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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重选尾矿金浮选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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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工艺矿物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某重选尾矿（主要载金矿物为磁黄铁矿和黄铁矿）中的金的综合回
收利用开展了选矿试验研究。在磨矿细度为-0.074 mm 含量占 70 %，用 NaOH 调节矿浆 pH=8，捕收剂为异

戊基黄药（80 g/t）+丁铵黑药（40 g/t），浮选浓度为 33 %，粗选时间为 3 min 的条件下，通过一粗两精三扫的闭
路试验流程，可获得金品位为 28.40 g/t 的浮选精矿，金回收率达到 93.47%。通过试验研究发现：在低碱度

条件下，采用 NaOH 作 pH 调整剂时金的浮选效果明显优于石灰；与丁基黄药相比，使用异戊基黄药作捕收

剂，对石灰体系下金回收率的提高效果更好；同时，黄药与黑药的混合使用会起到“协同作用”，也能够明显
提高金的选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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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矿山尾矿的大量排放，不仅会造成黄金和
其他有价金属的流失，而且对环境带来极大的潜在
危害［1］。开发利用尾矿资源，不仅能够节约资源，

对捕收效果产生影响［8］，各类捕收剂只有在适宜的
pH 矿浆中才能有效选别目的矿物［9］，而 pH 调整剂
不仅能调整捕收剂与矿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还会影

而且有助于提高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响矿物表面电性、晶格离子溶解性和药剂的解离

因此研究尾矿资源的综合回收，对充分合理地开发

性，从而形成有利于目的矿物与脉石矿物浮选分离

利用矿产资源、促进矿山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

的矿浆条件［10］，因此确定适宜的药剂制度，特别是

意义［2-3］。
某金矿为含砷多金属硫化物型金矿石，采用尼

尔森重选工艺选别，重选尾矿中金品位为 3.5 g/t，具

有回收价值。通过工艺矿物学分析可知，金主要以
包裹连生的形式赋存于磁黄铁矿、黄铁矿等硫化矿
中，且以细粒和微细粒为主。金矿重选尾矿综合回

pH 调整剂和捕收剂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金

矿浮选生产实践中，通常在低碱度条件下采用丁基
黄药作捕收剂进行选别，所用的 pH 调整剂大多是

石灰。众所周知，石灰能够抑制黄铁矿，不利于浮

选含金黄铁矿石［11-13］，现有研究表明石灰在高 pH
值时会对磁黄铁矿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14-15］，但在

收一般采用氰化法［4-5］和浮选法［6］，由于该试样金嵌

低碱度条件下磁黄铁矿是否被石灰抑制的研究较

布粒度较细且与硫化物关系密切，因此采用浮选法

少。蔡美芳［16］研究发现磁黄铁矿易氧化，其氧化速

回收该尾矿中的金［7］。不同类型矿物的浮选需要
使用不同类型的捕收剂，捕收剂的种类和结构均会

度是黄铁矿表面的 20~100 倍，磁黄铁矿表面易氧
化成 Fe（OH）3 亲水膜［17］，会阻碍捕收剂与磁黄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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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表面的接触反应，降低磁黄铁矿疏水性，从而
降低其可浮性

；其次，在磨矿过程中磁黄铁矿极

［18］

易泥化，从而生成难以浮选的微细粒矿泥

，对矿

［19］

机中进行磨矿，磨矿浓度为 60%，矿样磨至所需细
度后加入 FD-1.5 型单槽浮选机中，依次加入 pH 值

调整剂、捕收剂和起泡剂，搅拌一定时间后充气刮

物浮选造成不利影响。因此，针对本次试验矿样的

泡进行粗选；粗选结束后再加入捕收剂和起泡剂按

主要载金矿物为磁黄铁矿和黄铁矿这一特性，在常

前述方法进行扫选。将浮选精矿、中矿和尾矿分别

规条件试验研究的基础上，从调整剂和捕收剂种类

进行过滤、烘干、称重和制样，然后化验分析。浮选

出发，着重研究低碱度条件下石灰调浆对浮选效果
的抑制作用以及捕收剂种类对其抑制的改善作用，
为该类型矿物选别提供参考。

1

1.1

条件试验流程如图 2。
Table 2

矿石性质
矿石化学成分

本试验矿样的主要化学成分见表 1，可回收金

属主要为金，其他金属元素含量甚微，不具有综合

含量/%

Au1）

3.50

SiO2

60.34

Al2O3

8.32

Ag

TiO2

Fe2O3
FeO
Mn

MgO

项目

含量/%
2.65

K2O

1.50

2.29

Na2O

微量

褐铁矿

少量

黄铜矿

0.3

石英

66.5

2.9

斜长石

3.1

绿泥石

辉钼矿

少量

绢云母

赤铁矿

少量

0.34

TC
S

3.03

As

4.62

Cu

1.44

Zn

0.14

Pb

方解石

0.2

伊利石

2.9
6.8
7.8

少量

0.54

3.1

磨矿细度试验

1.43

石灰调 pH=8.5，浮选浓度为 33%，粗选时间为 3 min

4.51
0.04
0.02
0.02

在丁基黄药用量为 60 g/t，2#油用量为 20 g/t，用

的条件下，考察磨矿细度对金浮选效果的影响，试
验结果见图 3。

由图 3 可知：随着磨矿细度的增加，金精矿品

位逐渐降低，金回收率先增大后减小，当磨矿细度

矿物组成

该重选尾矿中主要矿物组成见表 2。金属矿物

为-0.074 mm 含量占 70% 时，金回收率可达到最大
值 66.51%，这是由于随着磨矿细度的增加，金精矿
中上浮的其他脉石矿物增多，产率升高所致。因

此，选择-0.074 mm 含量占 70% 作为最佳磨矿细度
进行后续条件试验。

金的赋存状态
该重选尾矿中金主要以包裹连生的形式赋存于

磁黄铁矿，还有部分金被非金属矿物包裹，如图 1
所示。

3.2

pH 值条件试验

在丁基黄药用量为 60 g/t，2#油用量为 20 g/t，浮

选浓度为 33%，粗选时间为 3 min 的浮选条件下，以

石灰作为调整剂调节矿浆 pH，考察矿浆 pH 值对金
浮选效果的影响，试验结果见图 4。

试验方法
称取矿样 400 g，加入 ZQM-240×90 型锥形球磨

Vol.26

3.7

4.9

结果与讨论

和方解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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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金矿

3

4.45

等，其中磁黄铁矿含量最高，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

2

含量/%

磁铁矿

主要为磁黄铁矿、黄铁矿、毒砂、银金矿和黄铜矿

1.3

矿物名称

毒砂

CaO

注 ：Au ，Ag 元 素 含 量 单 位 为 g/t

1.2

含量/%

磁黄铁矿

表 1 矿样化学成分分析结果
Table 1 Chemical analysis results

1）

矿物名称

黄铁矿

回收价值。

项目

表 2 重选尾矿主要矿物组成
Relative contents of main composition of the
gravity tailing

No.2

Apr.，2018

由图 4 可知：该矿样在弱碱性条件下浮选效果

较好，当 pH=8 时，金品位和金回收率均达到最大

杨玮等：某重选尾矿金浮选试验研究

图2
Fig.2

Flowsheet of flotation condition test

图3
Fig.3

图1
Fig.1

浮选条件试验流程

磨矿细度对浮选指标的影响

Effect of grinding fineness on flotation index

重选尾矿中金的嵌布特征

Gold embedded features of gravity tailings

（a）磁黄铁矿颗粒边部的连生金（200×）；
（b）黄铁矿内部包裹磁
黄铁矿，磁黄铁矿内部包裹金（200×）；
（c）非金属矿物包裹的金
矿（200×）
Po-磁黄铁矿；Py-黄铁矿；Ccp-黄铜矿；Au-金

图4
Fig.4

pH 值对浮选指标的影响

Effect of pH on flotation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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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后随着 pH 值的增大，金品位和金回收率均呈
下降趋势，因此选择 pH=8 进行后续条件试验。
3.3

试验结果见图 6。

pH 调整剂种类试验

在丁基黄药用量为 60 g/t，2#油用量为 20 g/t，浮

选浓度为 33%，粗选时间为 3 min 的浮选条件下，分

别以石灰、Na2CO3 和 NaOH 调节矿浆 pH=8，对比研

究不同种类调整剂对金浮选效果的影响，试验结果
见图 5。

图6
Fig. 6

捕收剂种类对浮选指标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collectors on flotation index

1：丁基黄药；2：异戊基黄药；3：丁基黄药+丁铵黑药（2∶1）；
4：异戊基黄药+丁铵黑药（2∶1）

由图 6 可知：
（1）当 NaOH 作为 pH 调整剂时，

金精矿的回收率均高于石灰，其中异戊基黄药+丁

铵黑药作捕收剂时，金的浮选效果最好，回收率可
达 73.16%。这是因为该浮选尾矿中，主要载金矿

物为磁黄铁矿和黄铁矿，而石灰与水发生反应生
图5
Fig. 5

调整剂种类对浮选指标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regulators on flotation index

由图 5 可知，采用 Na2CO3 作为 pH 调整剂时精

矿品位达到 33.40 g/t，明显高于石灰和 NaOH，但由

于 其 产 率 太 低 导 致 金 回 收 率 不 高 ，仅 为 57.49%。
而与石灰相比，采用 NaOH 作为 pH 调整剂时，精矿
品位和回收率分别提高了 2.5 g/t 和 6.11%，说明石
灰 确 实 对 金 的 浮 选 效 果 存 在 一 定 的 影 响 ，采 用
NaOH 作 pH 调整剂时金的浮选效果好。
3.4

捕收剂种类试验

与 NaOH 相比，石灰价格低廉，金矿浮选生产

实践中通常也使用石灰作为 pH 调整剂。为研究石

灰在低碱度条件下对以磁黄铁矿和黄铁矿为主要
载金矿物的金矿浮选有无抑制作用，以及这种抑制
作用能否通过改变捕收剂种类而得到减弱，分别在

石灰和 NaOH 调浆体系下，研究不同种类捕收剂对
金浮选效果的影响。

在 磨 矿 细 度 为 -0.074 mm 含 量 占 70% ，矿 浆

pH=8，2 油用量为 20 g/t，浮选浓度为 33%，粗选时
#

间为 3 min，捕收剂用量为 60 g/t 的条件下，对比各

种捕收剂分别在石灰和 NaOH 体系中的浮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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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Ca（OH）2 中的 Ca2+ 会在磁黄铁矿表面生产亲

水性物质，不利于载金矿物磁黄铁矿的浮选。
（2）
在石灰调浆体系下，异戊基黄药作捕收剂时，金回
收率相比丁基黄药分别提高了 7.07% 和 8.37%；而
在 NaOH 体 系 下 ，金 回 收 率 分 别 提 高 了 4.00% 和

4.79%。这是因为黄药的捕收能力和选择性与其
分子中的烃链长度、异构情况等有密切联系［8］，在

C 原子数量较少（C1~C6）时，碳链越长，黄药的捕收
性能越强，而在 C 原子数量相同时，异构体的捕收

能力比正构体强，故异戊基黄药的捕收性能优于
丁基黄药。同时与丁基黄药相比，采用异戊基黄

药作捕收剂时，虽然 2 种调整剂体系下金回收率均

有提高，但石灰体系下的金回收率提高幅度明显

大于 NaOH 体系下的金回收率幅度，并且与 NaOH
体系下的差距明显减小，说明石灰作调整剂时，异

戊基黄药对该类型矿物浮选的改善作用更明显，
能够缩小与 NaOH 作调整剂时金浮选效果的差距。

（3）与单一用药相比，混合用药时金回收率可提高

5.25%~6.78%，说 明 黄 药 与 黑 药 混 合 使 用 时 会 产
［20-21］
生“协同作用”
，黄药的捕收能力强但选择性

较弱，而黑药的选择性强但捕收能力相对较弱，这

2 组具有不同官能团的捕收剂混合使用时，会实现

杨玮等：某重选尾矿金浮选试验研究

功 能 互 补 ，与 单 一 用 药 相 比 ，提 高 了 活 性 和 选 择
性，金回收率明显提高。
3.5

结果见表 3，试验流程见图 9。

捕收剂用量试验

在 磨 矿 细 度 为 - 0.074 mm 含 量 占 70%，采 用

NaOH 调节矿浆 pH 值=8，2# 油用量为 20 g/t，浮选浓

度为 33%，粗选时间为 3 min，捕收剂种类为异戊基
黄药+丁铵黑药（2∶1）的条件下，考察捕收剂用量对
浮选效果的影响，试验结果见图 7。

图8
Fig.8

矿浆浓度对浮选指标的影响

Effect of different slurry concentration on
flotation index
表 3 浮选时间试验结果
Table 3 Result of flotation time test

浮选时间/

图7
Fig.7

捕收剂用量对浮选指标的影响

Effects of amount of collector on flotation index

由图 7 可知：随着捕收剂用量的增大，精矿品

位逐渐降低，而金回收率先增大后趋于平稳，当捕

收剂用量为（80+40）g/t 时，金回收率达到最大值
75.82%，因此确定捕收剂最佳用量为 120 g/t。
3.6

浮选浓度试验

在 磨 矿 细 度 为 - 0.074 mm 含 量 占 70%，采 用

NaOH 调节矿浆 pH=8，2# 油用量为 20 g/t，粗选时间

为 3 min，捕收剂为异戊基黄药（80 g/t）+丁铵黑药

（40 g/t）的条件下，考察矿浆浓度对浮选效果的影
响，试验结果见图 8。

由图 8 可知：随浮选浓度的增大，精矿产率逐

渐增大，品位逐渐降低，回收率先较快增长后趋于

平缓，在浓度为 33% 时达到最大值 79.62%，因此，
确定浮选浓度为 33%。
3.7

浮选时间试验

在 磨 矿 细 度 为 - 0.074 mm 含 量 占 70%，采 用

NaOH 调节矿浆 pH=8，
捕收剂为异戊基黄药（80 g/t）+
丁铵黑药（40 g/t），2 油用量为 20 g/t，矿浆浓度 33%
#

的条件下，考察浮选时间对浮选效果的影响，试验

回收率/%

min

产物名称

产率/%

品位/（g·t-1）

个别

1
1

粗精 K1

10.31

20.20

59.33

1

粗精 K2
粗精 K3

1.51

8.23

3.54

1
1
1
1
1
1
1
1
1

粗精 K4
粗精 K5
扫一 K1
扫一 K2
扫一 K3
扫一 K4
扫二 K1
扫二 K2
扫二 K3
尾矿
原矿

4.14
0.87

2.82

0.70

1.75

2.87

8.00

1.56

3.70

1.12

2.10

0.85

1.10

1.63

5.90

1.07
0.85

3.00

69.43
100

11.94

1.70
0.45
3.51

累计

14.08

73.41

0.70

77.65

0.35
6.54
1.64
0.67
0.27
2.74
0.91
0.41
8.82
100

76.95
78.00
84.54
86.18
86.85
87.12
89.86
90.77
91.18
100

由表 3 可知，当粗选时间为 3 min 时，累计回收

率已达到 76.95%，继续增加粗选时间，金精矿品位
明显降低，而金回收率略有升高，因此确定粗选时

间为 3 min。在一次扫选中，扫选时间提高到 3 min
和 4 min，产率分别提高 1.12% 和 0.85%，金回收率

的分别提高 0.67% 和 0.27%，因此确定一次扫选时
间为 3 min。在二次扫选中，扫选时间从 2 min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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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Fig.9

浮选时间试验流程

Flowsheet of flotation time test

至 3 min，产率提高 0.85%，回收率提高 0.40%，所以

的闭路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4，试验流程见图 10。

3.8

获得品位 28.40 g/t、回收率 93.47 %的浮选金精矿。

确定二次扫选时间为 3 min。
综合条件试验

在上述条件试验确定的最佳试验条件基础上，
进行了一粗两扫的综合条件试验。试验结果表明：

通过对闭路浮选尾矿进行显微镜下分析可知，浮选

闭路尾矿中，未见金粒，金属矿物含量较少，少量金

在磨矿细度为-0.074 mm 含量与 70%，采用 NaOH

属矿物均被石英等脉石矿物包裹，说明尾矿中金矿

铵 黑 药（40 g / t），2 油 用 量 为 20 g / t，浮 选 浓 度 为

中，
同时金回收率较高，
故金浮选回收效果良好。

下，金总回收率达到 87.86%，回收效果显著。

4

调整矿浆 pH=8，捕收剂为异戊基黄药（80 g/t）+丁
#

33%，粗选时间为 3 min，扫选时间 3 为 min 的条件
3.9

浮选闭路试验

在上述条件试验的基础上，进行一粗两精三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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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要流失于包裹金，可浮矿物基本被浮选到精矿

结论
（1）对该品位为 3.5 g/t 的尼尔森重选尾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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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Fig.10

浮选闭路试验流程

Flowsheet of flotation closed-circuit test

磨矿细度为-0.074 mm 含量占 70 %，采用 NaOH 调

（3）无论是单一用药还是混合用药，与丁基黄

节矿浆 pH=8，捕收剂为异戊基黄药（80 g/t）+丁铵

药相比，异戊基黄药作捕收剂时的金回收率均有明

的条件下，通过一粗两精三扫的闭路试验流程可获

NaOH 体系下金回收率的差距缩小，说明异戊基黄

黑药（40 g/t），矿浆浓度为 33 %，粗选时间为 3 min
得 品 位 为 28.40 g / t 的 浮 选 精 矿 ，金 回 收 率 达 到
93.47%，回收效果良好。

（2）在以磁黄铁矿和黄铁矿为主要载金矿物的

显 提 高 ，其 中 石 灰 体 系 下 提 高 幅 度 更 大 ，并 且 与
药对石灰体系下该类型矿物的浮选有改善作用，但
仍不及 NaOH 调浆的效果好。

（4）黄药捕收能力较强，黑药选择性较强，黄药

金矿浮选过程中，通常是在低碱度条件下进行，石

与黑药的混合能够实现功能互补，提高浮选活性与

灰作为磁黄铁矿的常见抑制剂，虽然用量较小，但

选择性，有助于优化金的浮选效果。与单一用药相

是依然会在磁黄铁矿的表面生成少量亲水性物质
Ca（OH）2，不利于捕收剂在载金磁黄铁矿表面的吸
附，会对该类型载金矿物产生抑制作用。因此，该
类型金矿浮选应使用 NaOH 调节矿浆 pH 值。

比，混合用药时金回收率可提高 5.2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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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Gold Flotation of Gravity Tailings
YANG Wei，DONG Ping，DENG Zhong

College of Materials and Mineral Resources，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Xi’an
Shaanxi，China

710055，

Abstract：Based on the mineralogy characteristics，the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of gold in a gravity separation tailings（the main gold-bearing minerals are pyrrhotite and pyrite）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gringding fineness is -0.074 mm content of 70%，NaOH is used to adjust the pulp
pH=8，the collector is isoamyl xanthate + ammonium butylate，the flotation concentration is 33%，the coarse
selection time is 3 min，the flotation concentrate with gold grade of 28.40 g/t can be obtained through a closed
test process of one stage roughing，two stage cleaning and three stage scavenging，and the recovery rate of gold
was 93.47%.It is found through experimental research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ow alkalinity，when NaOH is
used as pH regulator，the flotation effect of gold is better than lime；Compared with butyl xanthate，unsing
isoamyl xanthate as collector has a better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recovery rate of gold under lime syste；At the
same time，the combination of xanthate and aerofloat will play a synergistic role，which can also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gold separation effect.
Key words：gravity tailing of gold；pyrrhotite；flotation；regulator；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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