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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石是地壳中分布最广的造岩矿物之一。我国优质长石矿床较少，多数为中

低品位矿床。通过选矿提纯试验可以提高长石品级，满足陶瓷、玻璃工业对长

石的质量要求，达到长石资源综合回收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试验矿样来

自辽宁营口，工艺矿物学研究表明矿石组分复杂。脉石矿物中包含方解石、电

气石、云母等矿物。通过合理的浮选药剂制度可以有效地去除方解石、云母脉

石矿物。论文根据矿样性质，进行磨矿、脱泥、磁选等试验工艺参数和低温反

浮方解石药剂选择。

试样化学多元素分析表明Si0270．41％、A120316．13％、K207．90％和

Na202．45％，KzO、NazO二者合计10．35％，其它化学组分为Ca00．99％、Fe203

0．38％；长石矿物的主要为条纹长石、钠长石、斜长石与微斜长石，脉石矿物

有石英、方解石、电气石、云母等。铁杂质存在于褐铁矿与云母中，钙主要富

集在方解石里。

通过磨矿细度试验，确定适宜的磨矿细度为．0．074mm60．32％，脱泥粒级确定

为．30I．tm；磁选条件确定矿浆流速O．80cm／s，场强1．0T，磁选机脉动强度300r／min；

磁选精矿Fe203去除率约为44％。

在pH值为碱性条件下进行低温反浮方解石试验。通过对油酸进行复配增效

试验，选择十二烷基硫酸钠为乳化剂。确定乳化剂与油酸比例为1：9，非极性油

柴油为捕收剂用量的20％，超声振动时间为200s，调整剂Na2C03用量约为

20009／t，pH值为8．5左右，捕收剂用量为12009／t的适宜药剂制度，所得精矿产

率为63．73％，CaO含量<0．30％，Fe203在O．2％左右的较好指标。

为进一步降低Fe203含量，提高长石精矿品级，进行反浮云母条件试验。试

验选择十二胺盐酸盐+柴油作为捕收剂，调整剂H2S04用量为30009／t，pH=3．5，

药剂用量为1009／t的药剂制度。

经过全流程试验，所得长石精矿中NazO+K20=11．08％、Fe203=0．13％、

CaO=0．25％，精矿指标达到了长石在釉料、陶瓷白胚和平板玻璃等方面应用的一

级质量标准。

通过Zeta电位测试表明，方解石的零点电在9-9．5之间，长石零电点在3～3．5

之间。在增效油酸溶液中，方解石与长石电动电位均降低，说明药剂在二者表



面均存在吸附。在碱性条件下，增效油酸对方解石的捕收性能要优于长石。红

外光谱测试表明增效油酸在方解石表面为化学吸附，十二胺盐酸盐阳离子捕收

剂在云母表面的吸附为静电吸附即物理吸附。

关键词：钾长石，增效剂，低温浮选，电动电位，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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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ldspar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tributed rock forming minerals m the cmst·

High quality feldspar ore deposits are rare in our country，most of血ose ore d印osns

are low grade．The grades of feldspar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mineral s印a豫：tion趾d

叫jfication to satisfy the standards of the删埘requirements in ceramlcs觚d 91弱s

indu鲫，co厕龇gt0 the comprehensive recycl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eldSpar resources．The feldspar research samples derived from Liao nmg proVmce·

Process础leralogy researches show that the ore samples contain complex ore

components．Calcite、Tourmaline、Mica
and other minerals are included m扯le

gaIlgues．Through the reasonable reagents system，flotation Can e骶ctively remoVe

calcite and mica．According to the properties of the potash feldspar，也e mam

teclmological process of this passage were determined as griIl血g，desllmmg，

magnetic separation a11d t11e reagent of Callcite．
．

The cheIIlical aIlalyses of feldspar samples showed that the content of SiOz 1s

70．41％by wei出，、枷le A120316．13％、K207．90％、Na／02．45％、CaOO．99％and

Fe，030．38％by wei出respectively．The total percent content of K20 and Na20

reaches 10．3 5％．nle main minerals of feldspar comprise stripe feldspar、sodium

feldspar、 plagioclase and microcline，as the main gangue minerals include 舭、
calcite、to咖aline、mica、etc．Iron-containing impurities exists in limonite and mlca

and calcium mainly enriched in calcite·
．．

Bv grinding fineness test，the paper determined the appropriate倒mg tlmmss

is．0．074I衄60．32％and desliming gradation is-30lxm．The conditions of magnetlc

separation selected the pulp flow velocity at 0．8cm／s，the field strength 1．0T and

magnetic sep删or pulsating speed 300r／min．About 44％Fe203 remoVal rate c狃be

achieved by magnetic separation
．

111e noa眦ion test of calcite is carried out under datively low temperature m

alkaline ore pulp．Compound
oleic acid test selected the sodium dodecyl SU。lfate as the

emulsifier．O恤r exeperiments conditons are comfirmed as following：eraulsl脓to

oleic acid ratio；1：9，diesel oil dosage，20％of collector；ultrasonic vibration time，200s；

Na2C03 dosage，20009／t；pH value=8．5；the collector dosage，12009／t·The noatation

product contaills CaO less than 0．30％and Fe203 around 0．20％，with a 63·73％

lIl



production rate of feldspar contrate．

In order to further reduce the content of Fe203 and improve the concentrate grade

of feldspar，the experiment of floatation of mica was carded out．The test selected

compoundent of dodecylamine hydrochloride and diesel oil as collector．The H2804

dosage is about 30009／t(pH=3．5、and the dosage of collector is l OOg／t．

After a series of condition experiments，the fmal feldspar concentrates Call be

obtained、析th the content of total iron O．1 3％．calcium oxide 0．25％and the summary

of Na20 and K201 1．08％．The index of final concentrate reached the feldspar quality

standards of firm grade used in glaze，white blank of ceramic and flat glass．

Zeta potential measurement showed that PZC(Point of Zero Charge)of feldspar

is between 3 and 3．5，while the PZC ofcalcite is between 9 and 9．5．In synergistic oleic

acid solution，the PZC of calcite and feldspar are lower than before．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agents are adsorped in both the feldspar and calcite surface．Under alkaline

conditions，the collecting performance of oleic acid in the surface of calcite is superior

than feldspar．The infrared spectra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dsorption of synergistic

oleic acid in the surface of calcite is chemisorption and the adsorption of the cationic

collector dodecylamine hydrochloride in the surface of the mica is through electrosta-

tic adsorption named physical adsorption as well．

Key words：potassium feldspar，potentiating agent，low temperature flotation，zeta

potential，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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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长石概况

1．1．1资源概况

第一章文献综述

长石是地壳中分布最广的造岩矿物之一，约占地壳总矿物含量的一半，分别

分布于岩浆岩(60％)、变质岩(30％)及沉积岩(10％)中【¨。伟晶岩是长石存

在的主要岩体形式，通常与石英共同赋存于花岗岩顶部。根据美国调查机构公

布的结果，全球约有10亿吨长石资源储量，主要分布在北美、欧洲、东亚等地

区【2】o在我国，钾长石矿储量较大，主要分布于西北地区、皖、川、晋等各省区，

分布范围宽广。目前我国探明的钾长石大矿床达60个，矿床中矿物富含氧化钾

的达59个，这些矿床中K20赋存含量平均约为11．63％；储量约为79．14亿t，

按K20平均含量折算可被利用的K20约为9．20亿tpJ。我国长石主要分布于岩

浆岩、变质岩、沉积岩三种岩石中，其比例分别为60％，30％，10％，长石矿用

作工业原料的前提是矿物有一定程度的富集【4，5‘。地球上长石纯矿物极少，多分

布在各种岩石中，常与石英、金红石等氧化矿物，云母、霞石、角闪石等硅酸

盐矿物，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共生，铁杂质存在于黑云母、角闪石、金红石等

矿物中【6】。

1．1．2长石结构及类别

长石是一类含有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离子的铝硅酸盐矿物。地壳中，长石组

成形式有三类。一是碱性长石类，由含碱金属离子长石类质同象形成，矿物的

赋存形式有正长石、微斜长石、透长石、冰长石及歪长石；二是斜长石类，由

钠、钙长石矿物在一定温度下混熔形成，代表性矿物包括钠长石、更长石、中

长石、钙长石等；三是钡长石类，其赋存形式有钡长石、副钡长石、钡钠长石
竺【7】寸。

钾长石是一种含铝硅酸盐矿物，化学式为K[AISi308]，矿物种类有透长石、

正长石、微斜长石，理论上含氧化钾16．90％，二氧化硅64．70％，氧化铝18．40％。

天然钾长石的杂质以石英或氧化铁为主，氧化钠和氧化钙次之[8】。常含两类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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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碱性长石类即Or-Ab系列，斜长石类即Ab．An系列。部分种类和性质见表

1．1、1．2。

表卜1碱性长石形式及属性[4,91

表卜2斜长石形式及属性【4，6】

四面体骨架是长石晶体中的基本结构单元，每个四面体骨架均由四个氧原子

围绕一个硅原子或铝原子构成，且每两个相邻四面体共用一个氧原子，连接成

三维的架状结构，而各骨架之间存在的空隙，则由大半径的碱或碱土金属阳离

子填充，在单斜晶系长石中以8配位，而在三斜晶系中以9配位。长石几种常

见的形态如图1．1【1 01，几种常见的双晶如图1．2所示㈣。

图1-1长石的几种形态

从左至右：板状和柱状正长石、透长石、肖钠长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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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固
▲ 五

够移
d t

图1-2长石中几种常见的双晶

1．1．3长石矿床类型

根据长石的岩石成矿原斟11】，矿床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成矿方式表现为伟晶岩型矿床，是最主要的成因类型，长石矿集中在

伟晶岩的长石块体带或分异单一的长石伟晶岩中，其围岩多为片麻岩，主要经

沉积变质作用形成，或者为混合岩化片麻岩。花岗岩体、基性岩体或其接触带

上也可以形成长石矿脉。

第二类矿床为岩浆岩型，在酸性、中酸性及碱性岩浆岩中产出，其中以碱

性岩为主，主要矿床包括霞石正长岩和霞石正长斑岩，次要矿床还有花岗岩、

白岗岩矿床以及正长岩、石英正长岩矿床等。

矿床的工业类型【l 2J

一般地，长石矿床按矿石组成可分为四类：碱金属离子长石、斜长石、碱

土长石及条纹长石。目前，工业中开采的比较广泛的是伟晶岩型矿床，同时少

数风化花岗岩、细晶岩、热液蚀变矿床及长石质砂矿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利用。

按分类标准：矿床的岩石成因、矿脉赋存形式及矿石的矿物组分情况，我国长

石矿床成因类型见表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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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长石的特性及用途

1．2．1长石性质

长石作为地球上分布最为广泛的造岩矿物之一，其广泛的被应用于陶瓷、玻

璃、研磨材料、钾肥和造纸等工业中。

长石密度在2．569／cm3-2．769／cm3之间；性脆，抗压强度较高，莫氏硬度介于

6-6．5之间；化学稳定性较强，耐酸性好；长石具有玻璃光泽，颜色各种各样，

钾长石颜色多为肉红色，也有灰、白及褐色。钠长石为白、灰及浅黄色，钙长

石为白色或浅灰色；长石晶形呈短柱状和厚板状；有解离{001}和{010}，单斜晶

系夹角呈900，三斜晶系夹角接近900；具有较低的折射率(1．514～1．588)和双

折射率(0．005～0．013)h6，¨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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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长石用途

(1)长石在玻璃中的应用

在玻璃工业中，长石的消耗量为其总用量的60％。长石因A1203含量高且比

A1203易熔而被广泛应用于玻璃工业，长石中的A1203在玻璃中起析晶作用，还

可以提高玻璃机械强度和抗化学腐蚀能力，是普通玻璃不可缺少的化学组分，

而长石中的钾、钠可以部分代替价格昂贵的碳酸钾和纯碱用量，从而带来整个

配合料成本的下斟14,15,161。一般地，普通玻璃配合料用钾长石或钠长石，浮法玻

璃常采用钾长石为原料【l 7|。

(2)长石在陶瓷中的应用

在陶瓷工业中，长石原料需求量约为总用量的30％，主要用作陶瓷胚体配料、

釉料及搪瓷中。

长石在陶瓷坯料中作熔剂，在釉料中是形成玻璃相的主要成分，长石矿物是

几种长石的共熔物，生产中的长石没有固定熔点，只能在一个不太严格的温度

范围内逐渐软化熔融。经过高温形成的长石熔融体是一种玻璃熔体，比较粘稠。

陶瓷坯料中Na20、K20等氧化物主要来源于该熔融体，能使瓷坯在短时间内温

度下降迅速，对陶瓷的制作有利，降低陶瓷在烧制过程中的能耗。

长石在高温下熔融后形成熔体，该熔体可以将高岭土部分分解产物熔解，同

时还能与石英颗粒混熔，而熔体中的A1203和Si02在液相中相互作用，促进石

英晶体的形成和长大，改善坯体的机械强度和提高熔体化学稳定性。

经过高温后的长石熔融体，能饱和的分布于各晶颗粒中间，可以增强陶瓷坯

体致密度，降低其空隙率。作为玻璃基质瓷的主要组成部分，长石熔融体混入

其中之后能增加玻璃的透明度，改善瓷坯的机械强度和电气性能。长石作为瘠

性原料，在生坯中还可以缩短坯体干燥时间，减少坯体的干燥收缩和变形等【18】。

长石釉料：釉是附在陶瓷坯体表面上的一种玻璃与晶体的连续粘接层。主要

由长石、石英和粘土矿物组成。

(3)长石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我国钾长石资源丰富，K20含量高的可作为KEC03、KES04等其他含钾化合

物的原料【19】。指标为K20>_9％、Na20为1‰3％、A1203为15％左右、MgO+CaO
<2％【4J。另外，长石还可以作为填充材料大量应用于塑料工业、涂料工业、造

纸、耐火材料、磨具产品原料等方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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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长石选矿方法

目前国内长石选矿提纯的主要工艺流程一般都是“破碎．磨矿．磁选．浮选”，

只是根据不同长石矿物杂质含量和脉石矿物嵌布特性，还有手选、脱泥、分级

等作业。

1．3．1矿石破碎与磨矿

破碎和磨矿主要是通过机械外力使矿物颗粒粒度减小的过程，使目的矿物与

脉石矿物达到单体解离的目的。长石粗碎一般采用颚式破碎机，而在中、细碎

设备和磨矿工艺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细碎与磨矿设备主要有：辊式破

碎机，反击式破碎机、锤式破碎机、冲击式破碎机、塔磨机、振动磨、柱磨机
竺【2】寸O

长石磨矿有干法与湿法两种，相比干法磨矿湿法效果更好，也更经济，不会

有“过磨”的产生。磨矿介质也分两种铁质与非铁质的介质，非铁质磨矿介质

虽然在磨矿过程中不会引入铁质污染，但是磨矿效率低且粒度不均匀，能耗较

大，精矿指标不稳定，无法实现工艺的连续生产。铁质介质磨矿机即使会引入

铁质污染，但是通过磁选可以除去这部分铁质对矿石的组分的影响；因此工业

上一般都采用铁介质磨矿设备。

张凌燕，潘力【20J等采用了“湿式棒磨机．弱磁．高梯度磁选．浮选”对山东某钾

钠长石矿进行提纯，使Fe203含量由原矿的0．34％降至0．12％。

1。3．2脱泥与擦洗

对于砂质类和受风化作用的长石，擦洗作业十分重要。擦洗可以降低矿石中

的泥质类有害组分。擦洗可以提高氧化钾和氧化钠含量，适当降低氧化铁含量。

擦洗一般采用振动筛(一般在选厂)或洗矿槽，它是利用粘土、细泥、云母等

粒度细小或沉降速度小，在水流作用下与粗粒长石分开【21J。常用的设备一般有

擦洗机、磨矿机和搅拌桶等。

脱泥作业主要是根据细泥在沉降中的速度特点，将其脱除，降低矿物中氧化

铁含量。脱泥粒度的选择在脱离作业中十分必要，否则会造成K20、Na20的流

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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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磁选

我国长石资源丰富，但是达到工业应用的优质原料较少。大部分矿物组分复

杂，都含有磁铁矿、赤铁矿、金红石、白云母等脉石矿物，还有的含有黄铁矿、

电气石等。这些脉石矿物多数都含有磁性，在外加磁场条件下，通过磁选一般

可以除去，降低铁、钛等杂质含量。

长石中铁矿物、云母等为弱磁性矿物，一般通过强磁选设备分选效果较好。

目前国内长石除杂的磁选设备主要有：永磁辊式强磁选机、永磁筒式中强磁场

磁选机、湿式平环强磁选机和高梯度强磁选机等[211。

根据稀土永磁排斥磁极的理论制造而成的永磁辊式强磁选机，它的内部是由

永磁铁和软铁圆盘依次组合构成，该设备辊筒表面磁场最高可达2．0T。此设备

适合弱磁性矿物的干式分选，近几年成为长石干式除铁的主要设备，其特点是

分选效果好、运行费用低、操作方便，但受到物料粒度下限(一般为120目)

的限制【221。该设备先后在安徽光明长石矿、四川乐山长石矿和山东威海长石矿

中得到应用。结果表明在原矿粒度为120目～2mm、含铁O．5％～0．8％时，设备可

得到含铁0．1 50／'o,,．0．3％的长石矿【2引。

永磁筒式中强磁选机大多数是在弱磁场永磁筒式磁选机的基础上将永磁材

料换成钕铁硼而制成，矿石处理区磁场强度一般在O．3T-0．8T。该设备有干式和

湿式2种，有马鞍山矿山院的ZC(NCT)系列、长沙矿冶院的DPMS系列、广州

有色的ZCT筒式磁选机。这类设备的特点是干湿均可、运行成本低，由于磁场

偏低，较难获得高档长石产品12引。

作为目前各个矿厂普遍采用的湿式平环强磁选机，它主要是通过电能激发磁

场来进行矿物除杂，其工作磁场强度在1．2～1．7T之间。四川德昌入料粒度小于l

毫米的长石矿经长沙矿冶院研制的Shp磁选机磁选，试验表明：经过一次磁选，

作业产物含铁量<O．2％。该设备的优点是入选粒级范围较宽，生产能力大1211。

高梯度强磁选机是目前微细粒矿物提纯最有效的设备，其背景场强可达到

2．0T(国外可达5．0T)，可对．0．045mm的长石提纯。长沙矿冶院采用CRIMM型

高梯度磁选机对湖南平江长石矿进行选矿提纯，原矿经一次磁选，可使Fe203

含量由0．2％降至0．05％【25|。安徽明光长石矿采用赣州有色金属研究所研制的

Slon立环脉动高梯度磁选机进行选矿提纯，原矿经一次磁选，可使Fe203含量由

O．6％降至O．3％以下【2酬。采用高梯度磁选机去除含铁矿物是生产高质量长石产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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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效方法，但设备能耗投入较高。

1．3．4浮选

①含钙碳酸盐低温浮选

通过浮选可以去除长石中所含有的方解石等脉石矿物，试验中一般用脂肪酸

及其皂类等药剂来浮选方解石。

油酸作为浮选药剂是应用最为广泛的高级脂肪酸。油酸为只含有一个双键的

不饱和脂肪酸，也称十八烯酸，是天然动植物油脂中一种脂肪酸，化学式为

C18H3402。纯度较高的油酸基本上是无色无味的油状液滴，而各选厂采用的油酸

则呈黄色，在空气中易被氧化呈棕色【2 71。

油酸类捕收剂溶解度小、分散性差、常需加温浮选。国内外进行了大量的工

作，如将油酸卤代，磺酸化、醚化、硝基化，环氧乙烷加成，或改用多元酸及

其相关的两性捕收剂等【281。另一方面，就是通过乳化口9】或在脂肪酸类捕收剂中

加入少量其它种类的表面活性剂产生协同效应，提高捕收性能。增效作用：将

一定量的增效剂添加到脂肪酸类捕收剂中，增效剂能够促进和改善捕收剂的物

理化学性质，产生协同效应，这种因乳化剂的加入而使捕收剂性能优于单一捕

组分的作用称为增效作用，而增效剂刚好能改变矿浆性质，有益于药剂浮选性

能的增强。

周强【30】等研究表明，阴离子型增效剂中含单一磺酸基团的增效剂浮选增效作

用比含复杂磺酸基团的增效剂更显著，另外具有单一硫酸基团的增效剂浮选增

效效果比含有复杂硫酸基团的增效剂要好。直链结构的疏水基团比支链结构疏

水基团对增效剂增效作用的贡献要大。在各类表面活性剂中，单一亲水基团比

复杂亲水基团具有更优越的性能，这说明乳化剂与捕收剂相互作用的结构相似

效应。由于增效剂与捕收剂的复配乳化作用，不仅表现在乳化剂促使油酸分子

的微乳液化及增溶分散，还表现在增效剂促使油酸分子在萤石矿物表面的增敏

吸附【”】。极性基团的多元化，增强了乳化剂的亲水性，减小了增效剂与油酸分

子在矿物颗粒．溶液及溶液相共胶束化的增溶增敏作用，会对增效剂的浮选乳化

作用产生不利作用。

目前，为提高油酸的耐低温和溶解性，一般采取油酸改性或者复配药剂。

油酸简单改性的工艺简单，操作方便，常见有卤代、磺酸化和硫酸化三种；

复杂改性有醚化、羟肟化或引入其它官能团与原子(如氮原子)得到两性捕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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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12¨。

油酸复配是指同类性质药剂的组合使用。有时候药剂单独使用效果不太理

想，但是当按一定比例与其它药剂混合使用时，却能得到较好的选别效果。油

酸的增效剂主要有阴离子与非离子增效剂两大类。捕收剂与表面活性剂的混合

使用，不仅可以增强药剂在低温(5。C左右)下的捕收能力，也能改善药剂在常

温下的浮选性能。

常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主要包括烷基类磺酸盐、硫酸盐和苯磺酸盐等。这些

药剂来源广泛，价格低，增效效果好。从工业应用和经济角度来考虑，简单阴

离子型乳化剂在工业上具有广泛的利用前途。常见非离子型增效剂，以聚氧乙

烯醚类化合物为主，有Tween80和NP4【2 7|。

张一敏【32】教授研制的GY-2捕收剂用于低温浮选河北某萤石矿，研究表明

GY-2在矿浆温度6．5℃．15℃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捕收性能。在温度为10。C时，GY-2

捕收剂所获得的指标(CaF298．34％，回收率85．61％)达到了油酸在浮选温度35℃

的指标(Ca_V298．28％周收率84．50％)。
赵瑞琴，龚焕高【33】在5。C条件下，采用乳化油酸作为捕收剂浮选辽宁某萤石

矿，通过一粗四精闭路流程，所得试验结果CaF297．64％，回收率80．06％与油酸

在28。C下CaF297．57％，回收率81．90％基本一致。试验说明当矿浆温度低于15℃

时，油酸作为捕收剂浮选效果恶化，而乳化油酸在矿浆中分散性能较好，能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药剂的水溶性和捕收能力。

徐玉琴，许红球，卢寿粼34j以表面活性剂对脂肪酸类捕收剂增效机理的研究

为基础，针对增效油酸在萤石矿低温(5。C～10℃)浮选工艺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进行了系统的试验研究，采用增效剂为T7卟T5卟S724、S72l和C724、C721，进

行萤石纯矿物试验，结果表明选出的T700、C724、S724增效剂对油酸具有较强的

增效作用，可以显著提高油酸在低温(5℃～10。C)条件下，对萤石的捕收性能，

降低油酸用量。在温度为10℃、．0．074mm约为60％、pH=8～9、一粗五精，粗

精矿再磨条件下，选用3％油酸用量的T700与油酸混合使用可得到含CaF298．75％，

回收率82．64％的萤石精矿指标。

汤亚飞等瞄副用WS-01低温下浮选贵州息烽胶磷矿和黄麦岭磷矿，通过工艺

条件的研究，获得了WS．01最佳浮选性能。WS．01是由石油产品加工而制成的

一种药剂。

刘安，刘丽芬等【36】用对棉油皂进行复配改性得到的捕收剂TMG。2，以水玻

璃抑制硅酸盐矿物，分散矿浆，经过一粗一精一扫的流程，在矿浆温度10。C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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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品位为30．38％，回收率95．25％的较好磷精矿。

张央，李冬莲∥7】采用自制的磷矿浮选捕收剂SDS在低温(13～15。C)下，获

得磷精矿品味为30．40％，回收率81．36％的良好指标，与加温试验精矿品位

30．55％，回收率82．37％相差不大，说明该药剂耐低温性好，受温度影响不大。

张凌燕，洪礼等【38】通过“一粗七精”，在碱性条件(pH=9．0)粗选，在弱酸

性(pH=6．O)条件下精选的流程，选用YSB．2为捕收剂和增效剂十二烷基苯磺

酸钠，5℃开路条件下浮选内蒙古某石英型细粒嵌布萤石，获得CaF2品位97．70％，

回收率67．77％的二级萤石精矿。15℃闭路浮选可获得CaF298．34％，回收率87．42％

的优质萤石精矿。

邓建勋，朱晔桢，胡凤英等【39J以油酸为捕收剂，十二烷基硫酸钠、十二烷基

磺酸钠为增效剂，配以适量的柴油和超声波处理，进行萤石低温浮选试验。选

用十二烷基硫酸钠与油酸混合使用，外加超声波处理，获得萤石精矿品位为

CaF298．40％，回收率85．30％的良好指标。

罗廉明，刘鑫等Ⅲ悃碱炼油脂的下脚料酸化提纯后再酰基化，混合制成的稠

状棕色熔融物WHL．P4作为磷矿碳酸盐低温浮选捕收剂，在10℃时精矿品位

29．26％，回收率93．21％，与常温时的指标从差别不大。说明WHL．P4耐低温性

好，使用时可不加热。

袁金凤【41】在油酸中添加适量乳化剂制成AOS药剂，浮选青海格尔木萤石矿。

试验结果表明，低温(5℃～9℃)浮选与加温浮选所获得萤石精矿质量相近，都

为制酸级萤石。说明AOS药剂在低温条件下分散性良好，选择性强，低温节耗。

高兰儒【42】以油酸为原料研制的ES捕收剂，在低温下易分散，流动性好。于

10℃下进行浮选条件试验，萤石矿取自湖北随州、内蒙古两地，所得精矿各项

指标较好。

吕振福，印万忠【431和李少元，张高民Ⅲ】等通过大量试验研制出了能有效抑制

方解石矿物浮选的抑制剂，能使萤石与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有效的分离，获得

高品级萤石精矿。

黄冲，吕士魁【45】采用机械式乳化机对油酸进行乳化，用乳化油酸浮选磨矿细

度为．0．074mm65％的安徽某地萤石矿，取得了较好的精矿指标，表明油酸通过乳

化改善了在矿浆中的分散性，提高了油酸的捕收性能；并将该乳化法用于工业

化生产，浮选石英．萤石型萤石矿，磨矿细度．0．074mm60％，采用一粗、一扫、

五精的工艺流程，获得了CaFz．>_97．O％，Si02S1．0％的酸级萤石精粉。

D．W．富尔斯特瑙等【46】以棕榈酸为脂肪酸代表，研究了棕榈酸．萤石之间的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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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性能，通过采用不同的试验技术对棕榈酸在萤石浮选中的捕收行为作了较深

入的考察，棕榈酸与形成的钙盐边界区域影响了萤石的可浮性和润湿性。当在

萤石表面形成棕榈酸钙沉淀时不会对浮选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沉淀产生在矿浆

中时就会对萤石的浮选产生抑制作用。

②含铁矿物的浮选

黄铁矿、云母和电气石、角闪石等硅酸盐矿物中所赋存的铁，是长石矿物中

铁杂质的主要来源。通常在pH=2．5～3．5条件下，采用胺类阳离子捕收剂可以有

效浮选云母；pH=3~4条件下，采用磺酸盐类捕收剂，可以对含铁碱金属硅酸盐

矿物进行浮选；在pH=5～6条件下，采用黄药类捕收剂可以有效浮选黄铁矿等硫

化矿【47，4引。

③含钛矿物的浮选

长石矿中的含钛矿物主要赋存在金红石中，少量赋存在榍石中。在pH=4-6

的酸性条件下，采用脂肪酸类捕收剂可以对金红石进行浮选，在pH=2．5条件下，

采用石油磺酸盐或脂肪伯胺乙酸盐浮选金红石【48，49】。可以用烷基羟肟酸钠在

pH=3,-,4时，以氟硅酸钠作抑制剂浮选金红石。还可以选用苯乙烯膦酸与辛醇混

合使用作为捕收剂，抑制剂氟硅酸钠，在pH=4．5条件下对金红石进行浮选【5们。

④长石与石英分离

长石与石英的的结构都是架状构造，零电点相近，分离较困难。二者的浮选

分离经历了氢氟酸法【51,521(又称有氟有酸法)、无氟有酸法【53,54】、和无氟无酸法

【551。由于HF为剧毒试JUt561，众多研究者都将重点转向无氟分离方案。

酸性浮长石法【571

该法是在强酸，一般用硫酸，pH=2～3的条件下，用阴阳离子混合捕收剂优

先浮选长石。根据K．H．拉奥等的研究表明【58j：在这一pH条件下，石英处在其

零电点附近，而比长石零电点pH=1．5高，此时长石表面带负电荷，石英表面不

带电。在长石颗粒负电荷区，胺类阳离子先吸附于其表面，提供了与阴离子形

成络合物的质点，二者相互作用吸附在长石颗粒表面。能实现浮选的关键是，

在此pH值下，二者表面所带电荷有差异，因而胺类捕收剂会选择性的吸附在长

石表面上，而不会在石英表面吸附，使长石矿物疏水上浮。有人【59】指出，阴阳

离子混合捕收剂使长石疏水性增强，因为在此条件下，长石表面A13+对阴离子捕

收剂存在特性吸附，又有因为破碎形成的正电荷空洞，因而又会产生对阳离子

捕收剂吸附，多种不同方式的吸附，使长石可浮性优于石英。

中性浮长石法【57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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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分选是在中性矿浆溶液中，用阴阳离子混合捕收剂，外加抑制剂分离长石

与石英。其浮选机理为【60】：中性介质中，二者颗粒表面均带负电，但有研究指

出，阴离子捕收剂(油酸根离子)在这两种矿物颗粒上都有吸附产生。而附着

形式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荷负电的石英颗粒却含有部分与其整体电性相反的

区域，由于产生了氢键和静电作用，使颗粒表面吸附了少量的阴离子。长石则

不同，有三种吸附形式：静电吸附、氢键或分子力、Al”化学吸附，以离子化学

吸附占优。表面吸附的油酸根离子可作为阴离子活性质点去与胺类阳离子吸附，

使胺类阳离子牢固吸附在长石表面，提高其疏水性。这一分离方法最重要的是

要选择适宜的抑制剂，能够将吸附在石英颗粒表面上的油酸根阴离子解离下来，

还能阻碍胺类与石英的吸附，不影响长石的吸附特性。

碱性浮长石法15 7J

据报道【611，在高碱性介质条件下(pH=ll～12)以碱土金属离子为活化剂，

以烷基磺酸盐为捕收剂，优先浮选石英。实现石英与长石的分离。研究指出：

在碱性条件下，矿浆溶液中形成的中性络合物作用明显，它是由金属阳离子与

烷基磺酸盐共同反应产生的。磺酸盐离子在溶液中具有一定活性，能与中性生

成物相互作用产生胶束现象，共同在矿粒表面附着，降低石英亲水性能。

上述有关石英与长石分离的工艺中，只有酸性法在工业上应用较为广泛，如

陈雯，曹佳宏等【62】采用无氟少酸法，阴阳离子混合捕收剂浮选分离长石与石英，

将石英砂Si02含量从86％提高到97％以上，Fe203含量为0．065％的指标。

A．Vidvadhar【63】等采用阴阳离子药剂混合，在酸性条件下选用优先浮选工艺浮长

石，使长石．石英得以分选。尽管有氟浮长石或无氟有酸法最为成熟，但是还还

是无法实现长石与石英高效分离而不会产生污染【64,65]。中性与碱性法在工业上还

不是很成熟，仅局限于实验室。这就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去关注石英与长石中性

法，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改进，实现中性法的产业化。

随着资源贫、细、杂趋势的日益加剧，优质长石矿资源的日趋殆尽，大量的

中低品位长石矿亟待开发。只有通过不断地改进试验工艺技术，研发新的选矿

设备，研制出更高效、选择性更好、低污染甚至无污染的浮选药剂，实现长石

贫矿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长石的资源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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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长石质量标准

长石质量标准的确定主要是根据其化学组分和用途而定，比如产品粒度大

小，均匀性等。由于世界长石市场的规模化，长石的不断开采，使得长石产品

有很多不同的标准【66|。国内对长石产品还没有制定统一的标准，工业中一般主

要以Fe203含量来衡量长石产品质量好坏，长石一般质量标准见表1．4。在玻璃、

陶瓷和钾肥工业中，对长石产品其他指标也有明确的规定，具体要求见表1．5、

1-6、1-7、1．8。研磨材料对钾长石的质量标准见表1-9。

表1-4长石产品一般质量标准

表1-5陶瓷工业对钾长石的质量要求[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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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试验研究内容及目的意义

1．5．1试验研究内容

试验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工艺矿物学研究：原矿化学多元素分析、XRD矿物组分鉴定、各矿物

定量分析，长石矿物与主要脉石矿物的嵌布关系、赋存形态。为确定适宜的选

矿工艺提供重要的依据。

(2)选矿试验研究：磨矿细度试验、脱泥粒度选择、磁选条件试验(矿浆

流速、场强、磁选机脉动转速)、低温反浮方解石捕收剂探索试验包括药剂种类、

用量、乳化剂用量、柴油用量、超声波乳化时间等条件。胺类阳离子浮选云母

药剂选择、用量等条件试验。通过一系列条件试验，确定最佳的选矿工艺和合

理的药剂制度，从而实现长石低温反浮方解石，降低产物杂质含量，提高长石

品级。

(3)机理研究：矿物Zeta电位测试，了解矿物的浮选行为。方解石与油酸

的作用机理，云母与胺类阳离子捕收剂的作用机理；红外光谱分析捕收剂在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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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表面的吸附形式，分析药剂对浮选的影响因素。

1．5．2试验目的及意义

作为与日常生活制品联系较紧的一类矿石，长石的提纯与工艺的优化推动了

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我国多数为中低品位长石矿床，优质长石矿储量有限，脉

石矿物赋存形式多样，杂质含量比较复杂。对于含有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的长

石，一般是选用高级脂肪酸及其皂类作为浮选捕收剂，而高级脂肪酸类药剂如

油酸等在常温下粘度大，分散性差，消耗量大，精矿质量不稳定，影响浮选效

果；因此多数选矿厂采用加温浮选工艺，由于加温浮选能耗量大，使许多小型

选厂投资增加。分散性差是影响油酸低温浮选的主要问题，限制了油酸的有效

利用，所以考虑对油酸进行乳化或预先分散，再将其与表面活性剂按一定的比

例进行复配使用，改善油酸在低温矿浆中的分散性能，增强其捕收性能，提高

油酸利用率。

随着资源贫、细、杂趋势日益严重，大量优质矿床开发殆尽，我国中低品位

长石矿床的开采与资源的综合回收利用，显得十分重要。陶瓷、玻璃、肥料等

工业对长石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对长石品质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必须通过

系统的选矿试验来对长石贫矿进行开发与研究，对不同产地、成矿类型、脉石

赋存复杂程度的矿石进行大量的探索性研究，为长石矿的选别提纯，生产高品

级长石精矿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际指导。积极研发和制备低温选择性好、

捕收能力强的浮选新药剂，来满足和适应长石工业的快速发展要求。

试验用原矿样脉石矿物含量复杂，Fe203、CaO指标均较大，为了提高长石

品级需对其进行一系列的选矿工艺试验研究，确定合适的工艺流程，降低长石

中的FeE03、CaO含量，试验包括探索油酸复配药剂种类，确定增效剂与油酸的

复配比例，柴油用量，增效油酸超声波处理时间，油酸用量等条件。选择增效

油酸作为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浮选捕收剂，增强药剂在低温下反浮方解石的捕

收能力，提高药剂利用率，降低长石选矿厂的能源消耗投资，达到节能减排的

目的，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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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试验药剂与分析方法

2．1矿石来源与制备

研究矿石为钾钠长石矿产自辽宁营口，矿块呈浅灰色、致密块状、硬度较大。

试样破碎、缩分制备流程见图2．1。

原矿

XRD 化学 物相 试样
分析 分析 分析 各样

图2-1试样制备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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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试验设备与药剂

试验研究所用主要设备见表2．1。试验与分析用药剂见表2—2。

表2-1试验主要使用设备一览表

17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样品熔剂 一

铁试剂 ～

盐酸HCl 分析纯

硫脲H2NCSNH2分析纯

硼酸H3803 分析纯

氟化胺 NH4F 分析纯

二胺替比林甲烷 C23H24N40z'H20

草酸 H2C204 优级纯

钼酸钠 Na2M004·2H20分析纯

硫酸亚铁铵(NH4)2S04·FeS04．6H20

抗坏血酸 C6H806分析纯

偶氮氯膦．1 C16H11ClN2NaOllPS2"3H20

菲罗啉 C12H8N2H20 分析纯

过氧化氢 H202 分析纯

醋酸钠

无水乙醇

CH3COONa分析纯

C2H60 分析纯

湘潭湘仪仪器有限公司

湘潭湘仪仪器有限公司

中平能化集团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

司试剂厂

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东大化工有限公司试剂厂

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化工厂

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化学试剂四厂

广东台山市化工厂有限公司

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化工厂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化工厂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广东光华化学厂有限公司

天津博迪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碳酸钠(分析纯)

工业油酸

硫酸(分析纯)

椰油胺盐酸盐

十二胺盐酸盐

十八胺盐酸盐

十二烷基磺酸钠(分析纯)

十二烷基硫酸钠(分析纯)

柴油

天津市博迪化工有限公司

市售

实验室配制

实验室配制

实验室配制

天津市博迪化工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市售

PH调整剂

阴离子捕收剂

PH调整剂

阳离子捕收剂

阳离子捕收剂

阳离子捕收剂

阴离子捕收剂

阴离子捕收剂

与油酸、胺类配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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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表征方法

2．3．1 X射线衍射分析

X射线也叫伦琴射线，它同Y射线、紫外线、可见光和红外线一样，都属于

电磁波。X射线的波长只有0．001～lOnm，用于晶体分析的X射线，其波长介于

0．05,4)．25nm之间。为了测定矿石物相组成和晶体结构，多采用X射线衍射法

(X．ray di缶actionJ简写为XRD)[67】。

物质对X射线的散射主要是电子与X射线相互作用的结果。物质中的核外

电子有两大类：束缚不紧的和束缚较紧的电子，二者受到X射线作用后会形成

两种散射效应：相干散射与非相干散射。非相干散射不能产生干涉效应，不能

参与晶体对X射线的衍射，会在衍射图上增加背底，影响衍射精度16引。

相干散射：核内电子由于受到X射线照射，发生能量转移，电子因受迫振动

产生新的波源，形成散射波向周围辐射能量。相干散射是由具有振动方向、频

率相同和相对恒定相位差的辐射波相互干涉而形成的。原来入射的光子由于能

量消失，而随之消失扣81。

大量原子散射波相互干涉形成不同的衍射花样，通过衍射花样的分析，可以

测定物质内部的原子分布或晶体结构。

2．3．2显微镜观察

自然界中的天然矿物与人造矿物有其独特的的化学组成、晶体结构，一定的

形态和物理性质，是组成岩石、矿石及工艺产品的基础。从简单的肉眼分析到

现代化的仪器鉴定，显微镜鉴定仍然是最基本的技术手段。其优点在于仪器设

备简单、分辨力强、定量分析可靠性强、操作方便。

在可见光中，矿物可分为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三大类，非金属矿物绝大部

分为透明矿物。在矿物鉴定过程中，偏光显微镜研究法应用最广泛。样品要求

磨制成厚度约为309m的薄片。在偏光显微镜下观察矿物的各种光学性质，从而

达到鉴定矿物的种类、研究分析矿物的结构及工艺加工特征的目的。对于不透

明或透明度低的矿物，则需要将矿样制成光片在反光显微镜下进行鉴定【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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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红外光谱分析

红外光谱源于分子振动，是由分子振动的能级跃迁引起的，为分子的振动光

谱。分子的振动光谱与其他光谱一样，都是由谱带(谱线)组成的。谱带的单

位时间振动次数(位置)、强度大小和谱带形状是判断谱带的三个最基本特征。

分子振动光谱谱带出现的多少，每一谱带的频率、强度与带形，除了受试验条

件的影响外，都与分子本身的化学结构、空间几何结构、分子内的力场结构、

电子云分布状况和原子核的性质等密切相关【6引。

在研究矿物颗粒与药剂作用机理的过程中，药剂分子有其独特的吸收光谱，

当受到红外光谱照射时，分子会吸收某些特定波长，使固有的振动与能级跃迁，

在红外图谱上会出现相应药剂分子的吸收谱带。结合不同药剂分子的特有谱带，

就能判断出药剂结构中的独特官能团，从而确定与矿物颗粒作用的药剂分子16引。

2．3．4矿物表面Zeta电位测定

当颗粒在外力作用下移动时，双电层中的扩散层与固体表面斯特恩层之间有

一个滑动界面，滑动界面上的电位和溶液内部的电位差称为电动电位即Zeta电

位，常用(表示。不同矿物电动电位的差异对其可浮性影响较大。目前微电泳法、

电渗法和流动电位法在不同矿物的实际电位测定中应用广泛【7Uj。

矿物与药剂的作用效果，～般用(电位来衡量。通过<电位的测量来评价矿

物可浮性差异情况，为浮选试验的进行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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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矿石工艺矿物学研究

3．1原矿化学多元素分析

原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见表3．1。

表3—1 多元素分析结果∞(B)％

由表3．1可知，矿石的主要化学成分为S10270．41％、A120316．13％、K207．90％

和Na202．45％，K20、Na20二者合计10．35％；说明矿石中含有较高含量的长石

类矿物。其它化学组分为Ca00．99％、TFe2030．38％、M900．27％。此外Ti02仅

有0．02％，含量较低，P205为0．064％，含量很低。

原矿Na20+K20合计为10．35％、TFe203含量为0．38％、CaO含量为0．99％，

这些指标均未达到工业用长石原料质量标准，因此需要选用适宜的选矿工艺流

程降低含铁、含钙矿物含量，提高长石品级。

3．2原矿工艺矿物学特征

从矿样中选取7块具有代表性的矿块磨制成薄片，在镜下观察，进行矿石工

艺矿物学特征分析。

3．2．1肉眼特征

矿样外观呈浅灰色，致密块状构造。矿石中夹杂着石英、云母和黑色斑点状

脉石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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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镜下特征

矿石镜下观察，主要矿物为长石类矿物、石英、云母、碳酸盐类矿物和少量

电气石等。长石类矿物主要有条纹长石、微斜长石、钠长石和斜长石等，其中

以条纹长石、微斜长石和钠长石为主。

3．2．2．1目的矿物分布特征

条纹长石(照片1~4)：是具有条纹结构的碱性长石，属钾钠长石系列，由

钾长石和钠长石两部分组成。在七个薄片中特征一致，粒状一板状，粒度大，显

微镜下一般大于lmm，是矿石的主要组成矿物。条纹长石的客晶形态有条带状、

细条带状、网格状等，主晶为钾长石(正长石)，客晶为钠长石。条纹长石含量

35％左右。

钠长石：聚片双晶发育，部分长石蚀变为绢云母(照片5、6)和高岭石(照

片8)，有的含有电气石包裹体(照片7)，含量15％左右。

微斜长石(照片9、10)：具格子状双晶，粒状，一般0．26～1．6 rnrfl，网格状

长石表面较为干净，但含有石英包裹体(照片9)和白云母(照片10)。少数与

白云母、石英镶嵌，含量6．O％左右。

斜长石：呈叶片状(照片11)，棒条状(照片12)，一般大于1 turn。部分斜

长石蚀变(照片13)，蚀变后有可见环带状结构(照片14)。含量4．0％左右。

3．2．2．2脉石矿物分布特征

石英：一般为半自形一自形的粒状，颗粒较大，最大可达3．6 nlnl，最小80I．tm，

表面干净。裂理发育，石英内部有长石包裹体(照片15、16)。含量35％左右

电气石：可分为两类：浅褐色一紫褐色电气石呈长柱状(照片17)，一般

1001．tmq40I_tm，具有环带结构；黄色的电气石(照片18)。含量0．5％。

云母：片状，一般0．022．0．160 mill，最大0．4 mill(照片19、20)，含量1．0％。

方解石：不规则粒状(照片21)，部分颗粒表面蚀变(照片22}，分布于长石

颗粒周围，含量3．0％。另外还含有极少量的褐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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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片1条纹长石(P1)绢云母化。x50(+)

照片3条纹长石(P1)中包含的石英颗粒。

x50(+)

照片5钠长石(Pe)绢云母化严重，

与石英(Q)镶嵌。x50(+)

照片2条纹长石(P1)颗粒表面绢云母化，

与石英共生。x50(+)

照片4条纹长石(P1)。×50(+)

照片6钠长石(Pe)颗粒沿解理缝绢云母

化，与他形石英(Q)颗粒镶嵌。x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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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7钠长石(Pe)颗粒沿解理缝绢云母化，照片8钠长石(P1)蚀变，呈尘土状，具有

与石英镶嵌，电气石颗粒(150pm)。×50(+) 双晶结构。x50(+)

照片9格子双晶微斜长石(Mc)颗粒，

含有石英(Q)包裹体(1629m)，与
钠长石(Pe)，石英(Q)镶嵌。
x50(+)

照片10格子双晶微斜长石(Mc)，长
石颗粒表面含有白云母(M)与石英
(Q)镶嵌。×50(+)

照片11呈半平行条状分布的斜长石(A)颗 照片12斜长石(A)。×50(+)

粒，石英(Q)，电气石环带结构。x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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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3蚀变的长石(A)有双晶结构。

x50(+)

照片15条纹长石(P1)颗粒表面绢云母化，

与石英(Q)镶嵌，石英颗粒内有长石

双晶。x50(+)

照片17钠长石(Pe)颗粒中的褐色柱状

电气石包裹体∞×139pnl’119pnl'99pm)
×100(+)

照片14长石(A)颗粒边缘粘土化，石英

(Q)，电气石环带结构。x50(+)

照片16钠长石(Pe)颗粒沿解理缝绢云母化，

半自形一自形石英(Q)颗粒(1200ttm)。

x50(+)

照片18钠长石(Pe)颗粒中黄色电气石体包

裹体p)。x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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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19白云母(M)x200(．) 照20微斜长石颗粒中的白云母(M)x50(+)

照片2l片状不规则的方解石(C)。 照片22钠长石颗粒中的方解石(C)。
x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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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原矿龈D衍射分析

通过X射线衍射图谱结果，可根据不同矿物特征峰及强度差异，进行矿物物

相及半定量分析，为矿石工艺矿物学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

们
厶
U

原矿XRD图谱见图3．1。

1000

圄

5 10 15 20 25 30 35 40

Degree／20

匝 60 65 70

(o钾长石，A钠长石，M云母，Q石英，C方解石，T电气石)

图3—1原矿XRD图谱

由图3．1可知，原矿中矿物主要为钾长石、钠长石、石英、云母、电气石和

方解石。分析结果与矿样镜下观察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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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矿石粒度嵌布特征

根据线测法，统计长石粒径，得到长石的粒度特征见表3．2。

表3—2长石粒度嵌布特征

由表3．2可知，当细度为+0．830mm时，长石累积分布率可达79．06％；当细

度为+O．700mm时，可达90．18％。长石颗粒嵌布粒度为0．830mm'---0．700mm。

3．5矿物组成

根据原矿XRD图谱分析及薄片镜下观察，结合原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矿石的矿物组成情况见表3．3。

表3-3矿物组成结果

矿物
云母类(黑云母+

长石类 石英 方解石 电气石 其他矿物
绢云母)

含量／％ 60 35 3 1．0 0．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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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小结

化学分析结果表明Si0270．41％、A120316．13％、1(207．90％和Na202．45％，

I(20、Na20二者合计10．35％；而Fe203含量为0．38％、CaO含量为0．99％，杂

质含量均高于陶瓷用钾长石原料I级品质量标准。

根据原矿工艺矿物学分析及XRD结果可知，矿石中主要以条纹长石、钠长

石、斜长石、微斜长石和石英矿物为主，脉石矿物主要包含方解石、云母、电

气石和少量的褐铁矿。

目的矿物中，部分长石矿物绢云母化严重，石英和部分电气石包裹于长石矿

中。石英一般为半自形一自形的粒状，内部有长石包裹体；电气石呈长柱状和

环带结构，一般为1009m～1409m；云母呈片状分布，方解石蚀变包裹在长石颗

粒中。脉石矿物组成复杂，需通过磁选、浮选分别去除含铁组份、方解石和云

母等矿物，降低杂质含量，提高长石精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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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选矿试验研究

4．1试验工艺的确定

试验采用钢棒为介质进行磨矿，介质填充率为30％，通过“脱泥—磁选”可以

有效地降低因磨矿产生的杂质铁以及矿石中的部分含铁组分含量，原矿中方解

石含量为3％，因此考虑通过反浮选降低CaO和Fe203含量。反浮试验采用表面

活性剂对油酸进行复配，以达到提高油酸低温捕收性能的目的。进行浮选药剂

组合、比例和用量条件试验，确定合理的药剂制度。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次

浮选云母条件试验，进一步降低精矿中Fe203含量，获得较好的精矿指标，使铁

含量<0．2％。试验主要工艺流程图如图4．1。

长

原矿

图4—1试验原则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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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磨矿细度试验

4．2．1磨矿细度选择试验

磨矿细度试验是为矿石可选确定适宜的颗粒细度，是实现长石矿物与脉石矿

物有效分离的重要作业。为了确定细度随磨矿时间变化的规律，进行矿石可磨

性试验，选用XMB--70型三辊四筒棒磨机(筒容积约2．0L，介质填充率为30％)

为磨矿设备。

取5份等质量的矿石试样，每份2509，磨矿时间分别取6min、7．5min、9min、

10．5min、12min。将磨矿产物分别用0．074mm和0．045mm进行湿筛分级，湿筛

产物分为+0．074mm、．0．074mm--,+0．045mm和．0．045mm三个粒级。根据试验结

果，可以绘制磨矿时间与矿石细度曲线。

磨矿流程如图4．2，磨矿分级试验结果见表4．1，细度曲线如图4．3。

原矿

产物2

图4—2磨矿流程图

表4一l磨矿细度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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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5磨矿鼎蛐10·5 12

图4-3磨矿细度曲线

由磨矿细度曲线4．3所示，随着磨矿时间的增加，．0．074mm含量与．0．045mm

含量增幅均呈现出先增长后减小的趋势。当磨矿时间为9min时，磨矿分级试验

产物中．0．074mm含量为60．32％，．0．045mm含量为46．97％。而当磨矿时间由9min

增加至10．5rain时，一0．074mm含量与．0．045mm含量分别增加了5．61％和4．88％；

增幅较小。为了减小长石在脱泥工艺中的损失，降低矿石因过磨造成的影响，

因此确定适宜的磨矿细度为．0．074mm60．32％，磨矿时间为9min。

4．2．2细度验证试验

为确定适宜的磨矿细度，可将磨矿产物进行全流程试验，结合试验结果选择

相应的磨矿时间。试验条件：磨矿时间与细度选择试验中相同，脱泥粒级为

．309m，高梯度磁选机场强为1．OT，矿浆流速0．8cm／s，磁选机脉动强度400 r／min，

磁介质为细钢棒，浮选I捕收剂为油酸，pH调整剂为5％Na2C03，浮选II捕收

剂为十二胺盐酸盐，pH调整剂为5％H2S04。浮选各药剂用量和试验流程如图4．4，

试验结果见表4．2。

坂矿

120趴十

长石精矿 浮选尾矿n

图4-4磨矿细度验证试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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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验证试验结果

裂墨淼⋯称一Fe料203／％F⋯e203 C料aO／％C⋯aO／m
Jil

I司m
含里．，o％

F 际率7，。 际牛7 7。

6
浮选尾矿I 4-46

0．18 65．62 0．3939 71．41．966
浮选尾矿II 4．90

65．62 7l·4l

精矿 72．57

7．5 49．59

磁选尾矿 6．10

浮选尾矿I 4．81
O．1— 70．51 0．34 75．946 4U．1 ，U．)1 ．

浮选尾矿II 6．18

精矿

原矿

70．05

100．00

10．5 65．93

泥 13．75

磁选尾矿 7．39

翌警壁写1 6．1 l
0．12 80．64 0．26 83．90

浮选尾矿II 11．43

精矿

原矿

61．32

100．00

由表4．2细度验证试验结果可知，随着磨矿时间的增加，磨矿产物粒度越细，

精矿产率降低。当磨矿时间为9min时，精矿产率为67．54％， Fe203和CaO含

量分别为O．13％和0．28％，若再延长磨矿时间，精矿产率下降明显，会增加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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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能耗较大，而且Fe203、CaO指标及去除率变化不大；因此选择磨矿细度

为．0．074mm60．32％，磨矿时间为9min。

4．3脱泥试验

4．3．1原矿粒度分布

均匀选取经破碎试验备用样2009，进行分级试验，将+0．045mm粒级采用湿

筛法，．O．045mm粒级根据斯托克斯公式采用沉降分级法。原矿粒度试验分布结

果见表4．3。

表4-3原矿分级试验结果

粒级／mm 产率／％

+0．425

．0．425+0．1 50

．0．1 50+0．074

．0．074+0．045

．0．045+0．030

．0．030+0．020

．0．020+0．0 1 5

-0．015+0．010

．0．010

总计

由表4．3可知，破碎后的原矿试验备用样，经沉降分级试验，．O．074mm产

率为11．54％，说明矿石硬度较大，粒度较粗。

4．3．2原矿钙、铁分布

矿石各粒级中的钙、铁含量分布是选择适宜脱泥粒度的重要依据。由于铁质

介质磨矿机在磨矿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污染矿石，影响试验结果，试验采用瓷

球磨矿。 磨矿时间8min， 磨矿产物分为 10个粒级：

．O．005mm，+0．005mm-．0．OlOmm，+O．OlOmm一-0．01 5mm，+O．01 5mm--0．020mm，+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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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一0．030mm，+O．030mm-一0．045mm，+0．045mm--0．074mm，+0．074mm～一0．1 50m

m，+O．1 50mm-．0．425mm和+0．425mm，将+0．045mm粒级湿筛分级，一0．045mm粒

级沉降分级。分级产物进行Fe203、CaO分析，试验流程如图4．5，试验结果见

表4—4。

原矿

图4—5分级试验流程图

表4—4分级试验结果

mm

粒级／mm 含量／％ Fe203／％ Fe203分布率／％ CaO／％ CaO分布率慌
+0．425 40．75 0．34 37．46 0．76 3 1．28

—0．425+0．1 50 22．06 0．40 24．22 0．78 1 7．3 8

—0．150+0．074 8．41 0．24 5．31 0．89 7．56

-0．074+0．045 1 1．56 0．25 7．6 1 1．09 1 2．73

—0．045+0．030 7．68 0．42 8．49 1．64 1 2．72

-0．030+0．020 2．93 O．62 4．58 1．84 5．45

-0．020+0．0 1 5 2．39 O．75 4．72 1．97 4．76

-0．015+0．010 1．87 O．70 3．44 1．93 3．65

·0．0 1 0+0．005 2．20 O．69 3．89 1．90 4．22

-0．005 0．15 0．71 0．28 1．70 0．26

总计 100．00 0．38 100．00 0．99 100．00

-0．015mm累计 4．22 0．70 7．72 1．91 8．14

-0．020mm累计 6．61 0．71 12．44 1．93 12．89

·0．030mm累计 9．54 0．69 17．22 1．90 18．31

+0．015mm累计 95．78 0．36 90．74 0．95 91．91

+o．020mm累计 93．39 0．35 86．02 0．59 55．66

—二o．030mm累计 90．46 0．34 80．94 0．55 50．26
——I——-●l-_-●●I___-—-__●-_●--————l-_-————●●__————一_

由表4-4可知，一0．030mm粒级中Fe203含量为0．69％，CaO含量为1．90％：

-0．020mm粒级中Fe203含量为O．71％，CaO含量为1．93％；说明CaO、Fe20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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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细颗粒级中富集的趋势，．0．030mm产率为9．54％，而Fe203、CaO分布率分别

为17．22％和1 8．3 1％；因此可以推断方解石和铁杂质主要富集在．0．030mm粒级

中。

4．3．3确定脱泥粒级

根据原矿钙、铁分级试验结果，+0．030mm粒级中Fe203含量为0．34％、CaO

含量为0．55％；．0．030mm粒级产率仅为9．54％，含量较低，而在这一粒级中Fe203

含量却为0．69％、CaO含量为1．90％，

粒级细泥中，为避免长石随细泥流失，

响，故选择脱泥粒级为．0．030mm。

4．4磁选条件试验

说明钙、铁等杂质主要分布于．0．030mm

降低细泥中的钙、铁等杂质对原矿的影

根据原矿化学多元素分析可知Fe203含量为0．38％，而在磨矿过程中会不可

避免的混入机械铁，从而改变原矿Fe203含量，通过磁选作业可以有效除去铁杂

质，降低磨矿产物中Fe203含量。影响磁选试验结果的主要因素有矿浆流速、场

强和磁选机脉动强度。

4．4．1矿浆流速条件试验

确定转速磨矿细度．0．074mm为60．32％，磨矿时间9min，场强为1．0T，脱泥

粒级309m，脉动强度400r／min，选细钢棒为介质，改变矿浆流速进行单因素试

验，流速分别为0．6cm／s、O．8cm／s、1．00cm／s、1．20cm／s。试验流程如图4—5所示，

试验结果见表4．5。
原矿

图4-6矿浆流速试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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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5结果可知，磁选尾矿产率随矿浆流速的增大而逐渐降低，精矿中铁

的含量逐渐增加。说明矿浆流速越低，磁选除铁效果越好，除铁率越高。而当

矿浆流速过低时又会降低磁选机的单位处理能力，综合考虑磁选机处理量和精

矿产率，选择矿浆流速为0．8cm／s。

4．4．2场强条件试验

固定矿浆流速为O．8cm／s，脉动强度为400r／min，改变场强大小进行条件试

验，场强分别为O．8T、0．9T、1．OT、1．1T。其他条件同上。试验流程如图4-6所

示，试验结果见表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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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矿

图4—7场强条件试验流程图

60．32％

grn

磁场强度厂r 产品名称 产率M 精矿Fe203／％ Fe203去除率／％

由表4-6结果可知，随着场强的逐渐提高，尾矿产率不断增加，除铁效果明

显，精矿铁含量逐渐减少。当场强为1．0T时，精矿Fe203含量为0．27％，铁去

除率为44．44％，若增加场强至1．1T，精矿铁含量为0．26％，铁去除率46．84％，

说明增加场强铁含量降低不大，综合考虑铁指标及生产能耗，选择试验场强为

1．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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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脉动强度条件试验

固定矿浆流速为O．8cm／s，场强为1．0T，改变磁选机脉动转速进行条件试验，

脉动强度为100r／min、200r／min、300r／min、400r／min。其他条件同上。试验流程

如图4．8所示，试验结果见表4．7。

表4—7脉动转速条件试验结果

由表4．7试验结果可知，随着磁选机脉动强度的增大，尾矿产率逐渐增加，

精矿铁含量降低。说明增加脉动强度，延长了矿浆在磁选机中的停留时间，使

矿浆中的铁质与磁介质充分接触，除铁效率越高。而当脉动强度由300r／min增

大到400r／min时，铁含量和去除率等指标变化不大，因此确定磁选脉动强度为

3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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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磁选小结

原矿

图4-8脉动转速试验流程图

60．32％

¨m

根据磁选条件试验结果，适宜的磁选条件确定为：矿浆流速O．8crn／s、场强

为1．0T、磁选机脉动强度300r／min。

原矿经过“磨矿、脱泥、磁选”作业后，磁选精矿中的Fe203含量仍高于0．2％，

未达到陶瓷工业用钾长石I级品中对铁含量的要求，而磁选精矿中CaO含量相

比原矿基本不变，为提高长石精矿品级，需在磁选之后进行浮选作业，去除精

矿中存在的方解石、云母等脉石矿物，进一步降低长石精矿中的钙、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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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复配油酸低温反浮方解石条件试验

由矿石工艺矿物学研究及原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可知，原矿中CaO含量

为0．99％，长石作为陶瓷工业用主要原料，钙含量过高会对陶瓷质量产生影响。

陶瓷在烧制过程中，含钙矿物遇高温会分解，释放出气体，而在陶瓷表面留下

许多微小的气孔，表面凹凸不平，影响陶瓷的白度和美观，降低产品市场价格；

因此必须通过浮选来除去矿石中含量过高的CaO，提高长石品级，达到分选提

纯的目的。

研究表Vf][36,37]，用高级脂肪酸及其皂类在碱性条件下可以很好的浮选方解石

等碳酸盐矿物，当矿浆温度较低时，脂肪酸及其皂类选择性骤降、分散性变差、

水溶性降低，恶化浮选，此时需要加热装置给矿浆供热，维持浮选温度，保持

药剂活性，药剂消耗量也会随之增加，而对脂肪酸类浮选药剂进行改性或添加

乳化剂、超声波处理等措施能改善其低温浮选性能，降低能耗。

反浮方解石试验药剂主要为油酸、乳化剂或非极性油(柴油、煤油)经超声

波处理的产物，条件试验包括：乳化剂总类选择、乳化剂用量、非极性油(柴

油)用量、超声波处理时间、复配油酸用量、温度等。pH调整剂为Na2C03，试

验复配捕收剂均经过超声波处理。

4．5．1乳化剂选择试验

油酸中加入乳化剂能够增强油酸在低温下的水溶性和选择性，提高油酸的捕

收性能。确定磨矿细度为．0．074mm60．32％，脱泥粒级．0．030mm，磁选条件为：

矿浆流速O．8cm／s，场强1．0T，磁选机脉动强度300r／min；乳化剂选择十二烷基

硫酸钠、十二烷基磺酸钠和十二烷基苯磺酸钠，油酸用量10009／t，乳化剂用量：

油酸油酸用量=1：7，复配药剂经超声波乳化时间100s，柴油用量为总药剂用量的

25％，浮选温度20℃，浮选pH值为8．5，其它试验条件如流程图所示。试验流

程如图4．9，试验结果见表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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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矿

图4-9乳化剂选择试验流程图

表4-8乳化剂选择试验结果

泥

磁选尾矿

油酸+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浮选尾矿

浮选精矿

原矿

14．34

7．31

1 3．52 0．22 62．47 0．27 82．32

64．83

100．00

泥 14．52

磁选尾矿 7．88

油酸+十二烷基硫酸钠 浮选尾矿 15．04 0．21 65．43 O．24 84．83

浮选精矿 62．56

原矿 100．00

泥 14．62

磁选尾款 8．02

油酸+十二烷基磺酸钠 浮选尾矿 13．30 0．22 62．91 0．26 83．18

浮选精矿 64．06

原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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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8试验结果可知，油酸与乳化剂的混合使用浮选效果优于单一油酸浮

选。当用十二烷基硫酸钠与油酸复配使用时，长石精矿中Fe203含量为0．21％，

去除率为65．43％；CaO含量为0．24％，去除率为84．83％，相比十二烷基磺酸钠、

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复配油酸效果好；因此浮选试验选择十二烷基硫酸钠作乳化

剂与油酸进行复配，并对混合药剂进行超声波乳化，使药剂互溶性更好。

4．5．2调整剂用量试验

选择乳化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固定捕收剂用量为lOOOgt，药剂超声乳化

时间100s，比例为l：7，柴油用量25％，变化Na2C03用量，调整矿浆pH进行

试验，Na2C03用量分别为1200∥t、1600∥t、2000∥t、2400∥t，试验其它条件如

流程图4—10，试验结果见表4-9。

表4-9 pH调整剂用量试验结果

1600

泥 14．63

磁选尾矿 7．21

浮选尾矿 12．74 O．22 62．13 0．26 82．82

浮选精矿 65．42

原矿 100．00

2400

泥

磁选尾款

浮选尾矿

浮选精矿

原矿

14．44

7．43

12．36 0．21 63．65 0．25 83．39

65．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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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9可知，随着NazC03用量加大，pH值逐渐增大，浮选尾矿产率先增

加后降低。当药剂量为20009／t时，精矿中Fe203含量为O．19％，去除率为67．48％；

CaO含量为0．24％，去除率为84．23％；而药剂量为24009／t时，精矿中Fe203含

量为0．21％，去除率为63．65％；CaO含量为0．25％，去除率为83．39％，钙铁含

量均有所增加，去除率降低，说明增加pH调整剂用量影响了方解石等脉石矿物

的可浮性，降低了复配油酸的捕收能力，而当调整剂用量为20009／t时，除杂效

果相对较好，此时pH值为8．5，故确定pH调整剂用量为20009／t。

原矿

图4—10 pH调整剂用量试验流程图

4．5．3乳化剂与油酸配比试验

60．32％

lain

选择十二烷基硫酸钠为增效剂，进行用量条件试验。十二烷基硫酸钠与油酸

的配比分别为1：5、1：7、1：9和1：11四个比例，油酸用量lOOOg／t，复配药剂经超

声波乳化时间为100s，柴油用量为总药剂用量的25％。其它试验条件同上。试

验流程如图4．1l，试验结果见表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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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矿

图4—11乳化剂用量试验流程图

表4-10乳化剂用量试验结果

1：9

泥

磁选尾矿

浮选尾矿

浮选精矿

14．20

7．54

1 5．28 0．20 66．85 0．24 84．73

62．98

原矿 100．00

1：5

泥

磁选尾款

浮选尾矿

浮选精矿

14．48

7．69

17．51 0．19 69．84 0．22 86．80

60．32

原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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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0结果可知，当十二烷基硫酸钠与油酸比例为1：11时，长石精矿中

Fe203含量为0．21％，CaO含量为O．26％；当增加至1：9时精矿Fe203含量为0．20％，

去除率为66．85％，CaO含量为0．24％，去除率为84．73％，继续增加十二烷基硫

酸钠用量时，精矿中Fe203和CaO指标变化不大，钙铁去除率增幅减小，说明

乳化剂用量已经达到平衡，若再增加药剂用量精矿产率会逐渐降低。综合考虑

精矿质量和药剂消耗情况，选择药剂复配比例为十二烷基硫酸钠：油酸=1：9。

4．5．4柴油用量试验

反浮方解石浮选时，向油酸与十二烷基硫酸钠混合复配药剂中加入一定量的

非极性油，可以提高复配药剂的耐低温性能，使药剂捕收性能得到提高。试验

中选择在复配药剂中加入适量的柴油，柴油的加入可以降低泡沫强度，减少长

石精矿的的损失，破裂泡沫在矿浆中也可以达到再次分选的效果。柴油用量分

别占总药剂量的30％、25％、20％和15％，确定十二烷基硫酸钠与油酸比例为

1：9进行复配，药剂用量lOOOg／t，药剂经超声波乳化时间为lOOs，其它试验条件

同上。试验流程图如4．12，试验结果见表4．11。

原矿

图4-12柴油用量试验流程图

60-32％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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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柴油用量试验结果

20％

泥 14．34

磁选尾矿 7．58

浮选尾矿 13．57 0．19 67．75 0．25 83．71

浮选精矿 64．51

原矿 100．00

30％

泥

磁选尾款

浮选尾矿

浮选精矿

原矿

14．45

7．75

15．09 0．21 65．34 0．26 83．53

62．71

100．00

由表4．11柴油用量试验结果可知，随着柴油用量的逐渐增加，精矿Fe203、

CaO含量降低，浮选尾矿产率逐渐增加。当柴油用量为总药剂量20％时，FeE03

含量为0．19％，去除率为67．75％、CaO含量为0．25％，去除率为83．71％；而用

量增至25％时，精矿Fe203为0．20％、CaO为0．26％，钙、铁指标含量增加，去

除率降低，尾矿产率增加不到l％。说明柴油过量时，可能会致使浮选泡沫层变

薄，导致泡沫对方解石等脉石矿物的吸附能力减弱，降低了复配油酸的捕收性

能，恶化浮选效果。综合考虑药剂捕收性能，确定柴油用量为总药剂用量的20％。

4．5．5超声波乳化时间试验

确定柴油用量为总药剂量20％，十二烷基硫酸钠与油酸比例为1：9。复配药

剂经超声波乳化可提高浮选气泡活性，增加了基质油酸活性，提高了油酸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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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性能，使增效油酸捕收性能得到明显改善。油酸用量10009／t，药剂超声乳化

时间分别为lOOs、200s、300s、400s，其它试验条件同上。试验结果见表4．12。

表4一12超声波乳化试验结果

200

泥

磁选尾矿

浮选尾矿

浮选精矿

14．44

7．60

12．45 0．20 65．52 0．25 83．46

65．51

原矿 100．00

泥

磁选尾款

浮选尾矿

浮选精矿

原矿

14．37

7．52

13．54 0．20 66．02 0．25 83．69

64．57

100．00

由表4．12试验结果可知，改变药剂超声波乳化时间，精矿产率中Fe203、CaO，

含量变化不大。当乳化时间为200s时，精矿Fe203含量为0．20％，去除率为

65．52％、CaO含量为0．25％，去除率为83．46％；相比lOOs时的Fe203去除率

63．47％，CaO去除率81．97％，分别增加了2．05％和1．49％，若再增加复配药剂

超声波乳化时间，钙铁指标差别不大；因此确定增效油酸超声波乳化时间为

20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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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捕收剂用量试验

确定复配油酸与增效剂十二烷基硫酸钠比例为9：l，柴油用量为20％，超声

波乳化时间为200s，进行增效油酸用量条件试验。试验在冬季进行，水温为

5。C～IO。C，药剂用量条件为4009／t、8009／t、12009／t、16009／t(用量均按原矿干

矿量计)，其它条件见试验流程图。试验流程图如图4．13，试验结果见表4一13。

表4—13乳化油酸用量试验结果

800

泥 14．54

磁选尾矿 7．47

浮选尾矿 11．78 0．21 63．41 0．27 81．94

精矿 66．21

原矿 100．00

泥

磁选尾矿

1600 浮选尾矿

精矿

原矿

14．20

7．74

1 8．54 0．19 70．24 0．24 85．57

59．52

100．00

由表4．13可知，随着复配油酸药剂量加大，浮选尾矿产率逐渐增加。当药

剂用量达到12009／t时，精矿Fe203含量为0．20％，去除率为66．46％、CaO含量

为0．25％，去除率为83．91％；若再增加药剂用量，精矿Fe203、CaO含量降低不

大，精矿产率降低明显；说明复配药剂用量在12009／t时已经适量，因此确定增

效油酸用量为12009／t(按原矿干矿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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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小结

2

原矿

图4—13乳化油酸用量试验流程图

通过乳化剂药剂选择试验，确定油酸增效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pH调整剂

用量试验确定Na2C03用量约为20009／t，pH值为8．5左右；经复配药剂比例试

验选择十二烷基硫酸钠与油酸比例为1：9；超声波处理时间试验确定药剂乳化时

间为200s；柴油用量条件试验确定了非极性油柴油为复配捕收剂用量的20％；

经过捕收剂用量条件试验确定其用量为12009／t。

原矿经过磁选除铁、反浮方解石除钙试验流程，长石中CaO含量降低至0．3％

以下，为保证精矿中Fe203含量≤O．2％，使长石达到陶瓷工业用I级品以上，可

以考虑对浮选I精矿中的云母进行反浮试验，进一步降低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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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反浮云母试验

云母浮选试验主要包括：捕收剂种类选择、调整剂用量和捕收剂用量三个条

件试验。试验采用H2S04为pH调整剂，浮选pH=3．5，选用胺类阳离子为云母

捕收剂，所有药剂用量均按原矿干矿量计。

4．6．1捕收剂选择试验

确定磨矿细度为．0．074mm60．32％，脱泥粒级．0．030mm，磁选条件为：矿浆

流速O．8cm／s，场强1．OT，磁选机脉动强度300r／min；pH调整剂Na2C03用量为

20009／t，十二烷基硫酸钠：油酸=1：9，柴油用量20％，药剂超声乳化时间200s。

捕收剂为：1“(十二胺盐酸盐+柴油)、24(椰油胺盐酸盐+柴油)、3”(十八胺盐

酸盐+柴油)及44(混合胺盐酸盐+柴油)，其中混合胺为十二胺与椰油胺按1：1

配制。固定H2S04用量为30009／t，pH=3．5，捕收剂用量为1209／t。试验流程如

图4．14，试验结果见表4．14。

30009／t

1209／t

原矿

长石精矿 浮选尾矿II

图4—14捕收剂选择试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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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4结果可知，反浮方解石精矿再经一次浮选Fe203含量均降至O．2％

以下，达到了陶瓷工业用钾长石I级品，说明用胺类阳离子浮选云母效果较好。

当捕收剂为十二胺盐酸盐+柴油时，精矿中Fe203含量为O．13％，去除率为

79．32％；相比其它三种捕收剂精矿中Fe203含量要低，除铁率最高。因此选择十

二胺盐酸盐+柴油为反浮云母的捕收剂。

4．6．2调整剂用量试验

确定试验捕收剂为十二胺盐酸盐+柴油，固定其用量为120∥t，改变H2S04

用量进行试验，选择范围为22009／t、2600∥t、30009／t、3400∥t，其它试验条件

同上，试验流程图如图4．15，试验结果见表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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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矿
●__-_●_一

厂Ⅵ．074mm60．32％
+30ttm 脱l泥 -301un

矿浆流速O．8cm／s1

场强l oyI J

脉动强度300以到选 疣

20009／tNa2C03 pH28．5： ：1’30

乳化油酸12009／t： ：1蜘 磁选k矿
浮l 选I

H2S04用量(变量)+1，30 3

1209／r-t---胺盐酸盐+柴油}1'30 浮盆尾矿I
浮●诜1I

l
3’

l
长石糟矿 浮选尾矿II

图4—15 pH调整剂用量试验流程图

表4一15 pH调整剂用量试验结果

pH调整剂用量枇 产品名称 产率肠 精矿Fe203／％ Fe203去除率M
泥 14．18

磁选尾矿 7．29

2200 鋈冀奄；矗 132．2．854
。．，6 73．7·

精矿 62．44

原矿 100．00

泥 14．09

磁选尾矿 7．32

2600 霉耄奄享三 133．4．084
。．·4 77．13

精矿 62．07

原矿 100．00

泥 14．11

磁选尾矿 7．28

3。。。 霉差奄孑：三 142．5．942
。．·3 79．。8

精矿 61．15

原矿 100．00

泥 13．95

磁选尾矿 7．23

3400 鋈冀奄享三 132．。．850
。．·5 75．，4

精矿 62．97

原矿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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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5调整剂用量试验结果可知，随着H2S04用量的增加，精矿中Fe203

含量呈现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而浮选尾矿II产率变化规律刚好相反。当H2S04

用量为3000edt时，精矿Fe203含量为0．13％，去除率为79．08％；若增加至34009／t，

Fe203含量增加为0．15％，，铁去除率降低至75．14％；说明pH调整剂用量过大

时会影响捕收剂对云母的捕收能力，影响除铁效果，故选择H2S04用量为

3000edt，pH=3．5。

4．6．3捕收剂用量试验

确定用H2S04来调节pH值，其用量约为30009／t，选择十二胺盐酸盐+柴油

为云母捕收剂，改变捕收剂用量进行试验，用量为60酚、80edt、lOOg／t、1209／t，

其它试验条件同上，试验流程如图4．16，试验结果见表4．16。

表4—16捕收剂用量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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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16捕收剂用量试验结果可知，随着十二胺盐酸盐+柴油用量增加，精

矿中Fe203含量降低，铁去除率逐渐增加，当药剂用量为1009／t时，Fc203为

O．13％，再增加药剂用量铁指标和浮选尾矿II产率变化趋于平稳；综合考虑精矿

产率和捕收剂消耗量，选择捕收剂用量为1009／t。
原矿

+二

4．6．4小结

图4-16捕收剂用量试验流程图

经过反浮云母条件试验，确定阳离子捕收剂为十二胺盐酸盐+柴油，其用量

为1009／t，pH调整剂H2S04用量为30009／t。原矿通过磨矿、脱泥、磁选、两次

浮选，最终钾长石精矿中TFe203含量为0．13％，达到了陶瓷工业用长石原料Fe203

含量不大于0．2％的标准。

4．7工艺流程选择

通过对辽宁营口钾长石系统的选矿试验研究，确定了适宜的选别流程、试验

参数及合理的浮选药剂制度。试验全流程如图4．17，工艺具体参数见表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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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原矿

图4-17选矿试验全流程图

表4-17选矿试验工艺指标

作业 工艺指标

磨矿

脱泥

磁选

反浮方解石

反浮云母

磨矿细度．0．074mm 60．32％，磨矿浓度50％，介质填充率30％

脱泥粒级．309m；

场强1．0T；矿浆流速0．8cm／s；磁选机脉动转速300r／min

pH调整剂Na2C03用量为20009／t，矿浆pH=8．5；

十二烷基硫酸钠：油酸=1：9

柴油用量20％

乳化油酸超声乳化时间200s

捕收剂乳化油酸用量12009／t

pH调整剂H2S04用量为30009／t，pH=3．5；

捕收剂(十二胺盐酸盐+柴油)用量为100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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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最终精矿指标分析

根据已确定的选别工艺流程及浮选药剂制度，进行原矿全流程试验。试验精

矿进行化学多元素分析及显微镜镜下观察，分析结果见表4．18。

表4-18最终精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由表4．18可知，最终精矿中K20含量为8．34％，Na202．74％， Ca00．25％，

Fe203 0．13％，Na20+K20合计为11．08％；经过全流程试验，CaO、Fe203含量降

低明显，达到了很好的除杂效果。镜下观察结果表明精矿中矿物主要为条纹长

石、斜长石、微斜长石、钠长石和石英，还含有少量云母、电气石和方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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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药剂作用机理研究

5．1油酸与方解石的作用机理

方解石和其它造岩矿物一样，在地壳中分布较为广泛，矿床赋存形式多样。

化学组成CA056．03％，C0243．97％，常含有Zn、Fe、Mn等类质同象替代物，当

其含量达到一定时，可形成铁方解石、锰方解石等矿物。方解石属三方晶系，

晶体种类多样，多呈板状、柱状、复三方偏三角面体及菱面体等，常形成{Oll2)

聚片双晶，{0001)接触双晶。其集合体形态多样，有豆状、块状、粒状、晶簇状、

钟乳状、鲕状及结核状等。纯净方解石为无色透明形态，称冰洲石：一般为白

色、浅灰白，但因类质同象的产生呈现不同颜色，硬度3，密度2．9～3．1，含铁

者密度大，性脆；某些方解石具有发光性；在方解石块体上滴入稀冷盐酸，会

有大量C02气体产生，块体表面剧烈气泡【_71J。

有机酸类捕收剂的捕收能力与烃基的不饱和程度有关。有着相同碳原子数目

的烃基所含双键数目越多，捕收性能越好，这是因为含双键越多的等碳原子脂

肪酸溶解速度较快，临界胶束浓度越大，捕收剂覆盖面积愈广。当矿浆温度低

于常温时，含双键数目越多的脂肪酸，捕收性能变化不大，而含双键数目较少

的脂肪酸其捕收性能显著降低。脂肪酸类捕收剂浮选方解石，pH值较低时较pH

值较高时浮选效果好，说明碱性过高会对方解石浮选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可

能是因为在高pH值条件下生成了碱性羧酸钙的缘故。

油酸是高级脂肪酸类捕收剂，为不饱和有机酸，含有一个烯基双键。常被用

作大部分硅酸盐矿物(萤石、金红石、绿柱石等)浮选碳酸盐脉石矿的捕收剂。

其结构式为R1．CH=CH．R2．COOH，其中Rl和R2均为烃基。油酸双键氢上原子

同侧与否是区分油酸顺式与反式结构的依据，油酸熔点高低与含双键骨架碳原

子位置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油酸顺式结构中，羧基尽可能接近双键，会致使其

熔点越高，而在油酸反式结构中熔点与双键位置关系不大。油酸的熔点与会影

响其低温适应性。油酸在浮选中主要是通过极性基羧基与方解石矿物表面发生

吸附或形成钙离子络合物，而使方解石矿物疏水上浮，产生捕收性能。pH值大

小会影响油酸与方解石表面的吸附特性，有研究表明油酸钠在pH<8时，其与

方解石因静电力而产生吸附为物理吸附，而当pH>8时则会产生不同于静电吸

58



武汉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附的特性吸附。

5．2动电位测试与分析

等电点IEP和零电点PZC是研究各类矿物可浮性的特征参数，也是判断浮

选药剂能否在矿物颗粒表面发生吸附作用和不同矿物可浮性差异的主要依据，

药剂多通过静电力与矿物颗粒作用。当pH值>矿物零电点时，颗粒表面荷负电，

可选择能吸附在颗粒表面与矿物电性相反的阳离子捕收剂，从而增强矿物的可

浮性；当pH值<矿物零电点时，颗粒在溶液中荷正电，选用阴离子药剂能有效

吸附在目的矿物上，为矿物的分选创造条件。因此在不同pH值条件下，考察颗

粒表面电荷差异，能给研究捕收剂与矿石颗粒的作用机理提供理论依据【7引。

试验选用Zata-plus动电位测定仪进行测量，采用一定浓度(约10弓摩尔／升)

的氯化钠溶液为电解质，将方解石和长石纯矿物粉样配制成1．0 gm的悬浮液22

份和24份，常温磁力作用10min，沉降5min，将烧杯中上层悬浮液吸出用作分

析。将22份方解石和24份长石悬浮液试样分别置于50ml烧杯中，再用H2S04

或NaOH溶液制成方解石矿浆pH值分别为7、7．5、8、8．5、9、9．5、10、10．5、

11、11．5、12的11份蒸馏水溶液和11份增效油酸溶液。同样将长石悬浮液制成

pH=1．0、1．5、2．0、2．5、3．0、3．5、4．0、4．5、5．0、6．0、7．0、8．0的只含蒸馏水

和增效油酸的溶液。矿浆经充分分散后，取上层悬浮液按照测定要求注入电泳

槽中，样液体积不超过槽体2／3体积。在适当的电流和电压下测定方解石和长石

在纯水和增效油酸溶液中的Zeta电位，研究增效油酸在方解石与长石表面的吸

附性质。

矿粒表面性质与pH值的关系，可通过动电位的测定来表征。纯水中，矿物

颗粒荷电成因可分为两类：一是颗粒表面成分存在一定的溶解或部分组分的优

先解离。矿物在纯水中，不同电荷离子受水偶极的作用力存在差异，电荷转移

当量不平衡，导致部分离子优先解离(或溶解)，从而使矿物颗粒表面电荷过剩，

致使颗粒表面荷电；二是矿物解离后对一或OH。产生吸引力，导致许多难溶矿

物(如石英及一些硅酸盐矿物)在水中先形成羟基化表面，导致表面荷负叫73’75】。

一般用动电位来评价矿物表面荷电的正负及电荷量值大小，因为矿物颗粒表面

电位、l，o与动电位毛差异不大。

方解石和长石在纯水中的Zeta电位随矿浆pH值的变化见表5．1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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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5．1长石在纯水中的Zeta电位在3～3．5之间，说明当矿浆pH<PZC时，

长石矿物颗粒表面荷正电，pH>PZC时，长石矿物颗粒表面荷负电。由图5-2

可知，方解石的Zeta电位大概在9～9．5，表明pH<PZC时，方解石矿物表面荷

正电，反之pH>PZC时，方解石矿物颗粒表面荷负电；因此当矿浆pH在3．5～9．0

之间时，方解石矿物表面带正电，长石带负电，二者之间存在电荷差异性，此

时方解石可采用阴离子捕收剂进行浮选。由此可知方解石的可浮性范围比长石

要宽，用增效油酸能够有效的浮选方解石，达到除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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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增效油酸溶液中方解石Zeta电位随pH变化曲线

由表5．3和5—4可知，在含有增效油酸的溶液中，Zeta电位曲线都向左偏移，

电动电位值均降低，说明增效油酸在长石与方解石表面均产生了吸附作用。方

解石电动电位下降幅度比长石大，说明在碱性条件下增效油酸在方解石上的吸

附作用要比在酸性条件下在长石表面的吸附作用强。在长石结构中，铝离子对

硅离子的部分取代，使得长石因失去电子造成电荷不平衡，形成电荷空洞。在

酸性条件下，长石表面的硅离子减少，碱金属离子与铝离子减少，造成油酸根

离子与舢”的有效化学吸附作用减弱，从而可能使形成的酸皂二聚物或油酸根离

子减少。在碱性条件下，长石表面碱金属离子含量增加，电荷失衡严重，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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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增加，这可能会对油酸根离子与长石的吸附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当pH值在

7．5～9范围时，方解石电动电位下降幅度较大，说明此时方解石与油酸的吸附作

用较强，其表面吸附的油酸根离子较多，同时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形成一定量的

酸皂二聚物，提高了矿物表面的疏水性，促进了油酸进一步在方解石表面的吸

附。当碱性过高时，方解石电动电位降幅减小，有研究表明高碱性条件下，用

脂肪酸类捕收剂浮选方解石会受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在pH值为7．5～9

的范围内，采用脂肪酸类阴离子捕收剂可以很好的浮选方解石，从而实现长石

与方解石的有效分离。

5．3红外光谱测试

为研究药剂和矿物间的作用机理，可通过红外光谱分析矿物对药剂的吸附形

式来进行研究。药剂在颗粒表面的吸附方式有化学吸附和物理吸附两种，根据

其作用力的形式不同而分，化学吸附中力的作用源于键能，其吸附牢固，不易

解吸。分子键力又称范德华力是物理吸附作用力的主要形式，在矿物颗粒表面

的作用较弱，一般在外力作用条件下，易于解吸。

试验方法：取三份质量为1．09方解石纯矿物(细度约为29m)试样，将一

份试样置于含50ml蒸馏水烧杯中，磁力搅拌2min，在滤纸上滴滤，待滤纸上矿

样自然风干后，用傅里叶红外光谱测定仪进行测定。将另2份试样分别加入含

有药剂25ml的研钵中进行研磨，搅拌研磨15min，静置30min，滴滤，将风干

矿样一份用于进行红外光谱测定，一份用作水洗备样。

水洗方法：将上述已经药剂作用的矿样转移至含有一定量蒸馏水的烧杯中，

磁力作用2分钟，沉降一段时间后，去除上部液体，操作反复5次，将溶液进

行滴滤，自然风干后进行红外光谱测试。红外光谱分析结果如图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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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红外光谱分析结果

图5．5中，1号样为方解石纯矿物，2号样为与药剂作用的方解石，3号样为

与药剂作用后经水洗(水洗5次)的方解石。2号样图谱相比1号样，出现了2

个不同的特征吸收峰，2922eml和2852eml。由于脂肪酸类捕收剂中存在一CH2一、

．CH3．等官能团，经分析，．CH2．官能团的反对称和对称伸缩振动频率分别为

2922em"1和2853em"1，红外光谱测试结果与其一致，说明与药剂作用经水洗的方

解石颗粒表面上仍存在油酸吸附，由此可见，油酸在方解石表面的吸附形式可

能为化学吸附。

5．4十二胺盐酸盐对云母的作用机理

硅酸盐矿物晶体结构的差异，会导致其可浮性发生变化。云母是层状结构

的硅酸盐矿物，在其晶体骨架中，硅氧四面体中部分Si4+因发生类质同相作用而

被胛+取代，造成电荷失衡，需要通过正电荷来填补电荷空洞。云母内部空间结

构中碱金属阳离子依靠配位效应联系紧密，键能有活性，强度较弱，因此pH值

的变化不会改变矿物单体解离后颗粒表面高负电荷的情况，使矿物始终存在荷

负电的区域，为阳离子捕收剂创造了吸附作用的客观条件[761。在pH=2"-'13范

围内，选用阳离子捕收剂可以很好的改善云母颗粒表面的疏水性能，可浮性增

强。

胺类捕收剂被广泛的应用于浮选中，其碳原子数一般在C8~20之间，与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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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互溶，通常能溶于有机溶剂中，比如酒精等。作为浮选捕收剂使用时，一般

将它与HCl或者CH3COOH按照1：l的摩尔质量配制，再根据试验药剂用量配

制成浓度适宜的溶液。

胺根离子是胺类药剂溶液电离产生的主要离子。胺类捕收剂被广泛的应用于

长石、石英、云母等非金属矿物的浮选试验中。

胺类捕收剂与HCl互配形成的RNH2"HCl，在溶液中会发生以下电离：

① RNH2．HCl§RNH；+C1。

② RNH3+§RNH2+H+

RNH2"HCl、RNH3+和RNH2三种组分同时存在于矿浆溶液中，pH值对三者

在溶液中的含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碱性溶液中，OH’浓度较高，OH。会与②式

中一结合，促使①式和②式反应均向右进行，此时会导致溶液中RNH2"HCl和

RNH3+逐渐减少，而RNH2分子含量逐渐增加，直至溶液达到平衡时反应停止。

在酸性条件下，一浓度较高，会促使②式反应向左进行， 致使RNH2分子数量

减少，RNH2·HCl和RNH3+逐渐增加，直至平衡。

试验浮选云母是在pH=3．5条件下进行的，此时溶液呈酸性，由上述分析结

果可知矿浆中RNH3+离子含量较大，抑制了过量的RNH2的产生，RNH3+是十二

胺盐酸盐捕收剂能在云母表面产生吸附作用的重要离子，在充分搅拌的矿浆溶

液中，云母独特的层状结构给RNH3+与其外层H+提供了相互交换的机会，这样

使得胺类阳离子捕收剂因RNH3+的交换作用大量吸附在云母矿物颗粒表面，而

RNH3+离子中的烃基疏水性较强，会使矿物颗粒朝疏水方向运动，增强了云母的

可浮性，使长石与云母得以有效分离。由此可见，十二胺盐酸盐在云母表面的

吸附形式主要是通过静电作用产生的物理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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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

试验对辽宁钾长石矿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在充分了解矿石性质和特征的基础

上，结合工艺矿物研究结果，矿石矿物组成复杂、脉石矿物赋存等特点，经过

一系列条件试验，确定了符合矿石基本性质的适宜工艺流程参数和浮选药剂制

度，并进行了捕收剂药剂机理研究。根据矿石经全流程试验结果，可得如下试

验结论：

1．原矿长石类矿物主要由条纹长石、钠长石、斜长石、微斜长石组成；脉

石矿物主要包含石英、云母、方解石、电气石和少量含铁矿物。矿石中

Si0270．41％、A120316．13％、Kz07．90％和Na202．45％，K20、Na20二者合计

10．35％，而Ca00．99％、Fe2030．38％，杂质含量较高，需经过选矿试验予以去除。

原矿中条纹长石一般大于lmm，其客晶呈条带状和网格状形态，主晶为钾长石，

客晶为钠长石。部分长石矿物蚀变为绢云母，石英为半自形一自形的粒状，颗

粒较大，最大可达3．6 1／lIn，最小809m，表面干净，内部有部分长石包裹体；此

外还含有呈长柱状和环带结构的电气石和方解石。

2．经过可磨性条件试验，选择磨矿细度为．0．074mm60．32％，钢棒为介质，

填充率约为30％；通过考察原矿钙铁分布情况以及各粒级杂质含量，确定脱泥

粒级为．301ma：磁选试验确定了试验条件分别为矿浆流速0．8cm／s，场强1．OT，

脉动转速300r／min，此时的长石精矿除铁效果较好。

3．浮选试验：通过反浮方解石试验，确定选择十二烷基硫酸钠作为增效剂

对油酸进行复配，配置比例为1：9，确定柴油用量为捕收剂用量的20％，药剂超

声处理时间为200s，pH调整剂Na2C03用量为20009／t，捕收剂用量为12009／t

的适宜浮选药剂制度。获得试验精矿中CaO含量<0．3％，Fe203含量低于O．3％

的良好指标。通过反浮云母条件试验。选择十二胺盐酸盐+柴油为云母捕收剂，

用量为1009／t，pH调整剂H2S04用量为30009／t的合理药剂制度，经过浮选后精

矿Fe203含量降低至0．15％以下，使长石精矿达到了陶瓷工业用一级质量标准。

4．机理研究：电动电位测试结果表明：方解石的零点电在9-9．5之间，长

石零电点在3-3．5之间。在增效油酸溶液中，方解石电动电位降低幅度要比长石

大，说明药剂在方解石表面的吸附量大于长石吸附量。根据红外光谱分析结果，

水洗矿样红外光谱中出现了亚甲基的反对称和对称伸缩振动频率，说明水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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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解石颗粒表面仍有油酸吸附，表明乳化油酸在方解石表面的吸附形式为化

学吸附；胺类盐酸盐捕收剂中因RNH3+离子与云母层状结构中矿发生交换作用，

而大量吸附在云母矿物颗粒表面，提高了云母的疏水性能，这种因发生静电作

用而产生的吸附形式为静电吸附，故胺类阳离子捕收剂在云母表面为物理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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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学术论文

1．张凌燕，张立，邱杨率，潘力，杨慧群．江西修水高纯石英选矿试验研究[J]．

化工矿物与3n3：：，2012(07)：15～18．

二、参加的科研项目

1．2010．“．2011．2广东大浦高岭土工艺矿物学研究。

2．2011．7-2011．8广东地建集团高岭土半工业性试验。

3．2011．9．2011．10山东莱州长石选矿试验研究。

4．2011．10-2011．11四川南江石墨矿半工业性试验。

5．2011．11-2011．12山东牟平长石选矿试验研究。

6．2012．5．2012．6山东莱州盛泰长石选矿厂二线尾矿坝设计。

7．2012．7．2012．9安徽岳西钾长石选矿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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