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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某长石矿石除铁增白选矿试验

张鑫1 张凌燕1’2 洪微1 刘 新1
(1．武汉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2．矿物资源加工与环境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湖北武汉430070)

摘要山东某长石矿石属高含铁量长石矿石，铁赋存于铁矿物、云母、黄铁矿及一些含铁碱金属硅酸盐中。为

了从该矿石获得陶瓷工业用高品级钾长石原料，对其开展了除铁增白选矿试验研究。试验根据矿石性质，采用磨

矿按20 txm脱泥高梯度磁选脱除礅|生铁 乙黄药浮选脱除黄铁矿十二胺+煤油浮选脱除云母zL一1浮选脱

除含铁碱金属硅酸盐工艺流程，经系统的条件试验，最终获得了产率为76．24％、A1：O，回收率为80．31％的长石精矿，

其A1，O。含量为16．05％、K，O+Na，O含量为12．50％、Fe，O。含量为0．09％、白度为67．26％，达到陶瓷行业用钾长石

精矿一级品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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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ral Processing Experiment on Iron Removal and Whitening of Feldspar Ore in Shandong

Zhang Xinl Zhang Lingyanl·2 Hong Weil Liu Xinl

(1．School可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Fuhan Unwe"ity可Technology，Fuhan 430070，China；

2．Hubei Key LaboratoU可Mineral Resourees Processing and Environment，F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A feldspar ore in Shandong province belongs to high—Fe feldspar ore，and ferrmn mainly exists in form of iron

minerals，mica，pyrite，and Fe—bearing alkali metal silicate．Experiments of iron renloval and whitening were carried out in or—

der to obtain high grade potassimn feldspar as raw material for ceramic industry-．Based on the ore property-．the experiment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grinding，desliming at 20 txm，nmgnetie iron renloval by high gradient nmgnetie separation，

pyrite renloval by flotation using ethyl xanthate as collector，nfice removal by flotation using laury-1 anfine+kerosene as collec—

for，iron content alkali metal silicate removal by flotation using ZL一1 as collector．Through the experiment，feldspar concentrate

with yield of 76．24％，A1203 recovery-of 80．31％，A1203，K20+Na20，Fe203，content of 16．05％，12．50％，0．09％，white—

ness of 67．26％is achieved respectively．which can reach the“rst—grade K—feldspar quality-standards for ceramic industry-．

Keywords High—Fe feldspar ore，Iron removal and whitening，Deslinfing，High gradient nmgnetie separation，Flotation

长石属典型架状结构碱金属铝硅酸盐矿物，化学

性质稳定、耐酸性好。在陶瓷工业中，长石主要用作

坯体配料、釉料。经高温熔融后，长石可在坯体中形

成黏稠的玻璃熔体，并提供陶瓷所需K，O、Na，O，从

而促使瓷坯迅速降温，减少能耗¨。。此外，高温加工

后形成的长石熔融体饱和分布于各晶体颗粒之问，可

以增强坯体致密度，降低孔隙率。含铁杂质的含量直

接决定陶瓷用长石原料的工业品级。长石矿石中的

铁主要赋存在云母、铁矿物、黄铁矿、含铁碱金属硅酸

盐(如电气石、角闪石、石榴子石等)中，采用铁介质

磨矿过程中也会带入部分机械铁，这些含铁杂质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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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脱泥、磁选、浮选等技术手段脱除怛J。此外，应用

于陶瓷领域的长石除需保证致色杂质铁、钛含量较低

外，当矿石原料中含有较多碳酸盐类脉石矿物时，也

必须进行脱除，以免在陶瓷高温烧结过程中，碳酸盐

分解使陶瓷表面产生气孔，影响制品的质量口引。

山东某长石矿石含铁矿物含量较高而碳酸盐矿

物含量较低，本试验根据矿石性质进行除铁增白选矿

试验研究，目标是获得高品级的陶瓷工业用长石精

矿，为该矿石的高附加值利用提供依据。

1试样性质
XRD分析和显微镜观察结果表明，矿石中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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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物为微斜长石、正长石和钠长石，主要杂质矿物

为石英、云母、赤铁矿、褐铁矿、磁铁矿、黄铁矿及一些

含铁碱金属硅酸盐，此外还有少量碳酸盐矿物和含钛

矿物。矿样的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见表1。在光学

显微镜下采用线测法M o测定矿物含量，结果见表2。

表1原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Table 1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of the raw ore ％

矿物警警石英云母警蟹鼹其他们 佃 q 例 用l州佃

含量48 30 12 2．5 1 4．5 1 1

从表2可以看出，矿石中的主要杂质为含铁矿

物，碳酸盐矿物和含钛矿物含量均较低，因此选矿的

主要任务是除铁。

2试验流程
针对矿样的性质，拟采用图1所示的磨矿一脱

泥一高梯度磁选一浮选流程对其进行除铁增白。试

验过程中采用GKF—V型多元素分析仪和YQ—Z一

48A型白度仪测定精矿产物的Fe：0，含量和煅烧白

度以确定合适的工艺条件。煅烧白度测定用样品的

的制备方法为：将待测精矿产物研细，用压片机压制

出厚约0．4 Cnl片样，在SX2—8—16型马弗炉中于

1 220 oC下恒温煅烧20 min。

』l立
]石矿
脱泥

细泥
高梯度磁选

十稀盐酸 l壁丝星蔓
)|(乙黄药
)|(松醇油

黄铁矿浮选

牛硫酸 l董堡笙星芏．
)|(十二胺+煤油

云母浮选
E=================一

半硫酸 l墨墨星蔓 ．

水ZL-1

术松醇油

含铁硅酸盐浮选

l含铁硅酸盐尾矿

精矿

图1试验流程

Fig．1 Experiment flow-sheet

总尾矿

3试验结果与讨论
3．1磨矿试验

在XMB一70型三辊四筒棒磨机上进行磨矿试

验，磨筒容积为2．0 L，以根数比为16：12：10的+16

nlnl×146 nlnl、,512 nlIll×146 nlnl、,58 nlnl×146 nlnl钢

棒为介质，每次给矿量为250 g，磨矿浓度为50％。

改变磨矿时问分别为5、6、8、10、12 rain，磨矿产品中

一0．074 nlnl粒级含量的变化如图2所示。

冰
咖

智
{
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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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矿时I司／rain

图2磨矿曲线

Fig．2 Grain size curve at different grinding time

在显微镜下观察不同时问磨矿产品中矿物的单

体解离情况，初步选取磨矿时问为8 min，相应的磨矿

细度为一0．074 nlnl占62．75％。

3．2脱泥粒度的确定

磨矿过程中易产生细泥，细泥的存在会恶化浮选

过程并导致药剂耗量增大，因此需要通过脱泥来消除

细泥对浮选的不利影响。此外，铁介质磨矿产生的机

械铁杂质也多在细泥中富集，脱泥可简单有效地将其

除去。脱泥粒度过细达不到脱泥效果，过粗则会加大

长石的流失，因而脱泥粒度的选择至关重要∞o。为

确定适宜的脱泥粒度，对细度为一0．074 nlnl占

62．75％的磨矿产品进行了粒度分析，结果如表3所

不。

表3磨矿产品粒度分析结果

Table 3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grinding products

从表3可以看出，粒度级别越小，Fe：0，含量越

高，特别是粒度级别小于30¨m时，Fe：0，的富集尤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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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明显。但若脱去一30¨m粒级，产率损失将达到近

20％，且+20¨m粒级中铁质的脱除通过高梯度磁

选、浮选也可以实现，因而选定脱泥粒度为20¨m。

3．3高梯度磁选试验

将原矿磨至一0．074 nllll占62．75％，采用沉降

法按20¨m脱泥后，在磁介质为咖3 nlnl钢棒的SLon

一100周期式脉动高梯度磁选机上进行高梯度磁选，

以除去磁性铁矿物和剩余的机械铁杂质。试验中固

定磁选机脉动冲次为400 r／rain、脉动冲程为30 nlnl、

给矿浓度为10％，着重考察了磁感应强度和矿浆流

速对除铁效果的影响。

3．3．1磁感应强度试验

暂取矿浆流速为0．9 Cln／S，依次调整磁感应强

度为0．7、0．8、0．9、1．0、1．1、1．2 T进行高梯度磁选，

试验结果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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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感应强厦，T

图3磁感应强度试验结果

Fig．3 Test result at different magnetic induction intensity

▲Fe203含量；v煅烧白度

图3表明，磁感应强度越高，对磁性矿物的去除

越有利，但当磁感应强度超过1．0 T后，精矿Fe：0，

含量的下降幅度和精矿煅烧白度的提高幅度均十分

有限，因而选定磁感应强度为1．0 T。

3．3．2矿浆流速试验

使磁感应强度为1．0 T，依次调整矿浆流速为

0．8、0．9、1．0、1．1、1．2 cnl／s进行高梯度磁选，试验结

果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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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矿浆流速试验结果

Fig．4 Test result at different pulp flow rate

▲Fe203含量；丫煅烧白度

根据图4，选择矿浆流速为1．1 Cnl／S。此时所得

高梯度磁选精矿的产率为85．72％(对原矿)、Fe：0，

．76．

含量为0．58％、煅烧白度为40．02％。

3．4浮选试验

高梯度磁选精矿中尚残留有非磁性的含铁矿物

黄铁矿、云母、电气石、角闪石等，导致其Fe，0，含量

仍高达0．58％，同时煅烧白度仅为40．02％，故须通

过浮选将这些非磁性含铁矿物除去。其中黄铁矿可

在pH=5～6条件下采用黄药类捕收剂浮出，云母可

在pH=3～4条件下采用胺类阳离子捕收剂浮出，含

铁碱金属硅酸盐电气石、角闪石等可在pH=4～5条

件下采用石油磺酸盐类捕收剂浮出_粤J。

3．4．1黄铁矿浮选试验

由于黄铁矿极易氧化，且强酸性环境易破坏其可

浮性，因而其浮选优先进行。所采用的调整剂为稀盐

酸(浓度10％)，捕收剂为乙黄药，起泡剂为松醇油。

之所以采用稀盐酸而不采用硫酸作为黄铁矿浮选的

调整剂，是因为稀盐酸除调节矿浆环境外，还可溶解

矿样中的少量碳酸盐矿物。

在稀盐酸调pH=5．5、松醇油用量为20 g／t固定

条件下，改变乙黄药用量依次为80、120、160、200、

240、280 g／t(药剂用量均对原矿计，下同)进行黄铁

矿的浮选，试验结果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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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黄铁矿浮选乙黄药用量试验结果

Fig．5 Test result on dosage of ethyl

xanthate for pyrite flotation

▲Fe203含量；丫煅烧白度

由图5可知，适宜的乙黄药用量为160 g／t，进一

步增加乙黄药用量，对铁的脱除和精矿煅烧白度的提

升效果微弱。该乙黄药用量下，精矿的产率为

83．07％(对原矿)，Fe，0，含量降为0．44％，煅烧白度

提升至48．26％。

3．4．2云母浮选试验

在酸性矿浆中，胺类捕收剂可较好地实现云母与

长石的浮选分离。但考虑到胺类捕收剂价格昂贵，故

本试验将十二胺与煤油组成复配捕收剂进行云母的

浮选。

3．4．2．1复配捕收剂配比试验

用硫酸调矿浆pH=3．5，固定复配捕收剂用量为

120 g／t，改变复配捕收剂中十二胺与煤油的质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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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1：2、1：1、2：1、3：1、4：1、5：1、1：0进行云母的

浮选，试验结果如图6所示。

堡o．24
删
抽
S 0．16

曩o．08
0

l：2 l：l 2：l 3：l 4：l ，：l l：U

十二胺与煤油质量比

图6云母浮选复配捕收剂配比试验结果

Fig．6 Test result for proportion of compound

collector for mica flotation

■Fe203含量；口煅烧白度

由图6可以看出，十二胺与煤油的质量比达到

3：1时，已可获得良好的除云母效果，再继续增加十二

胺比例，除云母效果基本保持不变，因此确定复配捕

收剂中十二胺与煤油的配比为3：1。

3．4．2．2复配捕收剂用量试验

用硫酸调矿浆pH=3．5，固定复配捕收剂中十二

胺与煤油的配比为3：1，改变复配捕收剂总用量依次

为40、60、80、100、120、160 g／t进行云母的浮选，试验

结果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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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云母浮选复配捕收剂用量试验结果

Fig．7 Test result on dosage of compound

collector for mica flotation

▲Fe203含量；丫煅烧白度

根据图7，选择复配捕收剂总用量为80 g／t，即十

二胺60 g／t、煤油20∥t，此时精矿的产率为77．47％

(对原矿)、Fe，O。含量为0．21％、煅烧白度为

57．01％。

3．4．3含铁碱金属硅酸盐浮选试验

含铁碱金属硅酸盐矿物的浮选采用改性石油磺

酸盐ZL一1作为捕收剂。

用硫酸调矿浆pH=4，固定松醇油用量为20 g／t

进行ZL一1用量试验，结果见图8。

图8表明，适宜的ZL一1用量为800 g／t，此时精

矿的产率为76．24％(对原矿)、Fe：O，降低至

0．09％，煅烧白度提高至6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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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含铁碱金属硅酸盐浮选ZL一1用量试验结果

Fig．8 Test result on dosage of ZL-1 for

iron-bearing alkali metal silicate

▲Fe203含量；丫一煅烧白度

3．5磨矿细度校核试验

将原矿依次磨至一0．074 nlnl占44．10％、

55．73％、62．75％、71．30％、78．36％(相应磨矿时问

依次为5、6、8、10、12 min)，分别在上述已确定的脱

泥、高梯度磁选和浮选条件下进行全流程试验，结果

如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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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磨矿细度校核试验结果

Fig．9 Checking test results of grinding fineness

▲Fe203含量；丫一煅烧白度

图9显示，随着磨矿产品粒度变细，选别效果逐

步得到优化，但磨矿细度达到一0．074 nlnl占

62．75％时精矿的Fe，O，含量和煅烧白度已达到较理

想状态，再提高磨矿细度，精矿的Fe：O，含量和煅烧

白度变化已不明显，由此证明先前选取磨矿细度为

一0．074 nlnl占62．75％是合适的。

3．6精矿指标

通过以上试验，选定的分选条件为：磨矿细度

一0．074 nlnl占62．75％，脱泥粒度一20¨m，高梯度

磁选时脉动冲次400 r／rain、脉动冲程30 H1H1、给矿浓

度10％、磁感应强度1．0 T、矿浆流速1．1 Cnl／S，黄铁

矿浮选时稀盐酸调pH=5．5、乙黄药用量160 g／t、松

醇油用量20 g／t，云母浮选时硫酸调pH=3．5、十二

胺+煤油用量60+20 g／t，含铁碱金属硅酸盐浮选时

硫酸调pH=4、ZL一1用量800∥t、松醇油用量20∥

t。在此条件下，所得全流程试验结果如表4所示，精

矿的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见表5。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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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全流程试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the fuII flow tests ％

产品 产率器 舍镰煅烧白度口口JⅡL叫HX竿

精矿 76．24 16．05 80．31 67．26

细泥 11．16

磁性尾矿 3．12

黄铁矿尾矿 2．65

云母尾矿 5．60

含铁硅酸盐尾矿 1．23

总尾矿 23．76 12．63 19．69

原矿 100．00 15．24 100．00

表5精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Table 5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concentrate％

成分 Na20 K20 A1203 Si02 Fe203 S03

含量 3．57 8．93 16．05 70．89 0．09 0．05

成分 MgO CaO Ti02 P205 C1 烧失

含量0．02 0．13 0．01 0．02 0．01 0．19

由表5可知，最终精矿A1，0，含量为16．05％、

Si02含量为70．89％、K20+Na20含量为12．50％、

Fe：O，含量为0．09％、白度为67．26％，达到了陶瓷行

业用钾长石精矿一级品的质量标准口⋯。

4 结 论

(1)针对山东某高铁长石矿石，磨矿后脱去一20

¨m细泥，然后通过高梯度磁选除去磁性铁矿物和夹

杂机械铁，再分别采用乙黄药、十二胺+煤油、改性石

油磺酸盐ZL一1浮选脱除黄铁矿、云母、含铁碱金属

硅酸盐矿物，可达到较好的除铁增白效果。

(2)经磨矿一脱泥一高梯度磁选一浮选，试验所

得长石精矿的产率为76．24％、A1：0，回收率为

80．31％，产品质量达到陶瓷行业用钾长石精矿一级

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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