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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某低品位长石选矿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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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江西某低品位长石矿采用“磁选除铁。反浮选除电气石一反浮选除云母一浮选长石”的工艺进行选矿试验研究，以实现其中所合

长石、石英、云母3种矿物的有效分离。结果表明，经过弱磁加高梯度除铁，碳酸钠和油酸浮选电气石，硫酸、十二胺和柴油浮选云母，氢氟酸和十二

胺分离长石与石英，最终可获得满足平板玻璃用一级质量标准和日用陶瓷用二级质量标准的长石精矿，以及满足玻璃生产工业中低档石英砂原料

要求的石英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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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eparate feldspar,quartz and mica located in low—grade feldspar ore from Jiangxi，“iron removal by magnetic

separation-tourmaline removal by reverse flotation-mica removal by reverse flotation-feldspar flotation separation”were conducted on the ore．Results

show that，by means of a series of processing technology(i．e，，low·intensity magnetic plus high—gradient magnetic separation for iron—removal，using

sodium carbonate and oleic acid for tourmaline—flotation，using sulfuric acid，dodecylamine and diesel oil for mica—flotation，using hydrofluoric acid

and dodecylamine for separating feldspar and quartz)，the products(i．e．，feldspar concentrate，quartz concentrate and mica concentrate)can be obtained．

The feldspar concentrate can meet the first—rate demand of quality standard requirements for plate glass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second-rate demand of

quality standard requirements for domestic ceramic production．The quartz concentrate can meet low—grade quartz for glass production．

Keywords feldspar ore；mica；quartz；magnetic separation；flotation

长石和石英是地壳中分布最广泛的两种硅酸盐

矿物，由于两者理化性质相似，地壳中极易形成长石

和石英的混合矿”】。现代工业中长石广泛应用于玻

璃、陶瓷、化工等领域，石英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薄

膜材料及基础建材领域[2l。本研究针对江西某低品

位长石矿与石英、云母等硅酸盐矿物复杂伴生的特

点，采用适宜的选矿工艺实现长石、云母和石英3种

矿物的有效分离，生产出满足一定工业要求的长石等

精矿产品，实现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目的，为工业生

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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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部分

1．1矿石性质本研究所用长石矿取自江西赣南地

区某长石矿选厂，利用MLA一650F型工艺矿物学自

动分析仪获取其化学成分、矿物相含量、典型BSE照

片，以及铁元素在含铁矿物相中的赋存比例，原矿化

学成分分析结果(纠％)为：Si02，74．68；舢203，12．50；

K20，2．98；Na20，2．81；Fe203，0。56；Ti02，0．06；CaO，

0．42；MnO，0．08；Mgo，0．04；C，0．03。矿物相含量(w／o／o)

为：钾长石，16．21；钠长石，37．13；石英，33．18；自云母，

9．96；黑云母，0．24；电气石，1．03；石榴石，o．14；高岭石，

1．84；其他，o．27。铁在不同含铁矿物相中的赋存比例

∽％)为：自云母，4．47；黑云母，22．67；电气石，48．19；

石榴石，9．83；碳酸锰铁矿，6．67；针铁矿，5．39；其他，

2．78。长石矿的典型BSE照片，见图1。

长石精矿的品位主要取决于铝钠钾品位和氧化

铁等物质的含量[3]。由原矿化学分析可见，该矿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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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含量较高，铝钠钾含量偏低，此外铁含量相对较高，

从化学成分上看，该矿属于复杂低品位长石矿，需考

虑多种途径富集铝钾钠、降低硅铁，以满足合格长石

精矿要求。

由矿物相含量可知，原矿矿物组成复杂、脉石矿

物较多，主要矿物为长石、石英和自云母；长石有钾长

石、钠长石，二者总含量达到53．34％；杂质矿物(包括

石英和自云母)总含量达到43．14％；主要含铁矿物(包．

括电气石、黑云母和石榴石)的总含量达到1．4l％；此

外，矿样中还含有少量的高岭石等矿物。

图1中不同灰度(或明亮程度)区域对应不同的

矿物相。由图1可见，多数矿物相形态复杂而不规则；

从定性角度可看出长石、石英和云母分布较多，这进

一步验证了矿物相含量定量分析结果。

图1 长石矿的典型BSE照片

由铁在不同含铁矿物相中的赋存比例可知，该

矿样中铁主要分布在黑云母和电气石当中，其次不同

程度地分布于针铁矿、碳酸锰铁矿和自云母等矿物当

中。因此，除铁的主要任务是除去云母和电气石。

1．2选矿试验方案长石矿选矿工艺主要为磁选、

浮选、磁浮联合等降5’，根据各长石矿特点采用不同工

艺可有效提高长石精矿品位。针对本矿样长石品位

差，铁含量高，脉石矿物多样性的特点，本研究采用磁

浮联合流程，对含铁矿物及石英依次去除。

所用长石矿粒度较粗，一74 lam颗粒仅占20％左

右，需将矿石磨到一定的细度使矿物相尽可能单体解

离。由于采用铁介质棒磨机磨矿，磨矿过程中会引入

机械铁，该部分铁对最后精矿品位影响尤为明显，所

以磨矿后除铁的首要任务是去除机械铁，利用弱磁选

设备可以较大幅度将其去除。

弱磁只能去除易磁化的铁单质或含铁矿物相，

对弱磁J眭含铁矿物几乎没有作用，因此需采用高梯度

磁选机对弱磁后的非磁性产品进行去除。本研究采

用可调节磁感应强度的Slon一100型立环脉动高梯度

强磁选机，其钢棒介质直径为咖1 rnlTl，脉动冲程为

25 mln，冲次为150 r／min，分别考察磁感应强度和磁

选次数对铁去除效果的影响。

原矿中的铁主要赋存在电气石和云母当中，要提

．55．

高长石品位则必须降低这两种矿物的含量，利用脂肪

酸类捕收剂可有效浮选电气石，胺类捕收剂可有效浮

选云母[61。

由于原矿中石英含量较高，造成长石品位不高，

因此除铁后需进行长石与石英的分离，提高长石品位。

2结果与讨论

2．1磁选除铁条件试验
2．1．1 弱磁选磁感应强度条件试验：将原矿磨

至．74 lam颗粒占70％条件下，分别采用磁感应强度

为0．15 T、0．20 T、0．25 T、0．30 T的弱磁选机将磨矿中

产生的机械铁去除，试验结果见图2。由图2可看出，

弱磁除铁过程中，随着磁感应强度的升高，非磁性产

品中铁含量不断下降，磁性产品中铁含量也不断下

降。这主要是因为，随磁感应强度增加，微细粒级铁

被不断磁化去除，同时非磁性矿物被铁屑夹带量增

加。当磁感应强度为0．2．T时，非磁性产品中铁含量

仅有0．40％，继续增加磁感应强度，铁去除量改变不

够明显，故弱磁选用的磁感应强度为0．2 T。

磁恩压强度／T

图2磁感应强度对除铁效果的影响

2．1．2高梯度磁选磁感应强度试验：对弱磁后的非磁

性产品分别在磁感应强度为0．8 T、1．0 T、1．3 T、1．5 T

进行试验，结果见图3。由图3可见，随高梯度磁感应

强度升高，非磁性产品中铁含量逐渐降低，铁的去除

率逐渐升高；当磁感应强度为1．5 T时除铁效果最好，

与磁感应强度为1．3 T时除铁效果相比差别不大。考

虑到能耗与设备损耗，高梯度磁选选用的磁感应强度

为1．3 T。

磁感应强度，／T

图3磁感应强度对除铁效果的影响

2．13高梯度磁选试验：经1次弱磁和1次高梯度磁

选，原矿中的铁可较大幅度去除。为进一步除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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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了1次、2次、3次高梯度磁选，对应磁感应强

度为1．3 T、1．3 T-1．5 T、1．3 T-1．5 T-1．5 T，后两次磁感应

介质为咖0．8 mnl的钢棒，其他条件不变，结果见图4。

由图4可知，随高梯度磁选次数增多，非磁性产品中

铁含量逐步下降，铁去除率逐步增加。经过两次高梯

度磁选，即磁感应强度1．3 T-1．5 T时，磁性铁已基本

去除，再增加1次高梯度磁选除铁效果有限且增加设

备成本，故高梯度磁选次数以2次为宜，磁感应强度

分别为1．3T和1．5T、，
030

23

_一 22

_一

．56．

选除去；当细度继续增加时，矿浆泥化严重，进入高梯

度磁选机中易堵塞磁感应介质，造成磁选选别效率下

降。因此，试验磨矿细度以-74 pm颗粒占70％为宜。

2．2反浮选电气石试验 由于原矿中电气石含量不

高，且在后续云母浮选过程中能去除一部分，故本研究

没有对电气石浮选进行条件试验，只对磁选后的非磁

性产品按照Na2c03用量为500 g／t，pH值为8．5左右，

油酸用量为100 g／t的单一条件进行浮选，试验流程见

图7。结果发现粗精矿1中的铁含量为0．21％，非磁性

产品中的铁含量为0．23％，故反浮选电气石能一定程

度降低产品中铁含量，且对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具有

一定的去除效果，有利于最终精矿产品品位的提高。

5009／t pH=8．5

100 g／t

电气石 程精矿】

图7 电气石浮选工艺流程

2．3反浮选云母试验采用浮选工艺可以大幅度去

除云母，从而达到进一步除铁的目的。本研究通过确

定捕收剂种类和用量，确定试验工艺参数。

2．3．1捕收剂种类试验：将粗精矿1进行云母反浮选，

根据试验现象，浮选云母流程为1次粗选加1次扫选。

采用H：s04调节pH值至3，分别使用十二胺、椰油胺、

十二胺与柴油3种类型捕收剂对云母进行反浮选，以

达到除铁的目的，试验结果见图8。由图8可知，利用

十二胺与柴油作为捕收剂，除铁效果最好，这是因为

十二胺和椰油胺等胺类水溶性极差，遇水即生成胶状

物，在矿浆中不易扩散，而当十二胺溶于柴油时，分散

性较好，改善了其在矿浆中的分散性，进而促进了对

云母的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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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捕收制种类对除铁效果的影响

2．3．2捕收剂用量试验：在pH值为3的条件下，利用

十二胺与柴油作为云母捕收剂，采用1精l扫，扫选

尾矿试验结果见表l。由表1可知，随捕收剂用量增

加，云母扫选尾矿产率逐步降低，同时铝含量也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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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其他元素变化趋势不明显。这是因为随云母捕

收剂增加，云母的去除量逐渐增加，而云母作为富含

铝质的矿物，尾矿中云母的减少势必造成铝含量的降

低。综合考虑，浮选云母捕收剂用量为精选：90 g／t、

459／t；扫选30酣、15卧。

表1捕收剂用量试验结果慌

2．4长石浮选试验通过反浮选除电气石、云母可

降低产品中铁含量，但同时也降低了铝含量，增加了

硅含量，且对钠钾的富集几乎没有效果。为提高长石

品位，必须将长石与石英分离。比较了无氟有酸法和

氢氟酸法效果，试验流程见图9。根据试验现象，最终

确定采用氢氟酸法。
a 给矿 i 给矿

1500 g／t pH=5

00 g／t pH=3

：200a／l

长石 石英 长石 石英

图9 长石浮选的两种工艺流程图

a．无氟有酸法；b-氢氟酸法

2．4．1 十二胺用量试验：利用硫酸、氢氟酸将矿浆pH

值调至3，考察捕收剂十二胺用量对长石精矿产品指

标的影响，结果见图10。由图10可知，随着十二胺用

量从100 g／t增加到300 g／t，长石精矿钾钠含量逐步下

降，回收率逐渐升高，当十二胺用量超过200 g／t时，回

收率变化很小，但钠钾含量下降显著，故确定长石浮

选十二胺用量为200 g／t。

78

76《

74鐾
72雹

芝

70§
68

十二胺用量／(g／t)

图10十二胺用量对长石精矿产品指标的影响

．57—

2．4．2氢氟酸用量试验：在用硫酸调浆至pH值为5，

十二胺用量为200 g／t条件下，考察活化剂氢氟酸用量

对长石精矿产品指标的影响，结果见图11。由图11

可知，当氢氟酸用量从500 g／t增加到2500 g／t时，长

石精矿钾钠含量逐步下降，回收率逐渐升高。当氢氟

酸用量超过15009／t时，长石精矿钾钠含量低于ll％，

此后急剧下降。原因在于，此时矿浆pH值已低于长

石零电点时pH值，捕收剂十二胺对长石已无选择性，

造成长石和石英无法分离，直接影响长石精矿品位。

因此，试验确定氢氟酸用量为l 500。O／'t。

氢氟醛用量，(g 7f)

图11 氢氟酸用量对长石精矿产品指标的影响

2．5推荐工艺流程和精矿指标通过条件试验，确

定最佳工艺流程见图12，最终精矿指标见表2。由表

2可知，采用该工艺流程，可获得含A120，为16．05％、

Na20和K20达11．74％、Fe203含量为0．18％、Si02为

69．64％的长石精矿；Si02为98．92％、Fe203含量为

0．09％的石英精矿。长石精矿达到了平板玻璃用一

级质量标准和日用陶瓷用二级质量标准，石英精矿符

合玻璃工艺低档石英砂的质量要求[7】。此外，云母精

矿经进一步提纯亦可满足不同工业需求。
厦矿

2009／t

H2S04：15009／t pH-3

HF：1500 g／t pH=2

+=胺：2009／t

c!!!!!!!!!!!!!!===j

长石 石英

图12长石选矿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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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原矿中既有游离形式存在的杂质(图8b)，又有与

石墨呈浸染状结合在·起的杂质(图8c)，主要为Al、

si、Fe、K等元素。经提纯处理后，这些杂质元素大幅

减少，并且超声波的擦洗作用使颗粒表面较为光滑

(图8d)，与物相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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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微晶石墨颗粒表面形态；b、c一样品中非石墨矿物的能谱点扫描；

d一提纯后微晶石墨颗粒的EDS扫描区

3结论

1．采用超声一混酸法可以有效提高微晶石墨的

固定碳含量，其优化的工艺条件为：液固体积质量比
5 mL／g，HF体积分数40％，反应时间60 rain，常温，超

声时间10 min。在此条件下，微晶石墨的固定碳含量

可由81．54％提高到99．97％，并且纯化微晶石墨的层

状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

2．提纯过程中加入超声波处理，可使微晶石墨与

杂质进一步解离，从而提高固定碳含量。同时，超声

波的擦洗作用使颗粒表面变光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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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最终精矿质量分析结果慌 砂原料要求的石英精矿。

3结论

1．江西某长石矿的主要矿物为钠长石、钾长石、

石英。其次含有相当数量的黑自云母、电气石、针铁

矿等多种矿物。

2．采用弱磁加高梯度除铁，以碳酸钠调浆、油酸

为捕收剂反浮选除去电气石，以硫酸为调整剂、十二

胺和柴油为捕收剂反浮选除去云母，以氢氟酸为活化

剂、十二胺为捕收剂分离长石与石英，最终可生产出

满足平板玻璃用一级质量标准和日用陶瓷用二级质

量标准的长石精矿，满足玻璃生产工业中的低档石英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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