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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及
回用方法，
包含以下步骤：
1 )向萤石选矿废水中
加入石灰，
充分搅拌后进行混凝沉降 ，
得到第一
上清液；
2)向步骤1 )得到的第一上清液中加入聚
铝和聚丙烯酰胺，
搅拌后进行混凝沉降 ，
得到第
二上清液；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二上清液调节pH
至6～8，
加入活性炭进行吸附 ，
吸附完成后将活
性炭进行脱除，
得到可回用于萤石浮选系统的最
终处理水样。
该方法操作简单，
先利用石灰、
聚铝
对废水的悬浮颗粒进行梯级混凝沉降，
再利用活
性炭对废水中主要影响因子进行选择性吸附 ，
利
用该方法处理后的废水可回用于萤石浮选，
实现
萤石选矿废水高效循环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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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含以下步骤：
1)向萤石选矿废水中加入石灰，
充分搅拌后进行混凝沉降，
得到第一上清液；
2)向步骤1)得到的第一上清液中加入聚铝和聚丙烯酰胺，
搅拌后进行混凝沉降 ，
得到
第二上清液；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二上清液调节pH至6～8，
加入活性炭进行吸附 ，
吸附完成后将活
性炭进行脱除，
得到可回用于萤石浮选系统的最终处理水样。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1)所述的石灰用
3
量为200～1000g/m 。
3 .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1)所述的搅
拌时间为1～5min，
沉降时间为10～40min。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2)所述的聚铝为
3
聚合氯化铝，
用量为50～200g/m ，
聚丙烯酰胺为阴离子型，
用量为0 .1～1g/m3。
5 .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2)所述的药
剂加入顺序、搅拌时间和沉降时间为：
先加聚铝，
搅拌时间为0 .5～2min，
再加入聚丙烯酰
胺，
搅拌时间为1～3min，
沉降时间为10～40min。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1)所述的萤石选
矿废水的悬浮固体含量小于400000mg/L，
pH值为7～10，
COD含量小于300mg/L；
步骤1)所述
的第一上清液的浊度为100～300NTU；
步骤2)所述的第二上清液的浊度为10～80NTU。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3)所用的pH调节
剂为HCl、
H2SO4和NaOH中的一种。
8 .根据权利要求1、2或4所述的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3)所述的
活性炭为高温改性后的木制粉末活性炭，
改性温度为400～800℃，
活性炭用量为50～300g/
m 3。
9 .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3)所述的活
性炭吸附时间为20～60min，
使最终处理水样COD小于100mg/L；
步骤3)所述的吸附完成后将
活性炭进行脱除，
使最终处理水样浊度小于80NTU。
10 .一种萤石选矿废水的回用方法，
其特征在于，
按权利要求1～9之一所述的方法处理
萤石选矿废水得到最终处理水样后，
将最终处理水样回用于萤石浮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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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及回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工业废水处理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到一种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及回用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矿产资源丰富、
储量大、种类多，
其中金属矿山是金属资源的重要来源地。在
矿产采选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选矿废水。据统计，
2014年我国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05 .3亿
吨，
而我国每年排放的选矿废水总量大约占全国工业废水总量的十分之一，
选矿废水的处
理率仅为4 .23％。在浮选过程中，
为了有效将有用金属分选出来，
在不同作业中加入大量的
浮选药剂，
有捕收剂、起泡剂、
活化剂、抑制剂、
分散剂等，
导致选矿废水中所残留的药剂种
类多且浓度高。
同时，
在矿石的选别过程中，
大量的重金属离子和微细悬浮颗粒会进入到选
矿废水中，
使废水成分、
性质复杂，
有毒有害物质成分多。选矿废水若不加处理直接排放，
造
成水资源浪费，
引起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
若直接全部回用，
超标的污染因子将会影响选矿
结果。
随着资源与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对选矿废水进行治理后循环利用是很重要的手段，
既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又提高矿山水资源综合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所以对选矿废水进行资源
化处理具有重大意义。
[0003] 我国萤石矿资源丰富，
但贫矿多富矿少，
且大多属于多金属共伴生矿。据调查，
我
国的含萤石浮选的多金属选厂选矿工艺流程一般为，
磁选-硫化矿(钼铋等)浮选-钨矿浮
选-萤石浮选，
萤石浮选位于浮选流程的尾端，
所以萤石选矿废水的尾砂量大且废水中包含
了硫化矿、钨矿、萤石浮选的多种选矿药剂，
起泡性强、碱度高、
悬浮颗粒分散性强、有机药
剂种类多，
导致废水成分及性质复杂，
处理难度大。
目前，
我国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一
般为，
在尾矿水中加入水处理药剂(石灰、
聚铁等)后直接排入尾矿库进行澄清，
但尾矿库排
水水质不能满足选矿要求，
难以重复利用，
多数企业只得将尾矿库废水直接外排，
但废水颜
色浑黄，
起泡性强，
对受纳水体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萤石选矿废水难处理难回用而导致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问题，
提供
一种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及回用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萤石选矿废水的处理方法，
包含以下步骤：
[0007] 1)向萤石选矿废水中加入石灰，
充分搅拌后进行混凝沉降，
得到第一上清液；
[0008] 2)向步骤1)得到的第一上清液中加入聚铝和聚丙烯酰胺，
搅拌后进行混凝沉降 ，
得到第二上清液；
[0009] 3)将步骤2)得到的第二上清液调节pH至6～8，
加入活性炭进行吸附 ，
吸附完成后
将活性炭进行脱除，
得到可回用于萤石浮选系统的最终处理水样。
[0010] 进一步的，
步骤1)所述的石灰用量为200～1000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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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
步骤1)所述的搅拌时间为1～5min，
沉降时间为10～40min。
[0012] 进一步的，
步骤2)所述的聚铝为聚合氯化铝，用量为50～200g/m 3 ，
聚丙烯酰胺为
阴离子型，
用量为0 .1～1g/m3。
[0013] 进一步的，
步骤2)所述的药剂加入顺序、搅拌时间和沉降时间为：
先加聚铝，
搅拌
时间为0 .5～2min，
待出现小絮团后，
再加入聚丙烯酰胺，
搅拌时间为1～3min，
出现大絮团
后停止搅拌，
沉降时间为10～40min。
[0014] 进一步的，
步骤1)所述的萤石选矿废水的悬浮固体含量小于400000mg/L，
pH值为7
～10，
COD含量小于300mg/L；
步骤1)所述的第一上清液的浊度为100～300NTU；
步骤2)所述
的第二上清液的浊度为10～80NTU。
[0015] 进一步的，
步骤3)所用的pH调节剂为HCl、
H2SO4和NaOH中的一种。
[0016] 进一步的，
步骤3)所述的活性炭为高温改性后的木制粉末活性炭，
改性温度为400
3
～800℃，
活性炭用量为50～300g/m 。
[0017] 进一步的，
步骤3)所述的活性炭吸附时间为20～60min，
使最终处理水样COD小于
100mg/L；
步骤3)所述的吸附完成后将活性炭进行脱除，
使最终处理水样浊度小于80NTU。
[0018] 本发明的一种萤石选矿废水回用的方法，
按上述的方法处理萤石选矿废水得到最
终处理水样后，
将最终处理水样回用于萤石浮选系统。
[0019] 萤石选矿废水含泥量大、
所含选矿药剂种类多，
主要包含胺类、醇类、脂肪酸类有
机药剂。高悬浮固体的废水直接采用聚铝进行混凝沉降时药剂用量大成本高且效果不好，
而石灰成本低效果好，
还可与废水中的硅酸根离子和脂肪酸类有机物进行作用生成沉淀，
且石灰用量可根据废水中固体含量进行调控。所以本发明首先采用石灰进行初步混凝沉
降，
再采用聚铝和聚丙烯酰胺对废水中微细悬浮颗粒进一步混凝沉降 ，
强化废水的泥水分
离效果，
使废水高度澄清，
也有利于后续活性炭的吸附 ，
可适当减少用量降低成本。经过混
凝沉降后的上清液呈黄色、
起泡性强，
直接回用于萤石浮选仍有较大的影响，
主要原因是混
凝沉降不能将水中大部分选矿药剂针对性去除，
还存在一定的残留。所以后续将采用活性
炭进一步对废水进行处理，
针对性将选矿主要影响因子去除，
最终实现废水的回用。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1]
(1)首先向萤石选矿废水中加入石灰，
使废水中大部分固体悬浮物混凝沉降；
然后
向上清水中加入聚铝和聚丙烯酰胺，
对废水中难沉降微细悬浮颗粒进一步混凝沉降 ，
强化
微细颗粒絮凝体与水的分离效果。通过加入混凝剂石灰、
聚铝、
聚丙烯酰胺对萤石选矿废水
进行梯级混凝沉降，
强化了废水泥水分离效果，
实现了选矿废水的高效固液分离。
[0022]
(2)再通过添加活性炭进行选择性吸附 ，
针对性去除对萤石浮选产生影响的主要
因子，
使萤石选矿废水得到深度净化，
处理后的废水可回用于萤石浮选，
选矿指标与实验室
清水指标相当，
满足了循环回用的要求。
[0023] 综上所述，
本发明中采用石灰、
聚铝、
活性炭对萤石选矿废水进行多级处理，
设计
科学合理、操作简便、选矿废水高效澄清和深度净化，
有效解决了萤石选矿废水难处理、
水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可实现萤石选矿废水高效循环回用，
对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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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
下文将结合较佳的实施例对本发明做更全面、细致地描述，
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实施例。
[0025] 除非另有定义，
下文中所使用的所有专业术语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含义相
同。本文中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例的目的，
并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0026] 除非另有特别说明，
本发明中用到的各种原材料、
试剂、
仪器和设备等均可通过市
场购买得到或者可通过现有方法制备得到。
[0027] 本发明中，
石灰具体用量根据废水的悬浮固体(SS)含量进行调控，
活性炭具体用
量根据选矿废水的COD含量进行调控。下述实施例采用的活性炭为高温(400～800℃)改性
后的木制粉末活性炭。活性炭脱除方法不限于过滤、
聚铝混凝沉降、
返泥混凝沉降等。下述
实施例采用的聚铝为聚合氯化铝，
聚丙烯酰胺为阴离子型。
[0028] 实施例：
[0029] 实施例1：
柿竹园东波选厂萤石选矿总尾矿水处理及回用试验
[0030] 柿竹园东波选厂萤石选矿总尾矿水和各阶段废水水质分析如表1所示。
[0031] 按照本发明的工艺流程，
首先向萤石总尾矿水中加入500g/m 3的石灰，
搅拌3min，
3
沉降30min后得第一上清液；
再向第一上清液中加入100g/m 的聚铝，
搅拌1min后加入0 .5g/
3
m 的聚丙烯酰胺，
搅拌2min后产生大量絮团，
沉降20min后得第二上清液；
采用H2SO4将第二
上清液的pH调节为7 .5后，
加入200g/m3的活性炭，
吸附30min后过滤得处理水样；
最后对处
理水样进行萤石浮选开路验证试验，
以实验室清水做对比 ，
废水处理后选矿指标与实验室
清水指标相当，
优于废水处理前选矿指标。选矿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
[0032] 表1萤石选矿废水各处理阶段水质分析
[0033]

[0034]

[0035]

表2萤石总尾矿水处理前后浮选开路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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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实施例2：
柿竹园东波选厂萤石低粗尾矿水处理及回用试验
[0038] 柿竹园东波选厂萤石低品位粗选尾矿水和各阶段废水水质分析如表3所示。
[0039] 按照本发明的工艺流程，
向萤石低粗尾矿水中加入400g/m 3的石灰，
搅拌2min，
沉
3
降20min后得第一上清液；
再向第一上清液中加入100g/m 的聚铝，
搅拌1min后加入0 .5g/m3
的聚丙烯酰胺，
搅拌2min后产生大量絮团，
沉降20min后得第二上清液；
采用H2SO4将第二上
清液的pH调节为7 .5后，
加入200g/m3的活性炭，
吸附30min后过滤得处理水样；
最后对处理
水样进行萤石浮选开路验证试验，
以实验室清水做对比 ，
废水处理后选矿指标与实验室清
水指标相当，
优于废水处理前选矿指标。选矿试验结果如表4所示。
[0040] 表3萤石选矿废水各处理阶段水质分析
[0037]

[0041]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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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萤石低粗尾矿水处理前后浮选开路试验结果/％

[0044]

上述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因此，
凡是未
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
依据本发明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简单修改、等
同变化及修饰，
均应落在本发明技术方案保护的范围内。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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