

的过程，4 种尾砂的固液分离界面高度均在前 200 s
内快速下降，随后缓慢下降并最终稳定在一个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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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4 种尾砂最终的固液分离界面高度由高到低

随着絮团结构接近饱和，不再捕捉颗粒，且上层溶

图 4（b）可以看出，4 种尾砂的沉降速度变化量由高

释至澄清结构，呈现出固液界面不再下降，即沉降

依次为 4 号尾砂>3 号尾砂>1 号尾砂>2 号尾砂。从

到低依次为 2 号尾砂>4 号尾砂>1 号尾砂>3 号尾
砂，絮凝沉降速度的变化是一个先快速降低、然后

不断衰减及最终趋近于 0 的过程，描述了尾砂浆加

入絮凝剂后从快速下降阶段到减速直至停止下降
的过程。产生该现象的原因是在尾砂浆中加入絮
凝剂后，首先絮凝剂的高分子链对尾砂颗粒进行捕
捉，并形成絮团结构，导致了前期的快速下降，而后

图5
Fig.5

液逐渐稀释，沉降速度逐渐减慢，最后上层溶液稀
速度最终趋近于 0 的现象。由表 1 可知，1~4 号尾

砂比重分别为 2.91、3.11、2.93 和 2.79。如图 4 所示，
尾砂的固液界面下降高度以及沉降速度与尾砂比
重均没有明显的单调相关性。如图 5（a）所示，从尾

砂比重和平均沉降速度来看，二者不存在明显的单
因素相关性，而尾砂比重和底流浓度的变化关系及
拟合得到的方程如图 5（b）所示。

平均沉降速度（a）和底流浓度（b）随尾砂比重的变化规律

Variation laws of average sedimentation velocity（a）and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b）with tailings proportion

（2）中值粒径对沉降效果的影响
由图 6（a）可见，平均沉降速度随尾砂中值粒径

的 增 加 而 逐 渐 增 大 ，通 过 线 性 拟 合 得 到 方 程 y=

的非线性相关性高，如图 6（b）所示。

（3）-200 目粒径含量对沉降效果的影响

-200 目粒径含量与沉降速度、底流浓度之间的

0.031+0.031x2，拟合程度较高，而中值粒径与底流

关系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知，
沉降速度随着-200 目

合的负相关系数为 0.93，中值粒径与尾砂底流浓度

尾砂中小颗粒占比增多。如图 8 所示，
当大颗粒占比

浓度通过非线性回归得到拟合方程 y=38.74x

图6
Fig.6

0.147

，拟

粒径含量的增加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是由于

中值粒径对平均沉降速度（a）和底流浓度（b）的影响

Effect of median particle size on average sedimentation rate（a）and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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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时，絮凝剂高分子长链捕获的颗粒大多为小颗

降速度较慢。而随着大颗粒的增加，形成的絮团结

粒，此时絮团结构中空隙较大，同时颗粒之间连接

构中大小颗粒填充密实，使絮团结构连接紧密，密

疏松，
导致絮团结构密度较小，
接近液体本身，
使得沉

度较大，体积增大，沉降速度也随之增大。

图7
Fig.7

-200 目颗粒含量对平均沉降速度（a）和底流浓度（b）的影响

Effect of -200 mesh particle content on average sedimentation rate（a）and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b）

及影响大小，对 3 种因素进行多因素线性拟合，在

不考虑因素间交互作用的前提下，研究其对沉降效
果的影响规律。
（1）沉降速度影响因素

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对尾砂浆前 5 min 平均沉降

速度和 3 种因素进行拟合，得到回归方程如式（3）
所示，方程的负相关系数为 0.631，认为其相关性较
弱，该方程无法明确地描述 3 种因素与沉降速度之
图8
Fig.8

粒径对沉降效果的影响

Effect of particle size on settlement

由图 7 可知，随着-200 目粒径含量的增加，底

著性（表 2），显著性数值越小，表明该因素对拟合结
果的影响越大，从表 2 可以看出，在不考虑 3 种因素

交互作用的前提下，其中-200 目粒径含量对沉降

平滑的下降曲线。试验结果表明，虽然絮凝剂的加

速度的影响最大。通过对比 3 种因素的影响系数，

入有利于加速尾砂浆中固体颗粒的沉降，但同时形

对于沉降速度的影响程度，-200 目粒径含量>中值

粒径>尾砂比重，但由于方程负相关系数较小，该结

成的絮团结构具有一定的锁水效应，导致最终沉底

果准确程度有待考量，后续试验中可以考虑交互作

的絮团含水量较高。而当砂浆中固体颗粒较小时，

用下的影响程度研究。

流浓度随之减小，二者之间的变化规律表现为一条

如图 8 所示，小颗粒形成的絮团结构含水量高于大
小颗粒组合密实的絮团结构含水量，进而造成最终
的底流浓度较低。
2.3

通过对尾砂比重、中值粒径、-200 目粒径含量

了各项因素对尾砂沉降效果的影响规律。同时，为

了对比 3 种因素对沉降速度和底流浓度的相关性
Vol.30

v = 0.994 - 0.026x 1 + 0.0009x 2 - 0.004x 3 （3）

式中：v 为尾砂平均沉降速度（mm/s）；x 1 为尾砂比
重；x 2 为中值粒径（μm）；x 3 为-200 目粒径含量。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等因素与沉降效果的单因素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到

68

间的关系。对拟合结果进行分析得到各因素的显

No.1

Feb.，2022

（2）底流浓度影响因素

在不考虑交互作用的前提下，对 3 种因素以及

底流浓度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拟合，回归方程如式

（4）所示，方程的负相关系数 R2=0.838，三因素的显
著性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以看出，尾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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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值粒径对底流浓度的影响大于另外 2 个因素，即

中值粒径与底流浓度的相关性最高。通过数值对
比，认为在絮凝沉降的过程中，对底流浓度的影响
程度上，中值粒径>-200 目粒径含量>尾砂比重。
C 底流 = 66.77 - 1.92x 1 + 0.35x 2 - 0.126x 3

（4）

式中：C 底流 为底流浓度；x 1 为尾砂比重，x 2 为中值粒
径（μm）；x 3 为-200 目粒径含量。

影响因素

显著性

尾砂比重

0.893

-200 目粒径含量

0.859
0.386

表 3 底流浓度影响因素显著性分析
Table 3 Significant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n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
影响因素

显著性

尾砂比重

0.753

中值粒径
-200 目粒径含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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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Full Tailings on Flocculation and
Sedimentation Performance
LI Zhaoyu1，2，SUN Wei1，2，ZHANG Shengyou1，2，LI Jinxin1，2

1.Faculty of Land and Resources Engineering，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093，
Yunnan，China；

2. Yunnan Key Laboratory of Sino-German Blue Mining and Utilization of Special Underground Space，Kunming
650093，Yunnan，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pletion of shallow mineral resourc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the filling mining method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preferred mining method for major mines.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tailings own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erformance of flocculation and
settlement during the filling process，the influence of the tailings own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settlement
effect was investigated by conducting flocculation and settlement experiments on four different tailings at the
same feeding concentration，flocculant type and dosage.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the specific gravity，median particle size and −200 mesh particle content of the tailing sand are not monotonical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ttling velocity and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and there is no simple univariat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and the fitted equations are not well fitted by non-linear regression. The median
particle size of the tailing sand show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settling velocity and the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The −200 mesh particle conten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ttling velocity and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flocculation and settling，and the fit is high，which has a higher degree of
influence on the settling effect.The single-factor correlation of specific gravity of tailings，median particle size
with settling velocity and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 is low，an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ese three factors
with settling velocity and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 is obtained 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using SPSS
software，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factors is further analyzed. For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flocculation

settling velocity of tailings mortar，−200 mesh particle content > median particle size > proportion of the tailings.
For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ailings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median particle size >− 200 mesh particle content > proportion of the tailings.
Key words：flocculation sedimentation；median particle size；proportion of the tailings；granular composition；
bottom flow concentration；sedimentation velocity；full tailings

2022 年 2 月

第 30 卷·第 1 期

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