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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尾矿库坝体的稳定性影响因素及防治 

程 娟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  云南大理 

【摘要】在矿山的开采过程中针对目标组分含量较小的部分通常会在尾矿库中存储，而尾矿库中的有

害尾矿非常多，一旦出现矿坝塌陷等事故的情况下必然会对周边居民安全形成巨大威胁。因此，针对尾矿

坝体的稳定性相关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同时结合具体状况提出有效整治措施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本

文主要对尾矿库坝体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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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ability of tailings reservoir dam body and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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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mining process of mines, the parts with small content of target components are usually 
stored in tailings ponds, and there are many harmful tailings in tailings ponds. Once accidents such as mine dam 
collapse occur, it will inevitably be It poses a huge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surrounding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onduc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tailings 
dam body, and to propose effective remediation meas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ilings reservoir dam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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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本身属于一个矿业大国，矿产开采在近几

年来的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尾矿丢

弃数量也在持续增加，而这部分尾矿通常情况下是

在尾矿池中进行存储，实际利用的仅仅占一小部分。

因此在尾矿充填、回收及综合利用过程中会产生很

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发生尾矿矿坝故障，不仅会对

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破坏，甚至会导致严重的人员伤

亡事故。 
1 影响尾矿库坝体稳定性的因素分析 
尾矿的稳定性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首先应该

针对于安全稳定性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安全稳定性

是中国对美国事故进行整合后提出的一种概念，根

据大概概念尾矿坝体稳定性不足或稳定性遭到破坏

从而导致矿坝崩塌是导致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1]。 
通常情况下坝体是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出现失稳

现象，第一种是坝体沿着地基的方向出现了整体滑

动，刚性整体相对较强的坝体经常会出现这种失稳

现象，例如混凝土结构的坝体；另外是坝坡出现了

坍塌或滑动导致失稳，坝体柔性较强的情况下才会

出现这种失稳现象。通常情况下会利用细微沙矿来

构筑尾矿坝体，由于细尾本身属于一种柔性材料，

因此出现整体滑动的情况相对较少，但是容易导致

局部滑动或者是坝体边坡坍塌等一些问题的出现。

在针对尾矿坝安全稳定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通常情

况下会忽略整体滑移的问题，因此只需要针对坝体

边坡稳定性进行考虑。 
假设矿坝的稳定性系数为 F，那么可以通过以

下公式来求解控巴稳定性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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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总抗滑力/总滑动力 
根据煤矿坝坝体滑坡稳定的最小安全系数可以

知道，等级不同的矿坝处在不同运行状态下是其安

全系数会存在较大差异，假设安全系数标准值为 1，
针对矿坝塌陷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如果不同运行状

态下矿坝安全系数都超过 1，则充分说明矿坝本身

具备较强稳定性，相反则表示其不符合稳定性需求，

而矿坝边坡稳定性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滑

动等问题[2]。下图 1 展示的是矿坝与基土的滑动示

意图。 

 
图 1 滑动示意图 

 
根据上图可以知道矿坝与基土呈现出弧形滑动

状态，根据尾矿坝坝体多次破坏研究可以知道，矿

坝与基土如果处于一条直线上，就可以充分说明其

具有良好的材料稳定性，相反如果呈现出复杂曲线

形式或者两者并不处于同一直线上，则表示其稳定

性相对较差。 
堆积因素也是尾矿库坝体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影

响因素，尾矿库通常情况下是通过尾矿堆积而形成，

因此尾矿组成成分也会对坝体的整体稳定性产生影

响，另外存在坝体长度、高度等一些外部的影响因

素[3]。因此需要针对坝体稳定性系数与内摩擦角进

行分析，根据两者关系以及凝聚力的敏感关系曲线

可以知道，如果两者的关系曲线为直线，则表示两

者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而且在系数不断增加的过

程中摩擦力也会不断增加。大坝入渗线的位置直接

影响大坝的稳定性，大坝坡度直接关系到尾矿坝的

稳定性。总之，影响尾矿坝安全稳定的因素很多，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尾矿库的物理力学性能、坝体

倾角、贯穿线的位置等都是影响坝体稳定性的重要

影响因素。 
2 尾矿库坝体稳定性整治措施 

2.1 利用颗粒尾矿筑坝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根据尾矿库稳定性影

响因素可以知道，尾矿内摩擦角和凝聚力不断增加

的情况下，坝体就具备更高的安全稳定性，在尾矿

材料相同的情况下，颗粒直径越大，尾矿就具备更

大的内摩擦角和凝聚力。由此可以知道，在尾矿库

筑坝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选择粗颗粒煤矿进行堆

积。 
为了能够在坝体中尽可能的集中粗颗粒煤矿，

首先需要将尾矿料放置在坝前，在坝体区域就会迅

速沉淀大量粗颗粒尾矿，而细颗粒尾矿会随着矿流

进入库内；其次，可以充分利用旋流分离器来实现

尾矿颗粒分级，通过分析以后就可以选出粗颗粒尾

矿来进行筑坝。 
3.2 合理设计坝体边坡坡度 
在尾矿堆积坝堆筑的过程中必须要针对每一级

子坝进行严格检查和检测，要充分保障坝体边坡严

格按照设计要求施工。如果子坝外坡比超过设计值

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下一级子坝再堆筑过程中像内

库后退，在这种情况下后期堆积的坝体外坡比就能

够逐步放缓，从而实现了堆积坝总坡比的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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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堆积坝体的总外坡比不符合坝体安全稳定性的

整体要求，必须采取削坡或压坡的处理方式来针对

坝体的坡度进行有效控制，同时也能够让坝体的抗

滑稳定性得到有效提升[4]。 
2.3 对坝体浸润线位置进行严格控制 
坝体边坡稳定性会受到浸润性高低的极大影

响，因此在设计过程中要针对坝高不同的情况下相

应给出浸润性的最高位置。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措施

来针对坝体的浸润线进行有效控制：首先可以将库

内的水位要降低，这样才能够让坝前的干滩长度保

持充足，同时也能够让体内的渗透压力得到有效缓

解，在这种情况下坝体的浸润型位置就能够有效降

低。其次，可以通过构建坝体排渗工程，例如在尾

矿库中建设坝体排渗设施，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排出

坝体内部的渗水，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将坝体的浸

润性有效降低。 
2.4 强化坝体日常安全管理 
对于尾矿库坝体的安全稳定性来说日常维护能

发挥出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尾矿库坝体运行过

程中要严格落实以下措施：首先，要在坝体表面合

理修建排水明渠，意思同时要充分保障明渠能够始

终保持畅通，要确保可以利用排水明渠将雨水和渗

水有效排到坝体外部，这样就能够避免坝体被受到

冲刷作用影响[4]。其次，要充分结合坝体的实际状

况及时修复坝体外坡面，同时做好绿化工作，这样

才能对坝体的外剖面形成良好保护。在此，要针对

尾矿库坝的排渗设施进行定期检查，保障其完整性，

充分保障坝体内部的渗水和雨水能够及时排除，同

时也要对渗水流量出现的动态变化进行及时监测。

另外，针对坝体要开展定期的监测，在监测过程中

可以充分结合定期人工监测和自动化在线监测等两

种方式，这样才能够实现坝体沉降、位移、技能线

等关键指标的精确监测，在此基础之上对各类监测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此外，要针对坝体定期开展全

面检查，重点针对坝体是否存在滑坡、裂缝、浸润

线溢出、兽洞穴等各类异常状况进行全面检查，在

检查过程中一旦发现异常状况要及时给予处理。最

后，要针对堆积坝坝体的上升速度进行严格控制，

避免因下部坝体未及时实现过节的情况下，在缺乏

足够强度时上述速度过快而导致坝体产生裂缝或变

形。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

矿产资源的开采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从而导致尾

矿的堆积量也在不断增加，而尾矿中通常情况下都

含有一定量的有害物质，为了有效避免尾矿有害物

质对尾矿库周边居民产生影响，就必须要对尾矿库

坝体的稳定性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

之上提出可行的整治对策，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让

尾矿库周边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维护，也能够让尾矿

库周边居民的生命安全得到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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