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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与DB36/T 840-2015《尾矿库安全检测技术规范》相比，主要内容变化如下： 

——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了完善； 

——明确不包括尾矿设施内部强度结构； 

——新增了初期坝、副坝和堆积坝检测，其中初期坝又分为土石坝和重力坝检测； 

——新增了尾矿库下游一公里范围内检查内容。 

本标准由江西省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JXTC018）提出。 

本标准由江西省应急管理厅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江西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海港、王建伟、李佳、郑小龙、王清和、王建峰、郑宇、江鑫、谭安、吴鹰

翔、陈尚波。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DB36/T 84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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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安全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尾矿库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安全检测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检测技术要求

等条文的内容和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物选矿厂在用尾矿库、氧化铝厂赤泥库。其它湿式堆存工业废渣库及干

式处理的尾矿库可参照执行。涉及到尾矿设施结构检测、鉴定的内容不在本规范范围之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L 551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 632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混凝土工程 

AQ 2030  尾矿库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DL/T 5178  混凝土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尾矿库  tailings pond  

用以贮存金属、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尾矿的场所。 

3.2  

在用尾矿库 using the tailings pond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之后、闭库之前生产运行过程中的尾矿库，不含尾矿库的回采。 

3.3  

全库容 whole storage capacity 

坝顶标高平面以下、库底面以上所围成的空间的容积（不含非尾矿构筑的坝体体积）。 

3.4  

有效库容 effective storage capacity 

沉积滩面以下、库底以上用于贮存尾矿（含悬浮状尾矿浆体）的空间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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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调洪库容 flood regulation storage capacity 

正常水位以上、设计洪水位以下可蓄积洪水的容积。 

3.6  

总库容 total storage capacity 

设计最终坝顶标高时的全库容。 

3.7  

尾矿坝 tailing dam 

拦挡尾矿和水的尾矿库外围构筑物，通常指初期坝和尾矿堆积坝的总体。 

3.8  

初期坝 starter dam 

用土、石材料等筑成，作为尾矿堆积坝的排渗或支撑体的坝。 

3.9  

尾矿堆积坝 embankment 

生产过程中用尾矿堆积而成的坝。 

3.10  

上游式尾矿筑坝法 upstream embankment method 

在初期坝上游方向堆积尾矿的筑坝方式，其特点是堆积坝坝顶轴线逐级向初期坝上游方向推移。 

3.11  

中线式尾矿筑坝法 centerline embankment method 

在初期坝轴线处用旋流器分离粗尾砂筑坝方式，其特点是堆积坝坝顶轴线始终不变。 

3.12  

下游式尾矿筑坝法 downstream embankment method 

在初期坝下游方向用旋流器分离粗尾砂筑坝方式，其特点是堆积坝坝顶轴线逐级向初期坝下游方向

推移。 

3.13  

浸润线 phreatic line 

坝体中渗流水的自由表面的位置，在横剖面上为一条曲线。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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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浸润线 criticaled position of the phreatic line 

坝体抗滑稳定安全系统能满足规范最低要求时的坝体浸润线。 

3.15  

控制浸润线 controled position of the phreatic line 

既满足临界浸润线要求、又满足尾矿堆积坝下游坡最小埋深浸润线要求的坝体最高浸润线。 

3.16  

沉积滩 deposited beach 

水力冲积尾矿形成的沉积体表层，按库内集水区水面划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 

3.17  

滩顶 beach crest 

沉积滩面与子坝外坡面的交线。 

3.18  

干滩长度 beach width 

库内水边线至滩顶的水平距离。 

3.19  

最小干滩长度 minimum beach width 

设计洪水位时的干滩长度。 

3.20  

安全超高 free height 

在非地震运行条件下，尾矿堆积坝为滩顶标高与设计洪水位的高差；挡水坝和一次性筑坝尾矿坝为

设计洪水位加最大波浪爬高和最大风壅水面高度之和与坝顶标高的高差。在地震运行条件下，尾矿堆积

坝为滩顶标高与正常生产水位加地震沉降和地震壅浪高度之和的高差；挡水坝和一次性筑坝尾矿坝为正

常生产水位加最大波浪爬高、最大风壅水面高度、地震沉降和地震壅浪高度之和与坝顶标高的高差。 

3.21   

调洪高度 flood regulation height 

正常泄洪起始水位与设计洪水位的高差。 

3.22  

尾矿坝高 tailings dam height 

上游式筑坝为堆积坝坝顶与初期坝坝轴线处原地面的高差;中线式、下游式筑坝为坝顶与坝轴线处

原地面的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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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总坝高 total dam height 

设计最终堆积标高时的坝高。 

3.24  

堆坝高度或堆积高度 embankment height or accumulation height  

上游式尾矿坝为尾矿堆积坝坝顶与初期坝坝顶的高差；中线式和下游式尾矿坝为尾矿堆积坝坝顶与

坝顶轴线处原地面的高差。 

3.25  

尾矿库挡水坝 water dam of tailings pond 

长期或较长期挡水的坝体，常指不用尾矿堆坝的主坝及副坝。 

3.26  

库长 length of tailings pond 

由滩顶（对初期坝为坝轴线）起，沿垂直坝轴线方向至尾矿库最远水边线的距离，对于多面堆坝的

尾矿库则为各处堆坝坝顶至库内排水口的距离。 

3.27  

一次建坝 one-step constructed dam 

全部用除尾矿以外的筑坝材料一次或分期建造的尾矿坝。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尾矿库安全检测应由具备省级及以上安全监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进行检

测。 

4.1.2 涉及到尾矿设施内部强度结构的，应参照 SL 632执行。 

4.2 要求和程序 

4.2.1 尾矿库安全检测工作程序，按图 1进行。 



DB36/T 840—2019 

5 

 

图1 尾矿库安全检测工作程序 

4.2.2 现场检测需要收集的资料，应包含下列内容： 

——尾矿库工勘、稳定性分析文件、评价、设计及竣工资料； 

——尾矿库基准点的资料； 

——尾矿库日常观测记录等； 

——尾矿库运行记录（含事故记录）； 

——尾矿库运行过程中尾矿量、粒径及浓度。 

4.2.3 现场检测数据应记录在专用的原始记录表中。检测记录应有现场检测人员的签字（章）。 

4.3 仪器设备 

4.3.1 安全检测所采用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应符合国家计量法规的规定，相关设备见附录 A。 

4.3.2 检测用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经法定专业计量机构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并处于正常状

态。 

4.3.3 检测用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在测试中发现故障、损伤或误差超过允许值，应及时更换或

修复；经修复的仪器、仪表和测量工具应符合第 4.3.2 条规定。 

4.4 报告 

4.4.1 检测完成后，应出具检测报告。 

4.4.2 检测报告应明确所检测项目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或设计文件要求。 

4.4.3 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委托检测单位、被检单位名称； 

接受检测委托 

成立检测工作组

托 

资料收集 

制定检测方案 

确认仪器、设备状况 

现场检测 

检测数据记录与整理 

计算分析与结果判定 

出具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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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和检测依据； 

——检测项目结果汇总； 

——检测日期、报告签发日期； 

——检测、审核和批准人员签名。 

4.4.4 检测报告中的检测项目包括下列内容： 

——坝体检测、排洪（水）构筑物检测、排渗设施检测、水位检测； 

——上游式尾矿筑坝法的干滩检测、浸润线埋深、监测系统检查、库区及坝址下游 1公里范围内构

筑物、居民点等现状调查。 

4.5 周期 

尾矿库安全检测实行定期检测，检测周期为三年，异常情况下宜增加检测频次。 

5 检测技术要求 

5.1 检测内容 

安全检测内容见4.4.4。见附录B和附录C。 

5.2 坝体检测 

5.2.1 总则 

坝体检测包括初期坝、副坝和堆积坝检测，其中初期坝又分为土石坝和重力坝检测。 

5.2.2 初期坝（副坝） 

5.2.2.1 土石坝检测 

土石坝检测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坝的外坡坡比：每 100m坝长不少于 2处，应选在最大坝高断面和坝坡较陡断面。水平距离和

标高的测量误差不大于 10mm； 

——坝体位移及变化； 

——坝体纵、横向裂缝，裂缝观测符合 SL 551的要求。坝体出现裂缝时，查明裂缝的长度、宽度、

深度、走向、形态等； 

——坝体滑坡情况； 

——坝体渗漏。查明渗漏出逸点，出逸点的位置、形态等； 

——坝体浸润线观测孔的位置。查明坝面浸润线出逸点位置、范围和形态； 

——坝面保护设施。检查坝肩截水沟和坝面排水沟断面尺寸，沿线山坡稳定性，护砌变形、破损、

断裂和磨蚀，沟内淤堵等；检查坝坡土石覆盖保护层实施情况。 

5.2.2.2 重力坝检测 

重力坝检测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基础岩体挤压、错动、松动和鼓出； 

——坝体和基岩(或岸坡)结合处错动、开裂、脱离及渗水等情况； 

——伸缩缝开合情况和止水的工作状况； 

——上下游坝面、宽缝内及廊道壁上裂缝，裂缝中漏水情况； 

——混凝土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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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溶蚀、水流侵蚀或冻融现象； 

——坝体排水孔的工作状态、渗漏水的漏水量和水质变化； 

——坝顶防浪墙开裂、损坏情况； 

——两岸坝肩区裂缝、滑坡、溶蚀及绕渗等情况； 

——基础排水及渗流监测设施的工作状况、渗漏水的漏水量及浑浊度变化。 

5.2.3 堆积坝检测 

堆积坝检测项目包括以下内容： 

——堆积坝整体外坡比； 

——堆积坝沉陷、滑坡、裂缝、流土和管涌情况； 

——外坡坝面沼泽化、冲沟情况； 

——坝体浸润线观测孔的位置。查明坝面浸润线出逸点位置、范围和形态； 

——坝面保护设施。检查坝肩截水沟和坝面排水沟断面尺寸，检查坝坡覆盖保护层实施情况。 

5.2.4 测量误差要求 

坝体变形、裂缝、接缝，以及坝基变形、滑坡体和高边坡等各项位移的测量误差应符合DL/T  5178

的要求。 

5.3 排洪（水）构筑物检测 

5.3.1 排水井：井内径、窗口尺寸、井筒中心线的偏移量；框架式排水井立柱的偏移量；排水井最大

裂缝宽度；井、管连接部位渗漏情况；进水口水面漂浮物。 

5.3.2 排水斜槽：斜槽断面尺寸、盖板尺寸，槽身变形、损毁或坍塌，盖板放置、断裂，最大裂缝开

展宽度，盖板之间以及盖板与槽壁之间的防漏填充物，漏砂，斜槽内以及进口淤堵等。 

5.3.3 排水涵管：涵管断面尺寸，变形、破损、断裂和磨蚀，最大裂缝开展宽度，管间止水及填充物，

涵管内淤堵等；对于小涵管，可根据施工记录及出水量的情况进行判断。 

5.3.4 排水隧洞：隧洞断面尺寸，洞内塌方，衬砌变形、破损、断裂、剥落和磨蚀，最大裂缝的开展

宽度，伸缩缝、止水及填充物，洞内淤堵等。 

5.3.5 溢洪道：溢洪道断面尺寸，沿线山坡滑坡、塌方，护砌变形、破损、断裂和磨蚀，沟内淤堵，

溢流口底部高程，消力池及消力坎等。 

5.3.6 截洪（水）沟：截洪（水）沟断面尺寸，沿线山坡滑坡、塌方，护砌变形、破损、断裂和磨蚀，

沟内淤堵等。 

5.3.7 停用排洪设施的封堵情况。 

5.4 排渗设施检查 

5.4.1 检查排渗设施运行状况。 

5.4.2 检查坝体排渗管的数量、管径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5.5 监测系统检查   

5.5.1 查明在线监测系统是否完好有效。 

5.5.2 监测记录是否满足设计或规范要求。 

5.6 水位检测 

尾矿库水位标高的检测，其测量误差应小于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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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干滩检测 

5.7.1 检查尾矿库沉积干滩的平均坡度时，应视沉积干滩的平整情况，每 100m坝长布置不少于 1～3

个断面。测量断面应垂直于坝轴线布置，测点应尽量在各变坡点处进行布置，且测点间距不大于 10 m～

20m(干滩长者取大值)，测点高程测量误差应小于 5mm。尾矿库沉积干滩平均坡度，应按各测量断面的

尾矿沉积干滩平均坡度加权平均计算。 

5.7.2 尾矿库干滩长度的测定，视坝长及水边线弯曲情况，选干滩长度较短处布置 1～3个断面。测量

断面应垂直于坝轴线布置，在几个量测结果中，选最小者作为该尾矿库的沉积滩干滩长度。 

5.7.3 尾矿库滩顶标高的检测，应沿坝(滩)顶方向布置测点进行实测，其测量误差应小于 20mm。其测

点布置应满足 AQ 2030中 7.2 的要求。     

5.8 应急设施检查 

应急设施和防汛物资是否完好有效。                                                          

5.9 尾矿库库区及周边现状检查 

5.9.1 检查周边山体稳定性，违章建筑、违章施工和违章采选作业等情况。 

5.9.2 检查周边山体滑坡、塌方和泥石流等情况。 

5.9.3 检查库区范围内危及尾矿库安全的违章爆破、违章采石，违章进行尾矿回采、取水，外来尾矿、

废石、废水和废弃物排入，放牧和开垦等。 

5.9.4 检查尾矿库下游一公里（含一公里）距离内居民区、工矿企业、道路交通主干线、铁路等生产

生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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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主要仪器设备清单 

表A.1 主要仪器设备清单 

序号 仪器设备名称 

1 GPS定位仪 

2 浸润线埋深检测仪 

3 全站仪 

4 精密水准仪 

5 裂缝仪 

6 激光测距仪 

7 照相机 

8 钢尺 

9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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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尾矿库安全检测表 

表B.1 尾矿库安全检测表 

 

序号 
检测（检查）项

目 

检测 

精度 

（mm） 

检测内容 检测方法 
建议检测仪

器 
备注 

1 尾矿坝 

1.1  

初

期

坝 

初期坝坝顶

高程 
±20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高

程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精密水准仪  

初期坝坝顶

宽度 
±20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顶

宽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GPS  

初期坝外坡

比 
/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坡

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全站仪  

1.2  

堆

积

坝 

堆积坝坝顶

高程 
±20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高

程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精密水准仪  

堆积坝坝顶

宽度 
±20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顶

宽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GPS  

堆积子坝外

坡比 
/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坡

比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全站仪  

堆积坝平均

外坡比 
/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平均

外坡比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全站仪  

1.3  
副

坝 

副坝坝顶高

程 
±20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高

程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精密水准仪  

副坝坝顶宽

度 
±20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顶

宽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GPS  

副坝下游坡

比 
/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坡

比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全站仪  

1.4  

挡

水

坝 

挡水坝坝顶

高程 
±20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高

程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精密水准仪  

挡水坝坝顶

宽度 
±20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顶

宽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GPS  

挡水坝下游

坡比 
/ 

沿坝轴线方向选定多个断面检测坝坡

比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全站仪  

1.5 尾矿坝浸润线 ±50 

检查是否有浸润线观测设施，设施设

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并抽查其观测

结果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浸润线埋深

检测仪 
 

1.6 尾矿坝位移 ±2 

检查是否有位移观测设施，设施设置

是否符合规程要求，并抽测其观测结

果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实测 全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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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尾矿库安全检测表（续） 

 

序号 
检测（检查）项

目 

检测 

精度 

（mm） 

检测内容 检测方法 
建议检测仪

器 
备注 

1.7 坝面沼泽化 / 检查坝面沼泽化，检测其位置及范围 现场检查 --  

1.8 坝体渗漏 / 检查渗漏出逸点，检测其位置、流量 现场检查 --  

1.9 排渗设施 / 
检查排渗设施是否完好，排渗效果及

排渗水质 
现场检查 --  

2 排水构筑物 

2.1 排水井倾斜度 ±20 
检测框架式排水井立柱的偏移量，不

大于井高的 1/1000，并不大于 20mm。 
现场实测 全站仪  

2.2 
排水井最大裂缝

宽度 
1 检测排水井的最大裂缝宽度 现场实测 裂缝仪  

2.3 排水井位移 ±10 检测排水井井筒中心线偏移量 现场实测 全站仪  

2.4 排水斜槽裂缝 1 检测排水斜槽的最大裂缝宽度 现场实测 裂缝仪  

2.5 排水涵管裂缝 1 检测排水涵管的最大裂缝宽度 现场实测 裂缝仪  

2.6 排水隧洞裂缝 1 检测排水隧洞的最大裂缝宽度 现场实测 裂缝仪  

2.7 溢洪道检查 / 检查边坡塌方、护砌破损情况 现场检查 裂缝仪  

2.8 截水沟检查 / 检查边坡塌方、护砌破损情况 现场检查 裂缝仪  

3 水位 

3.1 库水位 20 通过实测确定尾矿库内水位高程 现场实测 全站仪  

4 干滩 

4.1 滩顶高程 20 

沿坝顶方向布置测点进行实测，确定

尾矿库现行运行状况下的最低滩顶高

程 

现场实测 全站仪  

4.2 沉积滩长度 100 垂直于坝轴线布置多个测量断面，对

各测量断面进行实测，确定沉积干滩

长度和沉积干滩平均坡度。 

现场实测 全站仪  

4.3 沉积滩坡度 / 现场实测 全站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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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尾矿库调查表 

表C.1 尾矿库调查表 

检查项目 调查内容 调查结果 

尾矿库 

基本 

情况 

尾矿库企业名称  

尾矿库企业地址  

尾矿库企业主要负责人  

尾矿库企业从业人数  

工商营业执照 
注册号  

营业期限 自                至 

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  

有效期 自                至 

投产验收情况 
验收组织单位  

验收日期  

建库投产日期  

尾矿库 

的合法性 

 

设计单位  

工程勘察单位  

安全预评价单位  

安全设施设计/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安全验收评价单位  

上一轮安全生产许可证换证时的安全现状评价单位  

尾矿（库）坝

安全 

状况 

项目 设计内容 现状情况 

总坝高   

总库容   

尾矿库等别   

汇水面积   

初期坝

坝体 

初期坝坝高   

排水棱体   

初期坝外坡面护坡情况   

土石坝坝体碾压情况   

堆积坝

坝体 

堆积坝坝高   

堆积坝外坡面护坡情况   

尾矿坝沉陷、变形、滑坡、裂缝、渗漏、流土和管涌等现象，坝外

坡坡面冲沟、沼   泽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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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尾矿库调查表（续） 

尾矿库 

排洪系统 

排水设施（排水井、斜槽、涵管、隧洞、溢洪道、截洪（水）

沟）种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排水设施变形、位移、淤堵、损毁、坍塌、裂缝、腐蚀或磨

蚀、漏砂等现象 

 

尾矿库排渗设施 
排渗管的数量、管径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查明排渗设施、排渗效果等  

尾矿库 

监测系统 

运行工况 

库水位，尾矿坝位移、沉降、浸润线等安全监测设施，是否

正常运行 

 

尾矿库 

安全管理 

是否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是否设置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资格

证 

 

人数： 

尾矿工特种作业资格证书 人数： 

尾矿库应急救援预案  

尾矿库现场通讯设施种类  

尾矿坝上照明设施  

尾矿量、粒径、放矿方式  

生产计划，并按计划排尾  

尾矿库子坝是否挡水  

是否违规放矿  

尾矿库库 

区安全性 

尾矿库下游 1 公里范围的居民人数，村庄、民宅、工厂、建

筑物等数量、距离情况 

 

尾矿库周边山体滑坡、塌方和泥石流等情况  

库区范围内危及尾矿库安全的违章爆破、采石和建筑  

违章在库内取尾矿再选  

签字 

现场调查人签字： 

                     

年   月    日 

企业陪同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注：一次性筑坝的挡水坝按初期坝要求进行检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