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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石作为磨矿介质在含金铜硫分离中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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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半自磨机排出的顽石硬度大、球形度高，具有磨矿介质特征。针对某铜硫金矿选矿厂分级机沉砂
样，以顽石与钢球混合配比作为粗磨磨矿介质、全顽石作为粗精矿再磨介质，采用“铜硫混合浮选—粗精矿
再磨—铜硫分离”工艺流程进行了浮选试验。在最佳条件试验的基础上进行闭路试验，最终可获得铜品位

为 18.45%、铜回收率为 86.89%，金品位为 16.68×10-6、金回收率为 55.78% 的铜精矿，高于工业生产实际指
标。试验证实了顽石作为磨矿介质，
在粗精矿细磨领域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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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矿产资源的大量开发，各种金属矿产资源
均呈现出贫矿多、富矿少，共伴生矿多、单一矿少，
[1-3]

矿物颗粒嵌布粒度细等特点

比研究，结果表明顽石作为磨矿介质进行磨矿后矿
物表面轮廓平整、干净，只有少量絮状物，因此是细

。因此，
大部分的金

磨过程中较理想的磨矿介质。为验证顽石的磨矿

属矿物需要磨矿至微细粒级再进行选别。目前，金

效果，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以某铜硫金矿选矿厂

属矿山选矿厂一般采用钢球作为磨矿介质进行磨

现场分级机沉砂为研究对象，采用顽石作为细磨介

矿。尽管钢球作为磨矿介质可使矿物充分解离，但

质，结合现场生产工艺流程，采用铜硫混合浮选—

在工业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4-9]：一是钢球消耗量

粗精矿再磨—铜硫分离浮选流程进行了铜硫分离

大，会使得磨矿成本增高；二是会产生铁质污染，降

试验与应用探索。

低矿物表面的选择性，
使金属回收率降低。

1 试验内容

国内大型金属矿山采用较多的磨矿工艺流程
主要有半自磨+球磨工艺流程（SAB）、半自磨+球
磨+破碎工艺流程（SABC）和自磨+球磨+破碎工艺
[10-14]

1.1

矿石性质

（1）矿石类型及矿物组成。该铜硫金矿为陆相

。这些磨矿工艺过程均会产生大量

火山岩型中低温热液型矿床。矿体赋存在石英斑

的顽石，如果用其替代钢球作为再磨惰性介质，不

岩和英安斑岩接触带及千枚岩中。矿石氧化程度

仅可以减少再磨过程中的铁质污染，而且可以降低

很低，属于原生硫化矿矿石。原生铜硫矿石中赋存

钢球消耗量，对于改善选矿指标、提高企业经济效

的金属矿物主要有黄铜矿、变胶状黄铜矿、硫砷铜

流程（ABC）

[15-17]

[18]

。雷阿丽等 以半自磨机排出

矿、砷黝铜矿和变胶状黄铁矿，其次为变胶状闪锌

的顽石作为磨矿介质与钢球作为磨矿介质进行对

矿、
闪锌矿、
斑铜矿、
方铅矿和微量的钛铁矿、
锐钛矿

益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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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金等。矿石中主要的脉石矿物为石英和绢
云母，含有少量的绿泥石和高岭土等。矿石化学多
元素分析和铜物相分析结果分别见表 1 和表 2。

表 1 矿石 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Multi-element analysis results of ore （%）

Table 1
成分

质量分数

成分

质量分数

Cu

0.49

Fe

10.50

0.62

Al2O3

12.45

0.102

MgO

用选矿方法较难回收。④脉石矿物：矿石中的脉石
矿物紧密共生，呈集合体嵌布，颗粒较粗，容易单体
解离。绢云母易泥化。
1.2

试验方法

采用 XMQ-Φ240×90 锥形球磨机进行磨矿，粗

56.38

磨所用顽石粒径为 30～40 mm，
密度为 2.88 g/cm3，
抗

0.08

验室磨矿浓度为 67% 和充填率为 60% 的条件下进

16.02

Pb

0.043

As

0.144

Na2O

0.032

对磨矿产品进行铜硫混合浮选条件试验和铜硫分离

0.0067

Mn

0.044

条件试验的基础上进行闭路试验，以探究顽石磨矿

Zn
Sb

0.013

Bi

WO2

0.032

CaO

K2O

0.42
2.56

注：Au 元 素 质 量分 数 单位 为 ×10

Table 2

-6

表 2 矿 石铜物相分析结果
Copper phase analysis result of ore （%）

铜物相

质量分数

占有率

原生硫化铜

0.26

52.53

0.0054

1.01

次生硫化铜
总氧化铜
总铜

0.23
0.49

46.46
100.00

（2）主要矿物嵌布特性。①金矿物：矿石中粗
颗粒自然金呈不规则树枝状嵌布，细颗粒金呈不规
则粒状、浑圆粒状和细脉状嵌布。自然金粒度一般

压强度约为 280 kg/cm2，
在顽石与钢球配比为 2∶1、
实

行磨矿，
再磨时采用全顽石作为磨矿介质进行磨矿，
浮选条件试验，并在最佳混合浮选和铜硫分离浮选
后磨矿产品的浮选指标，
验证顽石磨矿的可行性。

2 结果与讨论
2.1

磨矿曲线试验
磨矿是影响浮选效果的关键因素，合理的磨矿

细度应在保证目的矿物与脉石矿物得以有效分离
的同时，尽可能减少目的矿物的过粉碎和次生矿泥
的产生[19]。为探索顽石作为磨矿介质的可行性，粗
磨采用顽石替代部分钢球作为磨矿介质，根据前期
探索试验的结果，在顽石与钢球配比为 2∶1、实验室

磨矿浓度为 67% 和充填率为 60% 的条件下进行磨

矿，结果表明其磨矿产品过粉碎程度远低于全钢球

较细，粒径在 0.004～0.074 mm 之间。浮选时金矿

磨矿，合格粒级的占比较高，对后续选别意义重大。

富集金创造了条件。②黄铜矿：矿石中黄铜矿以不

进行了磨矿曲线试验。粗磨磨矿试验结果如图 1

物主要以黄铜矿和黝铜矿为载体矿物，这为铜精矿

规则粒状、脉状和网脉状嵌布，常见充填于黄铁矿
和脉石中的黄铜矿，也被黄铁矿交代。黄铜矿与砷
黝铜矿、黝铜矿嵌布关系十分密切，被交代充填现
象明显。③黄铁矿：黄铁矿在早期和晚期成矿，早
期成矿的黄铁矿具有结晶程度较高、晶形较好的特
点，且与铜矿物的嵌布关系不密切，容易单体解离。
被黄铜矿和含砷铜矿物充填交代的黄铁矿呈不规
则粒状、碎屑状和浑圆状嵌布，并呈包裹体形态；呈
细脉状和网脉状嵌布的黄铁矿、碎裂黄铁矿的裂隙
中充填有含砷铜矿物，因嵌布粒度细小，单体解离
困难，从而导致少量铜、砷和金损失于硫精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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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质量分数为 0.16%，黄铁矿中金呈包体存在，采

S

Au

SiO2

物相分析表明，纯黄铁矿中金质量分数为 1.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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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合理的磨矿细度，结合现场生产实际，

所示。

由图 1 中数据分析可知，当磨矿时间延长，磨

矿产品-0.074 mm 产率逐渐递增，当磨矿时间为
30 min 时磨矿产品与现场磨矿产品细度一致，满足
浮选要求。

粗精矿再磨时，不再配入钢球，磨机充填率为

40%，
磨矿浓度为 67%，试验结果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可知，当磨矿时间为 45 min 时，磨矿细

度达到-0.074 mm 占 80%，
与生产现场一致。
2.2

铜硫混合浮选条件试验

通过对矿石的工艺矿物学性质进行研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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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生产流程，开展了铜硫混合浮选和铜硫分离
浮选条件试验，以获取最佳的药剂制度。

值，即石灰用量，以丁基黄药作为捕收剂，用量为
50 g/t，生石灰为 pH 值调整剂，进行铜硫混浮 pH 值

条件试验；以 P10 作为捕收剂，用量为 28 g/t，生石

灰为 pH 值调整剂，进行铜硫分离 pH 值条件试验。
试验结果分别如图 5 和图 6 所示。

图 1 粗磨磨矿曲线
Fig.1

Results of grinding curve

图 3 铜硫混浮条件试验流程
Fig.3 Conditional experiment flowsheet of copper and
sulfide bulk flotation
图2
Fig.2

细磨磨矿曲线

Results of re-grinding curve

为获得较好的回收率，铜硫混合浮选条件试验
采用了两次粗选、两次扫选的试验流程，铜硫混合

浮选条件试验流程见图 3。铜硫分离采用传统的石
灰高碱工艺抑硫浮铜，为实现铜硫的有效分离，并

获得良好的浮选指标，进行了铜硫分离浮选的条件
试验，
试验流程如图 4 所示。

（1）pH 值条件试验。矿浆 pH 值是浮选作业的

重要影响因素，石灰高碱浮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铜
硫浮选分离工艺中，此方法可以获得铜品位和铜回
收率均较高的铜精矿，但在高碱条件下进行浮选时
存在一定的缺陷：过量的石灰对矿石中的铜、硫、
金、银等矿物均会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不利于
铜指标的进一步提高，尤其不利于伴生金、银等有
价金属的综合回收[20-24]。为探究浮选时的最佳 pH

图 4 铜硫分离 P10 用量试验流程
Fig.4 Separation experiment flowsheet of copper and
sulfide on dosage of P10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当 pH=7.5 时，铜的回收率

达 95%，金的回收率达 85% 左右，最大限度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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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混合浮选时铜、金的回收率。故拟定 pH=7.5 为
铜硫混合浮选的最佳 pH 值。

浮选对比试验。pH 值和石灰用量由上文 pH 值条
件 试 验 确 定 ，药 剂 制 度 见 表 3，试 验 结 果 如 图 7
所示。

表 3 各类 捕收剂的药剂制度
Table 3 Pharmacy systems for various type of
collectors （g/t）
捕收剂及用量
选矿流程
粗选Ⅰ
粗选Ⅱ
扫选Ⅰ
扫选Ⅱ

图 5 铜硫混浮 pH 值条件试验结果
Fig.5

Experiment results of copper and sulfide bulk

合计

Z-200

Z-200+丁

P10+丁基

丁基黄

黄药

药

14

7+50

100

7+0

3.5

7+0

20

14+90

28

基黄药

P10

14

7+50

3.5

7

3.5
28

0+25
0+15

7

3.5

0+25
0+15

14+90

40
10

170

floating at different pH conditions

图 7 捕收剂种类试验结果
图6
Fig.6

铜硫分离 pH 值条件试验结果

Experiment results of copper and sulfide
separation at different pH conditions

由图 6 可知，当 pH=11 时，铜、金的回收率达到

最大，当继续增大 pH 值时，铜、金的回收率均有所
降低，说明石灰对铜、金产生了抑制作用，从而使其
回收率降低。因此在铜硫分离浮选时，选择最佳
pH=11。

从 Z-200 的浮选结果可以发现，Z-200 对硫化

铜矿的选择性最好，但在捕收性能方面较差，因此

不适宜用于铜硫混合浮选。Z-200 和 P10 单独使用
时效果欠佳，在尾矿中的金属损失较大，而 2 种药

剂与丁基黄药组合使用之后，捕收效果显著改善，
而且 P10 与丁基黄药组合的捕收效果优于 Z-200 与
丁基黄药组合。

（2）捕收剂种类试验。P10 是一种新型铜金高
[25]

综合分析表 3 和图 7，使用 P10+丁基黄药组合

效捕收剂，对铜的选择性好 ，有助于金在铜精矿

捕收剂在浮选指标上与丁基黄药单独使用时接近，

组合使用，以弥补其选择性方面的不足。为了探索

黄药组合作为捕收剂时丁基黄药用量可缩减至

中的富集。通常将 P10 与捕收能力强的丁基黄药

但丁基黄药单独使用时的用量为 170 g/t，P10+丁基

最佳的浮选条件，对 Z-200、P10、丁基黄药、Z-200+

90 g/t，因此在药剂用量方面组合捕收剂具有优势。

丁基黄药和 P10+丁基黄药 5 类捕收剂分别进行了

84

Fig.7 Experiment results of different collectors

Vol.26 No.1 Feb.，2018

（3）捕收剂配比试验。为进一步探索 P10+丁

倪帅男等：顽石作为磨矿介质在含金铜硫分离中的试验研究

基黄药组合捕收剂的应用可行性，开展了组合捕收

铜精矿中金的回收率和品位最佳，浮选指标也较为

所示。

铜硫分离捕收剂的用量。

剂配比用量试验，配比用量见表 4，试验结果如图 8

Table 4
选矿流程
粗选Ⅰ
粗选Ⅱ
扫选Ⅰ
扫选Ⅱ

表 4 P10+ 丁基黄药配比用量
The dosage of P10 and butyl xanthate （g/t）
0+170

P10+丁基黄药用量配比

7+150

14+90

21+50

28+0

0+40

0+25

7+15

7+0

0+100

3.5+80

0+20

3.5+40

0+40
0+10

0+10

7+50
7+0

0+15

7+20

3.5+10

3.5+0.5

14+0

理想，为控制药剂成本，选取 P10 用量为 70 g/t 作为
表 5 铜硫分离 P10 用量试验结果
Table 5 Separation experiment results of copper and
sulfide on dosage of P10
P10 用量/（g·t-1） 试样名称
铜精矿

3.5+0

中矿

21

3.5+0

尾矿
合计
铜精矿
中矿

28

尾矿
合计
铜精矿
中矿

35

尾矿
合计
铜精矿

Fig.8

中矿

42

图 8 捕收剂配比试验结果
Experiment results at different collector ratio

尾矿
合计

由图 8 可知，在顽石和钢球混合作为磨矿介质

产率/%

铜品位/% 铜回收率/%

14.06

7.91

88.94

75.24

0.10

6.02

10.69
100.00
14.90
10.32
74.78

100.00
17.53
9.84

72.63

100.00
20.06
11.40
68.54

100.00

0.59

5.05

1.25

100.00

0.52

4.31

7.53
0.09

90.21
5.47

1.24

100.00

0.55

4.37

6.40
0.09

90.64
4.99

1.24

100.00

0.41

3.70

5.82
0.07
1.26

92.44
3.85

100.00

时，使用 21 g/t P10 与 50 g/t 丁基黄药组合作为捕收
剂效果最佳。

不同配比条件下粗精矿产率相对较为稳定，波

动范围小，拟定的 5 个药剂配比较为合理。综合试

验结果分析，浮选指标较好，其机理可能在于顽石
与钢球混合磨矿能够防止矿物的表面性质受铁质
的影响，从而使得矿物更容易被捕收剂吸附，增强
疏水性能。
2.3

铜硫分离捕收剂用量试验
铜硫分离浮选采用传统的高碱抑硫工艺，以

图 9 铜硫分离 P10 用量试验结果

P10 作为硫化铜矿的选择性捕收剂进行了铜硫分

Fig.9

离的捕收剂用量试验。所采用的流程如图 4 所示，
试验结果见表 5 和图 9。

由表 5 可知，采用高碱抑硫工艺进行铜硫分离

浮选，随着 P10 用量的增加，精矿产率逐渐升高，尾

矿回收率下降；由图 9 可知，当 P10 用量为 70 g/t 时，

Separation experiment results of copper and
sulfide on dosage of P10

2.4

闭路试验
在最佳条件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流程闭路

试验，试验流程见图 10，
试验结果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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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知，以顽石与钢球按配比为 2∶1 作为

率为 55.78% 的铜精矿，其浮选指标高于现场实际

介质，进行了铜硫混合浮选—粗精矿再磨—铜硫分

闭路试验结果表明，以顽石作为磨矿介质进行

粗磨磨矿介质，全顽石作为铜硫混合粗精矿的再磨
离浮选的闭路试验，最终可获得铜品位为 18.45%、
铜回收率为 86.89%，金品位为 16.68×10 、金回收
-6

图 10

生产指标。

磨矿，所得磨矿产品符合浮选要求，可获得良好的
选别指标。

闭路试验流程

Fig.10 Cosed-circuit test process

Table 6

表 6 闭路试验结果
Results of closed-circuit test
质量分数

产品名称

产率/%

铜精矿

2.26

18.45

28.37

0.13

尾矿 1

69.37

原矿

100.00

尾矿 2

Cu/%

Au/×10-6

0.04

0.21

0.48

磨矿产品均能达到浮选细度的要求，经浮选可获得
良好的选别指标。

回收率/%
Cu

Au

16.68

86.89

55.78

0.54

7.75

22.67

0.68

5.35

100.00

21.56
100.00

硫金矿，采用铜硫混合浮选—粗精矿再磨—铜硫分
离浮选工艺流程，在最佳条件试验的基础上进行闭
路 试 验 ，可 获 得 铜 品 位 为 18.45%、铜 回 收 率 为
86.89%，金品位为 16.68×10-6、金回收率为 55.78%
的铜精矿。

（3）采用顽石与钢球配比或者全顽石作为磨矿

3 结论

介质，可以获得良好的磨矿效果，其磨矿产品浮选

（1）以某铜硫金矿选矿厂分级机沉砂为研究对
象，采用半自磨机排出的顽石作为磨矿介质，当采

用顽石与钢球按配比为 2∶1 作为磨矿介质进行粗
磨磨矿，以全顽石作为粗精矿再磨磨矿介质时，其

86

（2）针对铜品位为 0.49%，金品位为 0.68% 的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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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高于现场生产指标，证明顽石磨矿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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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Separation of Gold-Copper Sulfide Ore by Using
Pebble as Grinding Media
NI Shuainan1，2，
WU Caibin1，2，YE Jingsheng1，
YANG Jie1，
YUAN Chengfang1

1.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Ji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Ganzhou
341000，
Jiangxi，China；

2.Jiangxi Key Laboratory of Mining Engineering，Ganzhou

341000，Jiangxi，China

Abstract：The pebble discharged from SAG mill has a grinding media characteristic of big hardness and high
spherical degree.A flotation process research of copper and sulfur mixed flotation-coarse concentrate grindingcopper sulfur separation had been carried out by using stone and steel ball as mixing coarse grinding media and
the whole stone as re-grinding media when the flotation feed is the coarse spiral classifier in copper-sulfur gold
mine.Closed-circuit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best condition tes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nal
copper concentrate with copper grade of 18.45%，gold grade of 16.68 × 10-6，copper recovery of 86.89%，and
gold recovery of 55.78% was otained，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actual production index.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pebble used as grinding media has a good prospect in fine grinding of rough concentrate.
Key words：pebble from SAG；grinding media；copper and sulfur gold mine；copper and sulfur bulk flotation；
copper and sulfur separation

科特迪瓦共和国新增金矿资源

将开始全面生产，到三季度末自由现金流量达到正

珀尔修斯矿业公司（Perseus Mining）位于科特

值。珀尔修斯的业务将从单个矿山和单一国家转

迪瓦的 Sissingué 金矿即将产出黄金，该矿山已将第

向多个矿山和多个管辖范围，到 2021 年底该公司

一批碎矿石运送至工厂，正在进行生产加工。

在西非的 3 个项目（Edikan、Sissingué 和 Yaouré 金

Sissingué 金 矿 位 于 Morila 金 矿 的 东 南 部 和

矿）将实现每年黄金生产量超过 50 万盎司的目标。

Tongon 金矿的西北部。据估算，在 5 年寿命周期内

与邻国马里相比，科特迪瓦被评定为矿业管辖

该矿山将生产黄金 35.8 万盎司。2018 年，Sissingué

范围，是非洲的第三大黄金生产国。

来源：
http://www.mining.com/new-gold-mine-cote-divoire-ram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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