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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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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实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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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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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陶瓷、化工等领域，石英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薄

动分析仪获取其化学成分、矿物相含量、典型ＢＳＥ照

膜材料及基础建材领域［２ｌ。本研究针对江西某低品

片，以及铁元素在含铁矿物相中的赋存比例，原矿化

位长石矿与石英、云母等硅酸盐矿物复杂伴生的特

学成分分析结果（纠％）为：Ｓｉ０２，７４．６８；舢２０３，１２．５０；

点，采用适宜的选矿工艺实现长石、云母和石英３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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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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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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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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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一１１－２３

∽％）为：自云母，４．４７；黑云母，２２．６７；电气石，４８．１９；

基金项目：江西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ｌＢＢＧ７００１５）；国家科技支

石榴石，９．８３；碳酸锰铁矿，６．６７；针铁矿，５．３９；其他，

撑计划项目（２叭２ＢＡｃｌｌＢ０７）；江西省教育厅科技项目（ＧＪＪｌ４４２６）；江

２．７８。长石矿的典型ＢＳＥ照片，见图１。

西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４２ＢＡＢ２１６００８）；江西理工大学科研基金重点

长石精矿的品位主要取决于铝钠钾品位和氧化

课题ｍＳＦＪ２０１４一Ｋ０１）；江西理工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３４０１２２３１５２）。

铁等物质的含量［３］。由原矿化学分析可见，该矿样中

‘通信作者，Ｔｅｌ：１３６８４８７２９６６；Ｅ—ｍａｉｌ：３８６３２３９８４＠ｑｑ．ｃｏｍ。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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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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长石品位则必须降低这两种矿物的含量，利用脂肪

从化学成分上看，该矿属于复杂低品位长石矿，需考

酸类捕收剂可有效浮选电气石，胺类捕收剂可有效浮

虑多种途径富集铝钾钠、降低硅铁，以满足合格长石

选云母［６１。

由于原矿中石英含量较高，造成长石品位不高，

精矿要求。

由矿物相含量可知，原矿矿物组成复杂、脉石矿

因此除铁后需进行长石与石英的分离，提高长石品位。

物较多，主要矿物为长石、石英和自云母；长石有钾长

２结果与讨论

石、钠长石，二者总含量达到５３．３４％；杂质矿物（包括

２．１磁选除铁条件试验

石英和自云母）总含量达到４３．１４％；主要含铁矿物（包．

２．１．１

括电气石、黑云母和石榴石）的总含量达到１．４ｌ％；此

至．７４ ｌａｍ颗粒占７０％条件下，分别采用磁感应强度

外，矿样中还含有少量的高岭石等矿物。

为０．１５

弱磁选磁感应强度条件试验：将原矿磨
Ｔ、０．２０ Ｔ、０．２５ Ｔ、０．３０

Ｔ的弱磁选机将磨矿中

图１中不同灰度（或明亮程度）区域对应不同的

产生的机械铁去除，试验结果见图２。由图２可看出，

矿物相。由图１可见，多数矿物相形态复杂而不规则；

弱磁除铁过程中，随着磁感应强度的升高，非磁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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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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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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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恩压强度／Ｔ

１．２选矿试验方案长石矿选矿工艺主要为磁选、

图２磁感应强度对除铁效果的影响

浮选、磁浮联合等降５’，根据各长石矿特点采用不同工

２．１．２高梯度磁选磁感应强度试验：对弱磁后的非磁

艺可有效提高长石精矿品位。针对本矿样长石品位

性产品分别在磁感应强度为０．８

差，铁含量高，脉石矿物多样性的特点，本研究采用磁

进行试验，结果见图３。由图３可见，随高梯度磁感应

浮联合流程，对含铁矿物及石英依次去除。

强度升高，非磁性产品中铁含量逐渐降低，铁的去除

Ｔ、１．０ Ｔ、１．３ Ｔ、１．５ Ｔ

所用长石矿粒度较粗，一７４ ｌａｍ颗粒仅占２０％左

率逐渐升高；当磁感应强度为１．５ Ｔ时除铁效果最好，

右，需将矿石磨到一定的细度使矿物相尽可能单体解

与磁感应强度为１．３ Ｔ时除铁效果相比差别不大。考

离。由于采用铁介质棒磨机磨矿，磨矿过程中会引入

虑到能耗与设备损耗，高梯度磁选选用的磁感应强度

机械铁，该部分铁对最后精矿品位影响尤为明显，所

为１．３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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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感应强度，／Ｔ

图３磁感应强度对除铁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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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３高梯度磁选试验：经１次弱磁和１次高梯度磁

原矿中的铁主要赋存在电气石和云母当中，要提

选，原矿中的铁可较大幅度去除。为进一步除铁，分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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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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１月

Ｔ，后两次磁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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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质为咖０．８ ｍｎｌ的钢棒，其他条件不变，结果见图４。

降。因此，试验磨矿细度以－７４ ｐｍ颗粒占７０％为宜。

由图４可知，随高梯度磁选次数增多，非磁性产品中

２．２反浮选电气石试验

铁含量逐步下降，铁去除率逐步增加。经过两次高梯

高，且在后续云母浮选过程中能去除一部分，故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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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对电气石浮选进行条件试验，只对磁选后的非磁

备成本，故高梯度磁选次数以２次为宜，磁感应强度

油酸用量为１００ ｇ／ｔ的单一条件进行浮选，试验流程见

分别为１．３Ｔ和１．５Ｔ、，

图７。结果发现粗精矿１中的铁含量为０．２１％，非磁性

度为１．３

Ｔ、１．３ Ｔ－１．５ Ｔ、１．３ Ｔ－１．５ Ｔ－１．５

由于原矿中电气石含量不

性产品按照Ｎａ２ｃ０３用量为５００ ｇ／ｔ，ｐＨ值为８．５左右，

产品中的铁含量为０．２３％，故反浮选电气石能一定程

０３０

２３

＿一

度降低产品中铁含量，且对方解石等碳酸盐矿物具有

２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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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

程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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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２５，
。。

：÷０

２

０＿！生

０２０

…
！ｉＬ

０ａ

篷ｏ

生ｏ

５１

０ｊ

窜
嵩０
ｏ

０５

００‘面赢『＿——干三ｉ＃三雨纛油
捕收剂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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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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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某低品位长石选矿试验研究

下降，其他元素变化趋势不明显。这是因为随云母捕

２．４．２氢氟酸用量试验：在用硫酸调浆至ｐＨ值为５，

收剂增加，云母的去除量逐渐增加，而云母作为富含

十二胺用量为２００ ｇ／ｔ条件下，考察活化剂氢氟酸用量

铝质的矿物，尾矿中云母的减少势必造成铝含量的降

对长石精矿产品指标的影响，结果见图１１。由图１１

低。综合考虑，浮选云母捕收剂用量为精选：９０

可知，当氢氟酸用量从５００ ｇ／ｔ增加到２５００ ｇ／ｔ时，长

ｇ／ｔ、

石精矿钾钠含量逐步下降，回收率逐渐升高。当氢氟

４５９／ｔ；扫选３０酣、１５卧。

表１捕收剂用量试验结果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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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斛擎回ｏ。ｅＮ＋ｏ。）｜

２．４长石浮选试验通过反浮选除电气石、云母可

∞玛弛””兀Ｍ码弛

降低产品中铁含量，但同时也降低了铝含量，增加了

氢氟醛用量，（ｇ ７ｆ）

图１１

硅含量，且对钠钾的富集几乎没有效果。为提高长石

氢氟酸用量对长石精矿产品指标的影响

品位，必须将长石与石英分离。比较了无氟有酸法和

２．５推荐工艺流程和精矿指标通过条件试验，确

氢氟酸法效果，试验流程见图９。根据试验现象，最终

定最佳工艺流程见图１２，最终精矿指标见表２。由表

确定采用氢氟酸法。

２可知，采用该工艺流程，可获得含Ａ１２０，为１６．０５％、
ｉ

给矿

ａ

Ｎａ２０和Ｋ２０达１１．７４％、Ｆｅ２０３含量为０．１８％、Ｓｉ０２为

给矿
１５００ ｇ／ｔ

鬻ｌ； 峭黪
长石

石英

图９

００ ｇ／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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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Ｈ＝５

ｐＨ＝３

：２００ａ／ｌ

级质量标准和日用陶瓷用二级质量标准，石英精矿符

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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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英

厦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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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９／ｔ

７６《

７４鐾

Ｈ２Ｓ０４：１５００９／ｔ

７２雹

ＨＦ：１５００

ｇ／ｔ

ｐＨ－３

ｐＨ＝２

＋＝胺：２００９／ｔ

芝

７０§

ｃ！！！！！！！！！！！！！！＝＝＝ｊ

６８

长石

石英

十二胺用量／（ｇ／ｔ）

图１２长石选矿工艺流程图

图１０十二胺用量对长石精矿产品指标的影响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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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佳琪，孙红娟，彭同江

超声．混酸法提纯微晶石墨

石墨原矿中既有游离形式存在的杂质（图８ｂ），又有与

２．提纯过程中加入超声波处理，可使微晶石墨与

石墨呈浸染状结合在·起的杂质（图８ｃ），主要为Ａｌ、

杂质进一步解离，从而提高固定碳含量。同时，超声

ｓｉ、Ｆｅ、Ｋ等元素。经提纯处理后，这些杂质元素大幅

波的擦洗作用使颗粒表面变光滑。

减少，并且超声波的擦洗作用使颗粒表面较为光滑
参考文献：

（图８ｄ），与物相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１】冯其明，陈云，张国范，等．隐晶质石墨提纯研究［Ｊ］．矿产保护与利
用．２００３（３）：２０—２２．
［２］王琪，冯雅丽，李浩然，等．石墨的浮选动力学模型及浮选行为研究
明．非金属矿，２０１６，３９（３）：１１—１３，５２．
［３】林前锋．天然微晶石墨的提纯方法：中国，２０１４１０７０５６２３．９【Ｐ】．
２０１５．０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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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２，１５（１５）：７５５—７５７．

［５】洪泉，何月德，刘洪波，等．纯化处理对天然微晶石墨电化学性能影
响的研究［Ｊ】．非金属矿，２０１０，３３（３）：４５－４８．
【６】宋春玉，张杰．贵州某煤矿煤中隐晶质石墨脱硅除杂研究【Ｊ］．非金

』兰ｊＫ

属矿，２０１２，３５（２）：２４－２７．

ｆｊｌ乏晶石、？誊样、品的Ｓ卜Ｍ与ＥＤＳ图

［７】黄如柏．微晶石墨提纯方法研究叨．非金属矿，１９９６，１９（６）：３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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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姜芳，宾晓蓓，涂秉峰，等．盐酸一氢氟酸法纯化制备微晶石墨研究

ｄ一提纯后微晶石墨颗粒的ＥＤＳ扫描区

叨．炭素技术，２０１４（５）：２３·２５．

３结论

［９］ＣＨＥＬＧＡＮＩ

１．采用超声一混酸法可以有效提高微晶石墨的

Ｓ Ｃ，ＲＵＤＯＬＰＨ

Ｍ，ＫＲＡＴＺＳＣＨ Ｒ，ｅｔ ａ１．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ｒａｐｈｉｔ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Ｊ］．Ｍｉ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固定碳含量，其优化的工艺条件为：液固体积质量比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Ｉｎｐｒｅｓｓ（１）：５８—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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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１０］杜林虎，潘伟．超声波对鳞片状石墨的粉碎作用及结构影响【Ｊ］．硅
酸盐通报，２０００，１９（４）：２７．３０．

可由８１．５４％提高到９９．９７％，并且纯化微晶石墨的层

［１１］彭德强，李青侠，郑丽娟．超声波净化鳞片石墨表面的试验研究叨．

状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

硅酸盐通报，２０１４（３）：６６２．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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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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１】于福顺．石英长石无氟浮选分离工艺研究现状阴．矿产保护与利
用，２００５（３）：５２—５４．
［２］候清麟，陈琳璋，银锐明，等．石英一长石的浮选分离工艺研究叨．

３结论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ｌ，２５（２）：２７．３０．

１．江西某长石矿的主要矿物为钠长石、钾长石、

［３】张景瑞．钾长石除铁降硅选矿试验叨．化工矿物与加工，１９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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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４．

【４】岑对对，高惠明，路洋，等．湖南某钾钠长石矿选矿试验叨．金属矿
山，２０１５（２）：８２—８６．

２．采用弱磁加高梯度除铁，以碳酸钠调浆、油酸

【５】方夕辉，庄杜娟，张林龙．福建某低品位钾长石矿石选矿试验们．金

为捕收剂反浮选除去电气石，以硫酸为调整剂、十二

属矿山，２０１２（１２）：５０．５３。６１．

胺和柴油为捕收剂反浮选除去云母，以氢氟酸为活化

［６】田钊，张凌燕，邱杨率，等．某风化钾长石选矿试验［Ｊ］．非金属矿，

剂、十二胺为捕收剂分离长石与石英，最终可生产出

２０１４，３７（２）：５２·５４．

满足平板玻璃用一级质量标准和日用陶瓷用二级质

【７】《非金属矿工业手册》编辑委员会．非金属矿工业手册【Ｍ】．北京：

量标准的长石精矿，满足玻璃生产工业中的低档石英

冶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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