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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矿石块度模数的溜井放矿流动性数值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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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研究矿石在溜井中的流动性规律，以金山店铁矿主溜井为研究背景，将溜井放矿过程简化颗粒在墙体区

间内流动的模型，用 PFC2D离散元程序模拟分析不同块度条件下矿石在溜井内溜放的流动性能规律。为从定量角度

描述矿石块度级配情况，提出了溜井放矿块度模数概念，进而研究了溜放矿石块度级配对流动性能的影响规律。试

验结果表明，块度模数与放矿流动性之间符合幂函数变化特征，随着块度模数的增大流动性不断降低，且降低速率

越来越慢；当块度模数增大到某一值时，溜井发生堵塞，矿石流动性突变为 0；同一块度模数下，矿石块度的不同分

布特征直接影响溜井放矿的流动性能，均匀分布下的流动性要强于高斯分布下的流动性。研究结果不仅可为矿山生

产爆破作业和溜井管理提供理论指导，而且可以降低矿山溜井堵塞和跑矿等生产事故的风险，保障安全生产和节约

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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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Simulation Tests of Fluidity in Ore-pass Based on Mineral
Lumpiness Mod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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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iron ore’s fluidity laws in ore-pass, the process of ore passes is simplified to the PFC2D model of
particles flow between the wall areas based Jinshandian Iron Mine main ore-pass. And then the fluidity characteristics of ore
passing under different ore lumpiness distribution are studied, which are based on the PFC2D software. The concept of
lumpiness modulus is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describe the condition of ore lumpiness grading, and then the effect of
lumpiness grading on the fluidity properties is investigated. The numerical test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umpiness modulus and ore fluidity is found to follow a power function, and the fluidity decreases with the increasing of
lumpiness modulus, and the decrease tendency becomes more and more slower; when lumpiness modulus increase to a
particular points, the ore-pass happen to stoppages, and ore fluidity mutates to 0; the difference of ore lumpiness distribution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ore passing fluidity when lumpiness moduli are same, and the fluidity of under Uniform
distribution condition is better than Gaussian distribution condition. Outcomes of this numerical test experiment can provide
testing and academic basis for a mine’s producing blasting operation and ore-pass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also be applied to reduce the risks of ore-pass blocking and ore leak during dropping in the ore-pass, guaranteeing
safety production and reducing ore-pass maintenance cost.
Keywords: Ore pass; fluidity test

地下开采过程中，溜井处于矿石运输的咽喉部位，它对地下开采工作至关重要。开采的矿石或

废石全部或部分通过溜井转运，溜井的正常运行直接影响着矿山高效、安全、稳定生产，一旦发生

堵井事故，将直接导致矿山局部采场停产，同时在处理堵井事故时，又常常给矿山带来巨大的安全

隐患和经济损失[1-3]。溜井堵塞的本质是矿石散体在溜井内失去流动性，从而发生堵井事故，因此可

以从溜井内矿石流动性的角度去研究堵井问题。

目前国内外普遍接受的矿石流动性影响因素有：矿石含水率、料仓几何形状、震动放矿机特性、

材料物性、储矿时间和高度及矿石块度等，相应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分析、试验模拟和数值模拟
[4-7]。吴爱祥等通过理论分析和物理实验方法研究了含水量对矿岩散体流动性的影响，研究认为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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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含量较高时，含水量对矿岩流动性起决定性作用[4]。Hadjigeorgiou J和 Lessard JF利用 PFC 离散元

软件，研究了溜井横断面几何形状、矿石形状及大小和溜井倾斜角度对溜井横断面直径 D同矿石最

大允许块度 d比值（D/d）的影响，研究认为采用垂直的方形截面溜井可以减少堵塞概率，球形颗粒

比方形颗粒更能提高矿岩流动性[8]。张春阳利用放矿理论和散体力学理论，根据相似原理设计实验

模型进行底部放矿模拟试验，确定了影响矿石流动性的主要因素为矿石含水量、料仓几何因素和装

矿高度等。并运用离散元数值模拟软件在不同影响因素下进行放矿数值模拟，得到了和物理相似模

拟试验相同的结论[9,10]。Janda A et al.通过设计室内试验，研究了溜井断面尺寸、倾角和放矿速率对

矿石合理块度 d、悬拱发生率及放矿流动性的影响[5]。目前来讲，影响溜井放矿流动性的最主要因素

还是矿石自身的物理力学性质，以矿石块度、含水率等为代表。在块度因素方面，目前大多数研究

仍停留在最大块度 d对流动性的影响，但是就生产实际来讲，溜放块石的块度分布特征才是影响流

动性的根本因素，最大块度 d只是对根本因素的控制效果比较大而已。如在完全粉状和完全大块两

种情况下，溜井放矿流动性同样很差，因此研究溜放矿石块度级配对放矿流动性的影响，具有理论

研究价值和实际工程意义。

本文基于随机介质放矿理论和 PFC2D离散元数值模拟软件[11]，编写了 PFC2D命令流，采用单一

变量法进行了溜井放矿数值模拟试验，研究了不同矿石块度级配下溜井放矿流动性变化规律。试验

结果可为矿山溜井生产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对矿山安全高效连续生产有积极意义。

1 试验原理和方案

1.1 试验原理

溜井放矿过程中，矿石在自重作用下，在井筒内与其他矿块和井壁发生一系列的相互作用，最

终溜放出来。为研究矿石在井筒内的溜放速率，首先提出了溜井放矿流动性 v和矿石块度模数 m的

概念，然后建立了 21个 PFC2D数值模拟模型，研究了矿石块度模数 m对流动性 v的定量影响规律。

1.1.1 溜井放矿流动性和块度模数的概念 传统上，在研究溜井放矿堵塞问题时，研究者通常将矿石

溜放结果分为可以溜放和堵塞两种状态，其中以堵塞问题研究为多[8,12,13]。但是实际生产实践中，在

可以溜放和堵塞两种状态之间，溜放状态应该有其中间状态，如定性描述中的溜放顺利和流放困难，

即溜井放矿的难以程度，而且溜放难易程度变化过程一般是连续变化的。定义溜井放矿流动性是矿

石溜放的平均速率，即矿石放出量 M同放矿时间 t的比值，其中放矿时间 t为放矿口开启瞬间到矿

石溜放完毕的时间段。放矿流动性的数学定义式为：
Mv
t

 (1)

溜井放矿过程中，矿岩块度大小、形状及块度分布对溜放流动性都有重要影响。并且在生产过

程中，随着矿岩溜放和相互摩擦碰撞，矿岩块度和形状呈现动态变化，其变化过程非常复杂。为研

究块度组成对溜放流动性的定量影响效果，本文仅考虑球形颗粒的规则模型，同时假设在溜放过程

中矿岩对象块度不发生变化，以简化模型，增加溜井放矿流动性模拟的可行性，同时又不失一般性

和代表性。为定量分析矿岩块度组成对流动性的影响效果，引入矿岩块度模数概念。矿岩块度模数

m的概念按照平均值法定义：  1 2 n
1m l l l
n

    (2)

式中：li表示第 i块矿石的块度大小；n表示溜井储藏的矿石块数。

1.1.2 离散元法和 PFC 离散元法是专门用来解决不连续介质问题的数值模拟方法，常用于模拟不连

续的离散介质得力学和运动规律，在岩土、矿冶、农业、化工和环境等领域有广泛地应用[14-18]。PFC
颗粒流程序，是采用细观离散元法模拟圆形或球形颗粒介质的运动规律及力学作用，分二维程序

PFC2D和三维程序 PFC3D，由著名学者 Peter Cundall主持开发商业数值分析软件。PFC 颗粒流程序以

牛顿第二定律和力-位移定律为基础，模拟颗粒间的接触、运动和相互作用关系，已在溜井放矿研究

领域得到广泛应用[11]。



·1000·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报) 第 50卷

1.2 试验方案

本文采用PFC2D研究溜井放矿流动性问题[11]。第一步，以金山店主溜井为研究对象建立溜井模型；

第二步，利用粒子生成器根据粒子的指定分布规律自动生成粒子，并根据粒子数量和块度分布规律

计算块度模数m；第三步，进行溜井放矿数值试验，采用PFC2D中的fish语言编写命令流自动记录放

矿时间曲线；第四部，计算矿岩溜放流动性指标，并进行相关分析。试验流程见图1。

图 1 数值试验流程
Fig.1 Numerical test process

流动性数值模拟试验中，粒子生成器生成块石块度的方法可以分为单一块度和组合块度，单一

块度是指块度大小一样，组合块度是指溜放矿石的块度按照一定的分布规律分布。通过多次模拟，

找出块度模数 m对矿岩流动性的影响规律。试验过程中，按照矿山生产实际控制矿岩的最大块度为

放矿口直径的 1/5，即 dmax=0.9 m，以便研究顺利进行。按照控制变量法原则，本试验采用表 1和表

2所示方案。

表 1 单一块度下数值试验方案

Table 1 Numerical test plan of single lumpiness
试验编号

No.
颗粒块度/m

Particle lumpiness
粒子数

Number of particles
储矿量/kg

Quantity of ore reserve
1 0.2 1472 6.729291e+05
2 0.3 650 6.590747e+05
3 0.4 372 6.579752e+05
4 0.5 230 6.404922e+05
5 0.6 159 6.333451e+05
6 0.7 112 6.088249e+05
7 0.8 85 5.981592e+05
8 0.9 68 5.974286e+05

表 2 组合块度下数值试验方案

Table 2 Numerical test plan under different gradations
粒子分布方式

DIstribution mode
试验编号

No.
粒径(dmin, dmax)
Particle size

粒子数

Number of particles
储矿量 m (kg)

Quantity of ore reserve

均匀分布

9 (0.1, 0.3) 1405 6.846566e+05
10 (0.1, 0.4) 848 6.780188e+05
11 (0.1, 0.5) 588 6.618792e+05
12 (0.1, 0.6) 425 6.557515e+05
13 (0.1, 0.7) 292 6.363152e+05
14 (0.1, 0.8) 252 6.323877e+05

高斯分布

15 (0.1, 0.3) 1118 6.861264e+05
16 (0.1, 0.4) 646 6.555431e+05
17 (0.1, 0.5) 432 6.740214e+05
18 (0.1, 0.6) 256 6.497970e+05
19 (0.1, 0.7) 198 6.074088e+05
20 (0.1, 0.8) 166 6.483350e+05
21 (0.1, 0.9) 137 6.157017e+05

注：在 PFC2D中，均匀分布下，最小粒径 dmin和最大粒径 dmax组成了均匀分布下的分布参数(a, b)；高斯分布下，期望为μ= (dmin+dmax)/2，标

准差σ = (dmax-dmin)/2。
Note: The diameters of minim and maximum particles consisted the distribution parameter (a,b) under uniform distribution; expectation μ=
(dmin+dmax)/2, standard deviation σ = (dmax-dmin)/2 under Gaussian distribution in PFC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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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试验计算参数

溜井井壁与矿石颗粒的刚度值结合PFC2D自身特点，保持一致。数值试验中，摩擦系数分为两类，

一类是矿石颗粒-颗粒的摩擦系数f1，另外一个是矿石颗粒-井壁墙体间的摩擦系数f2。为更准确地模

拟溜井放矿流动性，在参考矿山生产实践和相关力学试验数据的基础上，选取相关摩擦系数及临界

阻尼比等参数。试验过程中矿石颗粒和溜井井壁的基本物理力学参数如表3所示。

表 3 数值模型微观参数

Table 3Micro-parameters of the numerical model
参数

Parameters
矿石颗粒

Mineral particle
溜井井壁

Ore pass wall
密度ρ（kg/m3） 3600 -

法向刚度 Kn（N/m） 1.0×108 1.0×108
剪切刚度 Ks（N/m） 1.0×108 1.0×108
与颗粒摩擦系数 1 1
临界阻尼比 0.2 0.2

2 数值试验

下面以金山店铁矿主溜井模型下的单一块度矿石为例详细介绍溜井放矿颗粒流模拟试验流程。

2.1 金山店铁矿主溜井和试验模型

金山店铁矿开拓方式为下盘中央竖井开拓，采矿方法为无底柱分段崩落法，阶段高度 70 m。矿

石溜放系统由主溜井与采区溜井组成，通常情况下采区溜井只承担各采区的矿石溜放工作，主溜井

则承担整个矿山年均 300万 t矿石的溜放工作，溜放矿量大。目前，-340 m水平以上的矿石开采已

接近尾声，现阶段正在开采-340 m~-410 m水平之间的矿石。矿石通过采区溜井溜放至-410 m水平后

由矿车经阶段运输巷道运至-410m卸载站；矿石卸放至-410 m~-480 m段主溜井中暂时储存，经-480
m主溜井下部的破碎站破碎后，由-520 m水平的皮带运输设施装入箕斗提升至地表。

-410 m~-480 m段主溜井布置在主井附近的矿体下盘围岩中，主要穿过闪长岩和大理岩岩层，围

岩局部节理裂隙发育，有一定的地下水活动。在该段溜井开挖过程中已对混凝土加固，溜井围岩整

体工程地质条件较好。-410 m~-480 m段主溜井结构如图 1所示，主溜井上部为南、北方向漏斗形斜

溜槽，深 11.0 m；紧邻斜溜槽下部的是直径 3.0 m，高 15.0 m 的溜矿段；溜矿段下部为倒圆台结构

的过渡段，其上接溜矿段下连储矿段，倾角 45°，高 1.5 m；储矿段直径 6.0 m，高 38.0 m；储矿段

底部是-480 m水平放矿口。储矿段下部至放矿口的一段井壁安装有衬板。金山店主溜井结构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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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Structure of main ore-pass from -410 m to -480 m (Unit: m)
模型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墙体，用 wall create 命令创建金山店铁矿-410 m 至-480 m 段主

溜井的储矿段、衬板和放矿口；第二部分是颗粒，采用 ball generate命令生成矿石颗粒。在建立放矿

颗粒流模型之后，用 ball attribute命令给矿石颗粒赋属性，如密度和重力加速度等；同时用 PFC 5.0
中新加入的 cmat（接触模型赋值表）命令指定“溜井井壁-矿石颗粒”和“矿石颗粒-矿石颗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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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力学接触参数，如法向刚度 Kn、剪切刚度 Ks、摩擦系数 f和阻尼比等。完成上述操作之后，指

定 30000时步，与此同时用 hist命令每隔 10时步记录溜井中某一固定位置颗粒 Y方向运动速度，当

指定位置颗粒速度基本为 0时，可以认为溜井中矿石颗粒达到了稳定储矿状态，可以进行溜井放矿

试验。数值试验模型见图 3，颗粒运动速度变化见图 4。

图 3 稳定储矿状态数值模型 图 4 448#颗粒 y方向速度图

Fig.3 Numerical model in stable ore storage condition Fig.4 Speeds of particle 448# at y direction

2.2 颗粒流模拟放矿过程

溜井放矿模型建立完后，即可进行溜井放矿流动性离散元数值试验。首先用 wall delete 命令删

除图 3所示的底部放矿口墙面，模拟实际放矿过程中开启放矿口的操作，如图 5所示。放矿过程中，

用 table命令，记录放矿过程中放矿量 Ore Discharged和放矿时间 Time变化特性曲线，如图 6所示。

图 5 溜井放矿模拟过程 图 6 放矿时间曲线（半径为 0.4 m）

Fig.5 Ore pass simulation process Fig.6 Ore discharged-time curve ( radius = 0.4 m )

根据图 6记录得到的放矿时间曲线，结合块度模数 m和放矿流动性 v的定义，并可直接计算两

者的数值，从而进行后续的定量关系分析。

3 试验结果和分析

3.1 单一块度下试验结果

根据放矿模拟过程中记录得到的数据，绘制了不同块度下放矿时间曲线，如图 7所示。由图可

知，随着矿石块度的增大，曲线斜率呈减小的趋势，并且减小的速率越来越慢。为更直观反映单一

块度下，块度对放矿流动性的定量影响效果，对原始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得到了图 8所示的“块度-
流动性”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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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块度下放矿时间曲线 图 8 单一块度下“块度-流动性”变化曲线

Fig.7 Ore discharged time curves under different lumpiness sizes Fig.8 “lumpiness- fluidity” curves under a single lumpiness 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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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 7中随着块度的增大，曲线斜率减小地速率越来越慢的特点，对图 8中的数据按照幂函

数拟合得到单一块度下，块度和流动性之间的定量关系，拟合结果为：F(l)=(4.723×104)×l-0.4217 (3)
式中，自变量l为块度（Lumpiness），函数F为流动性（Fluidity）。

当块度l = 0.9 m时，即发生堵塞现象，如图9所示。此时可以认为矿石颗粒失去流动性，即流动

性F = 0。

图 9 溜井放矿堵塞现象（l = 0.9 m）

Fig.9 Blocking phenomenon in the ore pass ( l = 0.9 m )

3.2 块度级配下试验结果

按照块度模数和放矿流动性的定义及PFC2D模拟得到的数据，绘制了均匀分布和高斯分布下“块

度-流动性”曲线图，见图10。同样按照对试验数据按照幂函数拟合，得到公式（4）、（5）的结果。

图 10 不同块度级配下“块度-流动性”变化曲线

Fig.10 “lumpiness- fluidity” curves under different size distributions
均匀分布下，“块度-流动性”拟合结果：F(l)=(4.674×104)×l-0.39 (4)
高斯分布下，“块度-流动性”拟合结果：F(l)=(3.84×104)×l-0.5019 (5)

3.3 试验结果分析

图6所示的放矿时间曲线图显示，放矿模拟过程中放矿时间曲线图呈折线状起伏，并不断斜向上

延伸，最终在放矿结束后得到两端近似水平中间近似直线的放矿时间曲线图。分析可知，放矿过程

中溜井井壁和矿石颗粒之间的“结拱－破拱”过程交替出现，最终导致放矿流动性的波动性。另外，

图7显示，随着块度的增大，曲线图波动性更加明显，折线起伏更大，这表明随着块度的增大“结拱

－破拱”过程更加频繁且剧烈，当块度增加到0.9，结拱过程占据优势，最终导致溜井发生堵塞，矿

石流动性随之突变为0。在高斯分布下块度试验中，也得到了相同的规律。

另外试验表明，不管矿石颗粒块度处于何种分布特征下，随着矿石颗粒块度模数的增加，溜井

放矿流动性不断降低，降低的速率越来越慢，且矿石块度增加到一定大小时，溜井发生堵塞，流动

性突变为0。根据试验数据变化特征，选用幂函数对“块度-流动性”关系进行拟合，在单一块度、

均匀分布块度和高斯分布块度下拟合效果都比较好，拟合结果可以用于预测一定块度下溜井放矿流

动性，并定量评估溜井堵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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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显示，同一块度模数下，服从均匀分布块度下的矿石流动性大于高斯分布下的。这表明同

一块度模数下，矿石颗粒块度的分布特征直接影响溜井放矿的流动性能。

4 结 论

（1）运用离散元软件PFC2D进行溜井放矿数值模拟试验，加深了矿石块度模数和分布特征对溜

井放矿流动性定量影响的认识。试验揭示了放矿过程中放矿速率的动态变化规律，为矿山溜井放矿

提供了重要依据，其中放矿速率的动态变化规律隐含着矿石颗粒在溜井中流动过程中“结拱－破

拱”的力学机制；

（2）单一块度、均匀分布块度和高斯分布块度三种试验条件下下，随着块度模数的增大，放矿

时间曲线图的平均斜率不断减小，且减小速率不断降低，于此同时曲线的折线波动特征越来越明显。

当单一块度试验条件下，块度大小为0.9 m时，溜井发生结拱堵塞现象。这表明，随着块度模数的增

大，溜井平均放矿速率不断减小，且减小速率越来越慢，当块度模数增大到某一值时，溜井堵塞，

矿石流动性突变为0，同时矿石颗粒在放矿过程中“结拱－破拱”更加频繁；

（3）研究结果有助于矿山对溜井的生产管理，指导矿山生产爆破工作，通过调整爆破参数得到

合理分布规律的块石块度，提高溜井放矿效率，降低因矿石流动性差而引起的堵塞事故的发生率，

降低储矿溜井的维修频率，延长使用寿命；另外一方面，通过控制入井矿石块度大小和分布特征，

进而控制溜井放矿速率，从而避免因流动性过大而诱发跑矿等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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