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 学 矿 山



化学矿是化学工业的基础原料。

化学矿产资源勘探是开发利用的

先决条件。20 世纪 30 年代，四川省政

府应矿商开办硫磺矿和芒硝矿的请

求，才开始派人对化学矿作了一些局

部的地质调查和踏勘。在此基础上，中

国西部科学院和四川省建设厅的专业

勘察队也先后作了一些地质调查。

1940 年四川省建设厅发表的《四川省

矿产分布图》和 1944 年中国地理研究

所发表的《四川省化学矿分布》中，只

提及硫磺和芒硝的部分矿点，而无储

量。到 1949 年底，仍仅发现硫铁矿和

芒硝矿以及赋存于盐卤中的硼、溴、

碘；这些矿种只有一些踏勘资料，无初

勘及详勘地质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

府加强了化学矿的地质勘探工作。50

年代，乐山专区矿产勘察队、温江专区

地质队、西南地质局 517、519 队、四川

省工业厅磷矿勘察队，相继作了一些

磷矿及硫铁矿的资源勘探工作。从

1959 年起，四川省地质局的 101 队、

202 队、207 队、211 队对磷矿、硫铁

矿、蛇纹石、钙芒硝等主要矿种作了大

量普查，并对重点矿区进行详勘，提出

最终储量报告，为四川化学矿产资源

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条件。

为加速化学矿山开发建设，1964

年 2 月，成立四川省化学工业矿山地

质队(1979 年更名四川省化工地质

队)。建队初期，对已进行开发的硫磷

资源作补充勘探工作。随着队伍的壮

大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独立进行硫磷

资源勘探。1985 年前，该队完成了叙

永县硫铁矿区渡船坡矿段和五角山矿

段的详勘报告，新增硫铁矿储量 1 亿

多吨，荣获化工部找矿二等奖。金河磷



矿马槽滩分矿投产 10 多年后，保有储

量不断递减，急需解决接替矿源。在

“金河外围找金河，金河底下找金河”

的思想指导下，该队经过近两年的努

力，在与马槽滩毗邻的兰家坪，发现磷

块岩盲矿床，并于 1985 年提交新增储

量 1442 万吨的中间报告，为延长老矿

生产年限提供可靠的资源保证。此外，

该队为清平磷矿燕子岩矿段所作补充

详勘成果，为该矿“六五”期间建设年

产 50 万吨磷矿石的立项提供了依据。

到 1985 年，四川已发现的化学矿

有 20 多种，其中主要矿种累计探明储

量为：磷矿 10．87 亿吨，硫铁矿 5．8 亿

吨，钙 芒硝 矿 98．6 亿 吨，蛇 纹石 矿

5736 万吨。经过 36 年的努力，已先后

建成金河、清平、什邡等磷矿；大树、雁

门、江安、天全等一批中小型硫铁矿；

新津、彭山、眉山等芒硝矿；彭县蛇纹

石矿；合川、大足、铜梁县等天青石矿。

1985 年全省有化学矿山独立核算企

业 59 个，职工共 17935 人，固定资产

原值 1．3 亿元。年产能力为：磷矿石

(标矿，含五氧化二磷 30 % )156．8 万

吨，硫铁矿(标矿，含硫 35 % )40．6 万

吨，蛇纹石 30 万吨，芒硝矿 10．4 万

吨，天青石 1 万吨。1985 年化学矿山

企业实现产值 3541 万元。



四川的磷矿资源，是解放后才开

始发现的。1950 年，乐山专区地质助

探队首先在峨眉张山一带发现磷矿，

之后，经各级地质勘探队的努力，在酉

阳、什邡、绵竹、天全、会东、汉源、越

西、甘洛、安县、马边、雷波、万源等地

相继发现磷矿，并在这些地区开展了

区域普查以及初勘详勘。到 1985 年，

经初勘和详勘的矿区 33 处，累计已探

明储量达 10．87 亿吨，仅次于云南、贵

州和湖北，居全国第四位。其中绵竹、

什邡两县的龙门山系矿区，储量 3．88

亿吨；马边磷矿的补衣作和铜厂梗矿

段，初勘储量在 2．2 亿吨以上。汉源矿

区的椅子山、水桶沟等矿段也在详勘

中。四川磷矿资源丰富，储量相对集

中，以大型矿床为主，但多属中品位

矿，有害成分偏高，选别富集难度较

大。

磷矿生产建设：1950 年发现峨眉

磷矿，次年着手勘探开发，到 1978 年

矿石采完，矿山停撤。1955 年筹建的

酉阳桐麻岭磷矿，因资源不清等原因，

基建开工不久很快下马。1959 年筹建

的金河磷矿，到 1976 年已发展成为年

产 100 万吨的大型矿山企业。1985

年，全省有国营磷矿 6 个，职工 6220

人，固定资产原值 6676 万元，年产能

力 156．8 万吨。80 年代初期，乡镇磷

矿企业有较大发展，主要分布在什邡、

绵竹、安县、汉源、乌斯河等地，1985

年生产能力约 30 万吨。

随着磷矿的开发建设，磷矿石生

产，从无到有逐年发展。1957 年为 8

万吨(标矿，下同)，1965 年增至 22．7

万吨，1979 年达到 154 万吨，1984 年

仍保持 153 万吨的水平。1985 年因受

磷肥滞销的影响，产量减少，当年产磷

矿石 83 万吨，比 1984 年下降 45 % 。



四川省磷矿石产量表

第一节 峨眉 矿 区

峨眉磷矿区是省内最早发现和开

发的磷矿。

1950 年，乐山专区矿产勘察队谢

任宏等在峨眉县张山村发现磷矿，尔

后经普查初勘，有工业储量 678 万吨，

含五氧化二磷 12 % 左右，属低品位磷

矿床。该磷矿区位于峨眉县城西南 12

公里，主要矿段有麦地坪和小坪子。



为开发峨眉磷矿，1951 年 10 月，

川南行署工业厅决定成立乐山磷矿筹

备处，对峨眉磷矿进行查勘。1952 年

12 月，省工业厅决定撤销乐山磷矿筹

备处，成立四川省乐山磷肥厂，对峨眉

磷矿实行边勘探边开采，作为磷肥厂

的采矿场，所产磷矿石用于该厂加工

生产磷矿粉肥。

1952 年，首先在麦地坪进行开

采，该矿段在峨眉县城西南 10 公里，

地形北高南低，上下两层矿之间相距

5～6 米，南段上层为碳酸盐矿，含磷

品位比下层高，平均品位为 15 % 。硬

度低易开采，故先从南段开采上层矿。

当时国家财力有限，职工艰苦创业，用

钢钎、二锤、炸药，先后进行露天开采

和硐采，开辟 4 个工区，按矿层和地形

的不同，分别用沿脉平巷和石门凿穿

矿层后沿脉开采。初期的掘进、采矿、

运输等基本上都是手工劳动。尽管矿

山条件艰苦，职工热情很高，1952 年

采矿 1723 吨(原矿，下同)，1955 年增

至 3．2 万吨。

1955 年，磷矿粉肥供不应求，省

工业办公室批准该厂扩大磷矿粉生产

能力。为相应扩大磷矿石产量，在继续

开采麦地坪矿段的同时，在小坪子矿

段也边探边采，建设年产 10 万吨磷矿

石的矿井。到 1956 年下半年，麦地坪

矿段的碳酸盐磷矿已基本采完，决定

停采，总计采矿石 14 万多吨。此时小

坪子矿段年产 10 万吨能力的建设已

基本完成，便转入正式开采，接替麦地

坪矿段。

小坪子矿段位于峨眉背斜西翼中

段，海拔 700 米，矿层被断层分割成东

西两段，东段名小坪子，西段名木兰花

包。矿层厚 1．3～6 米，含五氧化二磷

平均品位为 15．48 % 。因东西两段地

质构造不同，开采方法也各异。东矿段

地形为一向南舌形山嘴，矿层三面出

露，表土岩层薄，采用露天开采。西矿

段表土覆盖深，适宜硐采，用平洞开

拓、房柱采矿法开采。开采小坪子时，

整个矿段的开拓、掘进已使用风钻凿

岩。磷矿石生产能力扩大后，运输上的

人担、畜运、车拉远不适应，且运费成

本高。经省工业厅批准，于 1957 年 10

月开始建设钢缆架空索道，以木兰花

包为起点，经小坪子—土地关—黄茅

岗—九山包至高桥乐山磷肥厂厂区，

全长 13．2 公里。由赵铁生工程师设

计，经过 9 个月的施工，共建 6 个站

房，108 个支架，4 个矿包，投资 123 万

元，于 1958 年 7 月 1 日全线建成使

用。运输费由过去每吨 10．52 元降到

6．92 元，降低 35 % 。

小坪子矿段的架空索道建成后，

磷矿石产量增长较大，1958 年达到

11．4 万吨。自 1959 年起，因矿石品位

降低，加工生产的磷矿粉肥滞销，矿石

产 量 下 降，1959 年 降 为 6．3 万 吨，

1961 年降到 2．3 万吨。1962 年 5 月，

国民经济调整中，省工业生产委员会



决定乐山磷肥厂停办。1964 年经乐山

专署决定，在原地恢复生产，更名为峨

眉高桥磷肥厂，1965 年恢复了小坪子

磷矿和架空索道，复产后，年采矿石 4

万吨左右。因小坪子所采矿石品位低，

从 1966 年起，从金河磷矿购进部分高

品位磷矿石，与本矿所产低品位矿石

搭配生产钙镁磷肥。到 1978 年，含磷

品位在 10 % 以上的磷矿石已基本采

完，矿山停撤，至此，峨眉磷矿生产全

部停止。前后累计开采磷矿石 101．6

万吨，占省地质局审批 C 2 级储量 131

万吨的 76 % 。

第二节 什 邡 矿 区

什邡矿区位于成都西北的龙门山

区，地处什邡县红白乡与绵竹县金花

乡，距什邡县城 45 公里，距成都 108

公里，矿区有准轨铁路 67 公里至广汉

与宝成铁路接轨。该矿区的磷矿生产

企业有金河磷矿和什邡磷肥厂采矿场

两家。

一、金河磷矿

是四川唯一的大型化学矿山企

业，全国六大磷矿之一。

(一)储量

大跃进初期的 1958 年 6 月，什邡

县商业系统探矿组叶启发等人在什邡

县境内红白公社姜家沟找到磷矿露

头，取样化验，含五氧化二磷 25 % ～

30 % 。1959～1960 年温江专区地质队

进行区域普查，在较大范围内发现了

磷矿层位。1959—1964 年，省地质局

101 队在此展开了普查和初勘详勘。

1965 年 1 月，提交马槽滩矿区最终储

量报告。1966 年 2 月，提交岳家山矿

区最终储量报告。

金河磷矿有 3 个矿区，即马槽滩、

岳家山和岳儿岩，探明储量 5207．6 万

吨，另有硫磷铝锶矿 883 万吨。矿石品

位：马槽滩矿区有正反两层矿，正层矿

为 28 % ，反层矿为 30．5 % ；岳家山矿

区为 32．8 % ；岳儿岩为 23 % 。前两个

矿区所产磷矿石可直接供磷肥厂和磷

酸盐厂加工利用。

(二)开发

1958 年发现该矿区后，省化工厅

极 为重视，1959 年 6 月 尚在普查期

间，即从乐山磷肥厂抽调部分职工组

成金河磷矿工作组，着手筹建。1961

年 11 月，开始承担磷矿石生产任务，

即正式成立省属金河磷矿，调乐山磷

肥厂厂长邓登会为矿长。该矿的生产

建设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1959～

1963 年，为矿山筹建试采阶段，主要

是协助地质队探矿，并试采部分矿石，



以及修建电站、道路和简易生活设施。

1964～1976 年为建设阶段，完成年产

100 万吨磷 矿石的矿 山 建设 任务。

1977～1985 年，为转入全面正规开采

的阶段。

1959 年筹建时，有职工 60 多人，

为配合温江专区地质队普查，在马槽

滩矿区三道沟矿段开凿沿脉巷道。

1960 年即在三道沟矿段的露头部分，

试采矿石供应内江专区磷肥厂生产磷

肥。1961 年正值国民经济处于最困难

的时期，停撤的乐山磷肥厂职工和峨

眉矿产学校的学生调入金河磷矿，是

年底，职工增至 1091 人。该矿地处深

山，夏季雨多，冬季严寒(最低温度达

零下 14℃)，条件十分艰苦，正如工人

编的打油诗：“工作加油干，吃的盐泡

饭，一顿一角半，睡觉团团转。”1962

年初，省上通知该矿：一是要办下去，

二是今年不投资不基建。为使 1000 多

人的职工队伍不散、基地不垮，全矿职

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矿党委的

带领下，20 % 的职工生产磷矿石自销，

80 % 的职工投入多种经营，上山采挖

药材，生产竹木农具，开荒种地，自力

更生解决全矿 1000 多职工半年的工

资福利开支。同时，自烧石灰、砖瓦，修

建简易宿舍。1959～1963 年在简易生

产的条件下，试采磷矿石 5 万多吨(标

矿，下同)，运出量 3 万多吨。

1964 年 3 月，中共中央西南局第

一书记李井泉率领南充、内江、温江 3

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和 8 个县委书记，

视察金河磷矿，高度赞扬全矿职工艰

苦创业的精神，要求“按照高速度、高

质量、高度机械化的精神，会战三年，

建成年产 50 万吨的能力”。3 月 13

日，中共四川省委指示成立金河磷矿

会战指挥部，由省计委和省化工厅共

同领导，以省化工厅为主，副厅长李滋

润任指挥长。3 月 21 日，四川日报以

《立大志、吃大苦、耐大劳、创大业》为

标题，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建设中的金

河磷矿，同时发表《学习金河磷矿职工

的革命精神》的社论，金河磷矿的“四

大”精神，从此名扬全省。

1964 年，开始小型开采，当年产

磷矿石 5．67 万吨。1965 年，省地质局

101 队提交了金河磷矿马槽滩矿区最

终地质储量报告。是年 5 月，国家计委

正式批准金河磷矿在马槽滩矿区河东

矿段建设年产原矿能力 50 万吨。并同

意将广汉至什邡三河场的地方铁路

44 公里由窄轨改为标准轨，再由三河

场新建 19 公里延伸至马槽滩矿区。根

据省委决定，会战指挥部集中力量抓

铁路建设，矿山建设由金河磷矿党委

负责组织实施完成。1966 年 10 月 1

日，铁路全线建成试运行。1967 年底，

马槽滩矿区按批准规模基本建成，于

1968 年正式投产。

该矿岳家山矿区，省地质局 101

队于 1966 年提交了最终储量报告后，

国家计委和化工部批准在岳家山矿区



再建年产 50 万吨磷矿石能力。1970

年开始建设，全部矿山建设任务仍由

金河磷矿承担。至 1972 年，矿山基本

建成，开始试生产。由马槽滩至岳家山

矿区的 4．3 公里铁路，1974 年动工，

1975 年 4 月建成。至此 ，金河磷矿已

形成年产 100 万吨磷矿石的综合生产

能力。

金河磷矿生产建设期间，因受“文

革”动乱的影响，1966～1969 年间，年

产标矿仅 20 万吨左右。1970 年后，产

量逐年上升，1971 年 42 万吨，1976 年

达 70 万吨，1978、1979 年，年产量均

超过 100 万吨。1980 年，发现马槽滩

分矿三坪采矿场上部，因采矿影响于

1976 年出现的地表岩层裂缝明显扩

大，有山体崩塌危险，矿部和生活区受

到严重威胁。部省领导非常重视，共投

资 1100 万元，将生活区和矿部迁至红

白场。同时新建 11 中段，以避免危岩

崩塌影响生产。并明令危岩区内井下

作业采取小规模爆破，再留 100 多万

吨磷矿石作为保安矿柱，用红漆标志，

严禁开采，以稳定山体。由于危岩险象

不断扩大，加之保有储量递减较快，接

替矿源尚待勘探，因而 1980～1985 年

实行限产，年产标矿量降到 75 万吨左

右。1985 年，因受磷肥滞销的严重影

响，仅 产 34．85 万吨 ，运出量 33 万

吨。

(三)采掘工艺及主要生产设备

开拓 马槽滩和岳家山两个分矿

的开拓系统均为组合平硐加斜井。马

槽滩分矿共 10 个中段，岳家山分矿共

7 个中段，至 1985 年，两分矿各已闭

坑停采 3 个中段。马槽滩分矿投产初

期运输系统为平硐斜坡加索道，三坪

危岩出现后，改为平硐加高溜矿天井，

井下中段和主平硐运输设备均采用架

线式电机车和矿车。为配套采矿方法

的改革，该矿积极更新运输设备，试制

应用新型矿车，对实现矿石运输机械

化的作用较大。建矿初期，系用人力推

车出矿，劳动强度大，工效低。从 1973

年开始，经过几年革新试验，制成并推

广应用的新型矿车计有：3 立方米、

1．6 立方米侧卸式矿车，2．5 立方米底

卸式矿车，4 立方米、6 立方米顶耙式

矿车及梭式等新型矿车，这些矿车容

积大，卸载快速干净，而且十分安全。

到 1985 年，全矿井下运输已实现车型

统一化、容量大型化、运输联动化、指

挥载波化和卸矿自动化。

井下通风方法为压入式，部分采

区为压抽联合式，在采掘区段辅以局

扇机械通风。为提高风机效能，根据多

中段分区生产的特点，从 1982 年起，

马槽滩分矿改为分区通风；岳家山分

矿采用集中供风分区回风。井下排水，

一般利用巷道坡度沿排水沟自流排

水，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渗透采用截

堵办法解决，效果较好。

掘进与采矿 建矿以来，进行了

多种采矿方法的摸索试验，到 1970



年，该矿工程师杨祖荫等人，根据矿体

赋存条件，即矿体厚度、倾斜类型等的

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采矿方法。马槽

滩矿区多属缓倾斜矿体，原使用空场

法采矿，因矿体破碎，安全无保证，后

改为矿体厚度大于 6 米的采场用底盘

漏斗法，小于 6 米者用房柱采矿法。岳

家山矿区属急倾斜矿体，原使用小分

段崩落采矿法，因岩矿破碎，巷道易于

垮塌，后改为矿体大于 6 米，岩矿中等

稳固的采场，用有底柱分段崩落法；小

于 6 米且岩矿破碎的采场，用无底柱

分段崩落法，效果均较好。采矿方法的

改进，保证了安全生产持续稳产。

该矿回采工艺提高后，出现了采

掘比例失调。针对这个矛盾，自 1975

年起，采取措施，大打掘进翻身仗。一

是改进采准布置，实行多头倔进；二是

实施机械化作业，从而大幅度地提高

了掘进工效。1979 年，创造开拓平巷

月进 443．6 米、掘头平巷月进 280 米

的新纪录。从 1980 年起，全矿掘进平

均直接工效比原来翻了一番，达到

0．27 米／工·班，居全国同行业先进

水平。实现了采掘平衡，掘进超前。

1984 年还试验成功盲天井中深孔一

次成井的新技术，掘盲天井 11 口，一

次成井率 100 % ，且井形规则质量好。

在采矿爆破工艺上，该矿运用中

深孔挤压一次性大爆破新工艺。由于

炮眼设计科学合理，装药量大，爆破时

采场人员均在指定的安全地带，安全

性大大加强，而且回采矿量大，使采场

生产能力提高一倍以上。运用中深孔

挤压大爆破新工艺，一次爆落的矿量

达 2～3 万吨，最多的一次曾高达 5 万

吨。

金河磷矿的磷块岩及顶底板岩石

中均含有二氧化硅，在凿岩打眼、爆

破、运输、破碎、筛分等生产过程中，含

游离二氧化硅 12．4 % ～14．3 % ，超过

国家规定 10 % ，属有矽尘危害的矿

山。自 1964 年从露天开采转入井下开

采后，全矿即开展了综合防尘工作。经

过长期试验革新，到 1985 年，已形成

包括“湿、水、风、闭、管”等一整套综合

防尘措施，并取得显著效果。据 1978

～1985 年连续 8 年的粉尘测定，共实

测产尘点 14082 点次，合格率 9025 个

点次，平均合格率 64．1 % ，空气中粉

尘浓度平均值每立方由 8．7 克下降为

1．6 克，每年递减 21 % 。

掘采机械设备 全矿的掘进与采

矿，在矿山正式建成投产后，均为机械

化作业，平巷掘进凿岩施工机具主要

采用 7655 型气腿凿岩机；天井掘进主

要采用 Y SP—45 型向上式气腿凿岩

机。采矿中，房柱法主要采用 7655 型

凿岩机；底盘漏斗法和分段崩落法主

要采用 Y G—80 导轨式凿岩机。全部

掘进与回采均用机械化湿式作业，井

下搬运全部使用电耙、装岩机、电机车

及矿车。矿石全部经过机械破碎与筛

分，以适应不同厂家对磷矿石规格的



不同要求(钙镁磷肥厂和黄磷厂需要

块矿，普通过磷酸钙和磷铵生产厂需

要粉矿)。机械化作业，使全员劳动生

产率(实物量)显著提高，建矿初期仅

0．19 吨／人·日，1977～1985 年的 8

年 中，平均达到 0．8～1．06 吨／人·

日。

该矿所产磷矿石，1978 年以前全

部由国家统一分配，绝大部分供省内

使用，中共十一 中全会后，允许企业

少量自销。1970～1985 年，共销省外

309 万吨，占该矿同期总产量 17．3 % ，

销往 13 个省区 166 个厂家。为支援农

业，国家对磷矿石及磷肥价格实行微

利政策，1976 年以前每吨磷矿石(折

标，含五 氧 化 二 磷 30 % ) 定 价 为 14

元，还不如 1 吨河沙的售价。磷矿石是

部管产品，1977 年化工部决定将磷矿

石出厂价由每吨 14 元调高为 20 元。

四川从保护磷肥企业考虑，如按此调

价，全省几十家磷肥企业将出现亏损，

于是采取“亏一家，保百家”的办法，没

有调高金河磷矿的售价。直到 1982 年

提高磷肥销售价格后，才将售价由每

吨 14 元提高到 20 元。为扶持化学矿

山，按化工部规定，从 1983 年 12 月 1

日起，磷矿石标矿售价由每吨 20 元调

为 30 元。金河磷矿从建矿到 1985 年

以 来，发扬艰苦奋斗精神，除 1968、

1969 两年略有亏损外，其余年份都是

盈利，1985 年，在磷矿石严重滞销的

情况下，仍盈利 100 多万元。

截 至 1985 年，累 计 生 产 原 矿

1398 万吨，折合标矿 1176 万吨，为发

展四川磷肥工业、支援农业作出了重

大贡献。1978 年，矿长邓登会被化工

部授予劳动英雄的光荣称号。

该矿 1982～1984 年进行全面整

顿，成效显著，许多重要技术经济指

标，在全国化学矿山企业中位居前列。

1982 年，15 项主要经济指标中有 8 项

排第一和第二。其中全员劳动生产率

(0．82 吨／人·日)，吨矿成本(11·55

元)等 3 项名列第一。掘进工效、工作

面单产、吨矿耗电、百元产值利润率等

5 项名列全国第二。1985 年经化工部

检查合格后，授予该矿“化工六好企

业”光荣称号，成为全国化学矿山企业

中首获此殊荣的企业。

二、什邡磷肥厂采矿场

什邡磷肥厂采矿场位于什邡县红

白乡，是马槽滩磷矿区的河西矿段。该

矿段于 1958 年 6月发现后，经温江专

署地质队和省地质局 101 队详勘，省

储委批准储量为 1107．6 万吨，约占马

槽滩矿区总储量的三分之一，平均品

位为 29．7 % 。矿层断裂发育，与该矿

区河东矿段的矿界分明。

1958 年 8 月，“大跃进”开始时，

温江专区的什邡、广汉、新都、彭县、温

江、华阳、双流、新津、郫县和崇庆等县

各自带领人员到该矿区采矿办厂，云

集的人数高达 4 万多人，常因争采矿



区域和饮用水而闹纠纷。是年 12 月 7

日，中共温江地委决定将 11 个县办厂

合并为温江专区什邡磷肥厂，矿山由

磷肥厂统一管理开采，全厂职工调减

为 5164 人，厂下按民兵建制设 6 个

营，其 中 一、二、三营 负 责 采 矿，共

1900 人。当时因缺设备和技术人员

少，只得选择表土岩层较薄处进行人

工剥离，再用钢钎、二锤打眼放炮，露

采矿石，人工挑矿下山。因磷肥厂设在

离矿山 14 公里的穿心店，人力运输，

日运两趟，往返 56 公里，每天劳动时

间长达 12 小时，十分艰苦。之后从采

矿场铺设木轨至岩边，用手推车运，再

从岩边架竹索道，将矿石运下山。1959

年底至 1960 年初，因盖层转厚，剥离

困难，转入硐采。1962 年国民经济调

整，什邡磷肥厂大量压缩生产规模和

人员，全厂保留 501 人，矿山只留少数

人护矿采矿，矿石年产量由 1960 年的

7 万多吨(原矿，下同)，降到 1962 年

仅产 1200 吨。

1964 年，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建设

金河磷矿，经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与

温江专区专员宫韫书商定，以石亭江

为界，马槽滩矿区河东矿段由金河磷

矿开发，河西矿段由什邡磷肥厂开采。

是年省计委正式批准什邡磷肥厂建设

采矿场，年产磷矿石能力 15 万吨，省

投资 240 万元，由厂自建，1965 年 6

月开始建设，1966 年基本建成。当时

农业迫切需要磷肥，乃边基建边生产，

且建设资金不足，只得简易投产。掘进

采矿全为手工劳动，采矿工艺采用全

面采矿法和房柱法，矿柱呈纵横排列

以支撑顶板，是比较典型的以手工劳

动为主的小型矿山。因系简易投产，长

期未达到设计能力。1970 年起，着手

改造掘采运等薄弱环节，经不断技术

改造和填平补齐，到 1977 年全矿在凿

岩爆破、井下运输、通风防尘、排水排

渣、破碎筛分和外部运输等各个生产

环节均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在采矿方

法上，转入反层矿开采后，根据矿体增

厚，赋存条件较正层矿好的实际情况，

吸取金河磷矿的经验，停止了全面采

矿法和房柱式堑沟采矿法，使用底盘

漏斗采矿法，辅以小分段崩落，使采矿

能力达到日产 200 多吨，采矿直接工

效 达 9．45 吨／工 · 班，回 收 率 达

70 % 。凿岩爆破普遍使用 7655 风钻，

浅眼落矿。井下运输平巷采用电机车

与溜井重力溜放的联合运输方式，低

于运输平巷的下山矿则经斜井提升至

运输平巷外运。设备采用 28 千瓦电

耙，H600 装岩机，0．55 立方米 U 型

矿车，1．6 立方米侧卸式矿车和 2KJ

电机车。曾被称为老大难的外部运输，

也于 1981 年建成木瓜坪天桥工程，实

现矿石进出矿仓的机械化作业，减少

了周转环节。通风系统的改造工程，于

1984 年完成，用机械局扇辅助通风，

因季节性的影响，有时通风仍感不畅。

从 1977 年完善矿山设施实现机



械化作业后，当年矿石产量猛增至 20

万吨，从这年起直到 1984 年，矿石年

产量均稳定在 20 万吨左右。1985 年

因受磷肥滞销的影响，产量被迫减少，

仅产 6 万吨。

什邡磷肥厂采矿场从 1958 年到

1985 年间，累计采磷矿石 303．37 万

吨。1982 年后，除自用外，每年约有三

分之一的产量销售给省内其他磷肥厂

使用。该矿段尚有地质储量 640 多万

吨，以年产 20 万吨计，还可开采 20 多

年。

第三节 清 平 矿 区

清平磷矿区位于川西平原北部龙

门山脉的中南段，地处绵竹县清平乡

境内，与金河磷矿毗邻，同属一个层

位，仅一山峰相隔，东南距汉旺镇火车

站 14 公里。

该矿区于 1958 年发现后，经省地

质局 101 队和四川省化工地质队的普

查、勘探及补充勘探，至 1985 年，经省

储委批准的探明储量为 2 亿多吨。全

矿区分什邡和清平两个矿系，什邡矿

系含五氧化二磷在 28 % 以上，储量达

1 亿多吨；清平矿系含五氧化二磷在

14 % 左右，含硅量较高，可作钙镁磷肥

的原料，储量也在 1 亿吨以上。

1958 年 7 月，绵阳专区在该地建

立清平磷肥厂，开始采矿并加工生产

磷肥。1961 年 8 月，国民经济调整时

下马。1964 年 1 月 17 日，中共绵阳地

委书记李林枝和南充地委书记卫广平

联名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为两地区

发展磷肥提供原料，要求在清平矿区

进行小规模开采。1 月 24 日，省委第

一书记李井泉批示：“清平矿区，以吹

糠见米方式，力争提前小采。一、修公

路，两专区出力，省计委帮助⋯⋯二、

加快地质勘探工作⋯⋯”是年 2月底，

绵阳、南充两专区即联合投资 250 万

元，恢复绵竹磷肥厂，新建王家坪矿

区，作为绵竹磷肥厂的附属矿山。经过

近两年的艰苦奋战，在燕子岩矿段建

成红旗井，在黑沟矿段建成向阳井，在

大石沟矿段建成红光井，还建成 600

千瓦小水电站，修通了燕子岩至汉旺

镇的公路。1966 年初王家坪矿区建成

投产，年产原矿能力 10 万吨。1967 年

7 月，矿山从磷肥厂划出单独建制，更

名绵竹磷矿。

1966 年 9 月，绵阳地区的遂宁、

潼南、三台、射洪、中江、盐亭、德阳、绵

竹、安县、绵阳等县联合集资建设团结

磷肥厂，并在王家坪矿区的邓家火地

矿段和黑沟矿段建设星火磷矿，年产

能力为 5 万吨。

1969 年 5 月，绵阳专署鉴于绵竹



磷矿和星火磷矿均建在同一矿区，相

距仅 6 公里，外部运输又共用一条矿

区至汉旺镇的公路。为加强矿区的统

一管理，充分利用两矿的设备和技术

力量，减少重复建制，且便于正规开

采，决定两矿合并，定名为清平磷矿，

隶属绵阳地区工业局。

清平磷矿成立初期，由于矿井规

模小，加之井下运输与通风不良等原

因，1969 年仅产磷矿石 4．6 万吨(原

矿，下同)，亏损 52．7 万元；1970 年有

所 好 转，产 矿 8．2 万 吨，为 能 力 的

55 % ，仍亏损 30 万元。为扭转亏损局

面，该矿一方面加大露天矿开采量，另

方面改造与扩大矿井生产能力，1971

年磷矿石产量增至 15．6 万吨，已扭亏

为盈。1972～1974 年，年产量稳定在

15 万吨左右。

1975 年，邓家火地矿段 经改造

后，年产能力从 5 万吨增至 10 万吨。

1976～1978 年，又在黑沟矿段和峰桶

岩矿段建成新井，年产能力 10 万吨。

在此期间，尽管有部分老矿井采完闭

坑，由于新井接替工程相应跟上，到

1978 年，总能力并未减少，反而达到

25 万吨。1979 年到 1982 年，年产量均

在 25 万吨以上。1984 年，罗茨梁子矿

段建成新井，全矿生产能力达 30 万

吨，当年产磷矿石 29 万吨，创历史最

好水平。为开发利用该矿区丰富的磷

矿资源，服务于四川农业生产，1985

年，国家将建设燕子岩年产 50 万吨规

模的矿山工程，列入预备项目，此工程

建成后，该矿将成为四川第二个大型

磷矿石生产基地。

在采矿方面，清平磷矿既有露天

采矿，又有井下开采，而以露天采矿为

主。1966～1985 年间，全矿露天采矿

累计达 263．4 万吨，占全矿总产量的

71 % 。

露天采矿区主要有邓家火地、黑

沟、火石沟和烂泥沟 4 个采区，以及燕

子岩矿段峰桶岩采区的浅层矿。露天

采矿主要采用平硐溜井采矿法(俗称

天窗漏斗法)，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小型

露头矿的开采。施工机具主要是 7655

型气腿凿岩机，用 2 # 岩石硝铵炸药

爆破。

井下采矿方法，根据矿床地质条

件，采用留矿采矿法和崩落采矿法。其

中燕子岩采区系用浅孔留矿法，回收

率可达 80 % ，贫化率在 7 % 以下，是小

型矿山使用的成熟方法。蜂桶岩采区

系用无底柱分段崩落采矿法，回收率

70 % ，贫化率 18 % ～23 % 。清平磷矿

的井下采矿，其开拓、掘进、凿岩爆破

和支护、井下运输、破碎筛分以及矿井

排水等均与金河磷矿大体相同。唯通

风防尘系统，因生产矿段多系矿区的

零星矿体，难于形成通风系统的总体

规划，矿体形态很不规划，通风阻力较

大，故时有井下污染风流串联，个别采

区还有独头死角。到 1985 年仍以自然

通风为主，这是该矿的一大薄弱环节。



该矿 1985 年前均采上山矿，平硐

溜井开拓。其排水系统，一般利用坡度

自流排水，在暴雨时地表水从崩落带

渗入井下形成最大涌水量，导致部分

巷道采场漫水，泥石流涌入井下。此种

情况对露天采区影响很大，通常每年

雨季有一个月左右时间不能正常生

产。

清平 磷 矿自 1966 年出 矿起到

1985 年，累计掘进巷道 3．6 万米，采

原矿 371 万吨，累计实现利润 463 万

元，产品销往省内外 40 多个厂家。

截止 1985 年，清平矿区开采磷矿

石的企业，除清平磷矿外，还有德阳市

磷矿。该矿原为林业系统的伐木厂，因

所辖林区木材资源减少，于 1979 年转

向磷矿石生产，开采桃花坪矿段和黄

土坑矿 段，1985 年 产磷矿石 1．1 万

吨。



第一节 资源与开发

四川的硫铁矿资源，到 1985 年已

探明储量 5．8 亿吨，远景储量 40 多亿

吨，这是四川化学矿资源的又一大优

势。已发现的硫铁矿绝大多数为二叠

系沉积矿床，尤以川南最为显著。这类

矿床分布范围广，出露良好，矿层厚度

变化有一定规律，矿石平均品位为

15 % ～20 % ，可选性好。但与煤共生，

存在瓦斯的危害，矿层多而薄，开采条

件较复杂。另一类型为热液充填型矿

床，如天全、江油等矿区，其特点是构

造复杂，储量偏小，但品位高，最高含

硫达 50 % 以上。全省硫铁矿分布集中

于川南，散布于盆周山区，除少数地区

距铁路不到 40 公里外，多数仅通公

路，交通运输不便。

川南地区，西起珙县、江安、长宁，

中经兴文、叙永，东至古蔺，系一特大

型煤系硫铁矿沉积矿床。整个川南硫

铁矿远景储量达 45 亿吨以上，其中上

山矿为 15．6 亿吨，是很有开发前途的

特大型矿区。但 1985 年前，地质工作

程度低，在已划分的 73 个矿段中，达

到详勘的只有 8 个，达到初勘的 30

个，达到普查的 20 个。川东、川北的硫

铁矿，分布在南川、武隆、南充高顶山、

华莹山、重庆地区的南桐、北碚等地，

除部分矿段已有详勘储量外，一般仅

有资源的初步概貌及初勘数据。

四川硫铁矿开采，始于北宋时代，

至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直到 20 世

纪 70 年代初期，主要用于生产硫磺，

就地开采，就地炼制。因而只有硫磺产

量的记载，而无硫铁生产量的统计数。

根据硫磺产量和土法炼磺回收率计

算，抗日战争前夕，年产硫铁矿(原矿，

以下同)约 1000 吨左右，1942 年增至

2．5 万吨，1957 年为 25 万吨，大跃进

期间最高年产量达 70 多万吨。1976

年后，硫磺厂逐渐转产硫精砂，作为产



品售给硫酸厂用于生产硫酸，因而炼

磺用矿减少，1985 年用于炼制硫磺的

硫铁矿仍有 42 万吨左右。硫铁矿炼磺

的矿点主要有兴文新华、叙永大树、古

蔺石屏、奉节、青龙等 7 个县属磺厂产

量最多，约占 70 % ，其余为乡镇企业

所产。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四川化工

厂和四川硫酸厂新建的硫酸装置，生

产工艺为硫精砂制酸，所需原料为含

硫在 35 % 以上经选矿富集的硫精砂

或原矿。当时省内硫铁矿的开发建设

尚未跟上，所需原料全靠国家从甘肃

白银公司调入。为适应省内硫酸工业

发展的需要，1966 年，四川新建江油

雁门坝硫铁矿，因需进行选矿的技术、

装备、资金未获解决，1981 年方配套

投产。

70 年代初期，甘肃白银公司因硫

精砂产量降低，减少了供应量，硫酸生

产出现原料危机。另方面，60 年代建

设的小型硫酸装置，均为硫磺制酸，工

艺设备简单，但成本高，亏损大，也迫

切需要改为硫精砂制酸，供需矛盾十

分突出。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四川省

化工局根据化工部和省革委的指示，

立足本省资源，加快硫铁矿的开发建

设，于 1976 年 10 月，在省化工局内成

立硫铁矿建设指挥部(1978 年改为四

川省化学矿山工业公司)，统筹安排全

省硫铁矿生产建设。从投资省见效快

考虑，决定先建设一批小硫铁矿。主要

措施：一是依托现有磺厂转产硫精砂，

扩大原矿生产能力，新增选矿设施。二

是在有资源的地区，适当新建一些小

硫铁矿。为加快建设进度，国家采取政

策性扶持措施，化工部专款补助 2890

万元；1978 年省革委制订每建设 1 万

吨硫铁矿生产能力补助 40 万元，同时

规定了小硫铁矿产品的合理价格，从

而调动了地县办硫铁矿的积极性。这

些措施成效显著，到 1980 年，硫铁矿

(标矿)产量已由 1976 年的 3 万吨增

至 30 万吨。1985 年，全省共有县以上

硫精砂生矿点 19 个，其中硫磺厂全转

产和部分转产硫精砂的企业 7 个，新

建硫铁矿企业 7 个，冶金煤炭副产硫

精砂的企业 5 个。年产硫精砂能力在

5 万吨以上的 5 个，其中江油雁门坝

和天全两矿为新建，江安为磺厂全转

产，叙永大树、古蔺石屏为磺厂兼产。

1978～1985 年，有一些乡镇企业也开

始生产硫精砂。1985 年全省用于制酸

的硫铁矿产量达到 38．8 万吨，其中，

国营企业 26 万吨，乡镇企业 2 万多

吨。



四川省硫铁矿产量表

第二节 采 矿 方 法

新中国建立前，四川硫铁矿开采，

均为露采。建国后，硫磺需要量大，开

始硐采。矿井因陋就简，用土法开采。

60年代，部分重点磺厂的采矿设施有

所改进，井下大巷运输有轨道矿车，购

置了柴油发电机，掘采使用风钻等。但

多数磺厂采矿仍是手工开采，见矿就

采，无正规的开拓系统和合理的采矿

方法。采矿工具使用钢钎、二锤；爆破

用黑火药，人工点火放炮；运输用人力



推车，甚至用原始的竹编“船子”，人爬

行在矿道中肩拖背拉；通风是自然通

风，井下照明用亮油壶等。70 年代后

期，几经投资改造有了较大变化，初步

有较正规的开拓系统，并摸索出一些

适合本矿赋存条件的采矿方法。电源

方面，购置了柴油机，或接上电力网。

采矿使用风动凿岩机，井下运输大巷，

铺设了钢轨，用翻斗矿车。井下照明用

电瓶灯或电灯，井下通风有局部扇风

和鼓风机抽风。如叙永大树硫铁矿，

1979 年和 1980 年，相继组织了共 350

人的掘进队伍，井下为较正规的组合

平硐—漏斗(或盲斜井)—回风巷开

拓。工程师但兴利设计推行退路式房

柱采矿法，淘汰了“五梅花”和巷柱式

采矿法，回收率和工效均显著提高。该

矿还淘 汰 了 01—30 凿 岩 机，采 用

Y T 24 和 7655 凿岩机。江安硫铁矿改

产硫精砂前，井下运输主巷都是布置

在矿脉层里，箱木作支护，年耗箱木量

大且供应不上。1964 年曾改用水泥箱

作支柱，因成本高而停用。1966 年又

曾用石拱，因井下塘水浸蚀，石拱承受

不住采空区的地压，均未成功。因此矿

井寿命短，一般 2—3 年即须开新井。

转产硫精砂后，将井下运输大巷布置

在石灰岩层里，矿井寿命可延续开采

几十年，通过破断层就能将矿石全部

采出。1980 年 8 月，宜宾地区供电局

正式供电后，井下主巷使用架线式电

机车运输，并使用 U 型 0．5 立方米翻

斗车。1982 年，井下全部使用风钻湿

式作业，工作面粉尘已基本达到国家

规定标准。该矿由于机械化作业提高，

生产显著上升，1976 年前原矿年产量

不到 5 万吨，1984 年已达 14 万吨。

磺厂转产硫精砂的企业，由于井

下采场原来很不正规，改造难度较大，

虽有很大改进，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

是采矿工具还有一部分使用效率低的

手搬钻，通风防尘仍是薄弱环节，采场

仍主要靠经验，“敲帮问顶”，常有人身

伤亡事故发生，原矿生产均未达到设

计能力。

1964 年新建的雁门坝硫铁矿，和

1976 年后新建的武隆、周家等硫铁

矿，系按止规设计建设的。开拓大多为

平硐加盲斜井，采矿方法分别用房柱

法和崩落法。采掘作业基本上都是机

械化或半机械化，用 7655 凿岩机打

眼，井下运输用 V 型矿车。通风系统

较完善。

第三节 选 矿 工 艺

四川的硫铁矿，除天全矿外，均为 中低品位矿，需选矿富集。根据矿石特



点分别采用浮选和重选两种工艺流

程。

一、浮选

雁门硫铁矿是省内唯一采用浮选

工艺生产硫精砂的企业。

该矿初期建设方案，根据矿石地

质品位，未建选矿设施。在进行开拓

时，发现矿石的地质品位较地质报告

低，为试验原矿能否直接用于制酸，曾

发运部分矿石给四川化工厂硫酸车间

和省外调进的硫精砂掺烧。经试用后，

认为矿石品位太低，加之含白云石影

响制酸生产，提出选矿富集的必要性。

1974 年，四川省化工地质队到该矿作

补充地质勘探，发现矿石中的碳酸盐

对高低温检测含硫品位有显著影响，

经化工地质队和雁门硫铁矿共同考查

后，提出该矿利用必须选矿去掉白云

石，并应进行工业性试验。这一建议得

到化工部同意。于 1975 年 5月，在浙

江龙游黄铁矿作了矿石可选性工业试

验；1976 年 3 月，在南京化学工业公

司作了精矿试烧试验。两项试验证明，

雁门硫铁矿的矿石可选性良好，适于

工业利用，为选矿提供了可靠依据。

1976 年底，化工部连云港矿山设计院

作出选矿工程设计，投资 400 多万元，

当时因投资问题，未能上马。1977 年

初，该矿动用自有资金 28 万多元，利

用绵阳地区有色金属旧设备，自己设

计施工建了一套年产 1 万吨硫精砂的

小型选矿装置，于 1978 年“七·一”投

产。当年选矿车间的资金也已落实，开

始动工，于 1981 年底建成。至此，形成

了年产原矿 15 万吨，富集硫精砂 5．5

万吨的生产能力，并正式投入生产。

该矿的浮选车间分破碎、磨浮、脱

水三个工段。首先进行破碎 ，由于矿

石致密坚硬，采用三段破碎，颚式破碎

机作粗碎，直径 1200 毫米标准型圆锥

破碎机作中碎，直径 1200 毫米短头型

圆锥破碎机作细碎，最终破碎粒度直

径达到 15 毫米以下。

磨浮工段：为使有用矿物与脉石

分开，破碎后的矿石还需经球磨机磨

细，细度要求 200 目占 60 % 以上，选

用直径 2100 毫米×2200 毫米格子型

球磨机和直径 1500 毫米高偃式单螺

旋机，磨矿与分级机均为闭路流程。经

磨细后进入浮选，为提高回收率，采用

一次粗选和两次扫选的闭路浮选流

程，矿 浆 为弱 碱性，精 矿 品 位达到

40 % ，回收率 90 % 左右。浮选设备为

1．1 立方米浮选机 4 台。选矿药剂使

用乙基黄药和丁基黄药两种捕收剂。

精矿脱水，是选矿车间最后一道

工序。该矿用 T W B—15 周边浓缩机

进行搅拌沉淀，折带式过滤机过滤，成

品含水量在 8 % ～11 % 之间。

雁门硫铁矿从 1982 年正式投产

以来，通过浮选工艺选出的硫精砂，含

硫品位均保持在 40 % 左右，质量稳

定，技术经济指标也较先进。该矿投产



几年来，原矿年产量在 8～10 万吨之

间，富集的硫精砂也仅 3～4 万吨左

右，均未达到设计能力。其原因是：投

资不足，设备不配套，如破碎工段设备

需双系列，实际是单系列；浓缩脱水虽

是双系列，但设备能力小，不能满足磨

浮选双系列生产。

二、重力选矿

江安硫铁矿是四川硫磺厂中首先

改产硫精砂的企业，也是四川硫铁矿

中率先采用重力选矿的企业。该矿前

身是 1951 年始建的江安县人民磺厂。

1975 年，经省计委同意，该厂转产硫

精砂，矿山改造达到年产原矿 15 万

吨，富集硫精砂 5 万吨。根据该矿的矿

石特点，决定采用投资省的重力选矿

方法。据省外生产实践资料，不管采用

重选或浮选，都必须进行磨矿作业。但

磨矿费用大，该矿设想省去磨矿采用

两段破碎，按原矿—破碎—筛分—跳

汰—扫选—成品的流程重选，主要设

备为板式和圆盘给料机，颚式和反击

式破碎机，振动筛和跳汰机，摇床和螺

旋选矿机等。从 1976 年 12 月开始至

1977 年 7 月，经多次实验证明：此种

重选方法所得的硫精砂品位，含硫可

达 30 %～35 % ，回收率可达 70 % 。为

此，江安硫铁矿闯出了一条省掉磨矿

作业的重力选矿工艺，为全省发展硫

精砂走出了一条投资省、见效快的路

子。

1985 年前，全省除雁门坝硫铁矿

为浮选工艺外，其他小硫铁矿的选矿

方法都是推广应用江安硫铁矿的重选

工艺。这种选矿工艺流程简单，投资

省，其不足是富集的硫精砂品位、回收

率较低，尾矿含硫高(8 % ～9 % )，为浮

选工艺的两倍多。原因是：川南硫铁矿

的赋存状态主要为结核状、树枝状和

浸润状三层，三者约各占三分之一。前

两层用重力选矿可以大部选出，后者

则难选出。重力选矿平均 3 吨多原矿

才能选出 1 吨硫精砂，尾渣量大。这些

尾渣采取堆存的办法，尚未综合利用。

为解决尾渣利用已作了一些努力，如

烧制建筑用砖等，取得了初步成果。江

安县硫铁矿利用尾渣制水泥也已试验

成功。



四川化学矿资源除磷硫两矿已大

力开发利用外，钙芒硝、蛇纹石、天青

石等矿种也已得到开发利用。

第一节 钙 芒 硝 矿

一、资源与开发

四川钙芒硝矿资源丰富，开发利

用的历史早。据史料记载，南齐时已有

发现，唐宋时代已在彭山县境凿井取

卤熬制芒硝，用于医药和制革，质量上

乘，曾销往陕、甘、鄂、皖等省。芒硝与

盐共生，业主图取厚利，所凿之井，盐

多于硝者，用于熬制食用，食者多病。

官府为统管盐业，辄令塞井毁灶，加之

古代芒硝用途不广，故直到清末，四川

芒硝矿开采量小。

民国初期，四川制碱工业兴起。民

国元年，私人集资筹建的彭山同益曹

达厂，于 1915 年投产，该厂以芒硝为

原料生产纯碱，派人到彭山公义乡等

地指导硝户凿井生产熟硝，制碱工业

促进了芒硝矿的开发。抗日战争爆发

前，四川制碱业有同益、嘉裕、开济三

家，每年约需芒硝 2250 吨，抗日战争

期间，四川制碱业很快增至 6 家，最多

时达 13 家，芒硝需用量增至 8000 吨

以上。需求量大，价格上涨，因而硝井

有较快发展，产区由彭山扩展至眉山、

洪雅、丹棱等地。彭山全县硝井多达

400 余口，正常生产的也有 90 多口。

1939 年眉山县大洪山建成第一口硝

井，之后该地区硝井迅速增至 40 多

口。当时四川硝井发展快，但地质工作



很差，仅 1938～1944 年间，四川地质

所侯德封等人对彭山、眉山两县芒硝

矿资源作过一般调查，硝户凿井多凭

经验，成功率不高。1949 年四川解放

前夕，通货膨胀，碱厂纷纷关闭，硝井

亦随之停采。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钙芒硝矿

加强了资源勘探和开发利用工作。据

省地质局勘探资料，到 1985 年，全省

探明的钙芒硝矿 A + B + C 级储量有

11．5 亿吨，D 级储量 8．7 亿吨，地

质储量 98．6 亿吨。北起什邡、经大邑、

邛崃、名山、南到雅安，西至灌县，东至

眉山范围内，预测资源量 3000 亿吨。

彭山、眉山、洪雅、丹棱等县储量均为

大型或特大型钙芒硝矿床。其中省储

委批准的眉山大洪山矿区有 B + C 级

3．5 亿吨，D 级 1．9 亿吨，矿层多达 40

余层，矿层累计总厚 46～50 米，单层

矿厚度最大为 5 米，一般为 1．4～2．2

米，硫酸钠含量平均 37．65 % 。新津县

金华矿区 A + B + C 级 3．69 亿吨，D

级 6．3 亿吨；大山岭矿区 B + C 级 7

亿吨，D 级 1．7 亿吨。彭山公义乡钙芒

硝矿床即有 B + C 级 3570 万吨，品位

平均 为 23 % ～ 35 % ，矿 层总 厚度 达

31．2～35．5 米。此外，自贡、米易、长

宁、酉阳等地也发现有芒硝矿床。

开发利用方面：“一五”计划期间，

将眉山、彭山县的个体硝户分别组织

成眉山芒硝股份公司和彭山芒硝厂，

公安部门成立了建新化工厂，生产方

法均为凿井取卤。60 年代，深感凿井

取卤严重制约了芒硝工业的发展，这

种方法所采硝水浓度低，制硝浓缩时

间长，燃料消耗高，且芒硝质量低，不

能适应工业化大生产需求。1969 年，

四川省化工研究所遂于新津县金华乡

硐采钙芒硝矿石，试验用原矿经破碎、

球磨、浸取、过滤、精制等工序制取精

芒硝。为此，70 年代初新建硐采的四

川省芒硝矿。不久，彭山碱厂亦建立硐

采车间。由凿井取卤到矿井采矿，是芒

硝生产上的大变革，推动了芒硝生产

的发展。还进而研究成功硐室水溶法

的先进采矿工艺，为钙芒硝矿的开发

利用，闯出了一条节省投资、提高效

率、降低成本、减少污染的新工艺。

1985 年，开采钙芒硝矿的县属以上企

业有 6 家，其中四川省芒硝矿矿石年

产量约 10 万吨，眉山建新化工厂、眉

山芒硝厂、彭山碱厂均在 5 万吨左右；

此外，还有一些乡镇企业，亦开始采矿

制硝。1985 年全省产精芒硝 6 万多

吨，按钙芒硝原矿计，年产约 30 万吨

左右。

二、采矿方法

凿井取卤 从唐宋时代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开采芒硝矿的方法一直

沿用凿井取卤法。到 1985 年，省内眉

山芒硝厂、眉山建新化工厂、新津县芒

硝矿以及乡镇企业仍然使用这种方

法。这种凿井取卤开采芒硝矿的方法



与古代盐井采制几乎完全相似，凿井

工具为木制对架子，铁制的转环、大

锉、小锉、活塞式泥筒等。60 年代前，

凿井和提取硝卤均为人力，以后，逐步

改为机械、电动。

1985 年前，眉山芒硝厂一直使用

凿井取卤法。1950 年 9 月，眉山县为

恢复已停产的硝井，以入股分红方式，

集资成立眉山芒硝股份有限公司，指

导硝户 生产，贷款扶持，订货包销。

1950 年底有 10 口井恢复生产。1951

年，公司将各硝户组织起来，实行公私

合营，当年产芒硝 1696 吨。1952 年

“五反”后，私股折价退赔，改为地方国

营，并将过去长期采用的一、四季度季

节性生产改为常年性生产，当时公司

有硝井 40 口。1953 年，更名为眉山芒

硝厂。之后硝井逐年增加，1960 年为

76 口，1977 年有 101 口，1985 年增至

113 口，当年所产硝 卤折钙芒硝原矿

约 5 万多吨。彭山碱厂 1978 年前，也

使用凿井取卤的采矿方法。该厂是民

国初期兴办的制碱厂，到解放前夕的

30 多年间，所需主要原料芒硝，均靠

收购彭山县境硝户凿井取卤熬制的产

品。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扶持下，

1952 年彭山县个体硝户开工生产的

硝井有 208 口。1953 年部分硝户组织

成立生产合作社，有硝井 70 口，1957

年改为彭山芒硝厂，硝井增至 92 口。

1959 年彭山芒硝厂并入彭山碱厂，成

为该厂的矿山车间。1978 年彭山碱厂

新建的矿井正式投产，凿井取卤的硝

井才全部停撤。

凿井取卤法具有基建投资省、生

产工艺简单等优点，但只能开采地下

30～70 米深的硝矿，而且靠注水溶

解，产量小，每口井日产卤水仅 1 立方

米左右，硝水浓度低，一般 8—12 波

美，且每口硝井使用年限短，每年都要

花投资开凿新井。

矿井采矿 1969 年四川省化工

研究所在新津县金华乡建井采矿，所

采矿石已够试验研究需要。为充分利

用这一矿井，1970 年将该矿井交彭山

碱厂为其采矿车间。1972 年省化工局

决定将此车间划出，单独成立四川省

芒硝矿。设计能力为年产钙芒硝矿石

8 万吨，制取精芒硝 2 万吨，1976 年矿

井按设计能力建成。四川省芒硝矿

1976～1980 年间，为斜井提升，采用

长壁式房柱采矿法，留永久矿柱支撑

采矿区，回收率 50 % 。1972 年，彭山碱

厂在彭山县公义乡新建矿井，年产能

力为芒硝矿 2 万吨，1976 年开始出

矿。1978 年生产正常后，便停止原有

的袁沟硝井取卤。彭山碱厂的硐采，系

采用斜井开拓，沿走向布置，房柱法采

矿，浅孔和中深孔落矿，人工和机械装

车，电耙出矿，将矿石提升到地面破碎

浸取，1985 年该厂钙芒硝矿石产量

4．65 万吨。眉山芒硝厂为改变原始落

后的凿井取卤法，1971 年在省轻工局

的帮助下，决定开拓矿井，投资 60 万



元，在距厂部 200 米处开拓斜井，并已

沿脉采矿 100 余吨，1974 年因资金短

缺被迫将矿井封存。为适应市场对芒

硝的需求，1984 年 9 月，省计经委批

准眉山芒硝厂恢复矿井建设，并安装

矿石加工分离设备，此项工程 1987 年

建成投产。80 年代初期建立的名山芒

硝厂，亦为矿井采矿。

采矿制硝尾渣量大(每产 1 吨硝

约 3 吨废渣)，堆存占地多，易污染环

境。针对这些问题，四川芒硝矿工程师

郎楷璐等人于 1977～1980 年间先后

完成硐室水溶法的初试和扩大试验，

于 1981 年开始在全矿推广应用。

硐室水溶法的基本流程是：在运

输大巷水平以下开掘一定数量的采准

切割巷道，将其上部与两帮矿石爆破

崩落，落矿同时形成溶解硐室，用一定

温度的水注入浸泡矿石，用泵将粗硝

水送到地面加工生产芒硝，经溶解后

的残渣仍留在井下溶解硐室之中。回

采工作由注水巷道向抽水巷道后退式

回采。

每个溶采区的生产分三个阶段：

连续生产期，间断生产期，报废期。按

溶采区生产阶段的划分，应经常保持

有 3 个以上溶采区，一个生产，另一个

开始凿岩爆破，再一个开始采准切割，

使矿山生产正常进行。

采用硐室水溶法采矿，其中水采

矿量占 60 % ，还有 40 % 的采准切割矿

石仍需提运到地表进行浸取加工。即

使如此，硐室水溶法仍是钙芒硝矿山

开采技术上的重大革新，主要优点是：

①可将 60 % 的尾渣留于井下，解决了

大部分溶渣的污染问题。②工作人员

不再进入采场空区，安全性好，溶采区

报废后，溶渣膨胀可填满采空区，有利

于矿山生产管理。③减少许多运输、提

升、破碎、磨矿、溶滤等工序，占用人

力、设备少，耗电省，大幅度降低了生

产成本。按每吨精硝所耗矿石的开采

成本计算，矿石全部运至地表，每吨

44．4 元，应用 硐 室 水 溶 法 每 吨 仅

15．36 元。

第二节 蛇 纹 石 矿

蛇纹石系生产钙镁磷肥的原料之

一。彭县蛇纹石矿是四川生产蛇纹石

的唯一企业。该矿前身为四川省彭县

石棉矿。1961 年后，因长纤维石棉显

著减少，短棉增多，成本高，销售困难，

1962 年被列为暂停企业。1963 年 6

月，成都磷肥厂为提高钙镁磷肥质量，

降低成本，用该矿与石棉共生的蛇纹

石代替白云石试制钙镁磷肥，产品达

到国家一级品标准。省建设局据此报



请省人委批准，将该矿转产蛇纹石，并

于 1964 年 6 月正式移交省化工厅领

导，改名四川省蛇纹石矿。该矿位于彭

县大宝乡，矿区面积 1．09 平方公里，

批准的蛇纹石工业储量为 B + C 级

1928 万吨，远景储量 1．17 亿吨，含氧

化镁品位平均为 35 % —40 % 。

1964 年省化工厅接管该矿后，即

着手建设。先在红岩大窝子采区建设

年产矿 11 万吨能力，采用露天采矿

法，从 1965 年开始出矿。1969 年，批

准该矿扩建红岩矿区，规模为年产蛇

纹石和滑石片岩 50 万吨，第一期工程

为年采 30 万吨，投资 1047 万元，于

1974 年建成。

该矿生产全部采用标准的台阶式

露天采矿，其上部为外部沟，下部为内

部沟，沿矿体走向掘半堑沟布置工作

线。从顶盘到底盘其台阶高度，一台

35 米，二台 15 米，三台 10 米。主要采

掘装运设备为 Y Q—150 A 型潜孔钻 2

台，挖掘机(电铲)4 台，推土机 2 台，

电铲工作线长度为 50～100 米，平均

剥采比仅为 0．21 立方米／吨，矿石用

自卸翻斗车运至雁鹅坪(约 7 公里)破

碎筛分，再经索道(600 米)至储矿仓，

然后转运至白水河站(窄轨铁路)运

出。该矿还有年处理原矿 50 万吨的破

碎筛分能力。

到 1980 年，该矿蛇纹石年产量由

1964 年的 2．55 万吨，提高到近 20 万

吨。1980 年后，四川磷肥行业重点发

展普通过磷酸钙和磷铵，钙镁磷肥及

其所需的蛇纹石有所减少，加之蛇纹

石所定售价偏低，每吨仅 9 元，经济效

益不佳，形势逼使该矿向一业为主多

种经营方向发展。到 1985 年，该矿除

生产蛇纹石原矿外，还有以蛇纹石加

工生产的滑石粉、混凝土早强剂等产

品。

四川省蛇纹石历年产量表



第三节 天 青 石 矿

天青石即硫酸锶，属稀有金属矿，

1982 年四川省计委通知由化工部门

归口管理。以天青石为原料，可生产碳

酸锶、硝酸锶等系列锶盐产品，广泛用

于军工、电子等行业。1985 年前，全国

发现有天青石矿的省区仅江苏、四川

和内蒙。四川的合川、大足、铜梁等县

均有天青石矿。到 1985 年，合川县干

沟矿区，储量已基本探明，含硫酸锶品

位平均在 70 % 以上。铜梁县的古龙、

大足县的玉峡矿点尚在进行地质勘探

工作。

合川天青石矿发现于 1971 年，合

川化工厂于 1972 年开采。初期采矿方

法系用手工凿岩打眼，土法生产，对矿

体开拓未进行正规布置，开采的矿石

贫富不均，回采率低，且是手工选矿，

资源浪费大，这种简陋的开采方法持

续多年。1983 年投资 12 万元，新建选

矿设施，工艺为重力选矿，年选矿能力

4500 吨，入选品位 40 % ～50 % ，精矿

品位和回收率均达 86 % 。1984 年，重

庆市化肥矿山工业公司贷款 10 万元，

对合川化工厂的矿山进行技术改造，

1985 年 1 月投产。采矿方法采用无底

柱分段浅孔留矿法，平硐开拓，后退式

回采，采运设备为 7655 型凿岩机和 V

形 1 吨矿车，日采天青石 40 吨。1985

年该厂天青石年产量已由 1972 年的

71 吨，增至 7457 吨。

铜梁、大足县的天青石矿于 1984

年 3 月 发现，1985 年正进行地质勘

探。在勘探中，两县均已在露天开采地

表矿，开采方式系当地农民零星土法

开采，手工打眼放炮，箩筐挑运。铜梁

县天青石矿采用水洗破碎、振动筛分

的简易选矿方法，品位不稳定，回收率

低。大足县开采的天青石纯系人工挑

选。1985 年，铜梁产天青石 5000 吨，

大足产 31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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