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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石是陶瓷、玻璃等制造业的重要原料。随着玻璃、陶瓷产品日益高档化，对高

纯低铁的长石原料需求量不断扩大。虽然我国长石资源丰富。但一般含铁都较高，必

须经过除铁提纯才能应用。目前，我国长石加工提纯存在磨矿效率低、选矿工艺技术

落后、生产设备陈旧等问题，没有形成规模化和产业化。

针对上述问题，对江西宜春钾钠长石矿迸行了原矿性质与特征研究，并采用高效

率的湿法连续式磨矿代替传统的石质轮碾或间歇式砾磨等磨矿方式，探讨了瓷球、钢

棒和钢球介质下的磨矿细度情况。针对铁、钛等杂质矿物主要富集在细粒级矿石中的

特点，控制磨矿细度一74．urn 55％～60％。基于上述试验结果，进行了实验室小型试验、

半工业件试验及工业性试验，均获得令人满意的选别指标。

实验室小型试验采用“选择性磨矿一浮选～脱泥一磁选”工艺流程，经选择性磨

矿、丁基黄药浮选黄铁矿、脱泥分级和高梯度磁选，可有效除去矿石中的铁、钛矿物，

获得产率72．70％、Fc2030．17％、Ti020．058％的优质长石精矿。 ／

半工业性试验采用“选择性磨矿一分级一黄铁矿浮选一磁选一云母浮选”工艺流

程，经选择性磨矿与螺旋分级闭路、丁黄药浮选黄铁矿、弱磁选和高梯度磁选，以及

十二胺浮选云母等工艺，可获得产率67．85％，Fe；202 0．17％，Ti02 0．06％的优质长石精

矿。试验结果表明，在扩大试验规模和连续磨矿、选别条件下，实验室小型试验采用

的工艺流程具有良好的适应性与稳定性。

基于实验室小型试验和半工业性试验的试验结果，进行了工业性试验。最终长石

精矿产率66．10％、Fe203含量0．10％、Ti02含量0．03％、K20+Na2013．54％，达到我国

长石特级品和出口品级标准。目前，该工艺已投入生产。

通过本文及相关课题的研究，获得了低品质钾钠长石矿加工提纯新技术和合理的

工艺路线，使我国江西宜春地区大量存在的二、三级低品质长石资源，通过加工提纯

达到一级品或特级品标准，扩大了国内十分短缺的优质长石原料的资源量。

关键词：钾钠长石：选择性磨矿；高梯度磁选；Fe203含量；Ti02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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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ldspar is an important raw material for ceramics and#ass manufacturing

industry．With the top grade development of#ass-ceramic products，the more high-purity

low iron feldspar raw material is in demand：Although in our country feldspar resource is

abundant，they must be got rid of the iron because of the high containing iron．At present，

there are a lot of problems in our country feldspar ore processes，such as inefficient

grinding efficiency,backwards of beneficiation technology,the old manufacture

equipments and so On．Due to these weaknesses，feldspar ore processes in China is not

taking form of large-scal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iming at above problem，in this paper,the raW ore characters and property of a

low—grade alkaline feldspar in Yichun of Jiangxi Province was studied．And efficient wet

continuous grinding was adopted to instead stony weel—grind machine or intermittent

pebble grinding．The Ore grinding fineness test had been studied by using different grinding

medium such as ceramic balls，steel bars and steel balls．According to harmful minerals

such as iron and titanium mainly concentrated in fine—grained ore，Ore grinding fineness

should be controlled at一74加n 55％--60％．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testing,the laboratory

experiments，semi—industrial experiments and industrial experiments had been done and the

results obtained were satisfying．

A reasonable beneficiation process flow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s about this alkaline

feldspar ore is determined aS“selective grinding—flotation-desliming-magnetic separation”．

It was effective to remove iron and color impurities from the ore after selective grinding,

flotation of pyrite using butyl xanthate，desliming and high—gradient magnetic separation．

From the experiments，a high—grade feldspar concentrate Was obtained containing 0．17

percent Fe203 and 0．058 percent Ti02 with the yield of 72．70 percent．This final feldspar

concentrate is suitable for the ceramic industry．

Based on the laboratory experiment results，the beneficiation process flow of

“selective grinding—classification-pyrite flotation—magnetic separation·mica flotation’’Was

adopted in the semi—industrial experiments．A high—grade feldspar concentrate Was obtained

containing 0．17 percent Fe203 and O．06 percent Ti02 with the yield of 67．85 percent b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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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a closed-circuit process composed of selective grinding and classification operations，

flotation of pyrite using butyl xanthate，high·gradient magnetic separation and flotation of

mica using dodecylamine(DDA)．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s showed that beneficiation

process flow of laboratory experiments had a fine adaptabifity and stability under

large-scale and continuous production condition．

Based on the laboratory experiment and semi·industrial experiment results，industrial

experiments were carried out finall y．From the experiments，final feklspar concentrate was

containing 0．10 percent№03 0．03 percent Ti02 and 13．54 percent K20+Na20 with the

yield of 67．85 percent．Its product index corresponds to the super grade to Chinese factory’S

standard and export grade standard．At present,such technique had already been in practical

production application．

A new process purification technique of low-grade alkaline feldspar ore bad been

gained through this paper and researches concerned，which had changed the quality of

feldspar from low··grade product to high··grade one in Yichun of Jiangxi Province and

expanded the source of shortage high—grade feldspar as raw material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Alkalifeldspar；Selective grindine茹High—gradient magnetic separation；Fe202

content；Ti02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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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长石资源

1．1．1长石概况

第1章引言

长石(feldspar)是钾、钠、钙和少量钡等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铝硅酸盐矿物，其主

要成份为Si02、A1203、K20、Na20、CaO等。长石族矿物是地壳上分布最广泛的造

岩矿物，约占地壳总重量的50％，其中60％赋存在岩浆岩中，30％分布在变质岩中，

10％分布在沉积岩中，但只有在相当富集时长石才可能成为工业矿物11,21。自然界中纯

的长石矿物很少，多数是以各类岩石的集合体产出，共生矿物有石英、云母、霞石、

角闪石、金红石等，其中以云母(尤其是黑云母1、角闪石、金红石和铁的化合物等为

有害杂质【31。

长石类质同像替代很发育，它们的化学组成常用OrxAbyAnz(x+y+z=100)表

示，其中or、Ab和An分别代表KAIS30s(钾长石)、NaAISi30B(钠长石)和CaA]2Si208

伟§长石)三种组分I钔。以某二组分为主，可划分为两个类质同象系列：由钾长石和钠

长石在高温下形成完全类质同像的钾钠长石系列(或称为碱性长石系列，即Or-Ab系

列)；由钠长石和钙长石形成连续的斜长石系列(即Ab-An系列)。or与An组分问只能

很有限地混溶，不形成系列，图1-1显示了Or—Ab-An体系三元长石的成分范围嘲。

徽斜长石or

(a)典型火山岩(高温)相 (b)变质岩(低温)相

图1-1 Or-Ab-Aa体系三元长石的成分范围

＼／／石一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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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石晶体结构呈架状，基本结构单元是四面体，它由四个氧原子围绕一个硅原子

或铝原子而构成。每一个这样的四面体都和另一个四面体共用一个氧原子，形成一种

三维的骨架。大半径的碱或碱土金属阳离子位于骨架内大的空隙中，配位数为8(在单

斜晶系长石中)或9(在三斜晶系长石中)。长石晶体大多数呈平行(010)或(001)的板状，

或沿某一结晶轴延伸的板柱状，图1．2为几种常见的长石形态151．

圃吣⑩
圈1-2几种常见的长石形态

左起依次为：正长石(板状)，正长石(柱状)、透长石、肖钠长石

双晶现象在长石中十分普遍，已知的双晶律多达20余种，常见的有钠长石律、

曼尼巴律、巴温诺律、卡斯巴律、肖钠长石律X叹晶(gq 1-3)。在碱性长石中还常见一种

格子双晶(或称M．双晶)，它是钠长石律和肖钠长石律双晶复合的结果，这种双晶是长

石从单斜晶系向三斜晶系转变时产生的【5l。

团圆固
侈移国

图1-3长石中几种常见的双晶

a-昔斯巴律接触取晶 b-仁斯巴律贯穿舣晶 c．巴温诺律烈晶

d．曼尼巴律烈晶e．钠长石律聚片双晶f-肖钠长☆律聚片烈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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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族矿物的晶系及结构特征，可将其分为两个亚族14l：

(1)钾钠长石亚族：包括透长石、正长石、冰长石等(具有两组相交成90。的解理)

和微斜长石、天河石、歪长石等(具有两组相交成89。40’的解理)。随温度由高到低，

Or端员依次形成透长石、正长石、微斜长石；Ab端员则依次形成高钠长石、中钠长

石、低钠长石。图14表明了Ab．Or体系各成分与温度的关系【6】，钾钠长石亚族矿物

分类及特性门见表1-1。

Ab Or

M一单斜，T一三斜，虚线一性质和严格位置存疑的相界线

图l-4 Ab-Or体系的成分温度图

表1-1钾钠长石亚族矿物分类及特性

(2)斜长石亚族：包括钠长石、更长石、中长石、拉长石、钙长石等，三斜晶系，

具有两组相交成86。24’～86。50’的解理。Ab-An体系各成分与温度的关系【6l见图1．5，

斜长石亚族矿物分类及特性13J见表1．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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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温度／c

12∞
单斜钠长石，

固溶体

中钠长石婴
固溶体 i＼ ／7中钠长石固溶体+体．凶

400

低钠长石／ 一原始钙长石
固溶体

u6一—_面40 60 ∞ 100含量／％
Ab An

P一晕长石连生区；B B0鹤删连生区；H-I-Iuttcnlochcr连生区

图1-5 Ab-An体系的成分．温度图

表1-2斜长石亚族矿物分类及特性

名称 An含量，％ 赋存矿床 属性

钠长石

更长石

中长石

拉长石

培长石

钙长石

0～10

10～30

30～50

50～70

70～90

90～100

伟晶岩、细碧岩、片岩沉积岩中的自生矿物 酸性

花岗岩、伟晶岩、流纹岩等 斜长石

闪长岩、斜长岩、石英黑云母苏长岩 中性斜长石

辉长岩、斜长岩、玄武岩
基性

角闪辉长岩、玄武岩
斜长石

角闪辉长岩，层状杂岩

1．1．2矿床类型及其分布

1、矿床的成因类型嗍

综观世界各国的主要长石矿床，按其成因类型可以归纳为以下两大类：

(1)伟晶岩型长石矿床：此类矿床是长石矿中最主要的成因类型，主要赋存于伟

晶岩区，其围岩多为古老的沉积变质的片麻岩或混合岩化片麻岩，也有一些矿脉产于

花岗岩体或基性岩体中，或在其接触带上。矿石主要集中于伟晶岩的长石块体带或分

异单一的长石伟晶岩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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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多数长石矿属于这类矿床，如著名的澳大利亚Pippingarra钾长石矿，意

大利撒丁岛的部分钠长石矿。我国长石矿床多为伟晶岩型矿床，如陕西临潼、四川旺

苍、山西闻喜、山东新泰、辽宁海城及湖南衡山等。这类长石矿一般矿石质量较好，

矿物晶体粗大、纯净，共生矿物主要是大块状的石英和白云母，开采时用手选就可以

获得高品级的商品长石矿石。
‘

(2)岩浆岩型长石矿床：此类矿床产于酸性、中酸性及碱性岩浆岩中，其中以产

于碱性岩中的最为重要，如霞石正长岩、霞石正长斑岩矿床，其次为花岗岩、白岗岩

矿床以及正长岩、石英正长岩矿床等。

国际上著名的花岗岩型长石矿床有：意大利的撒丁长石矿、美国的Spruce Pine

长石矿和中国的随州长石矿。这类矿床一般规模较大，而～203、K20、Na20含量较

伟晶岩型低，钾、钠长石共生现象比较多，该类矿石多需要进行长石石英分离方能作

为商品长石矿。

2、矿床的工业类型19】

一般地，由钾长石和钠长石构成的长石矿物称为钾钠长石或碱性长石；由钠长石

和钙长石构成的长石矿物称为斜长石；钙长石和钡长石构成的长石矿物称为碱土长

石；钠长石以规则排列的形式夹杂在钾长石中构成的矿物称为条纹长石。目前，国内

外己开采利用的长石矿主要产于伟晶岩中，少数长石产于风化花岗岩、细晶岩、热液

蚀变矿床及长石质砂矿。根据矿床的岩石属性、矿脉结构及矿石的物质组分，我国长

石矿床的类型见表1．3。

表1-3我国长石矿床类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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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产的分布情况

(1)国外长石矿产分布情况

据美国矿业局统计，全世界长石储量达10亿t以上，主要产出国有意大利、中国、

土耳其、美国、加拿大、泰国、德国、法国、挪威、日本和印度等30多个国家110】。

世界各地区长石供需量情况【ll】见表1．钺以2005年为例)，世界主要的长石矿山情况[sl

见表1．5，亚洲各地区的长石生产和加工情况111】见表I-6(以2005年为例)。

表l-4 2005年世界各地区长石供需量情况(]可t)

注：据各类【一业需求量统计而成。·含加拿大和挪威主要用于玻璃业的霞石正长岩。

表1．5世界主要长石矿山情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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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川旺苍、山西闻喜等地 钾长石

中国 250
’。

： 塑堕堕些：塑堡塑!竺丝 塑墨互
塑堡 !!：! 坠坠堕!些!!坐：垒坐!史竺坚垫!!!竺 塑堡互：塑量互
日本 68 Inagaki Mining、TokaiKogyo 细晶岩，风化花岗岩

·8万t用于器皿玻璃的硅质花岗石粉料不包括在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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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长石矿产分布情况 ．

我国长石矿资源非常丰富，截止到1994年，具有一定保有储量的矿点数十个，

全国A+B+C级的保有储量为4083万t，其中尚未开发利用的占半数以上，主要分布

在山西、辽宁、安徽、山东、湖南、云南、陕西、甘肃和新疆等地【12J。我国长石矿床

的分布及其类型和主要化学成分【坩1见表1．7。
‘

表1．7我国长石矿床分布及其类型和主要化学成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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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茎耋坚
矿床名称 矿床类型 主要化学成分及含量／％

1．1．3矿床的主要工业指标

1、工业上对长石矿床的一般要求19】

(1)长石经手选后尽量纯净而不含杂质、表面无铁化现象或少量铁化现象。铁质

矿物、含铁质的黑色矿物和云母等的总含量应低于8％：

(2)矿体中长石含量要求在40％以上，矿石块度>5cm；

(3)长石粉细度要求通过200目标准筛，其筛余物应<7％；

(4)在11300C下煅烧后，应熔融成白色透明的玻璃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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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业上对长石产品的一般要求 ．

目前，我国长石矿产品还没有制定统一的产品质量标准，工业应用部门主要要求

其含铁量低，表1．8为我国长石产品的一般质量要求【9】．

表1-8我国长石产品的一般质量要求

3、陶瓷工业对长石产品的质量要求19’1川

表1-9陶瓷工业对钾长石的质量要求

卫生瓷

日用瓷
≥11～15 >2<75 ≥17 <O．5 <O．5 ≤I．5

成分／％ K20 Na20 Si02 A1203 Fe：203 MgO+CaO

磨料川长彳i >10 <4 >60 >18 <15 <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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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玻璃工业对长石产品的质量要求14,14J

表1．12玻璃工业对长石产品的质量要求

6、制钾肥用钾长石的参考工业要求【4·吲

表1．”制钾肥用钾长石的参考工业要求

1．1．4矿石性质及主要用途

1、物化性质

长石具玻璃光泽，本身无色透明，但常因含有杂质而被染成浅黄、褐黄、肉红、

深灰等色，有的还可具有美丽的变彩或晕色；晶形呈短柱状、厚板状；具有{ore}和

{olo}两组完全解理，其夹角90。(单斜晶系)或近于90。(三斜晶系)：比重2。56～2．76之

间；莫氏硬度6～6．5；具有较低的折射率(1．514～1．5鹋>和双折射率(O．005～0．013)。

2、工艺特性

长石的主要工艺特性：熔点在1100～1300"C之间，比氧化铝易熔且熔融范围宽；

化学稳定性好，除高浓度的硫酸和氢氟酸外，不受其他酸、碱的腐蚀；在与石英及铝

硅酸盐共熔时有助熔作用，常被用于制造玻璃及陶瓷坯釉的助熔剂，并可降低烧成温

度；易磨性和可展性能良好，长石的解理使其易于被碾碎等⋯41。

3、主要用途

长石因其优良的工艺特性被广泛用作玻璃、陶瓷、化工、磨料磨具、玻璃纤维、

电焊条等工业的原料。

(1)玻璃熔剂：长石在玻璃工业中用量约占其消费总量的50％～60％。长石因含

A1203高且比氧化铝易熔而被广泛用于玻璃工业，主要用来提高玻璃配料中的氧化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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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并减少纯碱用量，以降低玻璃液的熔融温度、调节玻璃液的黏性、并防止在玻璃

形成过程中产生析晶缺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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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一41。

(2)陶瓷坯体配料：在烧成前长石能起瘠性原料的作用，减少坯体的干燥收缩和

变形，改善干燥性能，缩短干燥时间。在烧成时可作为熔剂降低烧成温度，促使石英

和高岭土熔融，并在液相中互相扩散渗透而加速莫来石的形成。熔融中生成的长石玻

璃体充填于坯体的莫来石晶粒之间，使坯体致密而减少空隙，从而提高其机械强度和

介电性能。此外，长石玻璃的生成还能提高坯体的透光性。长石在陶瓷坯体中的掺入

量随原料不同、产品的要求不同而异f3·16t171。

(3)陶瓷釉料：陶瓷釉料主要由长石、石英和粘土原料配成，其中长石用量可达

10～35％。长石在陶瓷工业中的用量约占其消费用量的30％，主要是用钾长石。

(4)搪瓷原料：用长石和其它矿物原料掺配成法琅，长石掺入量通常为20～30％。

(5)磨料：在制作磨轮时常用长石作陶质胶结物的组分，其含量为28～45％。

(回制取钾肥：钾长石可作为提取碳酸钾、硫酸钾和其他含钾化合物的原料。

f7)宝石原料：长石中的月光石、日光石和拉长石等具有月光效应或晕彩效应，

可用作宝石原料。

(8)化工：磨碎的长石用作乳胶、涂料和丙烯类物质的填充料。用作填料时，可

含较多的游离石英；用作皮肤化妆粉，则要求长石的矿石粒度为2～8#m。

(9)其他：长石作为填料在造纸、耐火材料、机械制造、电焊条等工业生产中都

有广泛的应用。

1．2选矿方法及工艺流程

1．2．1一般选矿方法

根据长石矿床种类及矿石性质的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选矿方法。一般是在采场

手选后进行破碎磨矿，然后采用磁选除去铁矿物。

近年来，随着长石富矿的减少，以及其他矿山综合回收长石技术的发展，引入了

重选、电选、浮选等选矿手段进行联合分选作业，从而达到除去石英、云母等伴生矿

物，回收富含钾、钠的长石精矿的目的。表1—14列出了长石的主要选矿方法19·1 41。



武汉理I[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拣

选

根据外观颜色、结晶形状等差别进行人工

分选

光 代替手选，从大块矿石(10～25Ⅲ丑)中除

选 去暗色废石

当氦氖红色激光射向矿石时，颜色较浅者

能反射回来，再通过机械传动将矿石与脉

石分开

1．2．2选矿原则工艺流程

长石矿物赋存的矿床不同，矿石性质、伴生杂质也可能不同。根据长石矿的矿石

性质，一般采用的选矿原则工艺流程如下13，坩J：

(1)伟晶岩中产出的优质长石：手选一破碎一磨矿(或水碾)一分级

该工艺中使用的轮碾机磨矿效率低、处理量小．由于没有除铁设备，生产的产品

不能满足陶瓷等行业要求，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低。

(2)风化花岗岩中长石：破碎一磨矿一分级一浮选(除铁、云母)一浮选(石英、长

石分离1

该工艺生产的长石产品质量较好，回收率较高，能满足各种用户的不同品级需求。

但选矿成本相对较高，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在优质长石资源R益减少的情况下，可

根据矿山具体情况加以选取。

茹一黧一篡篡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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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细晶岩中长石(一般含云母，有时含铁)：破碎_磨矿一筛分一磁选

该工艺生产的长石产品质量较高，能满足各种用户的不同需求。磁选分干法和湿

法两种，干法磁选虽然生产成本较低但除铁率不高，湿式磁选工艺流程相对复杂．需

压滤、干燥设备．生产成本相对较高。

(4)长石质砂矿：水洗脱泥一筛分(或浮选分离石英等)

1．3长石选矿提纯现状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国内外在长石的选矿提纯方面做了较多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破碎与磨矿

长石的破碎与磨矿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最终产品的粒度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除杂工

艺的需要。长石的粗碎大都采用颚式破碎机，破碎产品一般在lOmm左右。目前国内

在长石的细碎和磨矿工艺上研究较多，相关设备也较多，主要有辊式破碎机、反击式

粉碎机、冲击式粉碎机、锤式粉碎机、石研磨、柱磨机、塔磨机、雷蒙磨、搅拌磨、

振动磨、砂磨机及气流磨等。其中石辊式破碎机、反击式粉碎机、冲击式粉碎机、锤

式粉碎机、石研磨、柱磨机、塔磨机等主要用于粒度为．1809m左右的产品，对这类

磨机的要求是一方面要防止产品跑粗(+2ram)，另一方面要防止矿石过粉碎(一般

．120／an产品控制在10％以内)；雷蒙磨、搅拌磨、振动磨、砂磨机等主要用于-45／an

产品，对这类磨机的要求主要是铁质污染要较低11q。

目前，长石磨矿主要分为干法和湿法两种磨矿方式。相对而言，湿法磨矿效率较

干法高，并且不易出现“过磨”现象。从应用行业来看，玻璃行业长石原料的加工大

多选用钢棒介质磨矿，磨矿效率高且粒度均匀，但引入铁质污染，导致长石产品质量

不高；陶瓷行业因对长石原料的要求较高，故多采用石质轮辗或瓷球磨矿，磨矿效率

低且能耗高，无法实现高效率和工艺连续化作业。在保证长石产品高质量的基础上，

实现高效率磨矿和连续化生产是长石加工提纯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罗中平等119l针对德昌南山长石矿的基本性质，研究了不同磨矿方式下该矿石的磨

矿效率和铁污染情况。结果表明，采用柱磨机干磨存在“过磨”现象且磨矿效率低；

分别采用瓷球介质和钢球介质进行湿法磨矿，瓷球磨矿效率较低，球磨效率高但引入

铁质污染，需要增加除铁工艺。

陈国安I驯采用“锤式破碎一摆式粉磨一干式强磁选”工艺，对陕西省丹凤县碱长

石矿进行了选矿处理，获得了含Fe203 0．05％的优质长石精矿，产品达到出口标准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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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玻壳质量标准，目前该工艺已投入生产。 ．

高惠民等【18】提出了“湿式棒磨与螺旋分级闭路一弱磁及高梯度磁选”工艺流程，

可使含Fc2030．21％的原矿经一次选别后，获得产率为86．11％、Fe203含量为O．10％的

长石精矿。

‘2、洗矿和脱泥

洗矿适用于产自风化花岗岩或长石质砂矿的长石，主要是去除粘土、细泥和云母

等杂质，一方面降低长石矿中Fe203含量，另一方面可以提高长石矿中钾、钠含量IloJ。

洗矿是利用粘土、细泥、云母等粒度细小或沉降速度小特点，在水流作用下使其与粗

粒长石分开。常用设备有Denver擦洗机、振动筛、洗矿槽、搅拌桶和磨矿机等。

脱泥主要是为了除去矿石中的原生矿泥，及因磨矿等产生的次生矿泥，用以防止

大量细泥影响后续作业(如浮选、磁选等)的选别效果。通常在单一或复合力场中脱泥，

常用设备有脱泥斗、离心机、水力旋流器等。

3、各种磁选设备的应用

由于长石中的铁矿物、云母和石榴子石等都具有一定的磁性，因此在外加磁场的

作用下可与长石分离。一般地，长石中的铁矿物、云母等磁性较弱，只有采用强磁选

设备才能获得较好的分选效果。目前，国内用于长石除杂的磁选设备主要有：永磁辊

式强磁选机、永磁筒式中强磁选机、湿式平环强磁选机和高梯度强磁选机等110l。

r1)永磁辊式强磁选机

永磁辊式强磁选机是利用稀土永磁排斥磁极的原理，由一组永磁铁圆盘和软铁圆

盘交替叠合而成，磁辊表面磁感应强度可达2．Or。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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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费用极低、操作方

便，但受到物料粒度下限(一般为0．12mm)的限制【2lJ。长沙矿冶研究院研制的CRIMM

系列永磁辊式强磁选机先后在安徽明光长石矿、四川乐山长石矿和山东威海长石矿中

应用。应用结果表明，在原矿粒度为0．12mm～2mm、含铁O．5％～O．8％时，采用该设

备可得到含铁O．15％～0．3％的长石产品，除铁效果明显1191。

但)永磁筒式强磁选机

永磁筒式强磁选机是在弱磁场永磁简式磁选机的基础上将永磁材料换成钕铁硼

而制成，分选区的磁感应强度～般在0．3～0．8T。该设备有干式和湿式两种，生产厂

家和系列也较多，有马鞍山矿山研究院的ZC(NCO系列中磁机、长沙矿冶研究院的

DPMS系列中强磁选机、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的ZCT筒式磁选机等。这类设备的特

点是干湿均可、运行成本低，但由于磁场偏低，较难得到高档的长石产品12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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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湿式平环强磁选机

湿式平环强磁选机是国内外矿山应用较广泛的电磁强磁选设备，其背景磁感应强

度为1．2～1．7r。长沙矿冶研究院采用Shp湿式强磁选机对四川德昌．1mm长石矿进行

除杂，试验结果表明，在原矿含铁0．5％时，经一次磁选可得到含铁0．2％以下的长石

产品119J。该设备的优点是入选粒级较宽，设备处理能力较大。

(4)高梯度强磁选机

高梯度强磁选机是目前微细粒矿物提纯最有效的设备，其背景磁感应强度可达

2．0rIY国外可达5．or)，可对．74／zm的长石矿提纯。长沙矿冶研究院采用CRIMM型高

梯度强磁选机对湖南平江长石矿除铁，在原矿含铁0．2％左右时，经～次磁选可得到含

铁0．05％以下的长石特级产品田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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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杂，在原矿含铁0．6％时，经一次磁选可得到含铁

0．3％以下的长石产品【州。高梯度磁选是生产高档长石产品的有效途径，但设备成本和

运行费用均较高。

4、浮选技术的应用进展

浮选是长石除杂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可除去长石中的铁、钛等杂质元素，矿石中

所含杂质矿物种类的不同，选择的捕收剂也就不同，但均采用反浮选工艺；另一方面

能实现长石和石英的分离，从而提高钾、钠含型加l。目前，研究较多的是长石与石英

分离的药剂制度，以及钾长石和钠长石的选择性分离等。

(1)含钛脉石矿物的浮选

研究表明，长石矿物中的钛主要赋存在金红石(或锐钛矿)和少量榍石中。在pH4巧

的范围内，使用脂肪酸作捕收剂，金红石(或锐钛矿)是很易浮选的，但其可浮性是按

下列顺序依次下降：油酸>亚油酸>亚麻酸。利用石油磺酸盐或脂肪伯胺乙酸盐，在

pH 2．5的酸性条件下也可以浮选金红石(或锐钛矿)，并具有更好的选择性。也可使用

羟肟酸钾，或将琥珀酸酰胺盐与磺酸盐混合使用浮选金红石(或锐钛矿)。目前只有很

少的文献资料介绍榍石的浮选性能，表明榍石能用油酸及其皂类进行浮选，但这一浮

选过程对于存在的矿泥是很敏感的I吲。

O．Bayat等I”J研究了各种阳离子捕收剂在长石浮选过程中的使用效果。结果表明，

捕收剂AERO 3031)(2与AERO 801+AERO 825混合使用，能比这些捕收剂单独使用

时取得更好的效果，具有更高的选择性和长石精矿回收率。

M．S．CelikI冽用油酸钾、油酰基肌氨酸和羟肟酸盐在磁选前和磁选后用来浮选有

颜色的杂质矿物(主要是金红石和云母)。试验结果表明，油酰基肌氨酸比其它捕收剂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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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M．Ages等阳用表面擦洗和选择性浮选组成的联合流程，处理了3种类型的低品

位长石矿石，除钛效果明显，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

但)含铁脉石矿物的浮选

一般情况下，长石矿物中的铁主要赋存于云母、黄铁矿、少量赤褐铁矿和含铁的

碱金属硅酸盐(例如石榴子石、电气石和角闪石)。通常，在pH 2．5～3．5的酸性条件下，

采用胺类阳离子捕收剂可浮出云母；在pH 5～6的酸性条件下，采用黄药类捕收剂可

浮选出黄铁矿等硫化矿物；在pH 3～4的酸性条件下用磺酸盐类捕收剂可浮选出含铁

硅酸盐。

曹明礼等1171在pH 4～5的酸性条件下，以石油磺酸盐为捕收剂，2号油作起泡剂，

对河北唐山某地长石矿进行了浮选除铁试验，使原矿中Fe203含量由0．21％降低至

0．11％，达到了生产高档瓷对长石原料的要求。

河南省岩石矿物测试中心I蠲l采用塔尔油、2号油、活化剂FN、捕收剂AS等对某

地钾长石矿进行选别研究，精矿产品中Fe203含量由0．26％降低到O．09％。

冶金工业部马鞍山矿山研究院I凹J发明了以石油硫酸钠与燃料油的混合乳液为捕

收剂对长石进行反浮选(粗选)，再对粗选精矿以单一的石油硫酸钠为捕收剂进行扫选

的长石除铁选矿新技术。该技术具有工艺简单、长石精矿产率高、含铁量低等优点，

对于铁含量高、风化严重的长石矿除铁尤为适用。

Q．Y．Gulsoy等pol根据土耳其Cinc．Ceyhan钠长石的矿石特点，采用阴、阳离子

捕收剂两段浮选工艺，获得了含Ti02+Fe203总量小于0．1％的高质量钠长石精矿。两

段浮选法的最佳条件为：云母浮选的最佳pH 2．5～3，捕收剂Armac TD的最佳用量为

2259／t；铁／钛氧化物浮选的最佳pH 5．5～6．5，捕收剂油酸钠的最佳用量为20009／t。

(3)石英一长石浮选分离技术

石英一长石浮选分离的传统方法是HF酸法，也称“有氟有酸”法，即采用I-IF

酸调浆至pH 2．5以下抑制石英，活化长石，实现长石和石英的分离。但由于环保问题，

以及HF酸使用过程中的诸多不便，众多选矿工作者都在积极研究无氟分离方案。

A Vidyadhar等【31】在硫酸介质中，加入阴阳离子混合捕收剂，优先浮选长石，实

现长石～石英分离，该法俗称“硫酸法”或“无氟有酸”法。

唐甲莹等【32l在自然中性介质中，利用石英与长石结构组成的差异，在独特的工艺

条件下，合理调配阴阳离子混合捕收剂，优先浮选长石，实现二者分离，该法被称为

“无氟无酸”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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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331，在高碱性条件下，以碱土金属离子为活化剂，以烷基磺酸盐为捕收剂，

可优先浮选石英，实现石英与长石的分离。目前该方法还仅限于实验室结果，未见有

在工业生产中获得实际应用的报道。

M．S．Amarante[“】研究发现，在高pH值条件下，使用N．烷基二胺作捕收剂，十

二烷基磺酸钠作长石抑制剂，并加入Brij型非离子表面活性剂，实现了石英与长石的

浮选分离。

以上几种石英一长石无氟浮选分离工艺中，最成熟、应用最广泛的是无氟有酸法，

但这一工艺需要强酸性的介质条件，造成设备腐蚀严重。因此，无氟无酸法和其它工

艺方法是石英一长石浮选分离工艺的未来发展方向13”。

(4)钾长石和钠长石的浮选分离

钾长石(正长石和微斜长石)和钠长石的分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因为它们

大部分混合产在长石矿床中，这些矿物具有相似的化学结构和类似的物理化学性质。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俄罗斯研究者在HF介质中用不同盐作为调整剂，来

浮选分离不同类型的长石：Yanis建议在HF介质中胺浮选时用镁离子和钙离子作为

钠长石的抑制剂，而富集钾长石；Starikova在15mg／LNaCI存在时用氟化物作活化剂，

浮选分离钠长石和钾长石；据Revnivtzev等人报导，钾离子或与钾半径相近的离子(如

Rb、cs和Ba)抑制钾长石，而Na、Ca、Sr和Mg抑制钠长石和钙长石；Marius和Laura

对含等量的钠长石和钾长石的伟晶岩进行了胺浮选试验，用NaCI抑制钠长石获得了

最好结果：Demir等人证明，在中性pH范围用胺捕收剂浮选碱性长石时，钠离子抑

制钠长石I刈。

C．Demir 1371研究发现，在一定浓度的NaCI和KCt溶液中，用HF作介质调整剂

时，胺捕收剂(G—TAP)能够实现钠长石与微斜长石的选择性浮选分离。

C．Karaguzel等I蚓采用分段分支浮选法，在HF介质中对含3．78％K20和3．37％

Na20的长石矿石浮选，获得了含10．51％K20和3．02％Na20的长石精矿，K20／Na20

比值由1．12上升到3．48，实现了钾长石与钠长石的选择性分离。

综合上述发现，随着长石富矿资源的不断减少，大量的低品质长石矿产有待开发，

而选矿提纯技术研究是提高长石资源利用率和产品质量的关键所在。传统的长石选矿

工艺存在磨矿效率低、工艺技术落后、设备陈旧等诸多问题，成为制约长石选矿大型

化、规模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根据原矿种类和性质，确定合理的选矿工艺流程，

选用先进的生产设备，采用高效低污染的浮选药剂等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突破口。实

现选矿高效率、产品高质量、投入使用新工艺新设备等是长石选矿的未来发展趋势。．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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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课题研究背景、目的、内容及意义

低品质钾钠长石选矿提纯技术研究是在我国“八·五”、“九·五”科技攻关项

目一陶瓷原料的精选提纯技术研究及工业化应用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优质长石矿原料

日益减少，而陶瓷等行业对长石、特别是高品级长石的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提出的。

‘目前，国内玻璃、陶瓷等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所用的长石原料一般不经过精选，粉

碎后直接利用的占80％以上，其质量控制主要依据原矿品质的优劣，严重影响了玻璃、

陶瓷等产品的质量和使用性能。我国长石资源中达到一级品以上的原矿储量仅占已开

发资源的15～20％左右，三级品以下的资源占绝大多数，必须经过除铁提纯才能应用。

因此，低品质钾钠长石选矿提纯技术研究对于提高国内长石产品质量，加快长石矿产

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社会效益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课题研究的目的：针对现阶段我国长石生产存在磨矿效率低、选矿提纯技术落后、

设备陈旧等问题，通过试验研究，确定适合直春长石矿选矿的工艺条件及最佳工艺流

程，使该地区大量的低品质长石资源，通过加工提纯达到一级品或特级品标准；针对

我国低品质长石矿的精选提纯难题，探索长石选矿提纯的新技术、新工艺。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原矿性质分析与特征研究，实验室小型选矿试验研究，半

工业性试验研究，选矿药剂在矿物表面的作用机理探讨等。根据对原矿性质的研究和

各种选矿方法及工艺的试验结果，确定合理的选矿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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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试验研究方法

2．1试样的来源与制备

试验所用长石矿石产自江西宜春地区，矿样总重量1．5t，最大粒度约150ram。按

照图2-1所示流程对矿样进行制备，并送化验分析。

(PE．150x250鄂式破碎机)

(SP．100×1∞鄂式破碎机)

(XPS-*250X 150辊式破碎机)

试验试样 化学分析试样矿物组成分析试样岩矿鉴定试样

图2-1长石试样的制各流程

2-2试验设备、药剂及研究方法

2．2．1试验设备及药剂

试验所采用药剂见表2-1，主要试验设备及测试仪器见表2-2。

表2-1试验药剂

阱五五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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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试验方法

首先对原矿性质进行分析，通过x射线衍射分析、化学多元素分析、显微镜下观

察等测试手段，弄清矿石的矿物组成、化学成分、有用矿物与脉石间的共生关系及嵌

布粒度等特性，为后面的磨矿试验及浮选药剂的选择提供依据。

磨矿是选矿试验研究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到分选效果的好坏，需要通过多次试

验研究来确定最佳的磨矿细度。磨矿的目的是要使矿石中的有用成分全部或大部分达

到单体解离，同时又要尽量避免“过磨”现象，并能达到选别作业要求的合适粒度，

为选别作业有效地回收矿石中的有用成分创造条件印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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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度分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矿石可选性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检测项目

行本试验采用筛分分析(湿筛)和重力沉降分析方法对物料进行粒度分析，前者测得的

是几何尺寸，后者是具有相同沉降速度的当量球径。湿筛在水盆中进行，每隔1～2min

换水一次，直至盆中水不再混浊为止。将筛上物料进行干燥和称重，并根据称出重量

和原样品重量之差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筛析结束后，将各粒级物料用工业天平(精

确度0．Olg)称量，各粒级总重量与原样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重量的1％，否则

应重做【39】。

重力沉降分析在水介质中进行，采用六偏磷酸钠作分散剂，浓度0．005％～

0．05％(按重量计)。由于一般仅对小于0．1mm的物料进行沉降分析，故可以按斯托克

斯公式计算其沉降速度。用水做介质时，按国际单位制，斯托克斯公式可转换为

d_ (m) (2—1)

式中：d——球形固体颗粒直径，m；

h——沉降距离，m；

t——-沉降时间，s：

p．——固体密度，kg／m3；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公式适用于一定粒度范围的理想球形颗粒。实际测定时，需

要进行形状系数的校正。

浮选是矿石可选性研究的一种主要的方法，主要内容包括：确定选别方案；分析

影响浮选过程的主、次要因素及相互影响程度，确定各工艺因素的最佳条件；提出最

终选别指标和必要的其他技术指标139l。浮选法的工作重心是探索药剂制度与工艺条

件，尤其是调整剂和捕收剂的选取与试验条件的确定。

磁选是根据矿石中各种矿物的磁性差异来进行分离的一种选矿方法，不仅用于

铁、锰、镍、铬、钛等金属矿石的分选，还广泛用于高岭土、石英砂、长石等非金属

矿石的除铁提纯。试验时需要事先对矿石进行磁性分析，然后再做预先试验、正式试

验，以确定磁选操作条件和流程结构139J。对长石等非金属矿物而言，主要采用高梯度

磁选机对矿石进行选矿提纯。需要注意的是，磁选试验时矿石入料粒度不应太细，否

则易发生“磁团聚”现象，从而影响选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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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测试方法

(1)x射线衍射分析140l

利用x射线研究晶体结构中的各类问题，主要是通过x射线在晶体中产生的衍

射现象。当一束x射线照射到晶体上时，首先被电子所散射，每个电子都是一个新的

辐射波源，向空间辐射出与入射波同频率的电磁波。由于这些散射波之间的干涉作用，

使得空间某些方向上的波始终保持相互叠加，在这个方向上可以观测到衍射线；而另

一些方向上的波则始终是互相是抵消的，就没有衍射线产生。

晶体所产生的衍射花样能反映出晶体内部的原子分布规律：一方面是衍射线在空

间的分布规律，由晶胞的大小、形状和位向决定；另一方面是衍射线束的强度，强度

大小则取决于原子的品种及它们在晶胞中的位置。利用x射线衍射的测试手段，可以

对矿物进行物相鉴定以及半定量分析。 ’

(2)显微镜分析

使用显微镜对矿石进行矿物鉴定与定量分析，是目前国内外最通用、最基本的技

术手段。显微镜分析的优点在于：分辨矿物的能力强；仪器设备简单，操作方便；定

量分析的结果可靠性高，完全能满足选矿工艺生产与研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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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鉴定和研究透明矿物的工作中，应用最广泛的方法就是晶体光学法，即

偏光显微镜研究法。它是将具有代表性的矿样磨制成O．03mm厚的薄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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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样品的结构构造及工艺加工

特征的目的【4”。对于不透明或透明度较低的矿物，则需要制成光片在反光显微镜下进

行岩矿鉴定。

不过，使用显微镜对矿石进行定量分析时，必须事先对矿石中各种矿物做出准确

无误的鉴别，同时要保证所测样品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根据定量测定时的操作方式和

计算原则的不同，又具体划分为面积法、直线法和计点法，使用较多的是直线法14”。

(3)红外光谱分析

通常所说的红外光谱是指中红外光谱，频率在4000～500cm_1之间，正是一般有

机化合物的基频振动频率范围，能够给出非常丰富的结构信息：根据图谱中的特征基

团频率能指出分子中某种官能团的存在；全部图谱则能反映整个分子的结构特征。除

光学对映体外，任何两个不同的化合物都具有不同的红外光谱。因此，红外光谱用于

有机结构鉴定最方便也是最可靠的方法。红外光谱还具有样品适应范围广(固态、气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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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态都能应用，无机、有机、高分子化合物都可检测)、仪器结构简单、测试迅速、操

作方便、重复性好等优点142J。

红外光谱应用在选矿中，一方面可以对矿物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另一方面又是

研究浮选药剂与矿物问作用机理的有效手段。

(4)电子探针微区分析

电子探针微区分析是一种对微区成分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的材料物理试验测试

手段【43】。电子探针应用在矿物学上，主要用于鉴定微粒微量矿物的成分，以及研究矿

石中有益或有害元素的赋存状态等144J。电子探针的分析方法有定点分析、线扫描分析

和面扫描分析，可作定性和定量分析，还能较准确地测定元素的扩散和偏析情况。利

用定点分析可测定试样中直径lgm的微区范围内该点的元素组成与含量，但有一定的

局限性；线扫描对于测定元素在矿物内部的富集与贫化十分有效；面扫描可提供元素

浓度的面分布不均匀的资料，并能够同矿物的显微结构联系起来，对于分析矿物的固

溶体分解结构以及矿物内部的微细包裹体等内容是非常有效的14”。

(5)矿物表面Zeta电位的测定mJ

当溶液中的矿物颗粒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相对移动时，双电层中的扩散层与固体表

面Stem层之间产生一个滑动界面，滑动界面上的电位和溶液内部的电位差称为电动

电位，又称Zeta电位，常用‘表示。‘电位的测定方法很多，如电泳、电渗、流动电

位、电位滴定等。

影响‘电位的因素很多，凡是能影响表面电位的因素均能影响‘电位。有些因素

只能改变‘电位的大小，有些因素不仅能改变‘电位大小，还能改变其符号。研究表

明：(电位与浮选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可用(电位来评价矿物与各种药剂作用后浮选

活性的变化。一般来说，(电位绝对值降低可使浮选效果变好，矿物表面疏水性和可

浮性提高。因此，可用药剂与矿物作用前后(电位之差来评价矿物可浮活性的变化，

(电位差越大，则药剂与矿物的作用越好，浮选活性提高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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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原矿性质及特征研究

对制备的长石矿样分别进行化学元素分析、矿物组成分析、岩矿鉴定等原矿性质

研究，考察该矿石中有用矿物、杂质矿物，及其相互间的共生关系和嵌布粒度等情况。

3．1矿石的化学成分

为了查明矿石中所含元素的种类和含量，将具代表性的长石矿样送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钡9试中心进行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见表3-1。

表3-1化学多元素分祈结果(Wt％'

由矿石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可知：矿样中的主要元素是Si、AI、Na、K，次要元

素是Fc、Ca、Mg、Ti、P、S，还有微量的Mn和Ij。对陶瓷原料而言，矿样中Fc、

啊、s的存在影响陶瓷的质量，因此在选矿中应加以排除。

3．2矿石的矿物组成

矿物组成分析能够进一步查明矿石中各种元素呈何种矿物存在，以及各种矿物的

含量、嵌布粒度特性和相互间的共生关系。

磨制30余块薄片和探针片，分别进行显微镜下鉴定和矿物成分的探针微区成分

分析，其结果如下：矿石的主要矿物是钠长石、钾长石和微斜长石，次要矿物为石英、

白云母(绢云母)、方解石，副矿物有磷灰石、金红石、黄铁矿、赤铁矿、稀土矿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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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显微镜鉴定分析

(1)矿石中的主要矿物

钠长石：发育聚片双晶，普遍绢云母化(照片3-1，3-2，3-3)含量35％。

钾长石：部分绢云母化强烈(照片3．3)，含量30％。

微斜长石：发育格子双晶r照片3-4)，和钠长石镶嵌在一起，表面蚀变弱，含量

25％，正长石和微斜长石通常为钾长石。

(2)矿石中的次要矿物

石英：粒状或细脉状分布(照片3．7，3．8)，含量5％。

白云母(绢云母)：片状，分布在长石颗粒的边缘，出现弯曲和压折现象(照片3-5，

3．∞，含量3．5％。

(3)矿石中的副矿物 ，

磷灰石：粒状(照片3．9)，74#m～359m，含量1～2％。

金红石和铁矿物：这些暗色矿物分布在颗粒的边缘或成细脉状充填于裂隙中(照片

3．5，3．7，3．101。颗粒细小，单体一般小于29m。含量2～3％。

在背散射照片ee(照片3．11，3-12)，观察到稀土矿物磷钇矿(犁m)、方解石(5～

89in)。

照片3-1中间颗粒为钠长4j，由丁蚀变作Hj

表面较脏(十-状小点，小于lum)的聚片双晶

lOxlO(一)

照片3-2钠&Il的聚片舣品，表面绢云母化

(黄点部分)lOx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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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3云母(颗粒中间)、钾KIl(强烈绢云

母化，左下角黄点)lOxl0(+)

照片3．5片状的白云母(右F部)沿长fi颗粒

边缘分布．云母和长石接触处分布微细粒的钛

铁矿物lOxlO(一)

照片3．7巾问为fi英细脉，沿细脉的边缘分

布不透明矿物(黄铁矿，犁m)，其余为粗粒的长

石、细粒的云母lOx4(一)

照片3．4 l号样微斜长Ⅱ的格子烈晶

lOxlO(+)

}}镬片3-6片状的白云母(一级萸年¨监J

lOxlO(+)

照片3-8【{J问为4i英细脉，沿细脉的让缘分

布不透明矿物(黄铁矿，2,urn)-其余为长右、细

粒的云母(干涉色为橙色)lox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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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9粒状磷灰石，周围是表面干净的钠

长石，不透明矿物分布在裂隙边缘10x10

(一)

照片3．1l亮的小颗车立为磷钇矿，狄色部分为钾

长石，右上角为云母，暗颗粒为钠长石

背散射图x1000倍

3．2．2电子探针成分分析

照片3．10 2号样钛铁矿物沿裂隙分布

10x4(一)

}!{{片3．12左上角亮颗粒为碳酸钙，也r角为

金红石，灰色部分为钾长石．右上角为云母，

暗颗粒为钠长石背散射图X400倍

为了探讨铁、钛等有害组分的赋存状态，对矿石中不同矿物分别进行电子探针成

分分析，结果见表3．2。

由表3．2可知，钾长石矿物(样号1-1，1-4，1-6，2-3，4-3)和钠长石矿物(样号2-4)

探针成分分析中，FeO、Ti02、MnO、MgO的含量均为零，仅含有微量的CaO和Na20。

上述结果表明，该矿石中钾钠长石的成分较纯，不含铁、钛等有害元素。

白云母(绢云母)中含铁较高，FeO的含量达2．59～3．55％，在选矿过程中必须排除

该类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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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和b为烧结样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发现，金红石微粒以蜂窝状的集合体分布，大小3叻m，其单

体颗粒细小，在<劾m以下，沿长石颗粒的边缘分布，这说明矿石化学分析结果中的

钛是以金红石的状态存在(样号1-2，1·3，1．5，4．1，a-i)。

3．2．3矿石XRD分析

对长石矿样进行了X射线衍射分析(图3-1)。矿石中的主要矿物是钠长石(d值为

4．0402A、3．784A、3．6746／k、3．5052．^,、3．3785／鼍、3．1989／k、2．9355／§,、2．5658／鼍、1．5047,置、

1．4576／k)、正长石(d值为6．4076／k、4．0402A、3．784A、3．0349A、2．7883／k、2．565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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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5L置，2．3226,＆?2．2830．&，2．1634A，2．1289A，1．9306,＆，1．s072A，1．7877A，1．7205,&，

1．5760A、1．4576A)、微斜长石(d值为6．4076A、4．2382A、3．784A、3．6746A、3．2526,&、

3．0349A、2．9689A、2．8675A、2．565SA、2．3226．&、2．1634A、1．9976A、1．8072A、1．7877A、

1．5760A、1．4576．&)，次要矿物为云母(d值为10．0173A、5．oosoA)，石英(d值为3．3510A、

4．2382．&)。其他矿物由于含量低，图谱上显示不出来．
。

3．3小结

D·g嘻日f 2‘)

图3-1原矿的Ⅺm图谱

(1)矿石的主要矿物是钾长石(微斜长石)，钠长石、少量的石英、云母、方解石，

副矿物是金红石、磷灰石、黄铁矿、磷钇矿。

(2)钾长石和钠长石本身成分较纯，不含铁、钛元素。

(3)矿石中钛的赋存状态是以金红石的单体形式存在，矿石中的铁不仅以黄铁矿

单体的形式存在，还部分赋存于白云母(绢云母)中。

(4)黄铁矿、金红石等暗色矿物分布在颗粒的边缘或成细脉状充填于裂隙中，颗

粒细小，单体一般小于2flm。

霉笔鲁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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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擦洗试验

第4章实验室小型选矿试验

为了除去矿石表面因污染或浸染状氧化的铁、钛等杂质矿物，通过洗矿考察擦洗

手段除铁、钛的效果。选取不同浓度条件下及不同的擦洗方式对矿样进行擦洗，试验

条件及其结果见表4．1。

表4．1擦洗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洗矿以后Fc、Ti的含量较原矿没有减少，甚至因铁质污染而有

所增加。因此，对该长石矿样进行擦洗，除铁、钛效果不佳。

4．2磨矿细度试验

4．2．1钢球磨矿试验

磨矿条件：采用XMB．70型三辊四筒磨矿机，磨矿介质为钢球。试样量2509，

磨矿浓度50％和60％，钢球充填率40％，磨矿时间5min、10rain、15min。经磨矿和

筛析，试验结果见表4．2。

表4-2球磨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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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2中可知，磨矿浓度为50％时，钢球介质的磨矿效率较高，磨矿15min后

．74／．tin含量达到60．13％。因此，对钢球介质而言，磨矿浓度取50％为宜a

4．2．2钢棒磨矿试验

磨矿条件：采用XMB一70型三辊四筒磨矿机，唐矿介质为钢棒。试样量2509，

磨矿浓度50％，钢棒充填率40％，磨矿时间5min、10min、15min，经磨矿和筛析，

试验结果见表4．3。

表4．3棒磨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磨矿15mln时．74,urn含量达到100％。因此，对该矿样采用钢棒

介质磨矿，效率高，但同时也表明磨矿产物粒度不易控制。

经比较发现，在磨矿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棒磨的磨矿效率要比球磨的效率要高，

粒度更均匀，但不具有选择性，易将长石颗粒与铁、钛杂质都磨细，不利于后续的分

选作业。球磨具有选择性磨矿作用，能有效的将铁、钛杂质与长石颗粒分离，而长石

颗粒不被磨碎，有利于后续的分选作业。

4．2．3瓷球磨矿试验

为了确定合适的磨矿细度，并考察铁、钛元素在矿石各粒级中的分布情况，故采

用瓷球磨矿机磨矿。将长石原矿磨矿10rain，磨矿介质为瓷球，然后经水筛分级，分

析各级别中Fc、Ti的含量，试验结果见表44。

试验结果表明，矿石中的杂质元素Fc、Ti主要富集在．-45／．tm级别中，Fc分布率

52．49％，Tj分布率45．81％；在．74／．tm级别中，Fe累积分布率67．05％，Ti累积分布率

60．71％，即Fe、Ti矿物主要分布在细粒级中，这与原矿性质与特征分析的结果具有

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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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确定铁、钛在细粒级中的分布情况，z悔-45Mm级别物料作沉降分析试

验，分析各细粒级中铁、钛的含量。试验结果见表4．5，矿样中各粒级中铁、钛含量
l

情况见图4-2。

表4．5细粒级中铁、钍的含量

试验结果表明，矿石中的杂质元素Fc、Ti主要富集在20tim以下的细粒级中。根

据长石结晶颗粒粗大，杂质矿物主要分布于结晶颗粒周边及裂隙中的特征，故对该矿

石宜采用粗磨，即磨矿细度控制在_74um 50％～60％范围为宜。

4．3磁选试验

4．3．1磁选场强条件试验

取矿样三份，每份2509，棒磨10min，磨矿浓度50％。采用Slon-100型周期式高

梯度磁选机分别进行磁选试验，场强分别为0．8T、0．9I"、1．0T，其它磁选条件为：矿

浆流速为0．74cm／s，脉冲为300tad／rain，聚磁介质为钢网。结果表明在其它磁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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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情况下，磁场强度为1．Or时，磁选效果最好。

4．3．2钢棒磨矿磁选试验

取矿样四份，每份2509，依次棒磨5min、lOmin、15rain、20min，磨矿浓度50％。

采用Slon．100型周期式高梯度磁选机分别进行磁选试验，场强1．0rI’，矿浆流速为

0．74cm／s，脉冲300rad／min，聚磁介质为钢网。试验流程如图4-1，试验结果见表4-6。

原矿

棒磨0 5‘，10'，15。，20'

精矿 尾矿

圈4Il棒磨磁选试验漉程图

表4．6棒磨磁选试验结果

芦



武汉理_L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试验结果表明，矿样的除铁效果随磨矿细度的增加而变差，除钛效果变化不大，

主要原因是高梯度磁选机的钢网聚磁介质对细粒的捕捉能力下降。

4．3．3钢球磨矿磁选试验

取矿样四份，每份2509，依次球磨5min、lOmin、15min、20rain，磨矿浓度50％。

采用Slon．100型周期式高梯度磁选机分别进行磁选试验，场强1．叮，矿浆流速为

0．74cm／s，脉冲300md／min，聚磁介质为钢网，试验流程如图4．2，试验结果见表4．7。

球磨6 5t，1 of，15·，20-

精矿 尾矿

图4．2球磨磁选试验流程图

表4．7球磨磁选试验结果

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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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采用钢球作为磨矿介质，随磨矿细度增加，除铁效果变差，除钛

效果亦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磨矿时间增加，使得细粒级铁污染增加，磁选效果变差。

根据磨矿磁选的试验结果，对该长石试样而言，磨矿细度变细，磁选机对磁性矿

物的捕收能力降低；过磨还造成磁选尾矿产率大幅下降，导致除铁、钛效果降低。结

合原矿性质，进一步证明磨矿宜粗磨。

4．3．4瓷球磨矿磁选试验

为了排除磨矿介质的污染，考察高梯度磁选机对细粒磁选的适应性和分选效果，

因此采用瓷球磨矿一分级一磁选工艺。试验采用Slon．100型周期式高梯度磁选机进行

磁选试验，场强1．叮，矿浆流速为0．74cm／s，脉冲300rad／min，筛分-74,um产物磁选

的聚磁介质为钢网，再磨-45／Mm产物磁选的聚磁介质为钢毛，试验流程见图4．3，试

验结果见表4．8。

r)瓷球磨10’
1

+ 堕坌l垫旦一
r—————————— j

r上，瓷球磨15‘ 磁．选一筛分【325目+r一_]’2了l
—唑 J名矿：矗：

+325目
I I

精矿1 尾矿1

图4-3瓷球磨矿磁选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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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试验数据表明，在排除磨矿介质的铁质污染因素后，通过高梯度磁选，该长

石中的铁、钛组分可以降低并有效地去除。尽管铁介质磨矿对长石选矿有污染，但磨

矿效率高，因此考虑先采用铁介质磨矿，然后制定合理的选别工艺来除去长石中的铁、

钛等杂质组分，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

4．4浮选试验

根据原矿性质研究结果，矿石中含有少量的黄铁矿，用磁选方法不能将其有效地

去除，故考虑采用浮选法浮出黄铁矿。丁基黄药是硫化矿的有效捕收剂，可采用反浮

选法将黄铁矿等杂质组分从长石矿中浮选出来，鉴于浮选过程中捕收剂对浮选指标的

影响较大，故选取不同的捕收剂用量进行单因素试验。矿浆浓度25％，试验药剂制度

见图4．4，试验结果见表铀．不同捕收剂用量下浮选精矿中铁、钛含量及分布率曲线
见图4．5。

原矿
!!!!。!!

棒磨f1：10·

3min；硫酸5009／t
3min{丁黄药
3rain{2#油609／t

『i孟习
精矿 尾矿

圈4．4浮选试验药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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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捕收剂单因素试验结果

旦量!堕尘 主曼 兰皇堑 塑!丝 壁坌塑皇丝 里旦!丝 里坌塑垩!墅

精矿

∞ 尾矿

94．61

5．39

O．65

1．20

90．48

9．52

O．15

O．16

94．27

5．73

盒生 !竺：塑 !：堡 !竺：塑 !：!! !坠竺

精矿 92．07 0-57 83．79 O．14 91．04

140 尾矿 7．93 1．28 16．21 0．16 8．96

合计 100．00 0．63 1(30．00 0．14 100．00

耪矿 94．38 0．51 86．73 0．16 94．05

200 尾矿 5．62 1．31 13．27 0．17 5．95

合计 100．00 0．55 100．00@16 100．00

精矿 96．12 0．58 91．39 0．15 95．86

260 尾矿 3．88 1．35 8．61 0．16 4．14

合计 100．00 0．61 100．00 0．15 100．00

140 200 260

T黄药用置，㈤

Fi砑i焉习
I+Ti分布率l

睦型

圈4-5不同捕收剂用量下浮选精矿中铁、钍含量及分布率曲线

试验结果表明，当捕收剂丁黄药用量为2009／t时，浮选精矿Fez03为0．51％，在

产率接近的情况下，较其他条件下浮选效果好，具体试验结果见表4-9。因此，浮选

捕收剂丁黄药的用量确定为200∥t。

术、啊扣筝，举壬矗謇城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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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小结

(1)磨矿以粗磨为主，控制磨矿细度．74pm 60％为宜，过磨则导致磁选效果变坏。

(2)分别采用钢球、钢棒、瓷球等三种不同磨矿介质，对长石矿样进行磨矿试验，

结果表明：棒磨的磨矿效率最高，球磨次之．瓷球磨最低：钢棒和钢球磨矿过程中均

会给矿样引入铁质污染，而瓷球磨则可加以避免；针对该矿石宜粗磨的特点，采用钢

球磨矿既能保证较高的磨矿效率，又能提高精矿产率。

(∞磁选试验采用Slon．100型周期式高梯度磁选机．最佳的磁选条件为：磁场强

度1．OT，脉冲为300rad／min，矿浆的流速为0．74cm／s。

(4)浮选可有效地浮出铁的硫化矿物，强化磁选效果。在酸性条件下，当捕收剂

丁黄药的用量为2009／t时，浮选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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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实验室工艺流程试验

根据该矿石的原矿性质与特征研究，在磨矿、磁选及浮选条件试验的基础上，进

行流程试验，以确定合理的工艺流程和试验参数。

5．1瓷球磨矿工艺流程试验

为了减少和排除铁介质的污染，先采用瓷球磨矿一分级一浮选(或磁选)工艺流程，

并分别进行先浮选后磁选试验和先磁选后浮选试验，以考察不同工艺除铁、钛效果。

5．1．1先浮选后磁选工艺试验

磨矿采用XMG．240X90型6．25L球磨机，磨矿介质为瓷球，磨矿浓度50％。试

验流程见图5-1，药剂制度见图5．2，试验结果见表5．1．

垦芏

占瓷球磨1口

+一堡坌坚!塑一一
．』瓷球磨15‘ 浮i选

磁精2 磁尾2

磁精1 磁尾l

图5-l先浮选后磁选工艺试验流程图

待选矿样!!!。‘●
3rain·硫酸500e,／t

3min}丁黄药2009／t

3min}2#油609／t

精矿 尾矿

图S-2浮选药剂制度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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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采用先浮选后磁选工艺流程，长石的除铁率为56．98％，除钛率为

36．75％，除杂效果较为明显。

5．1．2先磁选后浮选工艺试验

在其它试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采用先磁选后浮选的工艺流程进行试验，试验流

程见图5—3，试验结果见表5．2，两种工艺流程的精矿烧结结果见照片5．1(其中第一排

为先浮选后磁选产物，第二排为先磁选后浮选产物)．

堕笙

O瓷球磨lff

+ 箜坌塑旦．一_——————。。。。。。。。。—J

rL．瓷球磨15’ 磁i选

一半丝马+广i选
g鲁 l磁皂z尸i套I恻目毒精2矗2E=!==j I 拌褚Z 拌昂Z

l磁尾1
t t

浮精1 浮尾1

图5-3先磁选后浮选工艺试验流程图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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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5一l不同工艺流程获得的长石精矿烧结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采用先磁选后浮选工艺流程，长石的除铁率为48．77％，除钛率为

36．74％，与表5．1的结果相比较，两者除钛效果相近，但除铁率采用先浮选后磁选工

艺显然高于先磁选后浮选工艺。将两种工艺流程获得的长石精矿烧成白度进行对比，

结果也表明先浮选后磁选工艺优于先磁选后浮选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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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瓷球磨矿分级工艺流程试验

在不引入铁质污染的条件下，分别对不同粒度级别矿石进行先浮选后磁选工艺流

程试验，考察细粒级矿物颗粒的选矿效果及可回收性。试验流程见图5-4，磁选、浮

选试验条件同前，聚磁介质由钢网换为钢毛，试验结果见表5—3，磁选精矿烧结结果

见照片5—2。 ‘

堕芝

^瓷球磨10·

圈5-4瓷球磨矿工艺流程试验流程图

表5．3瓷球磨矿工艺流程试验结果

兰曼 主皇丝 垦型垒 垦坌塑!塑 兰垒丝 里坌塑型垒
磁精1

磁尾1

浮尾1

+74urn

磁精2

磁尾2

浮尾2

浮尾3

磁精3

磁尾3

15．47

3．65

1．07

16-53

16．70

2．46

3．76

5．11

28．48

6．77

0．071

1．98

1．61

0．36

0．10

1．69

1．32

L21

0．12

1．44

2．38

15．66

3．73

12．90

3．62

9．01

10．76

13．40

7．41

21．13

O．056

0．43

0．12

0．11

0．027

0．59

051

0．15

0．048

o．38

6．71

12．16

o．99

14．∞

3．49

11．24

14．86

5．94

10．59

19．93

鱼生 !塑：塑 !：!垒 !唑：塑 !：!! !塑：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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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5．3可见，通过浮一磁联合手段能有效地除去细粒级中的铁、钛矿物，提高

长石精矿的质量。

5．2钢球磨矿工艺流程试验

5．2．1球磨分级工艺流程试验

为了提高磨矿效率和产量，在图5-4的基础上磨矿介质由瓷球改为钢球，考察该

流程选矿效果和物料的适应性。试验流程见图5．5，其它试验条件与前面相同，试验

结果见表5．4，磁精矿烧结结果见照片5．2。

堕芏

’ ^球磨1 o．

+———』丝型皇一一‘t求m15’ +筛分i325Iil一毒嚣二每i-一再浮-选 磁选 ‘一]F—]
粤：l l静浮‰等F=．·—1 f ， f }浮尾Z1手尾3i

I ，浮尾1磁精2 磁尾2； ； l ；
磁精l 磁尾I 磁精3 磁尾3 磁精4磁尾4

圈5-5球磨工艺漉程试验流程图

表5-4球磨工艺流程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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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5-2瓷球，钢球磨矿各粒级磁选稽矿烧结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采用钢球介质磨矿并进行分级别选矿，具有明显的选矿效果。

一74urn经再次筛分后，-45,um粒级矿物的选别效果稍差，主要原因是由于矿石泥化的

影响，并且含Fc、Ti矿物往往于泥中富集，导致高梯度磁选机磁介质捕捉磁性颗粒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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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简化工艺流程试验

上述一系列试验的结果表明，采用钢球介质磨矿能够获得与瓷球磨矿相同的试验

效果，因此可采用钢球介质代替瓷球介质进行磨矿。前面试验的工艺流程(参见图5_4、

图5·5)也可加以简化，即采用如图5-6所示的简化工艺流程。球磨15mln，浮选、磁

选试验条件保持不变，试验结果见表5．5。

原矿

、‘)球磨15’

磁精 磁尾

图5-6简化工艺流程试验流程图

表5-5简化工艺流程试验结果

由表5-5结果可知，简化试验流程后，磁选精矿指标有了较明显的改善，但Fea03

含量O．18％比前面结果较高，分析其主要原因仍旧是由于有部分矿石易泥化，导致含

铁、钛矿物颗粒不能被磁选机介质有效捕收而造成精矿品质下降。因此，对上述工艺

方案应考虑增加脱泥环节。

5．2．3脱泥试验工艺流程试验

该长石矿具有轻微风化现象，经磨矿后出现部分泥化现象，前面的试验结果也表

明，当矿样中含泥量较大时，铁、钛等有害杂质组分富集于细泥中，不能被磁介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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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捕收而进入精矿中，导致磁选精矿指标变差。因此，根据磨矿细度试验结果，主要

考虑脱除。309m级别的矿泥(Fe203含量大于O．80％)。

脱泥试验包括加分散剂脱泥试验和不加分散剂脱泥试验两组，矿泥分散剂采用六

偏磷酸钠，操作方法采用重力沉降脱泥法。同时考虑到脱泥和浮选的相互影响，对脱

泥与浮选的顺序进行试验对比，试验流程见图5．7，试验结果见表5．6，磁选精矿烧结

结果见照片5．3。

原矿

一’球磨15

浮i选

磁精 磁尾

(1)浮选一脱泥工艺流程

n球磨15’

脱l泥
E!!!!!!!j

I 浮{选
矿泥F— “

占莘!与
I I

磁精 磁尾

(2)脱泥一浮选工艺流程

图5-7脱泥与浮选腰序对比试验工艺流程图

A-先脱泥后浮选上艺磁精矿 B．先浮选后脱泥上艺磁精矿

C．先浮选后脱泥(加分散剂)T艺磁精矿

照片5-3脱泥顺序对比试验产物烧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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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尾

矿泥

(2) 磁精

磁尾

7．30

24．10

59．60

7．∞

1．77

0．49

0．∞

2．51

26．40

24．10

10．90

38．90

0．13

0．14

O．052

0．45

8．70

30．70

2830

31．10

试验结果表明，流程(2)中浮选除铁率和除钛率比流程(1)较高。从烧结结果来看，

流程(2)中磁选精矿的烧成白度也较流程(1)更高些，故采用先脱泥后浮选工艺为宜。另

外，由于加入分散剂后磁选精矿的烧成白度有所下降，故脱泥过程中不加入分散剂。

5．2．4矿泥磁选工艺流程试验

考虑到矿泥的回收利用，将先脱泥后浮选工艺流程(参见图5—7(1))中的矿泥进行

高梯度磁选试验，场强1．0T，脉冲为300tad／rain，矿浆流速为0．64a111／s，聚磁介质为

钢毛，试验结果见表5．7。

表5-7矿泥磁选工艺流程试验结果

由表5．7可见，除铁、钛效果并不理想，磁选精矿Fc203含量仍高达0．38％，不

能作为工业原料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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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矿浆流速条件试验

为了考察磁选机出料口的矿浆流速在磁选过程中对磁选效果的影响，在保持其它

试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矿浆流速进行高梯度磁选试验。试验流程如图5．8，试

验结果见表5．8，磁选精矿烧结结果见照片5．4。

垦!

翌j丝

； 一 丝l堡 +

浮尾r_—————1
矿泥磁选 磁i选

I l J 。

A-磁精2(流速0．51cm／s)B掘￡精2(流速0．74cm／$)

C-磁精1(流速O．64cries)D一磁精1(流速0．41crn／s)

照片5-4不同矿浆流速下磁选精矿烧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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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和照片5-4结果表明，矿浆流速对选矿效果的影响，在入料粒度较粗时，

流速在一定范围内变化，除铁效果均较好；当入料粒度较细时，矿浆流速对选别效果

影响较大，尤其对微细粒级的矿泥影响更为明显。根据上述试验结果，确定脱泥后产

物磁选的矿浆流速为0．74cm／s，此时磁选精矿的Fc203含量最低，选矿效果最好。矿

泥磁选的矿浆流速为0．41cm／s，此时矿泥磁选精矿Fe2踢含量最低，为0．21％。

5．2．6磨矿时间条件试验

采用钢球介质磨矿，磨矿时间分别为5min、10min、15min，磨矿浓度为50％，

其他试验条件保持不变。试验流程见图5．9，试验结果见表5．9，磁选精矿烧结结果见

照片5-5。

原矿

O球磨5’，lff，15。

浮【选

F苎习
I 脱{泥浮尾F2穹

l 壁l垄矿泥广一一]
I I

磁精 磁尾

图$-9磨矿时问条件试验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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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磨矿时间条件试验结果

产品 产率，％ Fe203／％ Fe分布率，％Ti02／％Ti分布率／％

浮尾 2．60 1．69 8。09 0．12 2．52

5min． 矿泥 13．50 O．50 12．41 0．11 11．98

-749m 磁精 71．20 0．20 26．2．1 0．074 42．48

28．65％ 磁尾 12．70 2．28 53．29 O．42 43．02

合计 100．00 0．54 100．00 0．12 100．00

浮尾 5．30 1．90 20．45 0．13 6．03

10min， 矿泥 15．50 0．49 15．43 0．14 19．00

-74／an 磁精 72．20 O．19 27．86 0．073 46．15

47．67％ 磁尾 7．{10 2．55 36．26 0．47 28．81

合计 100．00 0．49 100．00 0．11 100．00

浮尾 7．90 1．78 24．95 0．10 7．37

15rain， 矿泥 10JD0 0．55 9．76 0．12 11．20

．74／．zm 磁精 72．70 0．17 21．93 0．058 39．34

60．13％ 磁尾 9．40 2．60 43．36 0．48 42．10

合计 100．00 0．56 100．00 0．11 100．00

照片5—5不同磨矿时间下磁选精矿烧结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球磨15min矿样磁选后精矿中铁、钛最低，除铁率为78．07％，

除钛率为60．66％，较球磨5min和球磨10min好。因此，磨矿时间以15min为宜，此

时一74#m含量60．13％。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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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小结

根据实验室的各项试验结果及数据分析，并考虑与工业生产实际相结合，推荐采

用图5．9所示工艺流程和浮选药剂制度。该流程获得的最终长石精矿产率72．70％，

Fc203含量O．17％，Ti02含量O．058％，达到我国长石产品特级品标准。

‘』苎①
。

—————r——一～

广1球麝15．，麝矿浓度50％

3’+硫酸5009／t
3’半丁黄药2009／t

。 ②≮f￡蛐删
E!!!!!!!!!，

③l I④
l 脱：泥

尾矿1

⑧
尾矿2 精矿

图5-9推荐的实验室教质量工艺流程图

图例：塑笙苎垩!壁鱼墨!竺鱼量，％；①!塑：唑!：!垒!：!!／％；②!塑：!Q璺!堡堡!三／％；
铁分布率；钛分布牢

‘’。

一100．00-d00．00 —1(30．00-．100．00③器／％．④篙／％．⑤等，％．⑥篙懈
⑦专篝等等m@)72：．7。0脚,-0．17，；．0M．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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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半工业性试验

根据实验室试验所取得的选矿工艺流程和相应的试验条件，在中试生产线上进行

连续性试验和扩大规模试验，旨在验证在连续作业条件下实验室罩艺流程及试验结果

的可靠性，．为工业性试验提供依据。 ．

6．1试验设备及药剂制度

根据实验室工艺流程，中试生产线处理量lt／d，设备及药剂制度见表6．1。

表6．1半工业性试验设备及药剂制度

6．2试验条件与结果

6．2．1磨矿试验条件及结果

球磨机给料量为60kg／h，磨矿过程中每2h取一次样，用取样壶测算球磨机磨矿

浓度、螺旋分级机溢流浓度和溢流矿浆一74#m含量，取其平均值，所得磨矿浓度

43．70％，溢流浓度为25．63％，．74／．tm含量56．93％，与实验室小型试验条件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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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浮选试验条件及结果

浮选机的浮选浓度为25～27％，药剂按配方加入30L搅拌筒中进行反浮选，浮选

精矿产率91．52％，Fe203含量O．39％，Ti02含量O．11％。对浮选的六个槽的泡沫产品

分别取样并进行XRD分析，分析结果见表6-2，XRD图谱见图6．1。

表6-2浮选试验结果(％)

样品号 钠长石 云母(包括绢云母和伊利石) 微斜长石 金红石+黄铁矿

一槽 59 16 23 1．3

二槽

三槽

四槽

五槽

六槽

55

55

58

60

60

16

16

18

15

16

28

28

23

24

23

1-3

1

1

1

1．2

注：’，一云母，x一石英，△一钠长石．·一微斜长石

图6-1浮选尾矿的XRD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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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6-2和XRD分析结果可知，浮选泡沫产物中含云母、会红石和黄铁矿等矿

物，它们是铁、钛的主要存在形式。试验证明，浮选及其药剂制度能有效地除去铁、

钛等杂质组分。

6．2．3磁选试验条件及其结果

考虑到长石浮选精矿中仍含有少量污染铁，易导致高梯度磁选机发生堵塞，并难

以从聚磁介质中排除。磁选前采取预先脱泥作业，除铁、钛效果不是很明显，并且会

导致精矿损失严重。因此，在生产流程中增加弱磁选作业，在强磁选前先使矿浆从弱

磁场通过，预先除去这类有害杂质。

半工业性试验中采用弱磁选．高梯度磁选流程，主要试验参数为：弱磁选磁场强度

为0．11T，高梯度磁选的磁场强度为0．99T、激磁电流1210A、转环速度2rad／min，矿

浆流速0．74cm／s。试验结果见表6．3，磁选作业流程见图6-2，精矿烧成结果见照片6．10』

浮选精矿

弱磁选

尾矿2 中矿 精矿

图6-2磁选作业流程图

表∞磁选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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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6-l半工业性试验产品烧结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半工业性试验流程中磁选作业的除铁率52．36％，除钛率49．63％。

6．2．4精选试验条件及结果

半工业性试验的精矿中铁含量较实验室试验结果偏高，用作高档陶瓷原料，需进

一步提纯。因此，在中试过程中，采用阳离子捕收剂十二胺对磁选精矿再次精选，以

浮出其中的云母等含铁杂质矿物。

首先，在实验室内进行矿浆pH和十二胺用量探索性试验。初步确定捕收剂十二

胺用量1009／t，对矿浆pH进行单因素浮选试验，试验结果见表6．4。

表6_4矿浆pn单因素浮选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表明，当矿浆pH为2．0时，分选效果最佳，精矿产率89．26％，Fe203

含量0．12％。但是，考虑到实际生产过程中硫酸对设备的腐蚀性等因素，矿浆pH取

3．0为宜，即调整剂硫酸用量10009／t。

在确定矿浆pH 3．0后，进行捕收剂用量单因素浮选试验，浮选浓度为25％。药剂

制度见图6-3，试验结果见表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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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果表明，用十二胺捕收磁选精矿中的云母时，随着十二胺用量的增加，浮

选精矿中铁含量有所降低，但产率也逐渐降低。综合考虑，阳离子捕收剂十二胺的用

量以80砂为宜。

6．3小结

根据半工业性试验的各项试验结果，并考虑与工业生产实际相结合，推荐采用图

64所示工艺流程和浮选药剂制度。该流程获得的最终长石精矿产率67．85％，Fe203

含量O．17％，Ti02含量O．06％，同样达到我国长石产品特级品标准。

同时，半工业性试验的结果表明，按照并完善实验室试验工艺流程和浮选药剂制

度，可获得相近的选矿指标，为工业性试验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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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工业性试验

根据半工业性试验所确定的选矿工艺流程和各作业浓度、药剂制度等工艺条件，

进行了工业性试验研究。
‘

7．1试验设备及药剂

工业性试验采用的主要生产设备及药剂见表7-I。

表7．1工业性试验设备及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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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生产调试

根据试验研究的成果和制定的方案，对所有生产设备进行了试运转，并完成了工

艺流程通水调试。设备调试完成后，进入工业生产试验阶段。

工业性试验的矿石来自宜春地区，最大块度380ram，经破碎筛分后，入球磨机粒

度dmax=12mm。工业性试验分两个阶段进行：带料调试阶段和生产试验阶段。

带料调试包括流程局部带料试验和全线带料流程试验，主要解决粉碎粒度控制，

磨矿细度调整与控制，水力旋流器工作状态调整控制，浮选药剂制度的调整和控制，

磁选场强控制及工业生产流程的平衡等问题。经多次调整后，实现了药剂稳定，各作

业的浓度等工艺条件稳定，工业生产流程全线稳定和平衡，精矿产品技术指标稳定。

长石精矿产率为66．10％，Fe202 0．10％，Ti02 0．03％，K20+Na20 13．54％，优于实验室

试验和半工业性试验指标。

基于带料调试阶段良好的选矿指标，工业性试验由调试阶段转入正式生产，实行

三班连续工作制，生产解决了精矿脱水和回水再利用问题。

7．3推荐工艺流程

在实验室和半工业性试验基础上，优化后的工业性试验工艺流程图见图7．1。该

工艺的特色和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n、原矿经钢球介质选择性磨矿，水力旋流器脱除细泥，丁黄药浮出黄铁矿，弱

磁选与高梯度磁选相配合，以及十二胺浮出磁精矿中云母等工艺，可获得产率66．10％，

含Fe203 0．10％、Ti02 0．03％、KzO+Na20 13．54％的优质长石精矿。

(2)根据该长石颗粒结晶粒度大，铁、钛杂质分布于颗粒间隙的特点，采用钢球

介质进行选择性磨矿，磨矿效率高，能有效的将铁、钛杂质与长石颗粒分离，又不将

长石颗粒磨碎，有利于后续的分选作业。

(3)该工艺突破了玻璃行业长石原料加工选用钢棒介质磨矿和陶瓷行业长石原料

加工采用石质轮辗、间歇式砾磨或瓷球磨矿后再经除铁器磁选的传统技术路线，实现

了高效率和工艺连续化作业，精矿产品达到企业标准特级品和出口品级要求。

(4)该工艺技术不仅适用于钾钠长石矿的选矿提纯，也适用于其他种类的陶瓷原

料的精选提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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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机理探讨

8．1捕收剂作用机理探讨

8．1．1丁黄药浮选黄铁矿的捕收作用机理

黄药是黄铁矿等硫化矿浮选中使用最广泛的一类捕收剂，因外观呈黄色，所以俗

称。黄药”，学名为黄原酸盐或烃基二硫代碳酸盐，通式为ROCSSMe，结构式为：

6
R—t卜_—C—S Me

式中：R——烃基(通常是c2～c5的烷基)；

Mr碱金属，通常是钠或钾。前者称为钠黄药，后者称为钾黄药。钾黄
药性质较稳定、但成本较高；而钠黄药则相反，二者的捕收性能基本相同。

由结构式可见，黄药可视为碳酸(盐)的衍生物，属烃基二硫代碳酸盐，即两个硫

原子取代了碳酸(盐)分子中的两个氧原子，烃基(R)取代了其中一个氢原子后的生成

物。二硫代碳酸基是黄药的亲固基，起捕收作用的有用成分主要是ROCSS一阴离子，

所以黄药是一类阴离子型捕收剂。黄药对硫化矿捕收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黄药分子

中非极性基的长度及其结构。浮选实践表明，就黄药而言，烃链长度以C2～C5为宜146l。

关于黄药对黄铁矿的捕收作用，研究表明14 7】：在黄药作用下，在pH<3时黄铁矿

被抑制，主要原因是由于黄药发生水解或分解所致；在3<pH<6的酸性介质中易浮，

其中pH=4时黄铁矿可浮性最好；在pH 6～7时其可浮性变差或更易浮，凌竞宏等l“】

研究表明这一现象和矿样处理方式有关；在碱性条件下，黄铁矿可浮性随着pH值的

升高而下降。查阅相关资料【461并通过仪器测定矿石的Zeta电位，取得了矿石中各种

矿物的零电点pH值(记为pHo)，见表8．1。

表8-l矿石中各种矿物的plI．(据D．w．Fuerstenau)

I矿石名称 长石 石英 黄铁矿 白云母 方解石 金红石

pHo 1．9+ 3．7 6．2～6．9 1．0 9．5 5．8～6．7

·此处为测定值．其他来源于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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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8．1可知，在浮选试验中，当使用硫酸调整矿浆pH=5．0时，长石、石英、

白云母等矿物表面带负电，而黄铁矿、方解石和金红石等矿物表面带正电。因此，采

用阴离子捕收剂丁黄药作浮选捕收剂，可取得较好的分选效果，黄铁矿、金红石等暗

色矿物被浮选上来，而长石等被抑制。

从红外光谱理论和电化学理论两个角度对丁黄药的捕收机理进行研究：

(一)红外光谱机理分析

制取长石原矿和经丁黄药捕收的浮选尾矿矿样各59，用玛瑙研钵研磨成粉末状，

约74／zm左右，经水洗三次并低温烘干1h后送分析。另外，为了对比分析丁黄药在黄

铁矿表面的作用机理，同样取59试验用丁黄药纯样送分析。红外光谱测试单位为武

汉理工大学材料研究与测试中心，测试结果分别见图8-1、图8．2和图8—3。

比较图8．2和图8-3，结合丁黄药纯样的红外光谱可知：丁黄药浮选尾矿与长石

原矿的红外图谱不同之处在于，波数2922cm"1、2852cm。的吸收峰分别是由丁黄药分

子所含CH3和CH2中的C—H键伸缩振动；波数870crn～、811cm4处两个较弱的肩峰

则是由黄药部分氧化后含氧酸根伸缩振动；在波数1150cm。1～1000cm"1处，由于丁黄

药的吸附出现波峰重叠，吸收峰向低波段移动。由此可见，黄药分子在黄铁矿表面有

化学吸附作用。

图8-1丁黄药纯样的红外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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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8-2顾矿的红外光谱

图8-3丁黄药浮选尾矿的红外光谱

(二)电化学机理分析

黄药类捕收剂在黄铁矿表面吸附产物主要是双黄药，并且双黄药的存在与否及存

在量的多少，与矿物浮选行为问有一定的关系【矧。生成双黄药的反应式：



武汉理上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ROCSS一+妄02+2H+一一(ROCSS)2+H20 (7--1)
二

陈建华等【删从电化学理论角度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分析：黄药在黄铁矿表面上作

用，在低PH值时，先发生黄药的电极氧化，再发生矿物自身氧化，矿物可浮；在高

pH值时，矿物表面无双黄药生成，矿物不可浮。根据电化学腐蚀原理可以认为，由

氧、黄药阴离子和黄铁矿在水溶液中构成了氧化还原体系，即在黄铁矿表面主要发生

如下电化学反应㈣：

阳极氧化反应过程：2ROCSS一{0tocss)2+2e一 (7—2)

阴极还原反应过程：102+H20+2c一；20H一 (7—3)
2

’ ’

这两个过程是通过黄铁矿联系起来的：黄药向黄铁矿传递电子，电子在矿物内部

传递，氧在矿物表面到电子被还原。

8．1．2十二胺浮选云母的捕收作用机理

胺类捕收剂，在水中能电离成带正电的铵离子，与矿物表面作用而使矿物疏水上

浮，故称之为阳离子捕收剂。浮选中所用的胺类捕收剂，其碳原子数约在cs～C∞之

间，在水中溶解度小或几乎不溶，溶于酒精和乙醚等有机溶剂。通常将醋酸或盐酸与

胺等摩尔比混合均匀，再用水稀释成适当浓度的溶液。胺的醋酸盐溶液或盐酸盐溶液

中电离出的铵离子，是该捕收剂的有效成分1501。浮选实践中，常用胺类捕收剂浮选石

英、长石、云母等硅酸盐矿物。

十二胺作捕收剂浮选分离长石和云母，理论上在pH=1～2时具有最佳的分选效

果，但考虑到实际生产中强酸对设备的腐蚀性等因素，调整矿浆pH值在2以上较为

合理。试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矿浆pH值下，用十二胺作捕收剂浮选长石精矿中的

云母，浮选产物中铁含量有较大变化。矿浆pH值对十二胺浮选云母的影响见图8．4。

从图8_4可见，随着矿浆pH值的不断升高，浮选精矿产率不断下降．且下降趋

势越来越明显，铁含量不断增大：浮选尾矿产率不断上升，铁含量不断下降，下降幅

度较大。试验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矿浆pH值越低，长石与云母的分离效果越

明显，与浮选理论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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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矿浆pH值对十二胺浮选云母的影响

取浮选精矿和尾矿各59，用玛瑙研钵研磨成74／Im左右粉末状，经三次水洗并低

温烘干1h后送红外光谱分析。图8．5为十二胺的标准红外光谱，矿样分析结果见图

8-6、图8．7。

图8-5十二胺的标准红外光谱

(武汉理J=人学材料研究与测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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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S．6十2胺浮选精矿的红外光谱

图8-7十二胺浮选尾矿的红外光谱

比较图8-6和图8．7，结合十二胺的标准红外光谱可知：十二胺浮选尾矿与精确

的红外图谱不同之处在于，波数2922cm～、2851cm。的吸收峰分别是由十二胺分子后

含CH3和CH2中的C--H键伸缩振动；在波数1650cm。1～1600cm4处，由于十二胺自

吸附出现波峰重叠，吸收峰向低波段移动。由此可见，十二胺分子在云母等矿物表面

有化学吸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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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分散剂作用机理探讨

六偏磷酸钠既是一种良好的矿泥分散剂，也是方解石、石灰石的有效抑制剂。六

偏磷酸钠实际上是多聚磷酸钠盐(NaP03)n，这种玻璃状的磷酸盐不含或含少量的环状

的(NaP03)6，而是～种长链状的多聚磷酸盐，其聚合度II-----500一10000，其结构式为151】：

0 O-Na*O 0 Nd
|| l|⋯P一0～P—O—P—O⋯P
占Na+H 6 Na*6

DLVO理论认为152。，化学分散剂的主要作用是极大地增强颗粒间的排斥作用能，

主要通过以下3种方式来实现：

1)增大颗粒表面电位的绝对值以提高颗粒间静电排斥作用能(U。L)：

2)通过高分子分散剂在颗粒表面形成吸附层，产生并强化空间位阻效应，使颗粒

间的位阻排斥作用能(U曲增大；

3)增强颗粒表面的亲永性，加大水化膜的强度和厚度，使颗粒问的水化排斥作用

能(U·ⅢN)显著增大。

六偏磷酸钠的化学分散能量模型可表示为：

UT=u吐+u^+Usr+u删 (7—4)

式中：UT为颗粒『自J总作用能；UA为颗粒l’BJ范德华作用能，该作用能总表现为吸

引，是一种长程相互作用能。

夏启斌等Is3J研究发现，六偏磷酸钠作为～种高分子长链化合物，主要以化学吸附

的形式吸附在矿物表面。虽然六偏磷酸钠在矿物表面的吸附量并不大，但其分子长链

中带有大量的p03+基团，仍足以改变矿石表面的电性，增加颗粒表面电位的绝对值，

提高粒问静电排斥作用能ucL，这是六偏磷酸钠起分散作用的主要方式；作为大分子

化合物，六偏磷酸钠的空间斥力也不可忽略．提高矿物颗粒间的位阻排斥作用能Usa"，

也是六偏磷酸钠起分散作用的重要方式；而水化排斥作用能uHDN则不是六偏磷酸钠

的分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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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结论

本课题对江西宜春钾钠长石矿进行了原矿性质研究、实验室小型试验研究、半工

业性试验以及工业性试验研究，获得了令人满意的选矿指标，并得到以下结论：

1．原矿性质分析的结果表明：

(1)原矿中钾、钠含量较高，Na20+K20>12．00％，且铁、钛含量较高，Fe203>0．40％。

Ti02>0．10％，属低品质矿石：

(2)矿石中的主要矿物是钾长石(微斜长石)、钠长石、少量石英、云母、方解石，

副矿物是金红石、磷灰石、黄铁矿、磷钇矿，其中钠长石、钾长石本身较纯；

(3)含铁、钛矿物主要富集在一20Ium粒级中，其中钛的赋存状态是以金红石的单

体(小于犁m)形式存在，铁主要赋存在黄铁矿和云母(绢云母)中。

2．原矿擦洗试验结果表明，通过简单的擦洗不能除去矿石中的铁、钛矿物。

3．磨矿试验结果表明：

(1)采用湿法连续式磨矿较传统磨矿方式的效率高、能耗低，产品质量好。

(2)棒磨较球磨效率高，磨矿粒度更均匀，但不具有选择性，易将长石颗粒与铁、

钛杂质都磨细，导致分选困难；

(3)球磨具有选择性磨矿作用，可降低微细粒含量，提高精矿产率；

(4)通过选择性磨矿与脱泥分级，可脱去矿石中大量的细粒铁、钛矿物。

4．磁选除铁效果明显，但单一磁选无法达到产品质量要求。高梯度磁选机的工艺

条件为：聚磁介质采用钢网，场强1．0T，矿浆流速0．74cm／s：矿泥分选则须采用钢毛

介质并降低矿浆流速。

5．浮选试验结果表明：在pH 5．O的酸性条件下，采用丁黄药可浮去原矿中的黄

铁矿，最佳的丁黄药用量为2009／t；在pH 3．O的酸性条件下，采用阳离子捕收剂十二

胺反浮选，可除去磁选精矿中的云母等杂质矿物，最佳的十二胺用量为809／t。

6．实验室试验结果表明，矿石宜租磨，即控制磨矿细度为．74um 55％～60％，通

过浮选一脱泥一磁选工艺，最终长石精矿产率72．70％，Fe2伤含量0．17％，Ti02含量

0．058％，除铁率78．07％，除钛率60．66％。

7．半工业性试验结果表明，在扩大试验规模和连续磨矿、选别条件下．选矿指标

与实验室试验结果相近。全流程长石精矿产率67．85％，Fe203含量0．17％，Ti02含量

O．06％，除铁率76．93％，除钛率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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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工业性试验结果表明，工业性试验生产的长石精矿指标优于实验室及半工业性

试验结果，最终长石精矿产率为66．10％，Fe203含量O．10％，Ti02含量0．03％，K20+Na20

13．54％，达到长石产品特级品和出口品级标准。

9．浮选捕收剂的红外光谱结果表明，丁黄药分子在黄铁矿表面有化学吸附作用，

主要吸附产物是双黄药；在矿浆pH 3．0酸性条件下，十二胺分子在云母等矿物表面同

样存在化学吸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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