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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

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包括将品位为27%～

29%、以磁铁矿为主的混合矿石给入一段闭路磨

矿，得到一分溢；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段弱磁强

磁、细筛、一段磁筛淘洗磁选、二段闭路磨矿、二

段弱磁强磁、二段磁筛淘洗磁选、三段闭路磨矿、

三段弱磁强磁和反浮选作业；通过上述作业，获

得品位为66%~66.5%的最终精矿。同现有技术相

比，本发明的优点是：1）对于铁矿物嵌布粒度粗

细不均的磁赤混合矿石提供了一种解离即拿精

抛尾的分段磨矿、分段拿精和分段抛尾的高效分

选工艺，减轻过磨，节能降耗；2）采用磁筛设备提

质，采用立磨机进行三段磨矿；3）流程结构简单，

没有中矿循环，现场易实施，易于生产管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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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包括将品位为27%～29%、

磁性铁分布率高于70%的混合矿石给入一段磨矿与一次旋流器组成的一段闭路磨矿作业，

得到粒度为-200目含量60%～65%的一次分级溢流产品；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下述作业：一段

弱磁强磁作业、细筛作业、一段磁筛及一段淘洗磁选作业、二段闭路磨矿作业、二段弱磁强

磁作业、二段磁筛及二段淘洗磁选作业、三段闭路磨矿作业、三段弱磁强磁作业和反浮选作

业；所述的一段弱磁强磁作业处理一次分级溢流产品，所述的细筛作业处理一段弱磁精矿，

所述的一段磁筛及一段淘洗磁选作业处理细筛筛下产品，所述的二段闭路磨矿作业处理细

筛筛上产品、磁筛筛下中矿和一段强磁精矿，所述的二段弱磁强磁作业处理二次分级溢流

产品，所述的二段磁筛及二段淘洗磁选作业处理二段弱磁精矿，所述的三段闭路磨矿作业

处理二段磁筛筛下中矿和二段强磁精矿，所述的三段弱磁强磁作业处理三次分级溢流产

品，所述的反浮选作业处理三段弱磁精矿和三段强磁精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一段弱磁强磁作业由一段弱磁和一段强磁组成，将一次分级溢流产品给入

一段弱磁，获得品位为56%的一段弱磁精矿和一段弱磁尾矿，一段弱磁尾矿给入一段强磁，

获得一段强磁精矿和品位为6%～9%的一段强磁尾矿，粗粒的一段强磁尾矿抛尾。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细筛作业为筛孔尺寸为0.5×0.5mm的高频振动细筛，将经过脱磁器脱磁的

一段弱磁精矿给入高频振动细筛，获得细筛筛下产品和细筛筛上产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一段磁筛及一段淘洗磁选作业由筛孔为1.5mm的一段磁筛和一段淘洗磁选

机组成，细筛筛下产品给入一段磁筛，获得品位为64.5%以上的一段磁筛筛上精矿和一段磁

筛筛下中矿，一段磁筛筛上精矿经过脱磁器脱磁后给入一段淘洗磁选机，获得品位为65.5%

以上的一段淘洗磁选机粗粒精矿和一段淘洗磁选机中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二段闭路磨矿作业是由二次旋流器与二段磨矿组成的闭路磨矿，将细筛筛

上产品、一段强磁精矿和一段磁筛筛下中矿合并给入二段闭路磨矿作业，获得粒度为-200

目含量85%～90%的二次分级溢流产品。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二段弱磁强磁作业由二段弱磁和二段强磁组成，将二次分级溢流产品给入

二段弱磁，获得品位为58%以上的二段弱磁精矿和二段弱磁尾矿，二段弱磁尾矿给入二段强

磁，获得二段强磁精矿和品位为10%～12%的二段强磁尾矿，中粒的二段强磁尾矿抛尾。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二段磁筛及二段淘洗磁选作业由筛孔为1.2mm的二段磁筛和二段淘洗磁选

机组成，将二段弱磁精矿经过脱磁器脱磁后给入二段磁筛，获得品位为65.5%以上的二段磁

筛筛上精矿和二段磁筛筛下中矿，二段磁筛筛上精矿经过脱磁器脱磁后给入二段淘洗磁选

机，获得品位为66.5%以上的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粒精矿和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矿。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三段闭路磨矿作业是由三次旋流器与三段立磨机组成的闭路磨矿，将一段

淘洗磁选机中矿、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矿、二段磁筛筛下中矿和二段强磁精矿合并给入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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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路磨矿作业，获得粒度为-325目含量90%以上的三次分级溢流产品。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三段弱磁强磁作业由三段弱磁和三段强磁组成，将三次分级溢流产品给入

三段弱磁，获得三段弱磁精矿和三段弱磁尾矿，三段弱磁尾矿给入三段强磁，获得三段强磁

精矿和品位为12%～14%的三段强磁尾矿，细粒的三段强磁尾矿抛尾。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反浮选作业为一粗一精三扫标准流程，扫选各作业精矿依次返回上段作

业，精选作业尾矿返回到粗选作业，三段弱磁精矿和三段强磁精矿合并给入反浮选作业，获

得品位为67.5%以上的反浮选细粒精矿和品位为16%～18%反浮选尾矿，细粒的反浮选尾矿

抛尾，反浮选细粒精矿、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粒精矿和一段淘洗磁选机粗粒精矿合并为最终

精矿，品位为66%～66.5%；反浮选尾矿、三段强磁尾矿、二段强磁尾矿和一段强磁尾矿合并

为最终尾矿，品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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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物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

矿石的分选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某磁性铁含量较高的磁赤混合矿石（磁铁矿含量占其铁矿物含量的70%以上），其

铁矿物主要为磁铁矿、赤褐铁矿，碳酸铁、硅酸铁含量都较少；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有害杂

质硫、磷的含量都较低。磁赤混合矿石中铁矿物嵌布粒度基本上都是不均匀的。对该磁赤混

合矿石的工艺矿物学性质研究表明，该混合矿石为铁矿物嵌布粒度不均矿石，首先是其中

的磁性矿物嵌布粒度粗细不均，磁铁矿平均嵌布粒度为52μm，其中40%左右的磁铁矿嵌布粒

度较粗可达到85μm以上，而部分磁铁矿嵌布粒度较细只有35μm左右；同时该矿中赤褐铁矿

的嵌布粒度较细平均只有35μm；该矿脉石矿物嵌布粒度较粗，平均嵌布粒度达到了  75μm。

[0003] 目前国内大部分铁矿选矿厂处理以磁铁矿为主的贫铁矿石多采用“阶段磨矿单一

磁选—细筛再磨流程”或“阶段磨矿—磁、重、浮联合流程”进行选别。

[0004] “阶段磨矿单一磁选—细筛再磨流程”处理磁铁矿含量较高的混合矿石时，一般由

于其中赤铁矿含量较少且其嵌布粒度较细难于分选，最终将各段选别的弱磁尾矿作为最终

尾矿直接抛出，造成最终尾矿中因赤褐铁矿含量较高而使得最终尾矿品位较高，大大降低

了流程的金属回收率，使得有用的铁矿物资源不能得到充分的回收利用；其次该“阶段磨矿

单一磁选—细筛再磨流程”适宜处理铁矿物嵌布粒度较细而脉石矿物粒度相对较粗的铁矿

石，所以阶段磨矿后可以选别抛尾，但要获得最终合格铁精矿必须进行再磨再选；三是“阶

段磨矿单一磁选—细筛再磨流程”中采用细筛设备对细粒嵌布铁矿物进行分级提质时，由

于筛孔尺寸小，造成细筛分级效率较低，细筛筛上返回再磨的矿量较大，不仅增加磨矿能耗

而且还容易造成铁矿石过磨，影响铁矿物金属回收率及最终精矿质量的提高。

[0005] 处理磁性铁含量较高的磁赤混合矿石的其它的“阶段磨矿—磁、重、浮联合流程”

也都是阶段磨矿阶段抛尾，磁、赤铁矿的最终选别精矿都是在一段磨矿一段选别抛尾之后，

对一段粗精矿再进行两段或三段磨矿之后继续选别才可获得最终合格铁精矿，没有分段磨

矿即可抛出合格尾矿又可拿到最终精矿的选别工艺。现有的 “阶段磨矿—磁、重、浮联合流

程”中如将磁铁矿分出单独出最终精矿，一般也是采用弱磁-细筛-弱磁的方式或是采用重

选方法（如螺旋溜槽或离心机等重选设备）。采用弱磁-细筛-弱磁的方法同样是针对细粒嵌

布磁铁矿的提质，而采用重选方法一方面设备占用空间大，选别效率低且存在中矿循环，流

程不易控制；另外这些“阶段磨矿—磁、重、浮联合流程”中大量的磁铁矿中矿最终都仍需细

磨后与赤褐铁矿合并采用重选或浮选方法选别，重选不是选别磁性矿的最佳选择，而含量

较高的这部分磁性矿给入浮选，不仅增加了浮选处理矿量，造成浮选药剂用量增多，增加选

别成本，而且还增加了药剂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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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分段磨矿、分段拿精和分段抛尾处理铁矿物嵌布粒度粗

细不均，以磁铁矿为主的磁赤混合矿石的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

艺。

[0007]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8]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包括将品位为

27%～29%的磁性铁分布率高于70%的混合矿石给入一段磨矿与一次旋流器组成的一段闭路

磨矿作业，得到粒度为-200目含量60%～65%的一次分级溢流产品；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下述

作业：一段弱磁强磁作业、细筛作业、一段磁筛及一段淘洗磁选作业、二段闭路磨矿作业、二

段弱磁强磁作业、二段磁筛及二段淘洗磁选作业、三段闭路磨矿作业、三段弱磁强磁作业和

反浮选作业；所述的一段弱磁强磁作业处理一次分级溢流产品，所述的细筛作业处理一段

弱磁精矿，所述的一段磁筛及一段淘洗磁选作业处理细筛筛下产品，所述的二段闭路磨矿

作业处理细筛筛上产品、磁筛筛下中矿和一段强磁精矿，所述的二段弱磁强磁作业处理二

次分级溢流产品，所述的二段磁筛及二段淘洗磁选作业处理二段弱磁精矿，所述的三段闭

路磨矿作业处理二段磁筛筛下中矿和二段强磁精矿，所述的三段弱磁强磁作业处理三次分

级溢流产品，所述的反浮选作业处理三段弱磁精矿和三段强磁精矿。

[0009] 所述的一段弱磁强磁作业由一段弱磁和一段强磁组成，将一次分级溢流产品给入

一段弱磁，获得品位为55%～57%的一段弱磁精矿和一段弱磁尾矿，一段弱磁尾矿给入一段

强磁，获得一段强磁精矿和一段强磁尾矿，粗粒的一段强磁尾矿抛尾；

[0010] 所述的细筛作业为筛孔尺寸为0.5×0.5mm的高频振动细筛，将经过脱磁器脱磁的

一段弱磁精矿给入高频振动细筛，获得细筛筛下产品和细筛筛上产品；

[0011] 所述的一段磁筛及一段淘洗磁选作业由筛孔为1.5mm的一段磁筛和一段淘洗磁选

机组成，细筛筛下产品给入给入一段磁筛，获得品位为64.5%以上的一段磁筛筛上精矿和一

段磁筛筛下中矿，一段磁筛筛上精矿经过脱磁器脱磁后给入一段淘洗磁选机，获得品位为

65.5%以上的一段淘洗磁选机粗粒精矿和一段淘洗磁选机中矿；

[0012] 所述的二段闭路磨矿作业是由二次旋流器与二段磨矿组成的闭路磨矿，将细筛筛

上产品、一段强磁精矿和一段磁筛筛下中矿合并给入二段闭路磨矿作业，获得粒度为-200

目含量85%～90%的二次分级溢流产品；

[0013] 所述的二段弱磁强磁作业由二段弱磁和二段强磁组成，将二次分级溢流产品给入

二段弱磁，获得品位为58%以上的二段弱磁精矿和二段弱磁尾矿，二段弱磁尾矿给入二段强

磁，获得二段强磁精矿和二段强磁尾矿，中粒的二段强磁尾矿抛尾；

[0014] 所述的二段磁筛及二段淘洗磁选作业由筛孔为1.2mm的二段磁筛和二段淘洗磁选

机组成，将二段弱磁精矿经过脱磁器脱磁后给入二段磁筛，获得品位为65.5%以上的二段磁

筛筛上精矿和二段磁筛筛下中矿，磁筛筛上精矿经过脱磁器脱磁后给入二段淘洗磁选机，

获得品位为66.5%以上的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粒精矿和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矿；

[0015] 所述的三段闭路磨矿作业是由三次旋流器与三段立磨机组成的闭路磨矿，将一段

淘洗磁选机中矿、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矿、二段磁筛筛下中矿和二段强磁精矿合并给入三段

闭路磨矿作业，获得粒度为-325目含量85%～90%的三次分级溢流产品；

[0016] 所述的三段弱磁强磁作业由三段弱磁和三段强磁组成，将三次分级溢流产品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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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弱磁，获得三段弱磁精矿和三段弱磁尾矿，三段弱磁尾矿给入三段强磁，获得三段强磁

精矿和三段强磁尾矿，细粒的三段强磁尾矿抛尾；

[0017] 所述的反浮选作业为一粗一精三扫标准流程，扫选各作业精矿依次返回上段作

业，精选作业尾矿返回到粗选作业，三段弱磁精矿和三段强磁精矿合并给入反浮选作业，获

得品位67.5%以上的反浮选细粒精矿和反浮选尾矿，细粒的反浮选尾矿抛尾，反浮选细粒精

矿、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粒精矿和一段淘洗磁选机粗粒精矿合并为最终精矿，品位为66%~
66.5%；反浮选尾矿、三段强磁尾矿、二段强磁尾矿和一段强磁尾矿合并为最终尾矿，品位为

12%~14%。

[0018] 同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9] 1）本发明采用分段磨矿、分段拿精和分段抛尾处理铁矿物嵌布粒度粗细不均，以

磁铁矿为主的磁赤混合矿石，特别是对于磁赤混合矿石中磁铁矿、赤铁矿的嵌布粒度粗细

不均、磁铁矿含量达到70%以上的混合矿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解离即拿精抛尾的分段磨

矿、分段拿精和分段抛尾的高效分选工艺；

[0020] 2）在一段粗磨条件下，粗粒嵌布的铁矿物大部分得到单体解离，采用弱磁-磁筛-

淘洗磁选机工艺获得一部分合格粗粒磁铁精矿；二段磨矿后，大部分中等粒度嵌布的磁铁

矿物得到单体解离，同样采用弱磁-磁筛-淘洗磁选机工艺获得另一部分合格的中粒磁铁精

矿，对于细粒嵌布的铁矿物，在三段立磨机磨矿后，也大部分得到单体解离，则采用成熟的

弱磁-强磁-反浮选工艺获得高品位的细粒磁赤铁精矿，这种针对不同嵌布粒度矿物的阶段

磨矿阶段选别拿精抛尾的工艺，大幅降低了磨矿能耗，减轻了过磨现象，实现了节能降耗，

改进了技术指标。

[0021] 3）一段粗磨磁选后，采用先进的磁筛设备进行提质，磁场筛选机型号为CSX系列磁

场筛选机，避免了采用传统弱磁选机因其磁场强度较高，在吸引单体磁性矿物颗粒的同时，

也吸附了大量富磁铁矿连生体，使得在较粗粒度条件下难以获得合格铁精矿。

[0022] 4）二段磨矿磁选后，采用先进的磁筛设备进行提质，磁场筛选机型号为CSX系列磁

场筛选机  ，筛上精矿产品产率高，筛下中矿产品产率低且其中连生体含量高，分选效率高，

减少了下一段的细磨矿量，降低了磨矿能耗，避免铁矿物过磨现象；

[0023] 5)  采用先进的磨矿设备进行磨矿，三段立磨机型号为JM  系列立磨机搅拌机，难

磨难选的细粒嵌布的少量的磁、赤铁矿通过立磨机细磨后，铁矿物也达到了单体解离程度，

通过高效的反浮选工艺获得了高品位浮选精矿，提高了最终精矿的品位使其达到理想指

标；

[0024] 6）需浮选的矿量较少，不但简化工艺流程操作难度，也减少浮选药剂用量，降低选

别成本，同时还减少了药剂污染，达到节能环保的目的；

[0025] 7）最终精矿产品由粗粒的磁铁精矿、中粒嵌布的磁铁精矿和细粒的混合浮选精矿

组成，这种组成优化了过滤机的给矿条件，可以提高过滤效率，降低过滤成本；

[0026] 8）磁筛和淘洗磁选机的有机结合，进一步提高和稳定了最终精矿品位；

[0027] 9）流程结构简单，流程中没有中矿循环，现场易实施，易于生产管理操作。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09351467 B

6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0]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根据原矿磁性铁含量较高、磁赤混合铁矿中铁矿物嵌布粒度

粗细不均等特点，采用分段磨矿、分段拿精和分段抛尾的磨矿选别工艺来对该类矿石进行

分选的。

[0031]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铁矿物嵌布粒度处理磁赤混合矿石的分选工艺，包括将铁品位

为28%、磁性铁分布率为75%的混合矿石给入一段磨矿与一次旋流器组成的一段闭路磨矿作

业，得到粒度为-200目含量65%的一次分级溢流产品；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下述作业：

[0032] 一段弱磁强磁作业：一段弱磁强磁作业由一段弱磁和一段强磁组成，将一次分级

溢流产品给入一段弱磁，获得品位为56%的一段弱磁精矿和一段弱磁尾矿，一段弱磁尾矿给

入一段强磁，获得一段强磁精矿和品位为8%的一段强磁尾矿，粗粒的一段强磁尾矿抛尾；

[0033] 细筛作业：细筛作业为筛孔尺寸为0.5mm的高频振动细筛，将经过脱磁器脱磁的一

段弱磁精矿给入高频振动细筛，获得细筛筛下产品和细筛筛上产品；

[0034] 一段磁筛及一段淘洗磁选作业：一段磁筛及一段淘洗磁选作业由筛孔为1.5mm的

一段磁筛和一段淘洗磁选机组成，细筛筛下产品给入给入一段磁筛，获得品位为64.7%的一

段磁筛筛上精矿和一段磁筛筛下中矿，一段磁筛筛上精矿经过脱磁器脱磁后给入一段淘洗

磁选机，获得品位为65.5%的一段淘洗磁选机粗粒精矿和一段淘洗磁选机中矿；由于在一段

粗磨后，粗粒嵌布的磁铁矿物达到单体解离的条件下，借助磁场筛选机特设的低弱磁场将

矿浆内的单体磁性矿物颗粒磁化成链状体。利用其增大了磁铁矿与脉石连生体沉降速度

差、尺寸差，采用安装在低弱磁场中的“专用筛”有效地将粗粒磁铁矿与脉石及连生体分离，

避免了采用传统弱磁选机因其磁场强度较高，在吸引磁性矿物颗粒的同时，也吸附了大量

富磁铁矿连生体，使得在较粗粒度条件下难以获得合格铁精矿。

[0035] 本发明二段闭路磨矿作业：二段闭路磨矿作业是由二次旋流器与二段磨矿组成的

闭路磨矿，将细筛筛上产品、一段强磁精矿和一段磁筛筛下中矿合并给入二段闭路磨矿作

业，获得粒度为-200目含量88%的二次分级溢流产品；

[0036] 二段弱磁强磁作业：二段弱磁强磁作业由二段弱磁和二段强磁组成，将二次分级

溢流产品给入二段弱磁，获得品位为58%的二段弱磁精矿和二段弱磁尾矿，二段弱磁尾矿给

入二段强磁，获得二段强磁精矿和品位为11%的二段强磁尾矿，中粒的二段强磁尾矿抛尾；

[0037] 二段磁筛及二段淘洗磁选作业：二段磁筛及二段淘洗磁选作业由筛孔为1.2mm的

二段磁筛和二段淘洗磁选机组成，将二段弱磁精矿经过脱磁器脱磁后给入二段磁筛，获得

品位为65.7%的二段磁筛筛上精矿和二段磁筛筛下中矿，二段磁筛筛上精矿经过脱磁器脱

磁后给入二段淘洗磁选机，获得品位为66.5%的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粒精矿和二段淘洗磁选

机中矿；本发明二段磨矿弱磁选别后，同样选用磁场筛选机而弃用振动细筛对中粒嵌布磁

铁精矿提质，是基于磁场筛选机筛孔尺寸相对较大，筛分效率高的优点，减少了筛下中矿矿

量，即降低了后续细磨处理量，可以进一步降低球磨能耗。

[0038] 三段闭路磨矿作业：三段闭路磨矿作业是由三次旋流器与三段立磨机组成的闭路

磨矿，将一段淘洗磁选机中矿、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矿、二段磁筛筛下中矿和二段强磁精矿合

并给入三段闭路磨矿作业，获得粒度为-325目含量91%的三次分级溢流产品；

[0039] 三段弱磁强磁作业：三段弱磁强磁作业由三段弱磁和三段强磁组成，将三次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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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流产品给入三段弱磁，获得品位为60%的三段弱磁精矿和三段弱磁尾矿，三段弱磁尾矿给

入三段强磁，获得品位为35%的三段强磁精矿和品位为13%的三段强磁尾矿，细粒的三段强

磁尾矿抛尾；

[0040] 反浮选作业：反浮选作业为一粗一精三扫标准流程，扫选各作业精矿依次返回上

段作业，精选作业尾矿返回到粗选作业，三段弱磁精矿和三段强磁精矿合并给入反浮选作

业，获得品位67.7%的反浮选细粒精矿和品位为18%的反浮选尾矿，细粒的反浮选尾矿抛尾，

反浮选细粒精矿、二段淘洗磁选机中粒精矿和一段淘洗磁选机粗粒精矿合并为最终精矿，

品位为66.5%；反浮选尾矿、三段强磁尾矿、二段强磁尾矿和一段强磁尾矿合并为最终尾矿，

品位为14%。

[0041] 磁场筛选机和立磨机简介

[0042] 磁场筛选机（简称磁筛）是磁场筛选法设备，该设备区别于传统弱磁选机靠直接吸

引磁性矿物颗粒的原理，磁场筛选机利用其特设的低弱磁场将矿浆内的磁性矿物颗粒磁化

成链状体，增大了磁铁矿与脉石连生体沉降速度差、尺寸差，同时利用安装在磁场中的“专

用筛”有效地将磁铁矿与脉石及连生体分离，使已解离的微细粒磁铁矿作为精矿产出，因此

解决了传统弱磁选机易夹杂脉石，更难分离开连生体的缺陷，从而实现了细粒嵌布磁铁矿

的高效分选。磁筛不是单纯的磁选技术设备，而是借助磁场媒介特性进行磁力重力联合分

选的技术设备（将物料按矿物纯度筛分，筛上是精矿且粒度较细，筛下是中矿且粒度较粗）。

[0043] 立磨机是一种垂直安装、筒体固定，内带螺旋搅拌装置的细磨设备。立磨机通常与

旋流器组成闭路磨矿，在圆筒形研磨室的中心轴垂直方向上装有螺旋搅拌器，磨机中的介

质由于螺旋的搅拌作用，做上下循环运动，对加入的物料进行磨碎。磨矿介质一般为直径

12mm的钢球。物料从磨机的下部给入，经介质研磨后，合格的产品在重力和外力的作用下分

离，从磨机的顶部溢出，较重的颗粒则留在磨机内继续被研磨。立磨机的适宜的产品粒度

P80一般为74～20µm。与球磨机相比，立磨机优越性在于：高效细磨，可防止过磨；节省能耗，

在适宜的产品粒度范围内，比球磨机能耗有较大幅度的降低；易于操作、维修和安装；噪音

低、振动小，占地面积小，设备基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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