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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影响黄铜矿细菌浸出过程的因素很多，重点研究了初始 pH 值对浸矿细菌 ASH-07 生长活性、
黄铜矿

浸出效果和黄铜矿表面氧化膜成分的影响。不同初始 pH 值条件下细菌培养和黄铜矿浸出实验结果表明，
在初始 pH=1.2~1.8 的条件下，细菌培养 24 h 后，即开始进入生长平衡期，浓度迅速升高至 1.4×108 cell/mL，
黄铜矿在浸出 6 d 后浸出率即达到 45.0% 左右；氧化膜成分 XPS 检测实验结果表明，在初始 pH 值为 1.2 的条
件下，黄铜矿浸出 168 h 后，矿物表面氧化膜成分中未检测到钝化膜黄钾铁矾。因此，在采用浸矿菌种
ASH-07 浸出黄铜矿的实验中，最佳的初始 pH 值约为 1.2，pH 值低于 1.2 或高于 1.8 都不利于黄铜矿的生物
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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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铜矿（CuFeS2）是自然界已探明的储量最丰

而会阻碍黄铜矿的溶解。pH 值对黄铜矿生物浸出

富的含铜硫化矿，也是炼制金属铜的主要矿产资源

过程的影响远比其对化学浸出过程的影响复杂得

之一。生物浸出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低品位次生

多，因为它不仅影响黄铜矿的溶解，也影响着溶液

[1-3]

铜矿物中的铜提取

。然而，黄铜矿的生物浸出技

术却一直没有得到大规模应用，主要原因是黄铜矿
生物浸出过程中的钝化现象导致了较低的铜浸出
[4-7]

率和浸出速度 。
研究人员发现，在黄铜矿的化学浸出过程中，
随着溶液中 H 浓度的增大，黄铜矿的浸出速率明显
+

[8-11]

上升

。然而，Cόrdoba 等 和 Antonijević 等 通
[12]

[13]

过研究发现，在化学浸出过程中，过高的 H 浓度反
+

中细菌的生长和活性[14-16]。

以 溶 液 初 始 pH 值 为 出 发 点 ，研 究 不 同 初 始

pH 值条件下浸矿细菌 ASH-07 的生长特性及黄
铜 矿 的 浸 出 效 果 ，并 采 用 XPS（X 射 线 光 电 子 能
谱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技 术 对 不 同

条件下的黄铜矿表面氧化膜成分进行检测分析，
为优化和控制黄铜矿生物浸出过程提供了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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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85 r/min、温度为 45 ℃的条件下振荡培养。培养过

1.1

电位（Eh）和细菌浓度，以反映细菌的生长状况。

程中，每 12 h 测量菌液的 pH 值、Fe2+浓度、氧化还原

实验矿样
浸出实验中采用的矿样为黄铜矿精矿，主要成

分为黄铜矿，铜质量分数为 21.2%（表 1），矿石经破

碎后，粒径＜37 μm 的矿样比例约为 61.6%（表 2）。
黄铜矿样品的 XRD 分析结果如图 1 所示[17]。
Table 1

表 1 黄铜 矿样品部分化学成分
Partial 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chalcopyrite
sample

元素名称

质量分数/%

Cu

21.2

S

42.9

Fe

25.4

Si

9.9

Zn

0.6

氧化膜 XPS 检测实验的块状黄铜矿为天然纯

黄铜矿样品。经 XPS 检测，初始黄铜矿样品表面的
Cu、Fe 和 S 原子质量分数分别为 26.4%、25.3% 和
48.3%[18]，
与纯黄铜矿的成分基本相符。
Table 2

表 2 黄铜 矿样品的粒度分布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alcopyrite sample

矿石粒度/μm

质量分数/%

>149.0

10.8

37.0~74.0

6.4

74.0~149.0

20.6

<37.0

1.2

62.2

黄铜矿样品 XRD 图

Fig. 1 XRD spectrum of chalcopyrite sample

溶液的酸度和氧化还原电位均采用雷磁 pHS-

2F 型酸度计测量；Fe2+浓度采用重铬酸钾滴定法测

量；细菌浓度利用 Leica DM 2500 生物显微镜观察，
并采用血球计数板对存活细菌数量进行计数[20]。
Table 3

表 3 9K 培养基的成分
Composition of 9K culture medium
成分

（NH4）2SO4

MgSO4·7H2O
KCl

KH2PO4

Ca（NO3）2

实验菌种
浸矿细菌 ASH-07 是实验室自行采集、分离、

驯化培养得到的混合菌种，包含氧化亚铁硫杆菌

FeSO4·7H2O

质量浓度/（g·L-1）
3.0
0.5
0.1

0.5

0.01

44.3

（2）黄铜矿浸出实验。在 500 mL 三角锥形瓶

（Thiobacillus ferrooxidans）、氧 化 亚 铁 微 螺 菌

中加入 200 mL 菌液，再向菌液中加入制备好的矿

（Thiobacillus thiooxidans） 。采用 9K 培养基对实

初 始 pH 值 ，然 后 将 三 角 锥 形 瓶 置 于 转 速 为

（Leptospirillum ferrooxidans）和 氧 化 硫 硫 杆 菌
[17]

验菌种 ASH-07 进行培养，其成分见表 3[19]。
1.3

实验方法

（1）细菌生长特性实验。在 500 mL 三角锥形

瓶中加入 180 mL 9K 培养基和 20 mL 接种菌液，使

用体积分数为 50% 的 H2SO4 调节菌液的初始 pH 值，
然后将三角锥形瓶置于恒温震荡箱中，并在转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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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样品，使用体积分数为 50% 的 H2SO4 调节菌液的

185 r/ min、温度为 45 ℃的恒温振荡箱中振荡浸出。
实验过程中，每 3 d 检测浸出液的 Cu2+浓度，以反映

黄铜矿的浸出状况。浸出液中的 Cu2+ 浓度采用双
环己酮草酰二腙（BCO）吸光光度法[21]进行测量，通
过计算可得到黄铜矿的浸出率。

（3）氧化膜形成实验。按照 XPS 检测要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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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黄铜矿经过切割、抛光制备成尺寸为 1.0 cm×

1.0 cm×3.0 cm 的样品。将该样品在菌液中浸出后

下降[23-24]。

干燥，然后在 ESCALAB 250 多功能表面分析系统
中进行 XPS 溅射检测，溅射区域面积为 2.0 mm×

2.0 mm。 检 测 结 果 中 的 C 峰 均 用 标 准 C1s 峰

（284.6 eV）校正[22]。

2 结果与讨论
2.1

溶液初始 pH 值对浸矿细菌生长活性的影响

使用 H2SO4 将培养基的 pH 值分别调节为 1.0、

1.2、1.5、1.8 和 2.0，然后将培养好的 ASH-07 菌分别

接种于不同初始 pH 值的培养基中，细菌培养过程

中的 pH 值、Eh、Fe2+浓度和细菌浓度的测量结果分
别如图 2~5 所示。

图3

不同初始pH值条件下溶液中Fe2+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 3 Variations of Fe2+ concentration with time in
solution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pH value conditions
bacteria
¾
¾
¾® 4Fe3 + + 2H 2 O （1）
4Fe2 + + 4H+ + O 2 ¾¾

Fe3 + + H 2 O → Fe ( OH )2 + + H+

（2）

Fe ( OH )2 + + H 2 O → Fe ( OH )+ + H+
2Fe3 + + 2H 2 O → Fe 2 ( OH ) 42 + + 2H+
Fe 2 ( OH )

4+
2

+ 4H 2 O → 2Fe ( OH ) 3 + 4H

3+
3Fe ( OH ) 3 + 4SO 2−
+ 3H 2 O +
4 + 3Fe

2K + → 2KFe 3 ( SO 4 ) 2 ( OH ) 6 + 3H+

（3）
（4）
+

（5）
（6）

氧化还原电位 Eh 能够直观地反映出细菌的生

图2

不同初始 pH 值条件下溶液 pH 值随时间的变化

Fig. 2

Variations of pH value with time in solution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pH value conditions

从图 2 可以看出，溶液的初始 pH 值是影响细

菌生长繁殖的重要因素之一[16]，细菌根据其属性特
点选择在适当的 pH 值条件下生存，同时细菌在生
长过程中的代谢活动也会改变溶液的 pH 值。在细

菌培养初期（0~24 h），5 个溶液的 pH 值均呈上升趋
势，这是因为细菌在氧化溶液中 Fe 的过程中会消
2+

+
耗一部分 H［式
（1）］，使溶液中的 pH 值上升，而此

阶段培养基中的 Fe 浓度由 8.9 g/L 下降至 1.0 g/L
2+

左右（图 3），全部转变为 Fe ；随着 Fe 浓度的增大，
3+

3+

在溶液 pH＞2.1 的条件下，Fe3+会发生水解反应，形
成黄钾铁矾［式（2）~（6））］，进而引起溶液的 pH 值

长数量及生长活性情况。从图 4 可以看出，培养

24 h 后，在初始 pH 值为 1.2、1.5 和 1.8 的条件下，溶

液 的 Eh 从 320 eV 迅 速 升 高 至 640 eV，并 维 持 在
640 eV；同 时 ，此 阶 段 溶 液 中 的 细 菌 浓 度 由 1.0 ×

107 cell/mL 迅速增加至 1.4×108 cell/mL，之后仍然
缓慢增加；而在初始 pH=2.0 的条件下，培养 48 h

后，溶液 Eh 才能从 320 eV 升高至 640 eV，细菌浓度
也在 48 h 达到 1.5×108 cell/mL；在初始 pH=1.0 的条
件下，培养 72 h 后，溶液 Eh 才能达到 640 eV，细菌

浓度也在 72 h 达到 1.6×108 cell/mL。这表明在初始
pH 值为 1.2、1.5 和 1.8 的条件下，培养 24 h 后，细菌

已经开始达到生长平衡期；而在初始 pH 值为 1.0 和

2.0 的条件下，分别培养 72 h 和 48 h 后，细菌才开始
进入平衡期。由此可见，在初始 pH=1.2~1.8 的条件
下，细菌生长活性相对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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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之后维持在该数值保持不变；而在初始 pH

为 1.0、1.2、1.5、1.8 和 2.0，然后将制备好的黄铜矿样

分别达到 45.4%、47.3% 和 43.4%。这说明，在初始

2.2

使用 H2SO4 将培养好的菌液的 pH 值分别调节

品分别加入不同初始 pH 值的菌液中，矿浆浓度均

为 5%。黄铜矿浸出过程中的 Cu 浓度的连续检测
2+

结果如图 6 所示。

值为 1.2、1.5 和 1.8 的条件下，浸出 6 d 后，铜浸出率
pH 值为 1.2~1.8 的条件下，黄铜矿的浸出效果优于
初始 pH 值为 1.0 和 2.0 的条件，这与浸矿细菌的最
佳生长条件的溶液初始 pH 值一致，可见在细菌活

性 良 好 的 条 件 下 ，黄 铜 矿 也 能 达 到 较 好 的 浸 出
效果。

图 4 不同初始pH值条件下溶液氧化还原电位随时间的变化
Fig. 4

Variations of redox potential with time in

solution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pH value conditions

图 6 不同初始 pH 值条件下铜浸出率随浸出时间的变化
Fig. 6

Variations of copper leaching rate with biolea-

ching time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pH value conditions

2.3

溶液初始 pH 值对黄铜矿表面氧化膜形成的
影响

将按照 XPS 检测标准制备好的 5 个块状黄铜矿

样品分别置于初始 pH 值为 1.0、1.2、1.5、1.8 和 2.0 的
菌液中浸出 168 h，
然后对矿石表面物质进行 XPS 检
测，并对检测结果的 Cu 2p3/2、Fe 2p3/2、S 2p 和 K 2p 光
谱进行分析（图 7~10）。

图 7 为 Cu 2p3/2 光谱的拟合曲线，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初始 pH 值为 1.0 和 1.2 的条件下，Cu 2p3/2 拟合
图 5 不同初始pH值条件下溶液中细菌浓度随时间的变化
Fig. 5

Variations of bacterial concentration with time

in solution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pH value conditions

从图 6 可以看出，在不同初始 pH 值条件的浸

出液中，铜浸出率随浸出时间的变化均呈现出先上
升、后保持不变的趋势。在初始 pH 值为 1.0 和 2.0
的条件下，浸出 6 d 后，铜浸出率分别为 34.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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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的结合能分别为 932.9 eV 和 931.9 eV、932.5 eV

和 931.9 eV［图 7（a）、
（b）］，这是与铜硫化物中的

Cu2+ 和 Cu+ 的峰值相对应。而在初始 pH 值为 1.5、
1.8 和 2.0 的条件下，Cu 2p3/2 光谱中没有峰值出现

［图 7（c）~（e）］。

图 8 为 Fe 2p3/2 光谱的拟合曲线，从图中可以看

出，在初始 pH=1.0 的条件下，Fe 2p3/2 光谱拟合峰的
结合能 711.3 eV 和 708.9 eV 均对应于 Fe（Ⅲ）—氧

潘颢丹等：初始 pH 值对 ASH-07 细菌生长和黄铜矿浸出过程的影响

图7
Fig. 7

不同初始 pH 值条件下浸出 168 h 后黄铜矿表面氧化膜的 Cu 2p3/2 光谱

Cu 2p3/2 spectra of chalcopyrite surface oxide film after bioleaching for 168 h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pH value
conditions
（a）pH=1.0；
（b）pH=1.2；
（c）pH=1.5；
（d）pH=1.8；
（e）pH=2.0

图 8 不同初始 pH 值条件下浸出 168 h 后黄铜矿表面氧化膜的 Fe 2p3/2 光谱
Fig. 8

Fe 2p3/2 spectra of chalcopyrite surface oxide film after bioleaching for 168 h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pH value
conditions
（a）pH=1.0；
（b）pH=1.2；
（c）pH=1.5；
（d）pH=1.8；
（e）p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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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中的 Fe3+［图 8（a）］；在初始 pH=1.2 的条件下，
结合能 710.8 eV 和 709.0 eV 也对应于 Fe（Ⅲ）—氧
化物中的 Fe ，但是其波峰的面积明显小于 pH=1.0
3+

（e）
］，
而结合能＞166 eV 的谱峰面积随 pH 值的升高
逐渐增大，
其对应的 S 元素价态均为+4 和+6 价态。

图 10 为 K 2p 光谱的拟合曲线，从图中可以看

条件下的面积［图 8（b）］，说明含量较少；在初始 pH

出，在初始 pH 值为 1.0 和 1.2 的条件下，浸出 168 h

2 个拟合峰［图 8（c）~（e）］，其中，结合能为 711.0 eV

而在初始 pH 值为 1.5、1.8 和 2.0 的条件下，均检测

值为 1.5、1.8 和 2.0 的条件下，Fe 2p3/2 光谱均只有
的波峰对应于 Fe（Ⅲ）-O-OH 中的 Fe ，结合能为
3+

711.8 eV 的波峰对应于 Fe-硫酸盐中的 Fe ，结合能
3+

分别为 709.6，710.6，709.0 eV 的 3 个波峰均对应于
Fe（Ⅲ）-氧化物中的 Fe 。
3+

图 9 为 S 2p 光谱的拟合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初始 pH=1.0 的条件下，
S 2p 光谱被拟合为 3 个峰，
分别为 S0 对应的 161.4 eV 和 S2- 对应的 162.5 eV 和

162.8 eV［图 9（a）
］；
在初始 pH=1.2 的条件下，
除了结
合能为 161.1，162.6，164.3 eV 的 3 个拟合峰外，还在
结合能为 167.7 eV 处出现一个较弱的峰值［图 9

（b）］，其分别对应 S 、S 和 S ；在初始 pH 值为 1.5、
2-

0

6+

1.8 和 2.0 的条件下，
S 2p 光谱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图中几乎没有结合能＜165 eV 的谱峰［图 9（c）~

后，黄铜矿表面没有检测到 K 元素［图 10（a）、
（b）］；
到 K 元素［图 10（c）~（e）］。

从以上分析可知，黄铜矿在不同初始 pH 值条

件下氧化 168 h 后，矿物表面的氧化膜成分有很大
区别。当初始 pH 值为 1.0 和 1.2 时，黄铜矿表面物
质的成分为 Cu-硫化物、Fe（Ⅲ）-氧化物、单质硫 S0

和少量的 Fe（Ⅲ）-O-OH；而在初始 pH 值为 1.5、1.8

和 2.0 的条件下，矿物表面均检测出 K 元素，并且其

峰值面积随浸出溶液初始 pH 值的升高逐渐增大，
说明其含量呈递增的趋势，结合 Fe 和 S 元素的分

析 ，在 较 高 的 初 始 pH 值 条 件 下 ，黄 铜 矿 在 浸 出

168 h 后，矿物表面产生的氧化膜成分主要为黄钾

铁矾[18]，而黄钾铁矾也是阻碍黄铜矿进一步浸出的
钝化膜的主要物质成分。

图 9 不同初始 pH 值条件下浸出 168 h 后黄铜矿表面氧化膜的 S 2p 光谱
Fig. 9

S 2p spectra of chalcopyrite surface oxide film after bioleaching for 168 h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pH value conditions
（a）pH=1.0；
（b）pH=1.2；
（c）pH=1.5；
（d）pH=1.8；
（e）p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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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不同初始 pH 值条件下浸出 168 h 后黄铜矿表面氧化膜的 K 2p 光谱
Fig. 10

K 2p spectra of chalcopyrite surface oxide film after bioleaching for 168 h under different initial pH value conditions
（a）pH=1.0；
（b）pH=1.2；
（c）pH=1.5；
（d）pH=1.8；
（e）pH=2.0

3 结论

抑制黄铜矿进一步浸出的黄钾铁矾。

（1）研究结果表明：ASH-07 菌最适宜生长的初

始 pH 值为 1.2~1.8，在该条件下，培养 24 h 后，细菌

浓度可达到 1.4×10 cell/mL。同时，在该条件下培
8

养 36 h 后，溶液中的 Fe2+ 几乎全部被氧化成 Fe3+ 。
因此，在初始 pH 值为 1.2~1.8 的条件下，细菌的生
长情况和氧化能力相对较好。

（2）在初始 pH 值为 1.2~1.8 的条件下，黄铜矿

细菌浸出的铜浸出率较高。在细菌生长活性和氧
化能力较好的条件下，黄铜矿的浸出效果也较好，
铜浸出率在浸出 6 d 后即可达到 45%。

（3）由 XPS 检测结果可知，在初始 pH 值为 1.0

综上所述，ASH-07 菌浸出黄铜矿的过程中，应

将浸出液初始 pH 值调至 1.2 左右，以达到较好的浸
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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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Initial pH on ASH-07 Bacterial Growth and Chalcopyrite Bioleaching Process
PAN Haodan1，2，YANG Hongying2，TONG Linlin2，LI Chengzhuo1，DU Shilin1，HAN Xinyi1，
HAN Shuang1
1.Liaoning Shihua University，Fushun
2.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3001，Liaoning，China；

110819，
Liaoning，China

Abstract：Many factors affect the leaching processes of chalcopyrite. The effect of initial pH value on the
activity of leaching bacteria ASH-07，the efficiency of the leaching result and compositions of the oxide film on
the chalcopyrite surface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acteria reached equilibrium phase and
boomed to 1.4×108 cell/mL after cultured for 24 h on the condition of pH=1.2~1.8 after leaching for 6 d.The
leaching efficiency rapidly reached approximately 45.0%. XPS analysis of the oxide film presented that no
jarosite passive film was observed on the mineral surface after leaching for 168 h on the condition of initial pH=
1.2. Therefore，the best initial pH value of approximately 1.2 was obtained for the chalcopyrite leaching with the
leaching bacteria of ASH-07.It was not benefit for the bioleaching of the chalcopyrite when the pH value was
lower than 1.2 or higher than 1.8.
Key words：initial pH value；bacteria growth；chalcopyrite；bioleaching；oxide film；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XPS）

推动 2018 年黄金需求的四大因素
世界黄金协会在展望 2018 年度报告中表示，

有那么强劲，黄金可以帮助投资者管理市场风险。
预计 2018 年中国的经济会继续扩张，但经济增长

由于政府出台了以透明度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相

的本质正在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消费主导型

关政策，2018 年黄金需求将迅速增长。尤其是行业

模式。这一趋势可能会影响经济增长率，但即使中

机构认为，2018 年黄金将保持其作为战略资产的实

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过去慢，也能看到一个更平衡的

用性，这归功于 4 个关键趋势：全球经济同步增长，

模式，通过进一步深入全球一体化及“一带一路”倡

央行不断收缩的资产负债表，不断上涨的利率，有

议来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泡沫的资产价格和市场透明度。
研究表明，
持续的经济增长支撑了黄金需求，
随
着收入的增加，
对黄金首饰和含金技术（如智能手机
和平板电脑）的需求也在增长。同时，
收入增长会刺
激储蓄，
有助于增加金条和金币的需求。

2017 年震惊市场的非货币化和税收举措，将会
推动印度的黄金消费，该国已经结束了强制性首饰
纯度标记。
报告还阐明了投资者选择持有黄金的 4 个原
因：第一，黄金一直是投资者投资组合的收益来源；

各国货币紧缩政策（包括美国和英国）在 2017

第二，在经济扩张和衰退时期，黄金与主要资产类

年推高了短期债券收益率，世界黄金协会预测这一

别的关联性很低；第三，黄金是一种主流资产，具有

趋势将继续对黄金有利。

与其他金融证券相同的流动性；第四，在历史上黄

报告分析指出，影响黄金的潜在不利因素并没

金能够提高风险调整后的投资组合收益。

来源：
http://www.mining.com/four-factors-will-boost-gold-demand-2018-wgc/
《黄金科学技术》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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