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 卷 第 5 期
2013 年 10 月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Vol． 38 No. 5
Oct． 2013

收稿日期: 2012 － 10 － 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51234004)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51304088) ;

昆明理工大学自然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 14118651) ．
作者简介: 刘海明( 1982 － ) ，男，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从事尾矿坝及散粒体边坡稳定方面的研究．

E －mail: hmliu@ kmust. edu. cn

doi: 10． 3969 / j． issn． 1007 － 855x． 2013． 05． 007

尾矿库工程特性及其安全监控系统研究

刘海明1，曹 净1，杨春和2

( 1．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2．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试验室，武汉 430071)

摘要: 尾矿库是一种特殊的岩土结构体，同时也是一座具有高势能的巨大危险源的构筑物． 尾矿

坝筑坝技术是从水库大坝中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与传统的水坝相比，尾矿坝在组成介质、几
何形态、力学行为、服役方式、构造措施、使用用途及筑坝工期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性，在此基础上，

总结了尾矿坝工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为了保证尾矿坝在全生命周期( 包括运行期及其闭库后)

的安全，发展尾矿库安全监控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了尾矿库安全监控的基础框架，分析了尾

矿库安全监测的主要内容及关键问题，为保证尾矿库的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科学和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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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ngineer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afety Monitor
System of Tailings Ｒ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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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ilings reservoir is a special geotechnical structural body． Meanwhile，it is also a man-made struc-
ture with high potential energy and danger． The dam 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the tailings dams i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rvoir dam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reservoir dams，the tailings dams has
many specific engineering characteristics，including construction material，geometric shapes，mechanical behavior，
service mode，structural features，utilization purpose，and construction period． On this basis，its special character-
istics and complexity a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the tailings dams during whole life cycle，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developing safety monitor system of the tailings reservoir． The basic frame of this
monitor system is proposed． The main contents and key problems of the safety monitor are also analyzed． It can
provide a strong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basis for the security and management of the tailings d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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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尾矿坝是指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形成的，用以堆存采矿工程后排出的尾矿或其他工业废渣的场

所［1］，典型的尾矿坝如图 1 所示． 尾矿库是选矿厂生产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矿山工程中的重

大危险源和环境污染源，一旦垮塌，不仅使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同时危及作业人员和下游地区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且尾矿库中的有害化学物质将污染周围地下水和江河流域，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
我国尾矿坝数量多、规模小，大都采用稳定性较

差的上游式筑坝，且尾矿库下游为居民区或厂址处，

总体技术力量薄弱，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尾矿坝溃坝

事故已经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

害． 例如，1985 年 7 月 19 日，意大利 Stava 尾矿坝发生

溃坝事故［2］，该事故造成了 268 人死亡，是当时最严

重的尾矿坝溃坝事故． 2008 年 9 月 8 日，山西襄汾县

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大溃坝事故，造成

277 人死亡，4 人失踪，事故发生后震惊中外，这也是

目前尾矿坝最为惨重的事故．
为了防治尾矿坝溃坝灾害，本文首先对比分析了尾矿坝的工程特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尾矿坝的多

维性、多相性、多层次性及多结构性，针对尾矿坝易于诱发溃坝而引起泥石流灾害问题，研究尾矿库安全监

控系统，为我国尾矿库实施全自动实时在线监控提供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

1 尾矿坝的工程特性

尾矿坝堆积始于 1930 年左右，在当时，水坝筑坝技术已趋于成熟［3］，岩土工程师认为尾矿坝与水坝条

件相同，几乎完全套用了水坝的技术． 国际大坝委员会［4］( ICOLD) 于 1928 年成立之初，也没有设立尾矿坝

分会． 由于将水坝筑坝技术直接用于尾矿坝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尾矿坝溃坝事故频发． 1976 年，在墨西哥

召开的讨论会上，国际大坝委员会［5］决定成立尾矿坝分会． 尾矿坝作为一种特殊的岩土结构体，相对于传

统的水坝存在较多相同之处，尤其是水坝中的堆石坝，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点:

1) 组成介质上的特殊性

由于水坝筑坝技术的历史较长，可追溯至二千多年前，对其筑坝材料的研究比较透彻． 而尾矿坝则历

史较短，对尾矿材料的认识还比较肤浅． 尾矿是矿石磨碎的选矿废弃物，呈粉细砂土状，是尾矿堆积坝的主

要筑坝材料． 尾矿材料的排列结构及物理力学性质具有多样性与不确定性; 同时，尾矿材料的结构直接影

响尾矿坝的渗透性和浸润线，特别是其中薄弱层更是对坝体的稳定性起主导因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

尾矿材料决定了尾矿坝的稳定性．
2) 几何形态上的特殊性

水坝与尾矿坝在几何形态上存在着较大差异． 从几何形态上看［6］，水坝是挡水建筑物，属直线型结

构，只在一个方向上延伸; 另外，水坝一旦建成，其几何形态基本不变． 而尾矿坝根据坝址类型的不同，分为

山谷型尾矿库、傍山型尾矿库、平地型尾矿库、截河型尾矿库，仅就平地型尾矿库而言，尾矿坝并非直线型，

在三维空间内延伸，并且出现多个拐点，且在拐点处的安全系数受阳角、坡高等因素的影响．
3) 力学行为上的特殊性

尾矿坝是一种特殊的边坡工程，具有特殊的应力状态，既受地质构造应力、地震的影响，又受洪水冲刷

和排水渗压、尾矿排放及继续筑坝等荷载的影响，渗流场和应力场相互耦合［7］． 尾矿材料在自重作用下将

产生固结，尾矿颗粒在高压作用下发生颗粒破碎［8］，处于干湿交替状态的尾矿材料具有显著的非饱和特

性，这些特征体现了尾矿材料力学行为的复杂性．
4) 服役方式上的特殊性

水坝的设计寿命一般为 100 年，超过 500 年的很少． 由于尾矿堆存在尾矿库后，尾矿一般情况下不可

能运走或是搬迁，因此，尾矿坝的服役期不但包括整个筑坝期，而且包括其后的闭库，甚至当尾矿闭库后，

也需要不断的维护与保养，工程寿命为无限长．
5) 构造上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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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坝是一次性建筑的岩土结构体． 尾矿坝一般由初期坝和后期坝组成，初期坝是由土石料构筑的一个

较矮的坝，用于早期堆存尾矿; 后期坝是指当初期坝堆满后，利用粗粒尾矿堆积而成的坝体． 尾矿坝不同于

水坝，水坝要求防渗，而尾矿坝为了提高稳定性，一般需要排渗．
6) 用途上的特殊性

水坝的用途为: 在雨季或暴雨时蓄水避免洪灾，在旱季时放水满足生产生活需要． 尾矿坝是用于堆存

尾矿的岩土结构体，可容纳一定量的水，但尾矿坝容纳水不是作为中转站，而是通过临时储存雨水以避免

漫坝对尾矿坝的破坏．
7) 筑坝工期的特殊性

水坝一般采用一次性筑坝，筑坝工期通常小于 5 年． 尾矿坝则为分期筑坝的岩土结构体，筑坝工期为

筑坝和生产使用两者合二为一的漫长时期，少则 5 年、10 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目前有些尾矿坝的筑坝

工期已超过 50 年［9］．
8) 筑坝条件的特殊性

水坝由于筑坝工期较短，筑坝条件一般可以得到有效地控制． 尾矿坝的筑坝条件( 材料、施工人员、环
境等) 在筑坝过程中一直变化，比如说: 选矿工艺的改进使尾矿颗粒变细了，矿业企业更换了更好的施工

队伍; 另外，由于筑坝工期很长，某些尾矿堆积后经历了较长的干旱天气，某些尾矿堆积后经历了较长的

雨季．
9) 基础形式的特殊性

水坝的基础一般为岩石或是灌浆岩土体． 由于尾矿材料本身是一个有效的防水隔离体，它能够自我修

复岩土体的裂缝，因此，在清理表面的植被以及软弱土层后，尾矿坝一般建于天然土层上．
10) 施工队伍的特殊性

水是一种资源，且一般能从水坝的正常运行中获得报酬，因此，水坝的设计、施工都是由专业的技术人

员负责，并聘请专家指导，以确保安全． 而尾矿虽可能含有少量有价值的矿物，但在筑坝阶段，尾矿是一种

矿山废弃物，需要堆存以避免其污染环境，矿山企业认为尾矿坝是一项无利可图、且需要花费大量资金的

项目，再加上施工时间长，因此，矿山企业一般不愿意请专门的施工队伍来施工和管理尾矿坝，有些甚至都

缺乏正规的岩土工程设计． 对此，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已设立了专门的法律对尾矿坝的安全生产进行了

监管，一定程度降低了此项因素的危害．
11) 溃坝后果的特殊性

尾矿一般含有少量的重金属或部分有毒的元素，某些尾矿甚至含有剧毒物质，同时尾矿坝溃坝后形成

的泥流密度比水大很多，一般为 1. 6 ～ 2. 0 g /cm3，因此，尾矿溃坝后形成的泥流比水坝溃坝后的洪水破坏

力大的多． 另外，水坝属于公益性项目，一般能使下游民众直接受益． 而尾矿坝隶属于矿山企业，下游民众

无法从尾矿坝直接受益． 因此，当溃坝灾害发生时，对尾矿坝拥有者的惩罚要比水坝重的多．
综上所述，尾矿库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其与周边环境存在大量的物质与能量交换，是一个极其复

杂的岩土结构体，其与传统水坝在诸多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多维: 尾矿坝宏观是三维体，微观上由不同级配的骨料堆砌，具有明显的分维特征［10］; 同时，其强度、
渗流状况等参数随时间不断变化，即是时间演化的四维体，这些增加了尾矿坝稳定性评价的难度．

多相: 尾矿坝是在极其松散状态下堆积的，是固体、液体和气体的混合体，尾矿坝内部受渗流压力作

用，抗剪强度低，而且随时间变化． 在地震、动力荷载作用下易于液化，甚至在静荷载作用下也可能液

化［11］，导致抗剪强度迅速衰减．
多层次: 尾矿坝作为多种组分构成的跨结构层次的复合体，可以看作是由多个部分、多要素或子系统

组成的复杂系统． 因此应该通过宏观、细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结合系统科学的观点和处理方法，深入研究各

层次间的关系，来描述尾矿库形成和演化的复杂过程．
多结构: 尾矿坝由多种结构组合而成，包括初期坝、后期坝，内部还设有涵洞、排渗管等排水构筑物，多

结构相互作用; 同时，随着生产的进行，坝体不断增高，形成多台阶的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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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尾矿库安全监控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与传统水坝相比，尾矿坝在组成介质、
几何形态、力学行为及破坏后果等方面具有特殊性，

这些特殊性增加了评价或预测尾矿坝安全的困难． 对

于尾矿坝的溃坝机理，本文的作者已对此进行了专门

的研究，详见文献［12］． 为了保证矿山企业的安全，开展

尾矿库的安全监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过在尾矿库内布置各种传感器，获取尾矿库运

行的各项数据，采用相应的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管

理，实现尾矿库的全自动在线监测． 结合实际的工程

地质条件，对尾矿库进行安全稳定性分析，预测尾矿

坝发生溃坝的阈值，当尾矿库出现安全隐患时，系统

能及时判断并发出预警信号，提示相关部门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从而减少或避免尾矿库安全事故的发生．
尾矿库安全监控系统由 5 部分组成: 尾矿库在线

监测系统、数据管理系统、数据分析系统、预警系统及

其应急指挥中心． 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主要负责通过

坝体位移、渗流、浸润线、库水位、干滩长度、降雨量、
视频等信息获取尾矿库的实时运行状态，并将监测数

据传递给数据管理系统． 数据管理系统负责将尾矿库

监测数据进行存储、管理、分类和在线展示，并协调各

子系统对数据流进行调用控制，主要包括基于关系数

据结构的分布式存储与数据管理、多传感器数据融合

以及 WEB 远程数据发布． 尾矿库数据分析是根据尾

矿库的工程地质条件，进行渗流分析，稳定性分析、安
全与环境影响分析，判断尾矿坝的稳定状况，并预测

尾矿坝溃坝时状态参数的阈值． 预警系统及应急处理

中心包括报警管理系统、应急处理措施预案以及人员

与车辆定位导航系统． 图 2 显示了系统的拓扑结构．

3 尾矿库安全监测内容

尾矿坝溃坝引发的泥石流严重危及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尾矿库坝体边坡稳定性、漫顶和渗流

等是溃坝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13］，应对其进行重点监测． 边坡稳定性可通过监测坝体的位移、浸润线位置

及孔隙水压力等参数来反映． 漫顶可以通过观测库水位、干滩长度和降雨量等参数来反映． 渗流一方面影

响坝坡稳定性，另一方面渗流易于引起管涌，可通过监测渗出水的混浊度． 因此，在监测过程中选择坝体位

移、浸润线、干滩长度、库水位和降雨量作为尾矿库安全监测系统的主要监测指标，根据具体情况必要时还

应监测孔隙水压力、混浊度等［14］．
3． 1 坝体位移

尾矿坝发生溃坝灾害，坝体位移是灾害演化过程的直观指标，因此，对于坝体变形的检测，可以及时跟

踪尾矿坝变形率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安全监管部门和企业制定科学的应急预案，通过分析研究原因，并及

时采取应对措施，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或者减少事故发生时造成的损失．
坝坡位移按位移的方向分为垂直和水平变形，按位移所处的位置又分为坝坡表面位移与坡体内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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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坝坡表面位移的监测手段主要有人工经纬仪监测和 GPS 自动监测两种，坝坡内部位移可在坡体内布

置钻孔，并埋设倾斜仪．
根据坝的长短至少选择 2 ～ 3 个监测剖面，一般在最大坝高处、地质条件变化较大处及坝坡稳定性较

差处均应布置监测剖面． 根据监测剖面的长短，在坝坡表面从上到下均匀设置 4 ～ 6 个监测点． 最下面一个

监测点应布置在坝脚外稳定的地面上，以用于监测尾矿坝发生整体滑动的可能性．
3． 2 浸润线

尾矿库的浸润线是尾矿坝安全的生命线，浸润线高度直接关系到坝坡的稳定性． 尾矿坝的渗流场非常

复杂，一方面，尾矿库存有大量尾矿浆沉淀水，水位相对比较稳定; 另一方面，从尾矿坝坝顶排放尾矿或是

降雨时，矿浆或雨水向库内流淌的过程中，水会不断向下渗透． 另外，尾矿堆积体属非均值体，随着坝体的

不断增高，放矿位置不断变化，以及选矿工艺的改变，堆积尾矿的渗透系数也会变化． 因此，对于浸润线位

置的监测，是尾矿库安全监测的重要内容．
一般应选择尾矿坝上最大断面或可能对下游造成重大危险的断面为监测剖面，在一些薄弱坝段也应

设置监测剖面． 每个监测剖面应至少设置 4 个监测点，并应根据坝坡内的孔隙水压力变化梯度灵活选择．
尾矿坝坝坡浸润线监测仪器分两类: 一类埋设测压管，人工现场实测; 另一类是埋设特制传感器，半自动或

自动观测．
3． 3 库水位

尾矿库内存有大量的尾矿浆沉淀水，水位监测的目的是根据水位的高低，判断尾矿库的防洪能力是否

满足要求． 准确监控库水位位置，就可以在汛期有效避免洪水漫顶事故，同时有利于安全监管部门和企业

在汛期来临之前，针对库水位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尾矿库的汛期管理． 由此可见，库水位的自动实时监测

是尾矿库安全监测的重要内容．
一般在库内排水构筑物上设置自动监测仪，将所测信号传给室内接收机处理得到库水位，既准确，又

实时．
3． 4 滩面标高

在定量评价尾矿库的防洪能力时，需要测定滩顶标高和设计最高洪水位下允许达到的干滩标高，对此

当前的检测方法难以快速准确地测定，关键问题在于水边线的界线很不明显，且人无法进人，通常采用目

测，据此估算出来的干滩长度和调洪干滩长度也不准确． 因此，在尾矿库安全自动化监控系统中，应增加快

速、准确的标高测定方法． 可采用移动 GPS 定期监测这两项指标，该方法灵活简便、具有较高精度，成本

低，且有利于实现自动化全天候监测．
3． 5 降雨量

降雨量监测主要是实时掌握汛期降雨量大小，为调洪演算和坝体稳定性验算提供计算依据． 主要使用

容栅式雨量计来检测降雨量的大小．
3． 6 视频图像

在尾矿库安全监测系统中，为了实时掌握尾矿库运行状况，通常在溢水塔、放矿处、坝坡稳定性较差处

等重要部位设置视频监测设备，以满足准确清晰地掌握尾矿库的运行状况．

4 结 论

尾矿库是一个复杂的开发巨系统，涉及到岩土力学、流体力学、泥沙运动学、机械学及矿石冶炼等多学

科的交叉内容，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到如下认识:

1) 相对于传统的水坝，尾矿坝在筑坝材料、几何形态、力学行为、服役方式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

些差异的根源是尾矿坝筑坝工期过长导致的． 鉴于尾矿坝在多方面的特殊性，在现阶段，及时准确地评价

尾矿坝的安全性存在诸多困难．
2) 基于全自动实时尾矿库在线监测系统，建立了尾矿库安全监控系统． 目前，将该系统应用于实际工

程还不成熟，亟需解决的关键核心问题是如何判断尾矿坝发生溃坝的参数及其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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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尾矿库安全运行的关键参数是坝体位移、浸润线位置、库水位以及干滩长度，对于尾矿库，这些参

数的都是时间的函数，采用传统的人工定期监测，无法实时地了解尾矿库的安全运行状态，实施尾矿库自

动化安全监测是尾矿库安全监测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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