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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

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将二次磁选粗精矿

给入高频细筛作业，筛下部分经过筛下磁选，筛

下磁选精矿给入磁选柱精选作业，获得磁选柱精

矿；将高频细筛筛上部分、磁选柱精选作业的尾

矿给入浓缩磁选机进行浓缩磁选，获得浓缩磁选

精矿；浓缩磁选精矿经三段预先分级-三段磨矿

形成闭路，溢流给入三次磁选、四次磁选，获得四

次磁选精矿。将一次磁选尾矿、二次磁选尾矿、浓

缩磁选尾矿进行筛分分级处理，粗粒尾矿部分作

为建材用黄沙代用品出售。本发明具有铁精矿品

位高、磁性铁回收率高，运行稳定、生产上操作简

便易行的优点，磁性铁回收率由仅约80％提高到

9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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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将破碎后的TFe品位在

30.0％～35.0％范围、mFe品位在22％～27.0％范围、磨矿粒度在-0.043mm含量占75％～

85％才能单体解离的磁铁矿原矿，经过一段磨矿、一次磁选—二段磨矿、二次磁选，排出一

次磁选尾矿、二次磁选尾矿，获得二次磁选粗精矿，在一段磨矿、一次磁选之间设有一段分

级作业，在一段磁选与二段磨矿之间设有二段分级作业，所述的一次磁选、二次磁选皆采用

湿式永磁筒式磁选机，所述的一段分级作业、二段分级作业皆采用螺旋分级机；其特征在于

还采用以下工艺：

(1)将二次磁选粗精矿给入高频细筛作业，筛下部分经过筛下磁选排出尾矿；筛下磁选

精矿给入磁选柱精选作业，获得磁选柱精矿；

所述的高频细筛的筛孔尺寸为0.11～0.135mm；

(2)将高频细筛筛上部分、磁选柱精选作业的尾矿给入浓缩磁选机进行浓缩磁选，排出

浓缩磁选尾矿，并获得浓缩磁选精矿；

所述的浓缩磁选机采用湿式永磁筒式磁选机，磁场强度为0.28～0.35T范围，浓缩磁选

精矿浓度控制在60％～70％；

(3)浓缩磁选精矿经三段预先分级-三段磨矿形成闭路，三段预先分级采用水力旋流

器，控制旋流器的溢流粒度-0.043mm75％～85％范围；水力旋流器的溢流给入三次磁选、四

次磁选，分别排出三次磁选尾矿、四次磁选尾矿，获得四次磁选精矿；

所述的三次磁选、四次磁选皆采用湿式永磁筒式磁选机，磁场强度分别为0 .17～

0.19T、0.15～0.17T；

(4)将磁选柱精矿、四次磁选精矿合并为TFe品位>67.0％、mFe回收率>94％的最终总精

矿；将一次磁选尾矿、二次磁选尾矿、浓缩磁选尾矿进行筛分分级处理，筛分分级控制的粒

度为0.28～0.35mm，获得的粗粒尾矿部分作为建材用黄沙代用品出售，获得的细粒部分及

筛下磁选尾矿、三次磁选尾矿、四次磁选尾矿合并为总尾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高频细筛的筛孔尺寸为0.12～0.13mm范围；在步骤(3)中控制旋流器的溢流粒

度-0.043mm78％～83％范围；步骤(2)中，所述的浓缩磁选机的磁场强度为0.29～0.32T范

围；在步骤(3)中，所述的三次磁选、四次磁选的磁场强度分别为0.175～0.185T、0.155～

0.165T。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1)中采用的高频细筛的筛孔尺寸为0.125mm，所述的浓缩磁选机的磁场强度

为0.3T；在步骤(3)中控制旋流器的溢流粒度-0.043mm79％～81％范围，所述的三次磁选、

四次磁选的磁场强度分别为0.18T、0.1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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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低品位磁铁矿石选矿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品位磁铁矿石阶段磨

矿、阶段选别的选矿方法，特别适合于原矿TFe品位在30.0％～35.0％范围、mFe品位在22％

～27.0％范围、磨矿粒度在-0.043mm含量占75％～85％才能单体解离的微细粒磁铁矿石阶

段磨选作业。

背景技术

[0002] 铁矿石属于钢铁行业的基础性原料，在国民经济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国内对

于铁矿石的需求日益增加，高品位易选铁矿石则在渐渐减少，急需开发出针对低品位、微细

粒铁矿石的高效节能、低成本选矿工艺。

[0003] 我国铁矿石的特点之一是嵌布粒度细，需要细磨才能获得高品位精矿，但同时嵌

布粒度不均匀。在粗磨之后，采用适当的选别方法，抛出部分尾矿和选出部分合格精矿，而

将中矿再磨再选，即称为阶段磨矿、阶段选别工艺。

[0004] 根据原矿特性，采用阶段磨矿、阶段选别工艺，是铁矿选矿厂节能的一项有效措

施。在较粗的一段磨矿细度下采用高效选矿设备提前抛尾，大大减轻了进入二段磨矿的处

理量。

[0005] 磁铁矿石选矿是铁矿石选矿的主体，磁铁精矿产量约占中国铁精矿产量的四分之

三。目前，我国磁铁矿石选矿也大多采用阶段磨矿、阶段选别工艺，通常在流程中引入细筛

作业，以强化分级作业，保证铁精矿品位。但从其在生产实践中运行的情况来看，因为细筛

筛上产品返回到二段磨矿，在流程中大循环累积，导致流程对原矿性质波动较为敏感，造成

生产不稳定，恶化生产指标。例如，东北某大型磁铁矿选矿厂，随着不同露天采场出矿比例

发生变化，此流程对矿石的适应性差，导致生产指标骤降，尾矿中的mFe(磁性铁，下同)品位

高达6.82％，磁性铁回收率仅约80％。

[0006] 《金属矿山》2009年第9期刊登的“马钢和尚桥铁矿石选矿试验研究”一文中，针对

低品位磁铁矿矿石的特点，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按阶段磨矿、阶段选别、细筛及筛上再磨

再选和高压辊磨、阶段磨矿、阶段选别、细筛及筛上再磨再选,以及高压辊磨、3～0mm粗粒抛

尾、阶段磨矿、阶段选别、细筛及筛上再磨再选进行了选矿工艺流程的试验研究,分别取得

了精矿品位64.87％～66.06％、回收率72.00％左右的较好指标。但该工艺仍然作细筛作为

分级设备，无法克服在主流程中大循环累积，且采用单一的筒式磁选机选别，从而影响选别

技术指标，其表现为铁精矿品位不高，铁的回收率较低；此外，该选矿工艺流程较为复杂，设

备价格昂贵，投资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而提供一种铁精矿品位高、

磁性铁回收率高，运行稳定、生产上操作简便易行的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

选别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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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为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本发明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

别新方法采用以下工艺、步骤：

[0009] 本发明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将破碎后的TFe品

位在30.0％～35.0％范围、mFe品位在22％～27.0％范围的磁铁矿原矿，经过一段磨矿、一

次磁选—二段磨矿、二次磁选，排出一次磁选尾矿、二次磁选尾矿，获得二次磁选粗精矿，在

一段磨矿、一次磁选之间设有一段分级作业，在一段磁选与二段磨矿之间设有二段分级作

业，所述的一次磁选、二次磁选皆采用湿式永磁筒式磁选机，所述的一段分级作业、二段分

级作业皆采用螺旋分级机。将获得的二次磁选粗精矿采用以下工艺进行进一步选别：

[0010] (1)将二次磁选粗精矿给入高频细筛作业，筛下部分经过筛下磁选排出尾矿；筛下

磁选精矿给入磁选柱精选作业，获得磁选柱精矿；

[0011] (2)将高频细筛筛上部分、磁选柱精选作业的尾矿给入浓缩磁选机进行浓缩磁选，

排出浓缩磁选尾矿，并获得浓缩磁选精矿；浓缩磁选的目的，一是抛除高频细筛筛上部分中

已经单体解离的脉石矿物及低品位连生体，提高浓缩磁选精矿的铁品位，减少后续三段磨

矿量，并保证其再磨浓度。

[0012] (3)浓缩磁选精矿经三段预先分级-三段磨矿形成闭路，三段预先分级采用水力旋

流器，水力旋流器的溢流给入三次磁选、四次磁选，分别排出三次磁选尾矿、四次磁选尾矿，

获得四次磁选精矿；

[0013] (4)将磁选柱精矿、四次磁选精矿合并为TFe品位>67.0％、mFe回收率>94％的最终

总精矿；将一次磁选尾矿、二次磁选尾矿、浓缩磁选尾矿进行筛分分级处理，筛分分级控制

的粒度为0.28～0.35mm，获得的粗粒尾矿部分作为建材用黄沙代用品出售，获得的细粒部

分及筛下磁选尾矿、三次磁选尾矿、四次磁选尾矿合并为总尾矿。

[0014] 在步骤(1)中采用的高频细筛的筛孔尺寸为0.11～0.135mm为宜；在步骤(3)中控

制旋流器的溢流粒度-0.043mm  75％～85％范围。

[0015] 步骤(2)中，所述的浓缩磁选机采用湿式永磁筒式磁选机，磁场强度为0.28～

0.35T范围，浓缩磁选精矿浓度控制在60％～70％；在步骤(3)中，所述的三次磁选、四次磁

选皆采用湿式永磁筒式磁选机，磁场强度分别为0.17～0.19T、0.15～0.17T。

[0016] 相关选矿技术参数优选为：所述的高频细筛的筛孔尺寸为0.12～0.13mm范围；在

步骤(3)中控制旋流器的溢流粒度-0.043mm  78％～83％范围为佳；步骤(2)中，所述的浓缩

磁选机的磁场强度为0.29～0.32T范围；在步骤(3)中，所述的三次磁选、四次磁选的磁场强

度分别为0.175～0.185T、0.155～0.165T。

[0017] 相关选矿技术参数进一步优选为：在步骤(1)中采用的高频细筛的筛孔尺寸为

0.125mm，所述的浓缩磁选机的磁场强度为0.3T；在步骤(3)中控制旋流器的溢流粒度-

0.043mm  79％～81％范围，所述的三次磁选、四次磁选的磁场强度分别为0.18T、0.16T。

[0018] 上述磨矿粒度、磁场强度、弱磁选作业次数等参数的具体值，皆可以根据矿石性

质，通过实验室试验研究结果确定。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

具有如下优点：

[0020] ①现有的磁铁矿选矿厂普遍采用的阶段磨选流程中的高频细筛仅作为分级设备，

筛上部分全部返回进入磨矿作业。而本发明方法，高频细筛将不仅作为分级设备，同时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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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选设备，细筛筛上产品及磁选柱尾矿先通过浓缩磁选抛除已经单体解离的脉石矿物及贫

连生体，浓缩磁选精矿再单独再磨、再选，避免了其在主流程中大循环累积，使尾矿mFe品位

大为降低，提高了全流程mFe回收率，使生产指标大为改善。

[0021] ②流程适应性大大增强，矿石性质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对生产指标影响不明显。

[0022] ③运行稳定，生产上操作简便易行。

[0023] ④铁精矿品位高，磁性铁回收率大幅度提高。与现有技术之细筛作为分级设备的

阶段磨矿、阶段选别作业相比，磁性铁回收率由仅约80％提高到94.0％以上，取得了意想不

到的技术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发明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的原则工艺

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描述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

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细粒磁铁矿石原矿来自我国东北某磁铁矿选厂，所处理磁铁矿原矿化学多元素分

析结果见表1、铁物相分析结果见表2。

[0027] 表1原矿化学多元素分析结果(％)

[0028]

元素名称 TFe FeO SiO2 Al2O3

含量 33.47 12.34 47.47 0.64

元素名称 CaO MgO S P

含量 0.71 1.18 0.10 0.03

[0029] 表2原矿铁物相分析结果(％)

[0030]

铁相名称 铁相含铁量 占有率

磁铁矿之铁 24.31 73.66

赤褐铁矿之铁 4.51 13.65

碳酸矿之铁 1.75 5.30

硅酸铁之铁 1.86 5.62

硫化铁之铁 0.59 1.77

全铁 33.01 100.00

[0031] 该磁铁矿石的原矿TFe品位33.47％、mFe品位24.31％，为微细粒磁铁矿石。研究发

现，该磁铁矿石在被细磨至-0.043mm含量为80％左右时，磁铁矿物才能够单体解离。选矿厂

原来的流程为阶段磨矿、阶段选别、细筛及筛上再磨再选工艺，铁精矿中mFe(磁性铁)回收

率仅仅79.0％，尾矿中mFe品位高达6.82％。

[0032] 由图1所示的本发明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的原

则工艺流程图看出，本发明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包括以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07350157 B

5



下工艺、步骤：

[0033] (1)磁铁矿原矿经过一段磨矿－一段分级、一次磁选—二段预先分级－二段磨矿、

二次磁选，排出一次磁选尾矿、二次磁选尾矿，获得二次磁选粗精矿。

[0034] (2)将二次磁选粗精矿给入高频细筛作业，筛下部分经过筛下磁选排出尾矿；筛下

磁选精矿给入磁选柱精选作业，获得磁选柱精矿；高频细筛的筛孔尺寸为0.125mm。

[0035] (3)将高频细筛筛上部分、磁选柱精选作业的尾矿泵送至浓缩磁选机进行浓缩磁

选，排出浓缩磁选尾矿，并获得浓缩磁选精矿；浓缩磁选机采用湿式永磁筒式磁选机，磁场

强度0.3T，浓缩磁选精矿浓度控制在60％～70％。

[0036] (4)浓缩磁选精矿经三段预先分级-三段磨矿形成闭路，三段预先分级采用水力旋

流器，水力旋流器的溢流给入三次磁选、四次磁选，分别排出三次磁选尾矿、四次磁选尾矿，

获得四次磁选精矿；控制旋流器的溢流粒度为：-0.043mm含量为80％；三次磁选、四次磁选

皆采用湿式永磁筒式磁选机，磁场强度分别为0.18T、0.16T。

[0037] (5)将磁选柱精矿、四次磁选精矿合并为最终总精矿，将一次磁选尾矿、二次磁选

尾矿、浓缩磁选尾矿进行筛分分级处理，筛分分级控制的粒度为0.23mm，获得的粗粒尾矿部

分作为建材用黄沙代用品出售，获得的细粒部分及筛下磁选尾矿、三次磁选尾矿、四次磁选

尾矿合并为总尾矿；获得的总精矿TFe品位>67.0％，总尾矿mFe品位<2.0％。

[0038] 本发明一种微细粒低品位磁铁矿的阶段磨矿、阶段选别新方法在东北某选矿厂实

施后，实施例中磁铁矿原矿经本发明提供的方法进行选别，在原矿TFe品位33.47％、mFe品

位24.31％的条件下，获得的总精矿TFe品位>67.0％(mFe  66.0％)，尾矿mFe品位由6.82％

降低至1.85％，mFe磁性铁回收率由79.0％提高到94.0％以上，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技术效

果。

[0039] 表3是本发明实施前尾矿铁物相分析结果；表4是本发明实施后总尾矿铁物相分析

结果。

[0040] 表3本发明实施前尾矿铁物相分析结果(％)

[0041]

铁相名称 铁相含铁量 占有率

磁铁矿之铁 6.82 34.29

赤褐铁矿之铁 8.87 44.60

碳酸铁之铁 2.51 12.62

硅酸铁之铁 1.43 7.19

硫化铁之铁 0.26 1.31

全铁 19.89 100.00

[0042] 表4实施例中本发明实施后总尾矿铁物相分析结果

[0043]

铁相名称 铁相含铁量(％) 占有率(％)

磁铁矿之铁 1.85 10.84

赤褐铁矿之铁 5.07 29.70

碳酸铁之铁 4.43 25.95

硅酸铁之铁 5.58 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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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铁之铁 0.14 0.82

全铁 17.07 100.00

[0044] 由表3、表4对比结果看出，尾矿中损失的磁性铁由6.82％大幅度降低到1.85％，效

果极为显著。

[0045] 工业试验结果表明，采用本发明方法改进后，不仅改善了选矿技术指标，而且由于

避免了细筛筛上产品及磁选柱尾矿在主流程中大循环累积，减少了三段磨矿量及后续选矿

量，降低了磨矿、选矿能耗，使选矿生产成本也降低了5％以上。获得的粗粒尾矿部分作为建

材用黄沙代用品，产率高达22％，不仅减少了尾矿排放量，提高了尾矿库的使用年限，而且

可以直接作为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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