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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刀岭难处理金精矿细菌氧化—提金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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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抛刀岭金矿是典型的含砷难处理金矿，针对其金精矿，结合矿石特性，考察了细菌氧化预处理效果。
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含金 20.30 g/t、含砷 3.39%、含硫 29.8% 及含铁 4.10% 的抛刀岭金精矿，直接氰化浸出金

的浸出率仅为 30%。矿石中的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毒砂和雄黄；脉石矿物有长石、方解石、石英和绢云
母等，属于难浸金矿石。该金精矿经 HQ0211 菌氧化预处理 8 d 后，脱砷率达到 46.25%，细菌氧化渣金含量

达 32.1 g/t，失重率为 42.53%。细菌氧化渣在通气情况下进行氰化提金，NaCN 浓度为 0.1%、pH 值为 10.5~
11，48 h 后氰化结束，氰化渣质量由原来的 300 g 减少为 290 g，渣率为 96.67%，氰化渣中金含量从 32.1 g/t 降

低至 2.7 g/t，金的浸出率达到 91.59%，氰化过程中 NaCN 消耗量为 13.53 kg/t。HQ0211 菌氧化预处理氰化提
金效果显著，为该矿处理工艺提供了可靠数据，并为此类矿石的有效利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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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矿资源的大规模开采，高品位且易选别

竖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5-14］。

的金矿资源已枯竭，因此开发利用微细粒嵌布、含
砷难处理金矿是我国黄金生产的一大趋势

抛刀岭金矿是典型的含砷难处理金矿，针对其

。对

金精矿，结合矿石特性，考察了细菌氧化预处理效

于此类难浸金矿，需先进行预处理，然后再浸出，主

果，为该矿的细菌氧化预处理工艺提供了可靠依

要目的是使包裹金矿物的硫化物氧化并形成多孔

据，并为此类矿石的有效利用提供参考［12-18］。

［1-2］

状物料，从而使提金剂更容易与金接触［3-4］。常用

的预处理方法有 3 种，分别是焙烧氧化法、加压氧

实验部分

化法和细菌氧化法。与焙烧氧化法、加压氧化法相

1

比，细菌氧化法具有金属回收率较高、环境清洁、操

1.1

实验矿样性质

作简单和成本低等诸多优势，又被称为“环境友好

（1）矿石化学组成。实验所用矿石样品取自安

冶金”。1986 年，南非 Fairview 矿（位于南非东部德

徽省抛刀岭金矿，在东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对抛刀

理量达 50 t/d 的细菌氧化提金厂，在冶金发展史上

见表 1。

兰士瓦地区的 Barberton 镇）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处

岭 金 精 矿 成 分 进 行 了 分 析 ，矿 石 主 要 元 素 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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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可知，抛刀岭金精矿含金 20.30 g/t、含砷

3.39%，属于含砷难处理金矿石。在进行氰化浸出

金精矿直接氰化浸出金的浸出率只有 30%，属于极
难浸金矿石。

时，含砷硫化物通常不稳定，具有较高的溶解度，并

与氰化物发生作用，消耗大量的氰化物、溶解氧和
碱，生成阻碍金浸出的固体沉淀或钝化膜，从而严
重影响 Au、O 和 CN- 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9］。从难

处理金矿细菌氧化的角度来看，毒砂中的砷对细菌
有害，其毒害在于砷经常干扰菌体对磷酸盐的吸
收，导致“磷酸盐饥饿”，致使细菌死亡［19］。所以，必
须对该矿石进行预处理脱砷后再提金，从而提高金
的浸出率。
表 1 抛刀岭金精矿主要元素分析
Analysis of main elements of Paodaoling

Table 1

gold concentrate （%）

图1
Fig.1

金精矿 X 射线衍射图谱

X-ray diffraction pattern of gold concentrate

元素

含量

Au*

20.3

1.2

S

29.8

粒 度 仪 、Leica DM 2500 生 物 显 微 镜 、血 细 胞 计 数

As

3.39

Fe

4.1

注 ：Au 元 素 含 量 单 位 为 g/t

（2）矿石粒度分布。对金精矿进行磨矿后，
进行

粒度分析，
结果见表 2。由表 2可知，
矿石粒级<38 μm
的占比最大，为 67.26%，属于细颗粒矿物。
Table 2

表 2 矿石粒度分析结果
Analysis results of particle size of the ore

粒级/μm

含量/%

75

10.35

38~48

10.26

48~75

12.13

-38

67.26

（3）矿物成分。抛刀岭金矿石类型属于含砷微
细粒浸染型难处理矿石。对抛光片和薄片进行工
艺矿物学分析，并结合 X 射线衍射分析（图 1），结果

表明：矿石中的主要金属矿物为黄铁矿、毒砂、雄黄
和闪锌矿，少量为黄铜矿和磁黄铁矿，其中，毒砂和

实验设备与方法

（1）实验设备。实验所用设备包括 BT-9300H

板、摇床、QM-QX2 球磨机、自制氧化槽（316L 不锈

钢 材 质 ，圆 柱 形 ，配 有 外 围 水 浴 加 热 套）、DHG9141A 干燥箱、PHS-3E 酸度计、AL104 分析天平和
ACQ-012 充气泵等。

（2）实验方法。矿石细菌氧化实验在 25 L 氧化

槽中进行，菌种选用东北大学优良 HQ0211 菌，实验
条件见表 3［23-25］。
Table 3

表 3 细菌氧化实验条件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of bacterial oxidation
实验条件

数值

矿浆体积/L

18
10

矿浆浓度/%

45

氧化温度/℃

10

接种量/%
通气量/（m3·h-1）

0.8

搅拌速度/（r·min-1）

150

初始 pH 值

1.71
452

初始菌液电位/mV

雄黄是含砷矿物，毒砂是影响金有效浸出的主要矿

当细菌氧化结束后，对矿浆进行沉降固体分

物。脉石矿物成分较复杂，包括长石、方解石、石

离，得到细菌氧化渣。当去除上清液时，用絮凝剂

英、绢云母、绿泥石和蚀变角闪石

将上清液中的所有固体微细悬浮物全部沉淀进入

。

［20-22］

（4）矿物可浸性。经前期探索性实验，抛刀岭

氧化渣。为了验证矿石细菌氧化预处理的效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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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气情况下对细菌氧化渣进行氰化提金实验，提金
条件见表 4。
Table 4

氧化渣粒度-38 μm 占 86%，金含量为 32.1 g/t，粒度
降低，金品位增加。

表 4 细菌氧化渣氰化提金条件
Cyaniding conditions of bacterial oxidation
residue
提金条件

数值

氰化钠浓度/%

0.10
48

氰化时间/h
pH 值

10.5~11

搅拌速度/（r·min-1）

1 300

30

矿浆浓度/%

（3）测试方法。采用激光粒度仪测定矿石粒

度，采用 Leica DM 2500 生物显微镜观察细菌，采用

原子吸收法分析金和铁，采用燃烧滴定法测定硫，

图2
Fig.2

细菌氧化过程电位与 pH 值变化

Potential and pH value changes during bacterial
oxidation process

采用次亚磷酸盐滴定法测定砷，Eh 值和 pH 值用
PHS-3E 酸度计进行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细菌氧化电位与 pH 值变化规律

采用如表 3 所示的实验条件进行细菌氧化实

验。由于鼓气和搅拌作用，细菌氧化过程中矿浆起
泡较严重，泡沫呈黑色且具有金属光泽，泡沫中矿
属二次富集矿石，金含量高，将黏在槽壁上的泡沫
及时冲洗到槽中。氧化过程电位先下降后上升，这

是由于第 1 天细菌还未完全适应环境，到了第 2 天，
细菌已经适应了浸出环境，迅速将 Fe2+氧化成 Fe3+，
电位快速升高，细菌作用显现，到第 8 天以后，电位

达到 620 mV；由于细菌氧化作用产酸，pH 值一直下
降，到第 8 天时，pH 值降低至 0.71，如图 2 所示。
2.2

细菌氧化脱砷率变化情况

在细菌作用下，毒砂被氧化，其中的 As 转变
2+

为 As5+ ，同时金被解离出来［26］。细菌氧化过程停滞

期为 3 d，对数期为 5 d，脱砷率在第 5 天大幅提高，
有效氧化时间为 5~6 d，脱砷率达到 46.25%，如图 3

细菌氧化过程脱砷率随时间变化

Variation of arsenic removal rate with time dur⁃
ing bacterial oxidation process

2.3

细菌氧化对矿石结构的影响

细菌氧化渣 X 射线衍射图谱如图 4 所示，对比

原矿石的 XRD 结果（图 1）可知，载金毒砂和黄铁矿
峰值消失，脱砷效果较好，说明所用 HQ0211 细菌适

于处理抛刀岭含砷金精矿，对该矿毒砂氧化十分
彻底。

所示。

2.4

以上时，矿浆颜色由黑色逐渐转变为灰色，其后又

pH 值，并用 CaO 调节 pH 值始终保持在 10.5~11 之

洗涤 3 次，烘干称重，得到失重率为 42.53%。细菌

在 0.1% 左右［27］。酸与 CN-在浸出初期消耗较快，其

由于细菌氧化作用，当矿浆电位达到 550 mV

转变为灰黄色。细菌氧化渣经酸水洗涤 1 次，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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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氧化渣氰化浸出过程中，每小时测定 1 次

间，2 小时测定 1 次 CN- 浓度，使 CN- 浓度始终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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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逐渐减慢。氰化浸出结束后，同样采用絮凝剂进
行固液分离，氰化渣水洗 5 次，烘干称重后，氰化渣

质量由原来的 300 g 减少至 290 g，渣率为 96.67%。
金矿处理过程主要相中的金含量和金浸出率分析
结果见表 5。

48 h 的氰化，金的浸出率达到 91.59%，高出直接氰
化金浸出率的 3 倍多，取得了显著效果。

（3）应推进抛刀岭金精矿细菌氧化预处理工艺

的半工业化实验，探索工艺影响因素最佳条件，实
现工业化经济、清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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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Bacterial Oxidation-Gold Extraction of Paodaoling
Refractory Gold Concentrate
LI Jiafeng1，YANG Hongying1，TONG Linlin1，JIN Zhenan1，ZHANG Dengchao2

1.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Liaoning，China；

2.Xincheng Minerals Ltd.，Co.，Chizhou

247100，Anhui，China

Abstract：Paodaoling gold mine is a typical arsenic-bearing refractory gold deposit，for its gold concentrate，
combined with ore properties，the effect of biooxidation pretreatment was investigated. The experi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is kind of gold ore contains 20.30 g / t gold，3.39% arsenic，29.8% sulfur and 4.10% iron，and a
30% leaching rate of the gold concentrate can be obtained by direct cyanidation.The main metallic minerals in
the gold ore are pyrite，arsenopyrite and realgar. The gangue minerals include feldspar，calcite，quartz，sericite
and so on，and it belongs to the refractory gold ore.After 8 days of biooxidation process by HQ0211 bactreium，
the arsenic removal rate was 46.25%.The oxidation residue contains 32.1 g/t gold and the weightloss rate was
42.53%. The gold cyanidation process of oxidation residue was conducted under ventilation conditions. The
sodium cyanide was 0.1% and pH was 10.5~11.After cyaniding for 48 hours，the weight of gold ore was reduced
from 300 g to 290 g，and the residue yield was 96.67%.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cyanidation residue，
the gold content reduced from 32.1 g / t to 2.7 g / t and the gold leaching rate was 91.59%，which was greatly
improved.The consumption of sodium cyanide in cyanidation process was 13.53 kg/t.The gold cyanidation effect
of Paodaoling gold mine was remarkable after pretreatment by HQ0211 bacterium，it provide reliable data for
treatment process of this gold or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this kind of mineral.
Key words：refractory gold ore；bacterial oxidation；arsenopyrite；pyrite；gold concentrate；pre-treatment；gold
extraction by cyanidation；Paodaoling

山东黄金成立全国黄金矿产行业

织架构基本完整、业务经营相对独立、产品类别不

首家“交易中心”

断丰富、盈利能力显著提升的运营主体和利润考核

2018 年 4 月 22 日，山东黄金交易中心揭牌仪式

主体，为山东黄金“争做国际一流，勇闯世界前十”

在上海举行。山东黄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玉

战略目标的实现创造更大价值，为中国黄金市场的

民介绍，山东黄金交易中心统筹负责山东黄金自产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金银和有色金属的销售，以及其他各类交易性业务

上海黄金交易所副总经理宋钰勤表示，山东黄

的开展。山东黄金设立交易中心，既是贯彻落实党

金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理事单位，也是全国最大的黄

中央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战略部署的重大举措，

金生产企业。十几年来，山东黄金不论是黄金交易

也是促进黄金矿业与金融产业深度融合的具体体

量还是实物交割量等都位居市场前列，对交易所乃

现，有利于整合和优化山东黄金现有的交易资源，

至整个中国黄金市场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进一步提高山东黄

山东黄金交易中心的成立将会对企业生产经营和

金的市场化经营能力，推动国有资本做优做大做

黄金市场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强。他表示，山东黄金将逐步把交易中心打造成组

（来源：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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