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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粉石英的提纯增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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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尝试反浮选法和酸浸法去除粉石英矿中的红柱石、水铝石和铁等杂质。结果表明，采用反浮选法可

去除粉石英中的红柱石杂质，最佳浮选条件：油酸钠作为捕收剂，其浓度为 3.3 mmol/L，磷酸氢二钠作为抑

制剂，其浓度为 4.7 mmol/L，浮选液 pH 为 8.5。采用酸浸法可去除水粉石英中的水铝石和铁杂质，最佳酸

浸条件：盐酸（浓度为 18%）与粉石英质量比为 3∶1，在 60 ℃酸浸 30 min 后，再在室温酸浸 8 h。经过反

浮选和酸浸处理后，粉石英中二氧化硅含量由 80.02%上升至 98.49%，白度由 76.0%上升至 89.3%，铝含量

由 9.86 %下降至 0.26%，铁含量由 182 μg/g 下降至 56.3 μ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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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石英是一种天然的粉状石英质矿物，也是近

年来新兴的一种以 SiO2 为主要成分的非金属矿物

资源，被广泛用于陶瓷、电瓷、化工、铸造、建材

等多领域。目前，粉石英的提纯方法有磁选[1-2]、浮

选[3-4]、酸浸[5-7]、微生物浸出[8]，络合[9-10]等方法。

根据粉石英所含杂质的特点，选择提纯工艺以提高

二氧化硅纯度是材料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1 实 验 

1.1 单矿物浮选试验 

所用的天然粉石英为贵州源泉矿产有限公

司的原料；红柱石精矿来自河南省宇星物资有限

公司，其纯度大于 95%；高纯粉石英来自广西省

联众矿业有限公司，其纯度为 99.99%；其他试剂

均为分析纯。 

浮选试验在 XFG 型挂槽浮选机上进行，主

轴转速为 1860 r/min。浮选试验时，调浆 1 min

后，加入一定浓度的捕收剂，搅拌 3 min，再调

节 pH 值，搅拌 1 min 后开始浮选刮泡，浮选时

间为 5 min。浮选结束后，将泡沫产品和槽内产

品分别过滤、烘干、称重，以计算其浮选回收率： 

R=(m0－m1)/ m0×100% 

式中：R-回收率； m0-浮选前样品的质量(g)； m1-

浮选后槽内样品的质量(g)。 

1.2 结构与形貌分析 

采用 X 射线衍射仪（XRD）测试样品的晶体

结构。测试在 D/Max-2200 型衍射仪上进行，采

用 Cu 靶 Kα谱线，λ=0.15406 nm。 

采用日本电子公司生产的 JSM-6490LV 型扫

描仪对样品的形貌进行分析，其工作电压 15 kV。 

1.3 成分分析 

采用美国电子公司生产的 NORAN System 

Six 型能谱仪对样品中的元素进行半定量分析；

采用 JY/T 015-1996 感耦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

仪对粉石英原料进行元素定量分析；采用重量法

对粉石英中二氧化硅含量进行测定。 

1.4 白度测定 

采用型号为 WSB-2 的白度仪在室温下对粉

末状样品的白度进行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粉石英原料的分析 

贵州粉石英外观呈灰白色，是一种以二氧化

硅为主要组分的粉末状矿物。粉石英的 w(SiO2)

为 80.02%，白度为 76.0%，其杂质含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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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粉石英原料中杂质的化学成分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impurities in raw materials 

原料产地 w(Al)/% 
wB/ (μg/g) 

Ba Fe K Mn P Na Ni Sr 

贵州 9.86 2.45 182 36.5 2.39 1.56 19.87 0.23 0.18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原料中主要杂质为 Al、

Fe，其他杂质的含量相对较低。Al 含量高可能是

因为原料中含铝矿物，而杂质 Fe 主要以铁的化

合物形式存在。粉石英原料的 XRD 分析结果见

图 1。 

 

图 1  粉石英原料的 XRD 图谱 

Fig. 1. XRD pattern of powder quartz from Guizhou 

Province, China. 

由图 1 可以看出，粉石英的主要成分为 SiO2，

还含有少量的水铝石和红柱石。水铝石的化学式

为 Al2O3·H2O；红柱石的分子式为 Al2SiO5。图 2

为粉石英原料的 SEM 背反射图。粉石英颗粒呈

多角型，颗粒内无明显包裹物，但颗粒表面见有

很多小碎片，颗粒边缘或间隙之间存在明显的杂

质附着。图中粉石英颗粒表面出现的浅色小碎

片，与颗粒之间有色差，初步断定其为杂质颗粒。 

 

图 2  贵州粉石英扫描电镜背反射图像 

Fig. 2.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back reflection image 

of powder quartz from Guizhou Province, China. 

对图 2 中产生色差的区域进行 X 射线能谱分

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可以看出，图 2 中浅色 1

处 w(Fe)达到 69.23%，为铁的氧化物；区域 2 中

的 w(Al)达到 14.59%，含有铝的矿物；区域 3 的

w(Al)为 12.03%，这与 ICP 的分析结果接近，图

中 2 区域基本为原料元素的平均含量。 

表 2  贵州粉石英中元素的质量分数（wB/%） 

Table 2. Weight percentage of elements in powder quartz 

from Guizhou Province, China 

区域 O Al Si K Fe 

1 18.78 4.01 7.98 0.00 69.23 

2 47.64 14.59 34.48 3.29 0.00 

3 51.65 12.03 34.43 0.98 0.00 

2.2 浮选法去除红柱石 

根据粉石英所含杂质的特点，采用反浮选法

去除杂质红柱石，采用酸浸法去除杂质水铝石和

铁杂质。 

2.2.1 浮选液pH值对红柱石和粉石英浮选的影响 

由于矿物在酸性或中性条件下与油酸钠作

用很弱，不易产生泡沫，故选择在碱性环境下对

矿物进行浮选。图 3 给出了油酸钠作捕收剂时，

不同 pH 值浮选液对红柱石与粉石英的浮选行为

影响。 

 

图 3 油酸钠为捕收剂，红柱石与粉石英的浮选 

回收率与 pH 值的关系 

Fig. 3. Recovery of andalusite and powder quartz as a 

function of pH using sodium ol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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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知，当油酸钠浓度为 3.3 mmol/L，

pH 值为 8～10 的碱性范围内，红柱石的浮选回收

率先随 pH 值增大而增大，pH 为 8.5 时，红柱石

回收率达到最大值，为 71.3%，而后随 pH 值增

大回收率迅速减小，当 pH 为 9.5 时，浮选回收率

只有 9.18%。 

对粉石英而言，在整个 pH 值浮选范围内，

其回收率随 pH 值增大变化趋势与红柱石类似。

在 pH 为 8.0～8.5 的范围内，粉石英回收率变化

不明显；当 pH 为 8.5 时，粉石英回收率达到最大

值，为 32.0%，而 pH 值大于 8.5，粉石英的回收

率随 pH 值增大急剧减小；当 pH 值为 9.5 时，粉

石英浮选回收率为 0.72%，很难起浮。在浮选液

pH 值为 8.5 时，红柱石与粉石英的浮选回收率差

值最大，达到 39.3%。 

2.2.2 捕收剂油酸钠浓度对浮选回收率的影响 

以油酸钠作捕收剂，浮选液 pH 值为 8.5 时，

不同捕收剂浓度条件下红柱石与粉石英的浮选

行为见图 4。 

随着捕收剂浓度的增加，红柱石的回收率先

上升后下降。当油酸钠浓度为 3.3 mmol/L 时，红

柱石的浮选回收率达到最大值，为 71.28%；而后

随捕收剂浓度的增加，红柱石的回收率反而呈下

降趋势。当浓度为 10 mmol/L 时，其回收率仅为

23.46%。 

 

图 4  pH=8.5 时，油酸钠浓度对矿物回收率的影响 

Fig. 4. Influence of concentration of sodium oleate on 

recovery of mineral at pH=8.5. 

对于粉石英而言，其回收率也是随着捕收剂

浓度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当油酸钠的浓度为

2×10-3mol/L 时，其回收率为 34.49%，达到最大

值；而后回收率随捕收剂浓度的增加而降低，油

酸钠浓度达到 10 mmol/L 时，粉石英基本不能起

浮。当油酸钠浓度为 5 mmol/L，红柱石与粉石英

浮选回收率差达到最大，为 47.55%，但红柱石的

浮选回收率仅有 59.03%，红柱石浮出较少；而红

柱石回收率最高时，油酸钠的浓度为 3.3 mmol/L，

但 2 种矿物回收率差仅为 38.58%。综合以上 2 点

因素，确定油酸钠的浓度为 3.3 mmol/L、pH=8.5

为 2 种矿物的浮选分离条件，并且需要加入一定

的抑制剂对粉石英进行选择性抑制，提高 2 种矿

物回收率的差值，从而达到 2 种矿物的分离。 

2.2.3 抑制剂对矿物浮选回收率的影响 

一般对石英起抑制作用的有柠檬酸、硅酸盐

和磷酸盐，因此，本实验在油酸钠的浓度为 3.3 

mmol/L，pH=8.5 条件下，分别选用柠檬酸、硅

酸钠和磷酸二氢钠作为石英的抑制剂进行浮选

回收试验。 

在矿浆中加入柠檬酸作为抑制剂时，柠檬酸

的浓度对红柱石与粉石英浮选回收率的影响，如

图 5 所示。随着柠檬酸浓度的增加，粉石英的回

收率降低较明显，由 30%降低到 15%；与粉石英

相比，红柱石的浮选回收率减小的幅度小。在实

验柠檬酸浓度范围内，当浓度为 1.39 mmol/L 时，

红柱石与粉石英的浮选回收率差值最大，为

43.54%。 

 

图 5 柠檬酸浓度对矿物回收率的影响 

Fig. 5. Influence of concentration of citric acid on 

recovery of mineral. 

由于矿浆中通常会存在一些微量金属离子，

如 Fe3+和 Al3+，它们在酸性、中性和弱碱性介质

中都能活化石英，从而使红柱石和粉石英浮选分

离困难。柠檬酸对 Fe3+和 Al3+活化石英有一定的

抑制作用，而对红柱石抑制作用很弱，是浮选分

离红柱石和粉石英选择性抑制剂。柠檬酸抑制粉

石英的主要机理是柠檬酸在红柱石表面化学作

用很弱，对红柱石的抑制作用很小，但对 Fe3+和

Al3+活化的粉石英有抑制作用[11]，它主要是促使

吸附在石英表面的 Fe3+和 Al3+离子溶解，降低阴

离子捕收剂油酸钠的吸附活性点，从而降低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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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的浮选回收率。 

硅酸钠作为抑制剂时，其浓度对红柱石与粉

石英浮选回收率的影响，见图 6。 

 

图 6 硅酸钠浓度对浮选回收率的影响 

Fig. 6. Influence of concentration of Na2SiO3 on 

recovery of mineral. 

由图 6 可知，随着硅酸钠浓度的增加，红柱

石与粉石英的回收率基本呈下降的趋势，即硅酸

钠对红柱石与粉石英均有抑制作用，但与红柱石

相比，硅酸钠对粉石英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当

硅酸钠浓度大于 2.7 mmol/L 时，红柱石与粉石英

的浮选回收率差最大，为 42.94%。 

在矿浆中加入不同浓度的磷酸氢二钠作为

抑制剂对红柱石与粉石英浮选回收率的影响，如

图 7 所示。 

 

图 7 磷酸氢二钠浓度对浮选回收率的影响 

Fig. 7. Influence of concentration of Na2HPO4 on 

recovery of mineral. 

由图 7 可知，随着磷酸氢二钠浓度的增加，

红柱石与粉石英的浮选回收率均有不同程度的

降低。红柱石浮选回收率下降不明显，而粉石英

的回收率下降较为明显。当抑制剂浓度为 4.7 

mmol/L 时，这两种矿物的浮选回收率差最大，为

50.44%。 

综上所述，磷酸氢二钠对红柱石的抑制作用

不大，但对粉石英的抑制效果显著，可以实现红

柱石与粉石英有效地分离，从而达到两者浮选分

离的目的。因此，选择油酸钠作捕收剂时，磷酸

氢二钠也是红柱石与粉石英浮选时的一种良好

的抑制剂，其最佳浓度为 4.7 mmol/L。 

2.3 酸浸法去除水铝石及铁的氧化物 

根据文献[12]，采用盐酸作为酸化剂最佳。

酸浸温度为 60 ℃、盐酸浓度为 18%，盐酸与两

次浮选后的粉石英液固比为 3:1，在 60 ℃恒温水

浴中保温一定时间后，在常温下静置 8 h 的条件

下，研究不同保温时间对粉石英提纯效果的影

响，结果如表 3 所示。从表 3 中可以看出，粉石

英的纯度随着保温时间的延长而上升。当加热时

间为 30 min 时，粉石英中的二氧化硅含量和白度

分别为 98.49%、89.3%。继续延长保温时间，粉

石英的纯度和白度增加不明显。由于随着保温时

间的延长，盐酸挥发也越来越多，故保温时间以

30 min 为宜。 

表 3 酸浸时间对粉石英性能的影响 

Table 3. Influence of acid leaching time on performance 

of powder quartz 

酸浸时间/min w(SiO2)/% 白度/%     

20 97.82 86.5 

30 98.49 89.3 

40 98.52 89.3 

60 98.53 89.3 

80 98.56 89.3 

 

以最佳条件酸浸，即盐酸与浮选后的粉石英

液固比为 3∶1，盐酸浓度为 18%，酸浸温度为

60℃，保温时间为 30min 后，在常温下静置 8h，

将粉石英进行洗涤，烘干，进行 XRD 分析，分

析结果如图 8 所示。 

由图 8 可知，酸浸过后，图谱中未出现水铝

石、红柱石的特征峰，说明经过浮选酸浸后，贵

州粉石英中的水铝石、红柱石被去除。对酸浸后

的粉石英纯度和白度进行测定，二氧化硅质量分

数为 98.49%，白度分别为 89.3%。 

对处理后的粉石英样品进行元素分析，结果

见表 4。从表 1 和表 4 对比可知，经处理后的粉

石英中铝质量分数下降明显，从 9.86%下降至

0.26%，其他杂质元素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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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处理后粉石英的化学成分 

  Table 4.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powder quartz after flotation and acid leaching 

原料产地 w(Al)/% 
wB/ (μg/g) 

Ba Fe K Mn P Na Ni Sr 

贵州 0.26 0.23 56.3 1.86 1.68 1.04 5.65 0.07 0.11 

 

   
a-粉石英原料; b-浮选酸浸后的粉石英 

图 8 酸浸后贵州粉石英的 XRD 图谱 

Fig. 8. XRD pattern of powder quartz from Guizhou 

Province, China with acid leaching. 

3 结 论 

（1）贵州粉石英原料中二氧化硅质量分数

为 80.02%，白度为 76.0%，含有红柱石、水铝石

和少量的铁的氧化物。 

（2）采用反浮选法去除粉石英中的红柱石，

最佳浮选条件：以油酸钠为捕收剂，浓度为 3.3 

mmol/L，浮选液 pH 为 8.5，抑制剂为磷酸氢二

钠，浓度为 4.7 mmol/L；采用酸浸法去除水铝石

与铁的氧化物，最佳酸浸条件：盐酸与浮选后的

粉石英液固比为 3∶1，盐酸浓度为 18%，酸浸

温度为 60 ℃，保温时间为 30 min 后，在常温下

静置 8 h。经过反浮选和酸浸后，粉石英中二氧

化硅含量上升至 98.49%，白度上升至 89.3%。 

参 考 文 献： 

[1] 张福存, 李小静, 周岳远, 等. 石英砂精制试验研究[J]. 非金属矿, 2003, 26(2): 45-47. 

[2] 赵洪力, 郑世阳, 张万庆, 等. 强磁选机用于石英砂除铁效果的比较[J]. 非金属矿, 2005, 28(3): 39-41. 

[3] Mowla D, Karimi G, Ostadnezhad K. Removal of hematite from silica sand ore by reverse flotation technique [J].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2007, 58(3): 419-423. 

[4] 闫勇, 赵长峰, 等. 石英与钠长石浮选分离的研究[J]. 矿物学报, 2009, 29(2): 196-200. 

[5] 周永恒. 高纯度石英的酸浸实验研究[J]. 矿物岩石, 2005, 25(3): 23-26. 

[6] 张嫦, 周小菊. 微细硅微粉的混酸法纯化条件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4, 30(6): 721-723. 

[7] Emmanuel, Ebben T M. Method of purifying quartz sand [P]. United States Patent: 4804422, 1989. 

[8] Smith R W, Misra M, Dubel J. Mineral bioprocessing and the future [J]. Minerals Engineering, 1991, 4(7-11): 1127-1141. 

[9] 郑翠红, 孙颜刚, 等. 石英砂提纯方法研究[J]. 中国非金属矿工业导刊, 2008, (5): 16-18. 

[10] 维格里奥. 用草酸浸出法除铁以生产高纯石英砂的研究[J]. 国外金属矿选矿, 2001, 38(6): 33-35. 

[11] 邓海波, 朱海玲, 等. 抑制剂对红柱石和石英浮选分离的影响研究[J]. 化工矿物与加工, 2011, (6): 14-16. 

[12] 闫勇, 姜政志, 等. 石英粉提纯工艺研究[J]. 非金属矿, 2008, 31(5): 14-15. 



 

12 矿   物   学   报 2014 年 

 

Study on Purification and Whitening of Natural Powder Quartz 

TAN Jie, ZHOU Hai-ling, WANG Min, ZHU Bo-qing, GAO Xiao-qian, ZHENG Cui-ho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02, China)  

Abstract：Reverse flotation and acid leaching technology were attempted to purify natural powder quartz containing impurities 

of andalusite, diaspore and iron oxi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ndalusite impurity can be removed effectively by reverse 

flotation method, and the optimum reverse flotation conditions are as follows: 3.310-3 mol/L sodium oleate as collecting agent, 

4.710-3 mol/L disodium hydrogen phosphate as inhibitor, and pH value of 8.5. Also the acid leaching method is effective for 

removal of the diaspore and iron oxide impurities. The optimum acid leaching process is as follows: the quartz powder is added 

into 18% hydrochloric acid, whose mass ratio is 3∶1, then keep the mixture at 60 ℃ for 0.5 h, and at room temperature for 8 

h. After the reverse flotation and acid leaching process, SiO2 content in the powder quartz increases from 80.02% to 98.49%, 

and the content of the Al impurity decreases from 9.86% to 0.26%, and the content of the Fe impurity decreases from 182 μg/g 

to 56.3 μg/g . Its whiteness was measured to increase from 76.0% to 89.3%. 

Key words：powder quartz; reverse flotation; acid leaching; white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