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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我国黄金矿产资源概况、有色副产品与二次资源为背景，介绍国内针对以上 3 种黄金资源的研究
和利用现状，并对比国内外黄金资源利用状况，指出我国在黄金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存在资源回收意识不

足、尾矿利用率低、设备材料耐腐性能不足、人工分拣含金废料、资源浪费严重、生产成本高和环境负荷严
重等问题。提出了通过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意识、形成以资源为主导的产业链以及推进自动化生产进程等
措施，在开发利用黄金资源过程中实现工业生态化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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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具有较好的装饰性、延展性、导电性、导热
性和抗腐蚀性，因而被广泛应用于首饰加工、电子、
化工和医药等行业。在我国，黄金主要用于央行储
备、工业用金和饰品消费，其中以饰品用金消耗最

1 我国黄金矿产资源分布和利用现状
1.1

我国黄金矿产资源概况
我国黄金矿产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据中国黄

多，
而工业生产过程中金资源的浪费现象最为严重。

金协会公布的《中国黄金年鉴 2016》中的统计数据，

消费量达 975.38 （
t 首饰 611.17 t，金条 257.64 t，金

11 563.5 t，全国已探明储量的金矿区 1 265 处，居世

据中国黄金协会 2016 年统计数据，我国黄金

币 31.19 t，工 业 及 其 他 75.38 t），居 世 界 首 位 。
2016 年，国内黄金产量为 453.286 t，其中进口原材

料占 18.07%，有色副产品来源占 12.92%。可见，
我国黄金生产主要依靠矿物资源，相对忽略了工
业生产和生活中含金废水废料的回收再利用，造
成资源浪费，黄金资源的整体综合利用水平不高。
从黄金资源开发、回收和利用角度出发，总结分析
我国黄金资源的综合利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
我国今后更好地实现黄金资源的综合利用提供有
益参考。

截 至 2015 年 末 ，我 国 已 查 明 金 矿 资 源 储 量 为
界第 7 位，总保有金储量 4 365 t[1]。我国已探明黄

金储量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约占全国总储量的

75％以上[2]，其中山东省拥有的独立金矿数量居全
国首位，其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14.37% [3]。从金矿
类型来看，我国金矿类型主要有岩金矿、砂金矿和

伴生金矿。其中，岩金矿主要集中在山东和小秦岭
地区（约占岩金总储量的 46% 以上），砂金矿主要分
布在黑龙江（占砂金总储量的 27.7%）和四川（占砂

金总储量的 21.8%），伴生金矿集中在长江中下游
及赣东北地区（占伴生金总储量的 67%）[3]。从成矿

收稿日期：2017-07-11；修订日期：2017-08-2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含砷复杂金矿细菌氧化矿物界面能及其作用机制的基础研究”
（编号 U1608254）、
“含砷金矿细菌氧化过程
中［AsS］2-→As（Ⅲ）→As（Ⅴ）转化机理研究”
（编号：51374066）和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利用 ASH-07 浸矿菌从含铜浮选尾矿
中高效绿色回收铜的新技术研究”
（编号：
2014020037）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殷璐（1989-），女，辽宁沈阳人，博士研究生，从事生物冶金方面的研究工作。389563316@qq.com
* 通信作者：杨洪英（1960-），女，河北张家口人，教授，从事贵金属生物冶金方面的研究工作。yanghy@smm.neu.edu.cn

17

矿产勘查与资源评价

构造背景来看，我国黄金资源主要分布在华北地
台、扬子地台和特提斯构造三大成矿域。其中，华
北地台成矿域中的金矿主要以产于花岗岩—绿岩

浸出处理[16]。但是，由于传统焙烧法会产生 SO2 和

As2O3 等有毒物质，不易回收处理，因此相继出现

地体内外接触带的石英脉型、蚀变岩型和重熔花岗

了二段焙烧、固化焙烧、富氧焙烧和微波焙烧等工

岩热液型金矿为主；扬子地台成矿域以变质碎屑岩

艺[17]。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通过原矿焙烧—氰化提

型和微细浸染型金矿为主；特提斯构造成矿域则以

金工艺处理某镁质碳酸盐岩微细浸染型金矿，在

微细浸染型和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为主。
虽然我国黄金矿产资源丰富，但是随着矿产资
源的不断消耗，低品位难处理矿产资源占比逐渐增
大，呈现出“贫、小、散”的现象，即贫矿多、富矿少，
小矿多、大矿少，单一金矿少、共伴生矿多。我国金

矿平均品位为 2.1×10 ，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由
-6

原矿粒度为-0.074 mm 占 80%、焙烧温度为 650 ℃、

焙 烧 时 间 为 1 h、焙 砂 再 磨 粒 度 为 - 0.038 mm 占

90%、NaCN 质量分数为 3%、液固比为 2∶1 及氰化

时间为 36 h 的条件下，金回收率达到 94.90%，经济

效益显著[18]。

（3）加压氧化技术。在一定温度和压强下，加

于以往对浅部资源的过度消耗，黄金勘查开发逐步

入一定量的酸（酸性脉石矿物）或碱（碱性脉石矿

转向深部，金矿资源越来越呈现出分布散、选冶及

物），分解矿石中的砷和硫，增大裸露金的面积，再

回收难等特点，其中，难处理金矿资源所占比例高

利用浮选或氰化浸出等方法达到浸出金的目

达 40%

[4-5]

，造成资源综合利用难度较大。

基于以上原因，我国对于黄金矿产资源的开发

利用技术研究多专注于低品位难处理金矿方面，在
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按
照我国目前的开采情况来看（全球第一大产金国），
当前保有黄金资源储量情况并不乐观，对于我国现
有金矿水平来说并不足以维持长期开采和使用，因

的[14-15]。胡燕清等[19]对某毒砂金矿进行硫氰酸盐氨
性体系氧压提取金的探索试验，结果表明，在硫氰

酸铵浓度为 3 mol/L、液固比为 5∶1、反应温度为

400 ℃、浸出时间为 6 h、搅拌速度为 750 r/min、氨水

浓度为 4.64 mol/L 及加入铜量为 1.5 g/L 的浸出条件

下，金浸出率达到 86.2%。

（4）生物氧化技术。通过微生物（氧化亚铁硫

此，金矿处理研究在专注于难处理金矿的同时应逐

杆菌、氧化硫硫杆菌等）的新陈代谢作用氧化分解

渐转向其他含金材料。

金属硫化物，达到暴露金的效果，增加氰化浸出时

1.2 金矿资源处理技术研究现状

金与浸出剂的接触面积，进而促进矿物中金的浸

对于岩金矿和伴生金矿，由于矿物与脉石微
粒嵌布、连晶复杂，常规的“一步法”处理（仅依靠
氰化浸出、重选和浮选）工艺无法有效回收其中的
金，因此需要对金矿进行预处理或采用联合工艺
提取金。目前，常用的金矿预处理技术主要有超
[6]

细磨、焙烧、加压氧化和生物氧化等 ，联合工艺
主要有重选—浸出[7-8]、重选—浮选[9-11]和浮选—浸
出等工艺

[12-13]

。

（1）超细磨技术。主要是通过增大矿物颗粒的
比表面积，提高矿物表面活性和吉布斯自由能，降
[14]

低反应难度，从而提高浸出速度 。某难浸金金矿

在磨矿介质粒径为 1.6 mm、磨矿时间为 45 min、氰

化浸出矿浆浓度为 33.33%、NaCN 质量分数为 0.5%

及 搅 拌 浸 出 48 h 的 条 件 下 ，获 得 金 浸 出 率 达

93.70% 的良好效果 。
[15]

（2）焙烧技术。在一定温度下，氧化分解硫化

18

物和含碳物质，使被包裹的金裸露出来，易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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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7-18]。杨洪英等[20] 采用 HQ0211 菌对金质量分数

为 128.5×10-6，砷质量分数为 16.84%，硫质量分数

为 21.72%，铁质量分数为 26.62% 的高砷金矿进行

氧化预处理—氰化提金，金矿脱砷率达 96.2%，金

氰化浸出率由 29.35% 提高到 92.57%。

2 有色副产品中黄金资源的综合利用
2.1 有色副产品中的黄金资源概况
有色副产品是指在有色金属冶炼过程中附带
生产出来的产品，如铜电解阳极泥及湿法炼钢浸出
渣、镍电解阳极泥、铅电解阳极泥或火法精炼铅产
出的银锌壳、火法蒸锌的蒸馏渣或湿法炼锌的浸出
渣、黄铁矿的焙烧渣和矿石冶金产出的含贵金属的
其他副产物。目前主要用于提金的有色副产品为
硫酸浸出渣和阳极泥，而对于焙烧渣和浸出渣中金

殷璐等：
我国黄金资源综合利用现状与展望

的提取研究较为薄弱。水溶液和电冶金过程中，附
着于残阳极表面或沉淀在电解槽底的不溶性泥状

物中，金主要以 Au、Au（Ag、Au）Te2 等形式存在 。
[21]

浸出渣是指矿石、精矿、焙砂或其固体物料浸取其
中的有价组分后所剩下的固体渣，矿物种类和前期

生产工艺对于渣中金的主要存在形式和含量影响
极大，部分硫酸渣中金质量分数可达 16.23×10 甚
-6

[22]

至更高 。

总体来说，有色副产品中金的赋存状态、含量

陈国宝等[33] 对预处理后的铜阳极泥进行金银富集

提取研究，采用自制药剂 C，控制 pH=2 进行粗选，
粗选精矿中金、银的富集比接近 4.5，金品位由 0.2%

提高到 0.8%~1.0%，该处理方法可将金有效富集到
粗选精矿中，在一定程度上为金、银富集提供了一

些参考，但尚存在对复杂成分阳极泥贵金属分离困
难、设备耐腐蚀力差等技术难题，因此主要被发达
国家所采用，在国内的应用较少见。

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依旧薄弱，对于贵金属资

3 生产生活中金的回收与利用

源来说仍然存在巨大的损失和浪费。

3.1

以及提取的难易程度均明显优于矿石中的金，然而

2.2

在过去的工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矿石中金的回

铜阳极泥中金的回收技术
近年来，我国结合自身实际对铜阳极泥处理工

艺开展了若干研究，一批工艺技术先进、装备高效、
生产工序简化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已投入生产，主要
[23-26]

处理工艺有火法、湿法和选冶联合方法

收率相对较低，致使尾矿中存在大量的 Ag、Au 等金

属元素，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这些尾矿可作为二
次资源进行再次分选回收，也可用作建筑材料、耐
火材料和矿坑回填材料。在实际生产中，由于二次

。

（1）火法工艺。主要分为硫酸化焙烧除硒、稀
硫酸酸浸除铜、贵铅炉和分银炉熔炼及金银电解分
离回收等 5 道工序，在金银电解分离过程中，将电

解阳极进行多次循环电解分离出金、银，阴极产出
[27]

生产生活中金的分布概况

[28]

高纯度银，阳极产出黑金粉 。吕阳 采用硫酸化

资源再次加工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在过去常
被忽略。近年来大量开采造成金矿品位逐年下降，
因而部分生产企业将目光转向尾矿。部分黄金以
金或金合金的形式作为开关接点、滑动接触材料、
电阻材料、测温材料、焊接材料、氢净化材料、厚膜

焙烧蒸硒—酸浸脱铜工序后得到产率为 34.86% 的

浆料、催化剂和电镀材料等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

比为 2.85。

模生产，因此我国大部分企业和研究机构对其并不

渣 2 个部分。目前对浸铜渣的处理方法主要有萃

液和废料，其中的金含量相对较高，一般可达到

铜酸浸渣，其中金的回收率达 99% 以上，金的富集

中，但这些材料中的金回收难度大，不易实现大规

（2）湿法工艺。分为湿法浸铜和湿法处理浸铜

重视，还有一部分是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金废

取法和氯化法，但这 2 种方法工艺流程较长，贵金

4 g/L 甚至更高，而且相对集中易于回收。目前多

选择氯化（氯化萃取）法将阳极泥中的贵金属（金、

水、生产电子元件的碘腐蚀液、金银铜合金、金锑合

银等）氯化溶于溶液中，并采用伯胺萃取分离。氯

金废料、硅质含金废料、金铂合金废料、牙科合金废

[29]

属回收率不高 。在阳极泥提金方面，大多数企业

数企业回收利用的含金废料有镀金废液、含金废王

化萃取主要有 4 种工艺，即氯化、控电氯化、中温氯

料、金硼钯合金、金铱合金、金刚砂废料、废芯管、贴

佳，可使铜阳极泥中 97% 的金溶于溶液中，而 90%

金在生活中除用作装饰、货币和投资之外，还

化和高温氯化。其中，控电氯化工艺处理效果最
以上的银留在渣相中，氯化后的溶液采用活性炭吸

金废件、含金抛灰和镀金膜。
有一部分被用作纯金或金基合金（只含有少量添加

附 提 取 金 ，一 般 溶 金 过 程 电 位 稳 定 控 制 在 430~

元素），这类物料可直接回收利用，不会进入二次资

金浸出率达到 99% 以上，但是，该工艺对设备抗酸

3.2

450 mV 之间 。中高温氯化工艺能使阳极泥中的
[30]

性能要求较高，环境负荷高，
实用性较差。

（3）选冶联合工艺。国内外通常采用选冶联合

工艺处理铜阳极泥，包括选矿和冶炼 2 个部分

[31-32]

。

源市场。
生产生活中金的回收利用
目前我国在尾矿资源二次利用方面的研究和
生产相对薄弱，主要回收对象是尾矿库中的含金矿
渣，一般采用浮选和重选工艺分离后再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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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元伟等[33] 采用悬振锥面选矿机分离的方法对尾

等 于 2007 年提出了一种利用微生物气体从电子

法，
可降低生产成本。

Creamer 等[45]采用去磺弧菌从废弃电路板的浸出液

回收率达到 59.31%，研究提出重选—浮选联合方
我国对含金废水废料的金回收技术进行了诸
多研究，生产工艺相对成熟，并具有一定的生产规

[44]

废弃物（含线路板）浸出液中回收贵金属的新工艺；
中回收金；日本 NEC 公司[46] 和德国 FAPS 公司[47] 均

研发出电路板元器件自动拆卸方法，实现生产自动

模。印刷厂中的废弃印刷线路是我国较主要的金

化，而该技术在我国尚未实现生产应用，在处理电

二次资源，具有使用量大和易于回收等特点，主要

路板时仍采取人工分离。在电子废弃物中金资源

通过预处理、富集、浸出和回收 4 个步骤对金进行
回收处理。国内在该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卢元伟
[34]

等 研究得出在一定条件下可将废弃印刷线路中
的金回收率提高到 90% 以上；谢桂熊等 利用电沉
[35]

的回收利用方面，我国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废弃线路
板方面，而对于其他废弃物中金资源的回收研究相
对较少，尤其是回收比较困难的金资源。
此外，我国资源再利用在产业结构、产业组织

积法回收含金电镀废液中的金，金回收率达到 99%

和产业政策等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循环再利用问题

以上。但是，该方法对设备的腐蚀严重，环保处理

无论在技术研究还是生产使用方面均未能与国际

要求高，因此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发达国

接轨，造成二次资源的大量再利用存在困难，导致

家，
在我国并不常见。
含金废液中金的回收方法主要有电解法、置

大规模生产难以实现。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

初，欧美和亚洲部分发达国家学者提出资源再利用

换法、活性炭吸附法、离子变换法和溶剂萃取法。

与产业生态建设等问题，并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

置换法常用的金属是锌，该方法已有百年历史。

要性，主张将传统的单个生产模式转化为二级甚至

[36]

三级产业生态系统模式，即减少排放，实现资源整

20 世纪 70 年代 Finkelstin 对锌置换法的反应机理
进行了探讨，主要反应如式（1）。溶剂萃取法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Cavaranca 对比得出从氰化物
[37]

中萃取金时 3 种常用萃取剂的性能依次为十三烷
胺 ＞Primane81R＞Pri - manrJMC。 Martinez 等 进
[38]

行了利用 Cyanex923 从盐酸溶液中萃取金的实验

合与综合利用。但是，在我国直到 2003 年才提出

了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及人力资源充分发挥的
工业生产模式，资源循环利用的意识与发达国家相

比晚了 10 年，因此在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的技术研
究相对落后，造成大量资源流失，资源回收及生产

研究，证实了该萃取剂的有效性。电解法是镀液

企业相对较少，研究水平和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由

金粒子在直流电的作用下迁移到阴极并在阴极上

于以上因素的影响，造成我国黄金资源回收过程中

沉积析出回收的方法，该方法的主要化学反应如

存在大量的浪费现象，如何在资源回收过程中实现

式（2）～（5）[39]，其中式（2）和式（3）为阴极反应，式

大规模、自动化生产是我国黄金资源综合利用过程

（4）和式（5）为阳极反应。活性炭吸附法对金络合
物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吸附量可达 29.72 g/kg，吸

附率可达 97%[40-42]。Song 等[43] 对细菌分离金的可

行 性 进 行 了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Stenotrophomonas sp ．
在 pH=2，7，12 时 Au（III）吸 附 量 分 别 可 达 506，
369，308 mg/g。

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4 展望
在黄金资源开发方面，随着我国对黄金资源需
求 不 断 增 加 ，可 供 企 业 中 期 开 采 的 金 矿 储 量 占

2Au ( CN ) -2 + Zn → 2Au + Zn ( CN ) 4

（1）

20.5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其中相当一部

（2）

2H 2 O + 2e → H 2 + 2OH

-

金矿产需求逐渐增加的现状，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开

（3）

4OH → O 2 + 2H 2 O + 4e

（4）

2-

Au ( CN ) + e → Au + 2CN
2

-

-

2OH- + CN- → CNO- + H 2 O + 2e

20

对于电子废弃物中的金资源回收，Macaskie

矿进行回收，使得尾矿中金品位达到 3.96×10 ，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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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资源被划分为“暂时难以利用资源”[48]。面对黄

拓新的黄金资源已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主要
问题。在我国金品位达到 3×10-6 的矿石即被认为

是富矿，而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含金废液或含金废料

殷璐等：
我国黄金资源综合利用现状与展望

中的金含量与我国富矿品位相当，因此矿业企业应

［ 5 ］罗栋，王艳楠 . 我国金矿资源现状与找矿方向［J］. 资源

逐渐将黄金资源开发和生产重点转移到黄金资源

与产业，
2013，
15（4）：51-57.

的回收与再利用方面。此外，在黄金资源回收利用

Luo Dong ，Wang Yannan.Situation and prospecting ori-

方面，相关研究部门将主要力量集中在阳极泥和硫
酸渣回收方面，而对于其他工业原料如印染废料、
焊接材料等材料中的金和金基合金的回收相对
较弱。
在黄金资源开发利用方面，随着我国对环境保
护的日益重视，对企业生产技术的环保要求也更加
严格，因此，如何在提高产能确保经济效益的同时，
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负荷，提高资源利用率，实

entation of gold mineral resources in China［J］. Resources & Industries，2013，15（4）：51-57.
［ 6 ］易正明 . 某难选金矿的选矿试验研究［J］. 矿业快报，
2008（7）：31-33.
Yi Zhengming. Research on flotation test of refractory
gold ore［J］. Express Information of Mining Industry，
2008（7）：31-33.
［ 7 ］Kanda Y，梅叶 . 以破碎力学为基础的超细磨矿研究
［J］. 国外稀有金属，
1989（3）：8-13.

现清洁生产和工业生态化已成为我国大部分黄金

Kanda Y ，Mei Ye.Ultra-fine grinding based on fracture

生产企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另外，黄金资源工业生

mechanics［J］.Foreign Rare Metals ，1989（3）：8-13.

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相对规模的产业链，
但是随着工业生态化进程的推进，黄金生产产业链
各环节之间的衔接仍然相对薄弱，因此，如何在生
产过程中形成以资源为主导的产业链，离不开规划
设计和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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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Forecast of Gold Resources Utilization in China
YIN Lu，
JIN Zhenan，YANG Hongying，ZHANG Qin
Northeast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Liaoning，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overview of gold mineral resources，nonferrous by-products and
secondary resource in China，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the above three kinds of gold
resources were introduced. The utilization situations of gold resources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were
compared.It was pointed out that China has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old
resources：lack of resource recycling awareness，low tailing utilization，lack of corrosion-resistance of
equipment and materials，manual operation to classified heavily，serious resource waste，high production cost，
heavy environmental load. Industry ecology of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gold resources in China could be
achieved by improving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promoting the automatic production process，
developing a resource-oriented industrial chain and pushing forward automated production processes.
Key words：gold resource；secondary resources；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resources recovery；recycling
technology；
industrial chain

2018 年全球矿业发展趋势展望
在过去的 10 年中，采矿业一直在“过山车”，大

无疑问这些大宗商品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们是未
来电池和能源的关键组成部分，但需要更优质的镍

宗商品价格创造了历史最高点和最低点，同时面对

并不是一种“炒作”，而是必需的。在电池应用中，

数字变革，矿业实际运行情况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

红土型镍生铁的性能不如硫化镍，价格也更便宜，

化。近期，德勤公司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2018 年

但问题是，使用价格低廉的镍来替代优质镍并期望

这些快速变化将会持续甚至加速，矿业公司必须要

获得理想的结果，这是不可能的。Hopwood 指出

系好
“安全带”
。

矿业企业应保持最基本的底线，并提出了更紧迫的

据德勤公司全球采矿业领导人 Phil Hopwood
介绍，一些大宗商品在下一个 10 年的牛市已经显

问题，即如何有效地从地下获取资源以满足供给。
若要在采矿业的繁荣和萧条周期中茁壮成长，

现，该部门将继续向未来数字矿山转型并预测未来

并利用新的机遇，企业必须重新思考传统的采矿模

的干扰物，包括降低矿石品位和一级资产的可用

式。目前采矿业已经在采用数字技术和创新思维

性，并持续关注股东回报。但他认为将干扰转变为

方面做出了改变，但仍处于早期阶段。实际上，像

机遇需要有长远的眼光，即能够评估新兴市场趋势

必和必拓等大型企业的领袖更注重的是工作场所

如何影响特定商品的需求。

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据加拿大德勤公司的最新报告

回顾过去 20 年，很难相信镍、锂、钴和石墨会

透露，包容性强的公司能够提供更好的财务业绩，

成为经济实惠的动力电池，随着电动汽车的出现，

矿业企业将变得更加透明。尽管还有很多事情要

这些原材料将在现实中迎来潜在的发展机遇。毫

做，但专家认为该行业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来源：
http://www.mining.com/top-10-global-mining-trends-expected-2018/
《黄金科学技术》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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