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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尾矿浆的沉积特性对尾矿坝的坝体结构有重要影响． 为了研究尾矿浆的沉积分层特征和时间演化规律，对黏性尾

矿浆和砂性尾矿浆进行一维沉降柱试验，讨论了尾矿沉积物的细观结构特征和分层划分依据，分析了沉积物形态与时间的关

系，并用双电层理论解释了絮凝作用对沉积特征的影响机理． 结果表明: 尾矿黏粒具有颗粒细小、黏土矿物成分比例高和吸

附性强的特点，在液体环境下易形成高孔隙率的絮状结构体; 根据细观结构的变化，尾矿沉积层从上到下依次分为澄清区、絮
凝区、沉降区和固结区; 按时间划分，可以将尾矿的沉积过程分为沉降阶段和固结阶段，黏性尾矿的沉积时间大约是砂性尾矿

的 2 倍; 砂性尾矿的沉积时间主要由单颗粒的自由沉降速度决定，黏性尾矿浆的沉积过程可用分界面高度--时间的函数关系

来描述． 研究结果揭示了尾矿浆的沉积过程和细观结构之间的联系，为尾矿浆沉积规律的预测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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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 The sedimentary rule of tailings slurry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dam structure． In this paper，the sediment forma-
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law of tailings slurry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a unidimensional sedimentation experiment． The meso-
scopic structure and stratigraphic classification of tailings sediment were discusse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phology and time was
analyzed，and the electric double-layer theory was used to explain the influence of flocculation on the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compared with sand particles，clay particles are smaller in size，contain more clay minerals and have
better adsorption，and form a high-porosity flocculent structure in a liquid environment． With respect to the changes in the mesoscopic
structure，tailings sedi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a water zone，flocculation zone，subsidence zone，and consolidation zone． The process
of sediment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subsidence and consolidation stages along the time axis and the deposition time of the clayey tail-
ings is about twice that of sandy tailings． The sedimentation time of the sandy tailings mainly depends on the free subsidence velocity
of single particles，whereas the sedimentation process of clayey tailings can be described as a function of the interface level and time．
This research findings lay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rrelation research of the sedimentary process and mesoscopic structure，which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prediction of fine-grained tailings compression d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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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尾矿库的运行期间，尾矿的排放堆存需要经历

一个自重落淤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沉降变形量较大，

同时发生分层沉积现象，导致土体不均匀，是尾矿筑坝

工程问题研究中的一个难题． 当尾矿浆注入库区后，

尾矿分散为颗粒或絮状悬浮物，并逐渐沉降． 同时，沉

降的土层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开始固结． 这种自重作

用下的沉降--固结过程称为自重沉积． 当尾矿浆中的

细粒含量较大时，容易形成一个含水率高、孔隙率大、
压缩性强且渗透率低的不良沉积层，导致沉积稳定时

间长、工后沉降量大、沉积层强度指标低等不良工程地

质现象，这种现象称为细粒效应．
沉降柱试验是研究泥沙的沉降固结性质的重要方

法，国内外相关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试验和理论研究．
Sills 与 Been［1］利用沉降柱试验研究了粉质黏土的沉

积性质，提出利用 X 射线测量沉降柱试验中土层密度

剖面的方法． Fitch［2--3］根据沉降试验结果，认为泥浆在

沉降过程中可以从上到下分为澄清区、沉降区和压密

区． Imai［4］在黏土沉积结束后，将土样取出切割成薄

片，得到了沉积层的含水量沿深度的变化情况． Pedro-
ni 等［5］设计了一个大尺寸沉降柱装置，采用光学监控

仪、伽马射线密度传感器、孔压仪等设备对矿井泥浆的

沉积固结过程进行监测，并利用实验数据验证了沉降--

固结理论． Tilston 等［6］使用计算机断层扫描仪和三维

超声波多普勒流速剖面仪研究了沉积层交错层理的产

生机理，认为颗粒粒径是形成交错层理的关键影响因

素． 柴朝晖等［7］ 建立了考虑絮团分形特性的静水絮

凝--沉降模型，该模型认为形维数越大，竖直方向的泥

沙输移作用越强． 詹良通等［8］探讨了阳离子对沉积淤

泥自重沉积固结特性的影响，结果显示，盐溶液浓度越

大，阳离子化合价越高，泥浆沉积越快，固结后孔隙比

越小． 张楠等［9］采用分层抽取法取样，得到了吹填泥

浆的颗粒分选规律，同时利用体积通量函数法，计算了

不同粒组颗粒平均沉速． 冀国栋等［10］和徐玉龙等［11］

认为含有黏粒的碱渣浆在沉积之前有一个絮凝阶段，

该阶段黏粒逐渐形成絮团，没有清晰的泥--水分界面，

且黏粒含量对絮团发育具有显著影响．
目前的研究以河流泥沙为主，而尾矿浆与一般挟

沙水流相比，具有浓度高、流速慢、细粒含量多的特点，

因此两者的沉积规律有一定区别． 此外，由于滩面勘

探困难、沉积影响因素复杂等原因，对尾矿自重沉降固

结的规律研究目前仍没有合适的理论及方法．
为研究黏性尾矿和砂性尾矿在沉积规律和细观

结构上的差异，本文采用一维沉降柱试验和显微观

测相结合的方法，对砂性尾矿浆和黏性尾矿浆在一

维静水条件下的沉积特性进行对比研究，并基于试

验结果探 讨 了 絮 凝 作 用 对 尾 矿 浆 沉 积 过 程 的 影 响

机制．

1 尾矿浆一维沉降试验

1. 1 试验试样

室内沉降试验样品取自江西德兴铜矿 4 号坝表层

干滩． 取样时在干滩浅层剥离 10 cm 表面土，然后收集

新鲜的沉积尾矿试样． 根据勘察资料，该尾矿库原状

尾矿物性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原状尾矿的物性指标

Table 1 Physical indexes of undisturbed tailings

试样名称 含水率 /% 密度 / ( g·cm －3 ) 干密度 / ( g·cm －3 ) 相对密度 孔隙比 孔隙率 /% 饱和含水量 /% 饱和度

尾粉砂( 砂性尾矿) 21. 6 2. 03 1. 67 2. 90 0. 74 42. 39 25. 44 85. 20

尾黏土( 黏性尾矿) 39. 5 1. 88 1. 35 2. 85 1. 12 52. 55 40. 04 98. 46

配制尾矿浆时，先将尾矿风干，捣碎，然后采用气

流分级技术［12］进行分离提纯． 本试验所用分级机的

分级细度在 2 ～ 74 μm 之间． 具体操作时，首先将风干

后的尾矿经过气流分级机筛分分离出较细的黏性尾

矿． 然后过 75 μm 的标准振动筛，将筛上部分作为较

粗的砂性尾矿．
尾矿的分级效果和成分分析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图中 Cc表示曲率系数，Cu 表示不均匀系数，D90 表示样

品中小于该粒径的颗粒占 90% ，D50表示样品中小于该

粒径的颗粒占 50% ． 从图中可以看出，制得的砂性尾

矿和黏性尾矿在粒径大小和矿物成分方面均有较大区

别． 砂性尾矿粒径均大于 75 μm，而黏性尾矿最大粒径

18. 55 μm，黏粒比例为 37. 74% ． 砂性尾矿的矿质成分

以石英为主，非黏土矿物占比重很高． 而黏性尾矿中

伊利石含量所占比例从 14. 1% 上升至 42. 4% ，石英所

占比 例 从 75. 7% 降 至 44. 9% ，黏 土 矿 物 比 例 显 著

增加．
图 3 是尾矿颗粒的显微照片． 从图中可以看出，

尾矿黏粒相互吸附，形成颗粒簇，而砂粒则处于相互分

离状态． 这是因为黏粒的粒径较小，颗粒比表面积大，

颗粒的吸附性很强，因此相互黏连形成颗粒簇．
总之，颗粒细小、黏土矿物比例高和吸附性强是黏

·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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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砂粒和粉粒样本的粒径分布

Fig． 1 Particle-size distributions of silt particles and sand particles

图 2 尾矿的矿质成分

Fig． 2 Mineral composition of tailings

性尾矿颗粒的重要特点，这对尾矿浆的沉积特性有重

要的影响．

图 3 尾矿颗粒的显微照片． ( a) 砂性尾矿颗粒; ( b) 黏性尾矿颗粒

Fig． 3 Micrographs of tailings particles: ( a) sandy tailings particles; ( b) sticky tailings particles

1. 2 试验方法

沉降柱是观察沉积规律的一种装置． 为便于观察

浆液的变化，试验沉降柱选用透明的有机玻璃管材料．
柱体表面沿竖直方向贴上刻度软尺，以便记录分界面

变化． 沉降柱尺寸对试验结果有一定影响，备选沉降

柱尺寸为 5. 3 cm × 36 cm、8. 5 cm × 50 cm、10 cm ×
100 cm、15 cm × 100 cm 和 20 cm × 100 cm． 预试验结

果发现，如果使用小尺寸的柱体，会对浆体造成明显的

壁缘迟滞效应，且沉积速度较快，沉积层较薄，不利

于观测沉积过程和分层特征． 如果柱体尺寸过大，设

备体积过重，不利于装样、搬运和观测处理． 经过反复

试验 尝 试，最 终 确 定 沉 降 柱 尺 寸 为 内 径 15 cm，高

100 cm．
试验时，首先将实验室制得的砂性尾矿和黏性尾

矿配制成固相质量分数 20% 的尾矿浆( 实际用量配比

为尾矿质量 5 kg，蒸馏水 20 kg) ． 再使用搅拌机搅拌 24
h，形成均匀的泥水混合物． 然后将制得的黏性尾矿浆

和砂性尾矿浆分别注入 A 和 B 两个沉降柱，搅拌为悬

浊液后开始记录，观察沉降柱中尾矿浆的沉积过程，按

0 min、4 min、8 min、15 min、30 min、60 min、2 h、4 h、8 h、12
h、1 d、2 d、4 d、8 d、16 d 和 32 d 的时间间隔测量并记录

土水分界面的下降量． 在分层稳定和最终沉积时刻，

使用显微镜观测沉积层细观结构变化并拍照．

2 试验结果及分析

2. 1 尾矿沉积层的分层性状

在细粒尾矿悬浊液中，黏性细颗粒在水体中会发

生聚集现象，形成絮团或絮网结构，这种相邻颗粒结合

成集合体的作用被称为絮凝作用． 由于絮凝作用的影

响，细粒尾矿沉积层的分层结构与粗粒尾矿存在较大

差异．
当尾矿浆静置一段时间后，沉降柱内的浆体逐渐

形成较为稳定的分层结构． 按水--土分界面位置可以

将沉降柱分为澄清区和沉降固结区，其中沉降固结区

按细观形态特点又可以分为絮凝区、沉降区和固结区．
需要注意的是，各个分层间是逐渐过渡的，没有明显的

划分界限． 如图 4 所示．

澄清区是指在水--土分界面以上的清水区域． 如

图 5 所示，黏性尾矿浆水--土分界面清晰，澄清区水质

清澈，细观照片中的絮团较少． 而砂性尾矿浆的水--土

分界面较为模糊，分界面附近存在大量絮团，在实验中

·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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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沉积尾矿的层界划分( 60 min 时)

Fig． 4 Stratigraphic classification of sedimentary tailings( at 60 min)

可观察到絮团不断下沉的现象． 这种现象与细颗粒含

量有关． 黏性尾矿浆中含有大量黏性细颗粒，在一定

浓度下容易形成大量絮团，并相互接触连接，以絮网结

构的形式整体下沉，因此澄清区絮团较少，水质清澈．
砂性尾矿浆中细颗粒含量较少，浓度较低，所以悬浊体

中絮团之间的接触概率低，不能形成絮网结构，可以在

悬浊体中滞留较长时间，导致澄清区在沉降初始阶段

呈浑浊状态．

图 5 尾矿浆的澄清区

Fig． 5 Water zone of tailings slurry

絮凝区是指处于沉积物表层的絮状沉积区域． 该

区域絮状结构体分散沉积，且只受自身重力和浮力影

响，上覆沉积物压力可忽略不计． 砂性尾矿浆和黏性

尾矿浆的絮凝区形态相似，但砂性尾矿的絮凝结构是

由絮团沉降形成的，结构较为松散． 黏性尾矿浆的絮

网是由絮团接触黏连形成，具有整体结构，因排水而形

成明显的裂纹状的排水通道( 见图 6) ．
沉降区是指絮凝结构相互连接混合成固相结构体

的弱固结区域． 在沉降区域，沉积物在上覆压力作用

下发生结构性压缩，体积缩小，密度增大． 如图 7 所

示，砂性尾矿浆的絮团在沉降过程中形成大量横向微

裂纹，而黏性尾矿的絮网微裂纹在上覆压力作用下逐

渐压实消失．
固结区是指颗粒形成土体，并发生固结现象的区

域． 如图 8 所示，这一区域的沉积物层相对密实，没有

观察到微裂纹，从上到下颗粒粒径逐渐增大． 由于黏

粒和砂粒粒径相差较大，砂性尾矿沉积层明显分为细

图 6 尾矿浆的絮凝区

Fig． 6 Flocculation zone of tailings slurry

图 7 尾矿浆沉降区显微照片

Fig． 7 Subsidence zone of tailings slurry

粒层和粗粒层． 黏性尾矿沉积层的细观特征与沉降区

相似，但颗粒更粗，排列更加紧密，且底部出现大量纵

向裂缝，这可能与沉降柱底部的端部效应有关．

图 8 尾矿浆的固结区

Fig． 8 Consolidation zone of tailings slurry

2. 2 沉积形态的时间效应

尾矿的沉积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沉积层的细

观结构随时间不断变化，因此完整描述尾矿的沉积规

律需要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13--14］．

按照土--水分界面的产生时间及絮团发育程度，

可将沉积类型分为自由沉积、絮团沉积、絮网沉积和混

合沉积，如表 2． 如图 9 所示，浆体的沉积类型与细颗

·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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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含量有关． 当黏性颗粒浓度较低时，颗粒相互接触

连接的可能性较小，絮团产生后无法形成大范围的絮

网结构，而单独的絮团悬滞能力较强，悬浮在澄清区

域，导致沉降初期( 60 min 以前) 水--土分界面不清晰．
当黏性颗粒浓度较大时，颗粒相互联结，形成絮网，以

整体的形态下沉，因此沉降初期( 4 min) 就可以形成清

晰的水--土分界面． 根据试验过程中对澄清面和絮凝

结构( 絮团和絮网) 的观察，砂性尾矿属于混合沉积，

其中的粗颗粒发生自由沉降，细颗粒发生絮团沉降，而

黏性尾矿属于典型的絮网沉积．

表 2 浆体的沉积类型

Table 2 Sedimentary types of slurry

沉积类型 自由沉积 絮团沉积 絮网沉积 混合沉积

水--土

分界面

瞬时形成，

清晰

沉降初期

不清晰
很快清晰 视含砂量而定

细观特点
粗颗粒单

粒，无絮团

絮团尺寸小，

絮团相互独立

絮团相互联

结成絮网

既有单颗粒，

也有絮状结构体

图 10 土--水分界线过程曲线． ( a) 1000 min 内尾矿浆的沉降--固结曲线; ( b) 5000 min 内尾矿浆的沉降--固结曲线

Fig． 10 Process curves of soil--water boundary: ( a) settlement and consolidation curves of tail slurry within 1000min; ( b) settlement and consolida-
tion curves of tail slurry within 5000 min

图 10 展示了水土分界线高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尾矿浆的自重沉降固结过程可分为

明显的沉降阶段和固结阶段，其中固结阶段又分为主

固结阶段和次固结阶段．
沉降阶段是颗粒快速下沉堆积的阶段，其特点是

土--水分界线下降速度较快． 黏性尾矿浆大约在 4 min
时出现清晰土--水分界线，到 480 min( 8 h) 时沉降阶段

基本结束． 对于砂性尾矿而言，试验开始时粗颗粒会

立即下沉，迅速形成底部沉积层，并产生第一澄清面

( 如图 8 所示) ，该澄清面形成后高度基本不变． 60 min
后，黏性尾矿浆中的细颗粒逐渐下沉，形成较清晰的第

二澄清面，该澄清面可以视为土--水分界面． 砂性尾矿

浆的沉降阶段大约持续 240 min( 4 h) ． 由此可知，黏性

尾矿浆的沉降具有速度慢、时间长和下降量大的特点．
主固结阶段是土体排水固结的阶段，该阶段澄清

面下降速度明显变缓． 黏性尾矿浆的主固结阶段持续

约 2400 min( 40 h) ，在第 2880 min( 2 d) 结束，平均下降

图 9 沉积尾矿形态的时间效应

Fig． 9 Time effect of tailings slurry

速度 0. 41 cm·h －1 ． 砂性尾矿浆的主固结阶段持续约

1200 min( 20 h) ，在第 1440 min( 1 d) 结束，平均下降速

度 0. 03 cm·h －1 ． 相比砂性尾矿浆，黏性尾矿浆的主固

结具有固结速度慢、持续时间长和固结变形大的特点．
在次固结阶段，沉积层中的超静水压力全部消散，

土骨架在自重作用下继续压缩，产生缓慢沉降． 次固

结是黏性尾矿的特有性质，砂性尾矿在次固结阶段没

有观察到土--水分界面下降的情况． 黏性尾矿浆的主

固结阶段开始于第 2880 min( 2 d) ，截止第 32 d，总下沉

量为 1. 3 cm，平均下降速度 0. 04 cm·d －1 ．
目前对于沉降柱试验中主、次固结的划分界限还

缺乏一种统一的判断标准． 从本次试验获得的土--水

分界线过程曲线来看，主、次固结的转变过程存在一个

曲线斜率变化的转折点，突变点后的曲线斜率基本不

变，曲线趋近于一条直线． 本文根据土--水分界线过程

快慢情况，将这个突变的转折点作为主固结结束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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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结开始的标志．
随着时间的增长，尾矿沉积物的细观结构也在发

生变化，其中改变最明显的是絮凝层． 图 11 展示了絮

凝层在 60 min 和 32 d 时的细观结构． 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沉降初期，絮凝结构较为松散，经过长时间静置

后，沉积物逐渐压实，内部孔隙逐渐缩小，弥合，逐渐具

有土的结构性特点．

图 11 沉积尾矿细观形态的时间效应

Fig． 11 Time effect of meso-structure of tailings slurry

最终沉积层形态如图 12 所示，沉积体相对密实，

但内部仍含有大量的自由水，黏性尾矿沉积物底部出

现纵向裂纹，砂性尾矿沉积物有分选沉积现象． 黏性

尾矿沉积物最终高度 22. 8 cm，孔隙比约为 1. 31，砂性

尾矿最终高度 14. 4 cm，孔隙比约为 0. 77． 黏性尾矿沉

积物体积是砂性尾矿的 1. 58 倍，说明粒径越大，堆积

密度越高． 对比表 1 的结果，发现试验得到的孔隙比

结果略大于现场数据． 一是由于试验试样是经过分级

处理的，与原状样有一定区别． 二是原状样的压缩固

结是在上覆压力作用下完成的，而试验试样处于静水

压力条件，没有上覆土层压力的影响．

图 12 尾矿浆的最终沉积形态

Fig． 12 Final failure mode of tailings slurry

3 尾矿浆沉积过程的定量描述

定性的描述可以对沉积过程的特点和演变规律作

出判断，但为了使分析更加科学，准确，还需要建立数

学模型，以便于计算沉积过程的各项指标及其数值．

砂性尾矿浆以单颗粒自由沉积为主，沉降速度快，

可以将单颗粒的下沉速度视为浆体沉积的平均速度．
对于一个当量圆直径为 D 的颗粒，在静水中受到

重力作用而下沉:

G = ρsg
π( λD) 3

6 . ( 1)

式中，G 为颗粒所受重力，ρs 为颗粒密度，g 为重力加

速度，λ 为颗粒形状系数．
而颗粒所受浮力有阻止颗粒下沉的作用:

F = ρ0g
π( λD) 3

6 ． ( 2)

式中，F 为颗粒所受浮力，ρ0 为流体密度．
此外，颗粒运动会产生一个与速度相关的黏滞力，

其大小为:

F f = CD

πρ0 ( λD) 2ω2

8 . ( 3)

式中，F f 为颗粒所受黏滞力; CD 为阻力系数; ω 为颗粒

下沉速度．
沉降开始时，颗粒重力大于浮力和黏滞力，因此颗

粒作加速运动． 随着颗粒下沉的增大，黏滞力不断增

加，最后颗粒达到力的平衡，作匀速运动，建立受力平

衡方程:

ρsg
π( λD) 3

6 = ρ0g
π( λD) 3

6 + CD

πρ0 ( λD) 2ω2

8 ． ( 4)

解得:

ω =
4( ρ0 － ρs ) gλD

3CDρ槡 0
． ( 5)

从式( 5) 可以看出，砂性尾矿浆的沉降受到颗粒

粒径和阻力系数的影响． 颗粒粒径越大，阻力系数越

小，砂性尾矿的沉降速度越快．
和单颗粒沉降相比，絮网沉降的作用机理较为复

杂，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因此理论分析方法难以适用

于黏性尾矿的沉降． 为了定量描述黏性尾矿浆的沉积

过程，可以建立分界面高度与时间的经验公式，来定量

描述尾矿浆的沉积过程．

从图 10 可以看出，黏性尾矿的土--水分界线的沉

降速度具有先快后慢的特点，这种特征可以用一个曲

线形式的函数来描述，表达式为

S = 136. 8 － 24. 1
1 + e ( t － 123. 6) /225. 9 + 24. 1. ( 6)

式中，S 为土--水分界线高度，t 为时间．

由于沉降初期土--水分界线变化很快，为了更加

清晰地体现初始阶段 ( 100 min 内) 的沉降数据，将图

10 中黏性尾矿的数据表达在对数坐标上，利用式( 6 )

的拟合结果如图 13 所示，该经验公式的可决系数为

0. 997，可以很好地对土--水分界线的下沉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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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黏性尾矿浆的沉积过程函数

Fig． 13 Sedimentary process function of clayey tailings slurry

4 尾矿沉积的机理解释

黏性尾矿悬浮体中的絮网结构，对水体的黏滞性

和颗粒沉降速度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黏性尾矿浆和砂

性尾矿浆的沉积过程和沉积分层特征存在著差别．
根据双电层理论，在水环境中，细颗粒表面一般带

有负电荷． 由于电荷间的静电吸引，颗粒表面具有双

电层结构，并在颗粒周围形成吸附水膜． 吸附水膜的

厚度一般在 0. 1μm 左右( 受矿物成分和水的化学成分

影响) ，因此对粗颗粒影响不大，但细微颗粒粒径较

小，重力作用微弱，吸附水膜的影响十分明显．
在沉降初始阶段的澄清区悬浮着大量细颗粒，存

在于相邻颗粒间的公共吸附水膜发生融合连结，形成

絮状聚合体． 如前文所述，黏性尾矿的细颗粒较多，容

易发生大规模的絮凝现象，形成絮网结构，加速细颗粒

的沉降，因此土--水分界面很快清晰． 而砂性尾矿的细

颗粒较少，只能发生小范围的絮凝作用，形成絮团，并

长时间处于悬浮状态，导致沉降前期土--水分界面不

清晰．
尾矿沉积层的分层特点也与颗粒性质有关． 粗颗

粒粒径较大，沉积过程主要受重力影响，一旦沉积到底

部就不再压实，最终形成松散的单粒结构． 而细颗粒

在沉积时形成的絮状结构体与沉积深度有关． 如图 14
所示，新形成的絮状沉积物含有大量孔隙，相邻颗粒黏

连形成蜂窝状结构． 絮凝区的絮状结构在自重作用下

下沉压密，孔隙逐渐减小． 沉降区的絮状结构在上覆

压力下进一步压实，颗粒间的蜂窝状孔隙闭合，絮团重

叠排列成层状，形成分散结构． 位于底部的固结区域

内，压力进一步增加，颗粒密集排列，形成相对密实的

土体结构． 从最终的形态上看，相比单颗粒形成的沉

积物，絮凝结构体沉积物的孔隙率更高，压缩性更强．
从时间的角度看，由于细颗粒含量高，黏性尾矿

土--水分界面出现时间更早，沉降固结时间更长，这与

万兆惠等［15］的试验结论相同． 粗颗粒在重力作用下

沉降，阻力较小，下沉速度快，宏观上体现为自由沉降

图 14 不同分区的絮状结构体形态

Fig． 14 Morphology of flocculent structure in different zones

类型． 而单一的细颗粒重力小，在浮力和动力迟滞力

的作用下可以保持悬浮状态，沉降速度很慢． 当有一

定含沙量时，细颗粒通过絮凝作用组成絮团，沉速略大

于单颗粒，宏观上体现为絮团沉降类型． 当含沙量较

大时，絮团可以相互连结形成絮网，宏观上体现为絮网

沉降类型． 这种絮网由细颗粒和水共同组成，具有空

间结构，在沉降柱顶部较快地形成土--水分界面，且随

时间缓慢下沉．

5 结论

( 1) 尾矿沉积物具有分层特征． 试验过程中沉降

柱从上到下依次分为澄清区、絮凝区、沉降区和固结

区． 澄清区位于土--水分界面以上，水质清澈． 絮凝区

位于沉积物表面，没有上覆压力，沉积物呈絮状松散结

构． 沉降区的尾矿受到上覆压力的作用，相互压紧形

成固相结构体． 固结区尾矿所受上覆压力进一步增

大，有明显的固结现象，具有初步的土体结构．
( 2) 尾矿沉积物的形态与时间有关． 根据土--水

分界线随时间的变化，可以将尾矿的沉积过程分为沉

降阶段和固结阶段． 黏性尾矿的固液分离较快，沉积

持续时间大约是砂性尾矿的 2 倍．
( 3) 尾矿浆中细颗粒在沉积过程中会发生絮凝作

用，对尾矿的沉积特性有重要影响． 细颗粒表面具有

吸附水膜，可以相互连结形成絮状结构体． 絮状结构

体具有结构松散、孔隙率高的特点，内部充满水分，在

重力作用下缓慢排水压缩．
( 4) 砂性尾矿和黏性尾矿的沉积过程需要用不同

的指标进行描述． 砂性尾矿主要发生单颗粒的自由沉

降，可以用单颗粒的沉降速度来描述沉积过程． 黏性

尾矿主要发生絮网下沉，可用分界面高度与时间的函

数关系来定量描述尾矿浆的沉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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