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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

属于多金属选矿技术领域，包括：(1)采用SAB破

碎流程，将原矿进行磨矿；(2)利用CCF浮选柱，对

磨矿产品进行预先浮选，得到预先浮选粗矿；(3)

将预先浮选粗矿进行浮选作业，采用一粗三精三

扫流程，粗选作业采用氧化石蜡皂、磺化皂和环

烷酸皂为混合捕收剂；(4)将浮选尾矿进行固液

分离；(5)对浮选后的锂辉石进行除杂，采用格渣

筛+磁选+酸性除杂的工艺，得到锂精矿。本发明

通过SAB碎磨流程+CCF浮选柱预先浮选+锂辉石

浮选+精矿除杂工艺，在原矿入选品位为1.0％～

1.5％时，可以实现锂辉石精矿回收率为80％～

85％，品位为5.5％～6.0％，精矿中三氧化二铁

含量低于0.3％，该工艺可以为类似矿山的生产

提供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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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采用SAB流程，将原矿进行磨矿，得到预定细度的磨矿产品；

(2)利用CCF浮选柱，对步骤(1)所得磨矿产品进行预先浮选，以除去原矿中矿泥和云

母，得到预先浮选粗矿；

(3)将步骤(2)所得预先浮选粗矿进行浮选作业，采用一粗三精三扫流程，粗选作业采

用氧化石蜡皂、磺化皂和环烷酸皂为混合捕收剂，精选、扫选中矿依次返回，得到浮选后的

锂辉石和浮选尾矿；

(4)将步骤(3)所得浮选尾矿进行固液分离，得到的产物作为生产长石的原料；

(5)对步骤(3)所得浮选后的锂辉石进行除杂，采用格渣筛+磁选+酸性除杂的工艺，得

到锂精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将原矿磨矿

至-200目占70％～8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预先浮选

的药剂制度：调整剂碳酸钠500～1200g/t，分散剂水玻璃100～300g/t，捕收剂环烷酸皂80

～120g/t。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浮选作业

采用的搅拌设备为GF+JJF浮选机，对工艺用水进行软化。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粗选作业

的药剂制度：调整剂碳酸钠100～350g/t，氢氧化钠400～550g/t，氧化石蜡皂、磺化皂、环烷

酸皂按照质量比为(45～55％)：(25～30％)：(15～25％)配制成混合捕收剂，捕收剂用量为

1000～1500g/t，粗选时间为5～10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精选作业

的药剂制度：精选Ⅰ添加碳酸钠50～150g/t，精选Ⅰ时间为4～8min，精选Ⅱ添加碳酸钠50～

100g/t，精选Ⅱ的时间为4～8min，精选III添加碳酸钠20～50g/t，精选III的时间为4～

8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扫选作业

的药剂制度：扫选Ⅰ添加碳酸钠100～200g/t，氢氧化钠100～200g/t，混合捕收剂500～

1000g/t，扫选Ⅰ的时间为2～4min，扫选Ⅱ添加混合捕收剂100～200g/t，扫选Ⅱ的时间为2

～4min，扫选Ⅲ添加混合捕收剂50～100g/t，扫选Ⅲ的时间为2～4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固液分离

采用浓密+压滤方式、旋流器分级和螺旋溜槽分级中的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所述磁选采用

弱磁+强磁，弱磁控制磁场强度为1500～3000Gs，强磁粗选磁场强度为10000～13000Gs，强

磁扫选磁场强度为10000～13000Gs。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5)中，将磁选除杂

后的矿浆加入到浸出搅拌桶中进行酸性除杂，所述酸性除杂采用硫酸一段除杂和草酸+保

险粉二段除杂工艺，其中一段除杂控制液固比为2:1～4:1，硫酸用量为5g/t～15g/t，浸出

时间为30～60min，二段除杂草酸和保险粉的配比为1:1，混合用量为5g/t～10g/t，浸出时

间为20～40min，浸出后的精矿采用立式压滤机压滤，得到锂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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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多金属选矿技术领域，具体涉及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锂在自然界中主要以两种类型存在，一类是以锂辉石(含Li2O  4.8％～8.1％)、锂

云母(含Li2O  3.2％～6.45％)、透锂长石(含Li2O  2.9％～4.8％)等含锂矿石的形式存在于

岩矿中，另一类是以锂离子形式存在于盐湖卤水、地下卤水和海水中。全球约70％的锂存在

于盐湖，约30％来自于矿石，目前我国的锂矿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江西、新疆、四川和湖南

等地，其中青藏高原多为盐湖卤水型锂矿，江西宜春为锂云母生产基地，其它地区为花岗岩

晶岩或花岗岩矿物型。

[0003] 锂辉石是最重要的锂矿物资源，尽管卤水提锂成本低廉，但是国内卤水资源多分

布在青藏高原，开发条件恶劣，同时目前对镁锂比高的盐湖卤水型锂矿，提锂技术尚未完全

成熟，盐湖卤水提锂尚未实现大规模工业化。近两年新能源汽车和储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快

速拉动了锂的需求，造成锂产品的价格持续暴涨和全球锂资源产能的快速释放。

[0004] 锂辉石矿石一般含泥量较高，矿泥污染选矿环境，恶化矿石的可浮性，且矿泥中的

一些溶盐离子不仅能活化锂辉石，同时也活化脉石矿物，使锂辉石浮游性差异不大；此外，

矿石中的云母极易浮选，如果不预先浮选，容易进入到锂辉石精矿中，影响最终精矿质量。

[0005] 根据锂辉石国家质量标准，锂辉石精矿一级品中含三氧化二铁量不能超过3.0％，

但是部分地区的矿石，锂辉石精矿中三氧化二铁的量远超过了该指标，如何有效降低精矿

中含铁量成为产品销售的关键。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工艺流程简单、生产成本低和

锂精矿回收率高的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

[0007] 本发明提供的这种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采用SAB流程，将原矿进行磨矿，得到预定细度的磨矿产品；

[0009] (2)利用CCF浮选柱，对步骤(1)所得磨矿产品进行预先浮选，以除去原矿中矿泥和

云母，得到预先浮选粗矿；

[0010] (3)将步骤(2)所得预先浮选粗矿进行浮选作业，采用一粗三精三扫流程，粗选作

业采用氧化石蜡皂、磺化皂和环烷酸皂为混合捕收剂，精选、扫选中矿依次返回，得到浮选

后的锂辉石和浮选尾矿；

[0011] (4)将步骤(3)所得浮选尾矿进行固液分离，得到的产物作为生产长石的原料；

[0012] (5)对步骤(3)所得浮选后的锂辉石进行除杂，采用格渣筛+磁选+酸性除杂的工

艺，得到锂精矿。

[0013] 作为优选，步骤(1)中，将原矿磨矿至-200目占70％～80％。

[0014] 作为优选，步骤(2)中，所述预先浮选的药剂制度：调整剂碳酸钠500～1200g/t，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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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剂水玻璃100～300g/t，捕收剂环烷酸皂80～120g/t。

[0015] 作为优选，步骤(3)中，所述浮选作业采用的搅拌设备为GF+JJF浮选机，对工艺用

水进行软化。

[0016] 作为优选，步骤(3)中，所述粗选作业的药剂制度：调整剂碳酸钠100～350g/t，氢

氧化钠400～550g/t，氧化石蜡皂、磺化皂、环烷酸皂按照质量比为(45～55％)：(25～

30％)：(15～25％)配制成混合捕收剂，捕收剂用量为1000～1500g/t，粗选时间为5～

10min。

[0017] 作为优选，步骤(3)中，所述精选作业的药剂制度：精选Ⅰ添加碳酸钠50～150g/t，

精选Ⅰ时间为4～8min，精选Ⅱ添加碳酸钠50～100g/t，精选Ⅱ的时间为4～8min，精选III添

加碳酸钠20～50g/t，精选III的时间为4～8min。

[0018] 作为优选，步骤(3)中，所述扫选作业的药剂制度：扫选Ⅰ添加碳酸钠100～200g/t，

氢氧化钠100～200g/t，混合捕收剂500～1000g/t，扫选Ⅰ的时间为2～4min，扫选Ⅱ添加混

合捕收剂100～200g/t，扫选Ⅱ的时间为2～4min，扫选Ⅲ添加混合捕收剂50～100g/t，扫选

Ⅲ的时间为2～4min。

[0019] 作为优选，步骤(4)中，所述固液分离采用浓密+压滤方式、旋流器分级和螺旋溜槽

分级中的一种，有利于降低长石分选时HF酸的添加量，改善劳动环境。

[0020] 作为优选，步骤(5)中，所述磁选采用弱磁+强磁，弱磁控制磁场强度为1500～

3000Gs，强磁粗选磁场强度为10000～13000Gs，强磁扫选磁场强度为10000～13000Gs。

[0021] 作为优选，步骤(5)中，将磁选除杂后的矿浆加入到浸出搅拌桶中进行酸性除杂，

所述酸性除杂采用硫酸一段除杂和草酸+保险粉二段除杂工艺，其中一段除杂控制液固比

为2:1～4:1，硫酸用量为5g/t～15g/t，浸出时间为30～60min，二段除杂草酸和保险粉的配

比为1:1，混合用量为5g/t～10g/t，浸出时间为20～40min，浸出后的精矿采用立式压滤机

压滤，得到锂精矿，所述立式压滤机具有压滤和洗涤功能，可最终实现锂精矿中含三氧化二

铁含量低于0.3％。

[0022] 本发明中所述的“g/t”是指药剂相对于原矿的添加量，如碳酸钠的用量是500g/t，

是指处理一吨原矿需要加入碳酸钠500g。

[0023] 针对于锂辉石，应首先脱出矿浆中的矿泥和云母，然后选择合适的捕收剂和选矿

工艺分选锂辉石，最终锂辉石精矿要降铁除杂。为此，如何有效的脱除矿泥，降低矿泥对锂

辉石选矿的影响和降低精矿中含铁率成为选矿工艺的关键。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

[0025] 本发明通过SAB碎磨流程+CCF浮选柱预先浮选+锂辉石浮选+精矿除杂工艺，在原

矿入选品位为1.0％～1.5％时，可以实现锂辉石精矿回收率为80％～85％，品位为5.5％～

6.0％，精矿中三氧化二铁含量低于0.3％，采用浮选柱预先浮选可以起到节能降耗作用，采

用GF+JJF浮选机，可以起到强力搅拌浮选矿浆，强化浮选，采用三段除杂流程，可以最大程

度地降低精矿中杂质含量，该工艺可以为类似矿山的生产提供指导作用。

[0026] 采用SAB流程，该工艺流程和常规的破碎筛分流程相比，再处理矿泥高的矿石时生

产更流畅，存在设备故障率少、维护工作量小、工人劳动强度小、管理简单和自动化水平高

等优点。

[0027] 预先浮选采用碳酸钠、水玻璃、环烷酸皂作为混合药剂，可以有效脱除90％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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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泥和云母，降低了矿泥和云母对锂辉石选别的影响；采用CCF浮选柱进行预先浮选，和传

统的浮选机相比，药剂用量可以节约30％～50％，浮选流程可以由浮选机分选的一粗二扫

流程，变为CCF浮选柱的一粗流程，电耗降低约25％～30％。

[0028] 锂辉石浮选采用具有强力搅拌作用的GF+JJF浮选机，保证搅拌效果，采用氧化石

蜡皂、磺化皂和环烷酸皂为混合捕收剂，且要求矿石分选前需要对工艺用水进行软化，以保

证最终精矿指标。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所述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以湖南某地的锂辉石为例，原矿含Li2O为1 .2％，采用本发明工艺流程，如图1所

示，具体步骤如下：

[0033] (1)采用SAB流程，将原矿磨至细度为-200目占75％；

[0034] (2)利用CCF浮选柱，对磨矿产品进行预先浮选，采用的药剂用量为：碳酸钠800g/

t，水玻璃150g/t，环烷酸皂100g/t，经CCF浮选柱脱泥后，脱泥率达到了95％，得到预先浮选

粗矿；

[0035] (3)将预先浮选粗矿进行浮选作业，采用一粗三精三扫流程，粗选作业的药剂制度

为：碳酸钠200g/t，氢氧化钠400g/t，采用氧化石蜡皂、磺化皂、环烷酸皂按照质量比为

55％：25％：20％配制成混合捕收剂，捕收剂用量为1050g/t，粗选时间为6min；精选Ⅰ添加碳

酸钠80g/t，精选Ⅰ时间为6min，精选Ⅱ添加碳酸钠75g/t，精选Ⅱ的时间约为5.5min，精选

III添加碳酸钠30g/t，精选III的时间为4.5min；扫选Ⅰ添加碳酸钠150g/t，氢氧化钠100g/

t，混合捕收剂500g/t，扫选Ⅰ的时间约为4min，扫选Ⅱ添加混合捕收剂150g/t，扫选Ⅱ的时

间约为4min，扫选Ⅲ添加混合捕收剂50g/t，扫选Ⅲ的时间约为3.5min，浮选时采用具有强

力搅拌作用的GF+JJF浮选机，精选、扫选中矿依次返回，得到浮选后的锂辉石和浮选尾矿；

[0036] (4)浮选尾矿采用浓密+压滤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得到的产物作为生产长石的原

料；

[0037] (5)将浮选后的锂辉石进入格渣筛除杂后进入磁选，磁选采用弱磁+强磁，其中弱

磁控制磁场强度为2000Gs，强磁粗选磁场强度为10000Gs，强磁扫选磁场强度为11000Gs；磁

选除杂后的矿浆进入浸出搅拌桶，除杂采用硫酸一段除杂和草酸+保险粉二段除杂工艺，其

中一段除杂控制液固比为，硫酸用量为10g/t，浸出时间为45min，二段除杂草酸和保险粉的

配比为1:1，混合用量为6g/t，浸出时间为30min，浸出后的精矿采用立式压滤机压滤，得到

锂精矿，最终获得的锂精矿品位为5.6％，回收率为84.3％，含三氧化二铁量为0.25％。

[0038] 实施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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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以江西某地的锂辉石为例，原矿含Li2O为1.35％，采用本发明工艺流程，具体步骤

如下：

[0040] (1)采用SAB流程，将原矿磨至细度为-200目占78％；

[0041] (2)利用CCF浮选柱，对磨矿产品进行预先浮选，采用的药剂用量为：碳酸钠600g/

t，水玻璃120g/t，环烷酸皂85g/t，经CCF浮选柱脱泥后，脱泥率达到了90％，得到预先浮选

粗矿；

[0042] (3)将预先浮选粗矿进行浮选作业，采用一粗三精三扫流程，粗选作业的药剂制度

为：碳酸钠205g/t，氢氧化钠450g/t，采用氧化石蜡皂、磺化皂、环烷酸皂按照质量比为

45％：35％：20％配制成混合捕收剂，捕收剂用量为1100g/t，粗选时间为8min；精选Ⅰ添加碳

酸钠120g/t，精选Ⅰ时间为8min，精选Ⅱ添加碳酸钠130g/t，精选Ⅱ的时间约为7min，精选

III添加碳酸钠40g/t，精选III的时间为6min；扫选Ⅰ添加碳酸钠130g/t，氢氧化钠125g/t，

混合捕收剂650g/t，扫选Ⅰ的时间约为4min，扫选Ⅱ添加混合捕收剂125g/t，扫选Ⅱ的时间

约为4min，扫选Ⅲ添加混合捕收剂80g/t，扫选Ⅲ的时间约为4min，浮选时采用具有强力搅

拌作用的GF+JJF浮选机，精选、扫选中矿依次返回，得到浮选后的锂辉石和浮选尾矿；

[0043] (4)浮选尾矿采用旋流器分级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得到的产物作为生产长石的原

料；

[0044] (5)将浮选后的锂辉石进入格渣筛除杂后进入磁选，磁选采用弱磁+强磁，其中弱

磁控制磁场强度为2500Gs，强磁粗选磁场强度为10000Gs，强磁扫选磁场强度为11000Gs；磁

选除杂后的矿浆进入浸出搅拌桶，除杂采用硫酸一段除杂和草酸+保险粉二段除杂工艺，其

中一段除杂控制液固比为，硫酸用量为15g/t，浸出时间为40min，二段除杂草酸和保险粉的

配比为1:1，混合用量为10g/t，浸出时间为35min，浸出后的精矿采用立式压滤机压滤，得到

锂精矿，最终获得的锂精矿品位为6.0％，回收率为84.0％，含三氧化二铁量为0.20％。

[0045] 实施例3

[0046] 以四川某地的锂辉石为例，原矿含Li2O为1.40％，采用本发明工艺流程，具体步骤

如下：

[0047] (1)采用SAB流程，将原矿磨至细度为-200目占72％；

[0048] (2)利用CCF浮选柱，对磨矿产品进行预先浮选，采用的药剂用量为：碳酸钠200g/

t，水玻璃120g/t，环烷酸皂95g/t，经CCF浮选柱脱泥后，脱泥率达到了90％，得到预先浮选

粗矿；

[0049] (3)将预先浮选粗矿进行浮选作业，采用一粗三精三扫流程，粗选作业的药剂制度

为：碳酸钠340g/t，氢氧化钠540g/t，采用氧化石蜡皂、磺化皂、环烷酸皂按照质量比为

55％：25％：20％配制成混合捕收剂，捕收剂用量为1350g/t，粗选时间为8min；精选Ⅰ添加碳

酸钠125g/t，精选Ⅰ时间为8min，精选Ⅱ添加碳酸钠90g/t，精选Ⅱ的时间约为6min，精选III

添加碳酸钠45g/t，精选III的时间为5min；扫选Ⅰ添加碳酸钠150g/t，氢氧化钠130g/t，混合

捕收剂800g/t，扫选Ⅰ的时间约为4min，扫选Ⅱ添加混合捕收剂130g/t，扫选Ⅱ的时间约为

4min，扫选Ⅲ添加混合捕收剂60g/t，扫选Ⅲ的时间约为3.5min，浮选时采用具有强力搅拌

作用的GF+JJF浮选机，精选、扫选中矿依次返回，得到浮选后的锂辉石和浮选尾矿；

[0050] (4)浮选尾矿采用螺旋溜槽分级方式进行固液分离，得到的产物作为生产长石的

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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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5)将浮选后的锂辉石进入格渣筛除杂后进入磁选，磁选采用弱磁+强磁，其中弱

磁控制磁场强度为2500Gs，强磁粗选磁场强度为10500Gs，强磁扫选磁场强度为12000Gs；磁

选除杂后的矿浆进入浸出搅拌桶，除杂采用硫酸一段除杂和草酸+保险粉二段除杂工艺，其

中一段除杂控制液固比为，硫酸用量为10g/t，浸出时间为50min，二段除杂草酸和保险粉的

配比为1:1，混合用量为10g/t，浸出时间为20min，浸出后的精矿采用立式压滤机压滤，得到

锂精矿，最终获得的锂精矿品位为5.5％，回收率为80.0％，含三氧化二铁量为0.22％。

[0052] 分析实施例1～3，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0053] 1、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技术的发明，成功地解决了含泥矿物碎磨、矿泥分选、高

效浮选和精矿除杂等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高效回收锂辉石获得了一种新的选矿工艺技

术。

[0054] 2、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技术与传统的选矿工艺相比，锂辉石回收率一般可以提

高3％～5％，药剂用量可以减少30％～50％，脱泥段浮选电耗减少25％～30％，具有降本增

效的功能。

[0055] 3、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技术可以对矿泥进行有效分选、堆存和使用，矿泥分选

后可用于复垦，从而减少尾矿库堆存量，有利于矿山环境保护和绿色矿山建设。

[0056] 5、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技术对尾矿脱水采用浓密+压滤工艺，有利于降低长石

分选时HF酸的添加量，改善劳动环境，促进长石浮选。

[0057] 4、锂辉石矿选矿分选工艺技术工艺流程简单，便于操作，投资小、成本低，经济效

益明显，有广泛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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