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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

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包括依次直接

连接的原矿破碎、缓存储料、冲洗脱泥、矿浆回

收、萤石与重晶石分离分选、重介质配制与回收、

水循环系统，所述各工艺作业系统均受控于控制

系统，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物料计量控制、流量

控制、压力控制、重介质密度控制，所述的工艺全

过程均由自动控制系统完成，采用一个关键设

备-浅槽分选机，介质循环系统采用浓密管浓缩

介质工艺与磁选机净化提纯介质工艺相结合，确

保系统中重介质密度高并且稳定。本发明解决了

萤石·重晶石类矿物分选难题，可以有效地提高

萤石·重晶石类矿物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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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包括依次直接连接的

原矿破碎、缓存储料、冲洗脱泥、矿浆回收、萤石与重晶石分离分选、重介质配制与回收、水

循环系统，所述各工艺作业系统均受控于控制系统，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物料计量控制、流

量控制、压力控制、重介质密度控制，所述的工艺全过程均由自动控制系统完成，其特征在

于：具体步骤如下，1)将萤石重晶石原矿输送到破碎机系统中进行破碎分级，获得粒度小于

100毫米的粒级的原矿或依据原矿嵌布性质确定合适的破碎粒度，将破碎好的原矿给入缓

冲仓内存储，2)存储在缓冲仓内的萤石-重晶石重矿物经皮输送机给入脱泥筛中进行洗矿、

分级，脱泥筛用水由清水泵提供，冲洗后粒度大于0.5毫米的筛上产物给入浅槽分选机，筛

下粒度小于0.5毫米的产物矿浆进入矿浆回收系统；3)脱泥筛筛上产物给入浅槽分选机的

同时将配好的重介质注入浅槽分选机中，萤石-重晶石重矿物在浅槽分选机中与重介质上

升流及水平流作用，轻重产物获得分离，萤石作为轻矿物浮于介质表面，随水平流从轻矿物

排矿口排出，重晶石为重矿物沉于浅槽分选机底部，由链条带动的刮板沿浅槽分选机底部

刮出，重介质由重介质循环系统供给；4)通过分选后的重产物--重晶石由刮板带出从重产

物排矿口排出进入第一脱介筛脱介后获得重晶石物料；轻产物--萤石从轻产物排矿口排出

后进入第二脱介筛脱介后获得萤石物料；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冲洗水由清水泵提供；5)

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的重介质分别回收进入合介桶和稀介桶，其中，合介桶的重介质进

入重介质循环系统重复使用；进入稀介桶的重介质由泵给入磁选机进行净化提纯，并分别

获得水和合介，其中，水进入水循环系统，净化提纯的重介质返回合介桶进入重介质循环系

统重复使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其

特征是，所述的步骤3)中的重介质密度为3.0-3.3克/立方厘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其

特征是，所述的原矿破碎工艺的破碎机系统包括沿原矿处理流向依次设置的破碎机、原矿

振动筛、皮带输送机，所述的原矿振动筛与破碎机之间形成闭路循环。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其

特征是，所述的缓存储料工艺的缓存储料系统包括缓冲仓、皮带输送机，所述的缓冲仓与皮

带输送机连通，所述的皮带输送机与脱泥筛连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其

特征是，所述的冲洗筛分工艺的冲洗筛分系统包括脱泥筛、泥浆泵池、清水浆泵，所述脱泥

筛分别与皮带输送机、泥浆泵池、清水泵、改进型浅槽分选机连通,所述泥浆泵池分别与脱

泥筛、泥浆泵、脱水筛连通，所述清水浆泵分别与脱泥筛、循环水池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其

特征是，所述的矿浆回收工艺的矿浆回收系统包括泥浆泵池、泥浆泵、浓缩旋流器、脱水筛、

浓密机，所述的泥浆泵分别与泥浆泵池、浓缩旋流器连通，所述的浓缩旋流器分别与泥浆

泵、脱水筛、浓密机连通，所述的脱水筛分别与泥浆泵池、浓缩旋流器连通，所述浓密机分别

与浓缩旋流器、循环水池连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其

特征是，所述的重介质配制与回收工艺的重介质循环系统包括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磁

选机、浓密管、合介桶、稀介桶、合介泵、稀介泵及介质浓缩泵，所述第一、第二脱筛分别与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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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型浅槽分选机、合介桶、稀介桶、清水泵连通，所述磁选机分别与稀介泵、合介桶、循环水

池连通，所述浓密管分别与合介桶、稀介桶、介质浓缩泵连通，所述的合介桶分别与第一、第

二脱介筛、磁选机、浓密管、合介泵、介质浓缩泵连通，所述稀介桶分别与稀介泵、浓密管、第

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连通。所述合介泵分别与合介桶、改进型浅槽分选机连通，所述稀介

泵分别与稀介桶、磁选机连通，所述介质浓缩泵分别与合介桶、浓密管连通。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其

特征是，所述的水循环工艺的水循环系统包括循环水池、清水泵，所述的循环水池分别与浓

密机、磁选机、清水泵连通，所述的清水泵分别与循环水池、脱泥筛、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

筛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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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物加工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

的重介质选矿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萤石(CaF2)是重要的氟矿物资源之一，其主要成分是氟化钙(CaF2)，密度:3.18g/

cm3，是制备氟化氢的基础原料之一。重晶石(BaSO4) ,是重要的钡矿物资源之一，密度:4.3g/

cm3，主要用于石油钻进的加重剂。

[0003] 萤石·重晶石或重晶石·萤石类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湖北等地。目前

萤石重晶石类伴生矿的分选多采用浮选工艺进行分离、提纯，而萤石与重晶石浮选性质相

近之处较多，无论是正浮选还是反浮选，由于药剂作用的干扰，对其各自产品的最终品质及

回收率都存在极大影响，浮选分离、提纯难度大。虽然部分矿企在浮选作业前采用重选对原

矿进行预分选，但因采用的重选工艺(如跳汰分选)的局限性问题，其生产效率较为低下、回

收率偏低、分选粒度范围需要严格控制、分选精度均偏低。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为了克服现有萤石重晶石类伴生矿分选、提纯难度高，生产效率低下、矿

物资源回收率偏低、分选粒度范围要求严格、分选精度低，提供一种适用于萤石重晶石类矿

选矿的，环保、高效、低成本的，入选粒度范围大，回收率、分选精度及分选稳定性高的，充分

利用萤石与重晶石矿物的比重差异的，严格按矿石比重进行分选的，减少矿石粒度对分选

干扰的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

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包括依次直接连接的原矿破碎、缓存储料、冲洗脱泥、矿浆回收、萤

石与重晶石分离分选、重介质配制与回收、水循环系统，所述各工艺作业系统均受控于控制

系统，所述的控制系统包括物料计量控制、流量控制、压力控制、重介质密度控制，所述的工

艺全过程均由自动控制系统完成；具体步骤如下，1)将萤石重晶石原矿输送到破碎机系统

中进行破碎分级，获得粒度小于100毫米的粒级的原矿或依据原矿嵌布性质确定合适的破

碎粒度，将破碎好的原矿给入缓冲仓内存储，2)存储在缓冲仓内的萤石-重晶石重矿物经皮

输送机给入脱泥筛中进行洗矿、分级，脱泥筛用水由清水泵提供，冲洗后粒度大于0.5毫米

的筛上产物给入浅槽分选机，筛下粒度小于0.5毫米的产物矿浆进入矿浆回收系统；3)脱泥

筛筛上产物给入浅槽分选机的同时将配好的重介质注入分选机中，萤石-重晶石重矿物在

浅槽分选机中与重介质上升流及水平流作用，轻重产物获得分离，萤石作为轻矿物浮于介

质表面，随水平流从轻矿物排矿口排出，重晶石为重矿物沉于分选机底部，由链条带动的刮

板沿分选机底部刮出，分选机中所述的重介质由重介质循环系统供给；4)通过分选后的重

产物--重晶石由刮板带出从重产物排矿口排出进入第一脱介筛脱介后获得重晶石物料；轻

产物--萤石从轻产物排矿口排出后进入第二脱介筛脱介后获得萤石物料；第一脱介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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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脱介筛冲洗水由清水泵提供；5)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的重介质分别回收进入合介桶

和稀介桶，其中，合介桶的重介质进入重介质循环系统重复使用；进入稀介桶的重介质由泵

给入磁选机进行净化提纯，并分别获得水和合介，其中，水进入水循环系统，净化提纯的重

介质返回合介桶进入重介质循环系统重复使用。本方案采用的浅槽分选机也称萤石块矿粒

子矿重选分选机，该萤石块矿粒子矿重选分选机已经被中国公开专利公开了，专利授权公

告号为CN  206444722U，是本方案的重要组成机构。

[0006] 作为优选，所述的步骤3)中的重介质密度为3.0-3.3克/立方厘米。

[0007] 作为优选，所述的原矿破碎工艺的破碎机系统包括沿原矿处理流向依次设置的破

碎机、原矿振动筛、皮带输送机，所述的原矿振动筛与破碎机之间形成闭路循环。

[0008] 作为优选，所述的缓存储料工艺的缓存储料系统包括缓冲仓、皮带输送机，所述的

缓冲仓与皮带输送机连通，所述的皮带输送机与脱泥筛连通。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冲洗筛分工艺的冲洗筛分系统包括脱泥筛、泥浆泵池、清水浆

泵，所述脱泥筛分别与皮带输送机、泥浆泵池、清水泵、改进型浅槽分选机连通,所述泥浆泵

池分别与脱泥筛、泥浆泵、脱水筛连通，所述清水浆泵分别与脱泥筛、循环水池连通。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的矿浆回收工艺的矿浆回收系统包括泥浆泵池、泥浆泵、浓缩旋流

器、脱水筛、浓密机，所述的泥浆泵分别与泥浆泵池、浓缩旋流器连通，所述的浓缩旋流器分

别与泥浆泵、脱水筛、浓密机连通，所述的脱水筛分别与泥浆泵池、浓缩旋流器连通，所述浓

密机分别与浓缩旋流器、循环水池连通。步骤2)中产生的矿浆进入泥浆泵池；所述的泥浆泵

将矿浆从泥浆泵池泵入浓缩旋流器中，矿浆经过浓缩旋流器处理后分离为旋流器底流矿浆

和溢流水，溢流水进入浓密机再处理后分离为浓密机底流矿浆和循环水，旋流器底流矿浆

给入脱水筛，脱水筛筛下矿浆回到泥浆泵池中循环处理，脱水筛筛上产物收集作为萤石或

重晶石浮选工艺原料，浓密机底流矿浆(依据试验结果作为浮选工艺原料或作为尾矿抛

弃)，循环水入循环水池再用。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重介质配制与回收工艺的重介质循环系统包括第一脱介筛、第

二脱介筛、磁选机、浓密管、合介桶、稀介桶、合介泵、稀介泵及介质浓缩泵，所述第一、第二

脱筛分别与改进型浅槽分选机、合介桶、稀介桶、清水泵连通，所述磁选机分别与稀介泵、合

介桶、循环水池连通，所述浓密管分别与合介桶、稀介桶、介质浓缩泵连通，所述的合介桶分

别与第一、第二脱介筛、磁选机、浓密管、合介泵、介质浓缩泵连通，所述稀介桶分别与稀介

泵、浓密管、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连通。所述合介泵分别与合介桶、改进型浅槽分选机连

通，所述稀介泵分别与稀介桶、磁选机连通，所述介质浓缩泵分别与合介桶、浓密管连通。本

方案重介质循环系统采用浓密管浓缩提纯介质工艺与磁选机净化提纯介质工艺相结合，确

保系统中重介质高密度并且稳定。

[0012] 作为优选，所述的水循环工艺的水循环系统包括循环水池、清水泵，所述的循环水

池分别与浓密机、磁选机、清水泵连通，所述的清水泵分别与循环水池、脱泥筛、第一脱介

筛、第二脱介筛连通。

[0013] 本方案采用新工艺预先将萤石与重晶石进行重选分离，分离后所获得的萤石物

料、重晶石物料可再应用其他工艺方法对其分别进行提纯；由于重选不添加药剂，排除了因

药剂干扰对后续工艺产生的影响，使萤石、重晶石可以依据各自的特性进行分别提纯，从而

降低了分选难度，可获得更优良的产品品质，同时提高各自产品回收率；本方案依据重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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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分选理论为基础，采用一个关键设备：改进型浅槽分选机，应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将皮带输

送机、泵等辅助设施设备将矿石、重介质、水在工艺流程中合理流动，最终将萤石与重晶石

分离，获得萤石物料及重晶石物料；由于萤石与重晶石存有较大的比重差，将重介质密度调

配到3.0--3.3克/立方厘米，并控制好重介质水平流速及上升流速即可对萤石与重晶石进

行有效分离；为使重介质密度稳定在3.0--3.3克/立方厘米，介质循环系统采用浓密管浓缩

介质工艺与磁选机净化提纯工艺相结合，确保系统中重介质密度高并且稳定；由于本工艺

方案严格按比重对矿物进行分选，减少了矿石粒度对分选的作用及干扰，同时增大了入选

粒度范围大，分选精度、分选稳定性、分选效率均得到提高；本方案环保、高效、低成本，提高

了资源的利用及企业的经济效益。

[0014] 因此，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萤石与重晶石预先分离后，萤石、重晶石可以

按各自的特性采用其他工艺分别进行提纯，确保获得优良的产品质量及更高的产品回收

率；(2)重介质分选工艺更加环保、高效、低成本，可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3)提高了资源的

利用率。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描述。

[0017] 如图1所示，采用浅槽分选机的分离萤石与重晶石的重介质选矿工艺，包括依次直

接连接的原矿破碎、缓存储料、冲洗脱泥、矿浆回收、萤石与重晶石分离分选、重介质配制与

回收、水循环系统，各工艺作业系统均受控于控制系统，控制系统包括物料计量控制、流量

控制、压力控制、重介质密度控制，工艺全过程均由自动控制系统完成；

[0018] 原矿破碎工艺的破碎机系统包括沿原矿处理流向依次设置的颚式破碎机、原矿振

动筛、多条皮带输送机，其中颚式破碎机、皮带输送机、振动筛、皮带输送机形成破碎闭路循

环。

[0019] 缓存储料工艺的缓存储料系统包括缓冲仓、多条皮带输送机，缓冲仓与皮带输送

机分别连通，皮带输送机与改进型浅槽分选机连通。

[0020] 冲洗筛分工艺的冲洗筛分系统包括脱泥筛、泥浆泵池、清水泵，脱泥筛分别与泥浆

泵池、清水泵连通,泥浆泵池分别与泥浆泵、脱水筛、脱泥筛连通，清水泵分别与循环水池、

脱泥筛连通。

[0021] 矿浆回收工艺的矿浆回收系统包括泥浆泵池、泥浆泵、浓缩旋流器、脱水筛、浓密

机；泥浆泵分别与泥浆泵池、浓缩旋流器连通，浓缩旋流器分别与脱水筛、浓密机、泥浆泵池

连通；脱水筛分别与泥浆泵池、浓缩旋流器连通，浓密机分别与浓缩旋流器、循环水池连通；

[0022] 重介质配制与回收工艺的重介质循环系统包括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磁选机、

浓密管、稀介泵、稀介桶、介质浓缩泵、合介桶及合介泵；第一、第二脱介筛分别与改进型浅

槽分选机、合介桶、稀介桶、合介泵连通，磁选机分别与稀介泵、合介桶、循环水池连通，浓密

管分别与合介桶、稀介桶、介质浓缩泵连通，稀介泵分别与稀介桶、磁选机连通，稀介桶分别

与稀介泵、浓密管、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连通，介质浓缩泵分别与合介桶、浓密管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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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介桶分别与第一、第二脱介筛、磁选机、浓密管、合介泵、介质浓缩泵连通，合介泵分别与

合介桶、改进型浅槽分选机连通。

[0023] 水循环工艺的水循环系统包括循环水池、清水泵，循环水池分别与浓密机、磁选

机、清水泵连通；清水泵分别与循环水池、脱泥筛、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连通。

[0024] 具体实施过程是，包括具体步骤如下，1)萤石重晶石原矿从原矿仓排出，经皮带输

送机输送到颚式破碎机中进行破碎，破碎后产物由皮带输送机送至振动筛中进行分级，获

得粒度小于100毫米的粒级的原矿或依据原矿嵌布性质确定合适的破碎粒度，振动筛的筛

上产物由皮带输送机返回颚式破碎机中进行再次破碎，颚式破碎机皮带输送机振动筛皮带

输送机形成破碎闭路循环，振动筛的筛下产物由皮带输送机送入缓冲仓；2)将破碎好的原

矿从缓冲仓排出由给皮带输送机入脱泥筛中进行洗矿、分级，脱泥水筛用水由清水泵提供，

冲洗后粒度大于0.5毫米的筛上产物给入改进型浅槽分选机中进行分选，筛下粒度小于0.5

毫米的矿浆进入矿浆回收系统；3)脱泥筛筛上产物给入改进型浅槽分选机的同时将配好的

重介质由合介泵泵入改进型浅槽分选机中，萤石-重晶石重矿物在改进型浅槽分选机中与

重介质上升流及水平流相互作用后，轻重产物获得分离，萤石作为轻产物浮于介质表面，随

水平流从轻产物排矿口排出，重晶石为重产物沉于分选机底部，由链条带动的刮板沿分选

机底部刮出，分选机中的重介质由重介质循环系统供给；4)通过分选后的重产物--重晶石

由刮板带出从重产物排矿口排出进入第一脱介筛脱介后获得重晶石物料；轻产物--萤石从

轻矿物排矿口排出后进入第二脱介筛脱介后获得萤石物料；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所用

冲洗水由清水泵提供；5)第一脱介筛、第二脱介筛的重介质分别回收进入合介桶和稀介桶，

其中，合介桶的重介质进入重介质循环系统重复使用；进入稀介桶的重介质由稀介泵给入

磁选机进行净化提纯，并分别获得水和合介，其中，水进入水循环系统，净化提纯的重介质

返回合介桶进入重介质循环系统重复使用；

[0025] 步骤3)中的重介质密度为3.0-3.3克/立方厘米；

[0026] 步骤2)中产生的矿浆进入泥浆泵池；泥浆泵将矿浆从泥浆泵池泵入浓缩旋流器

中，矿浆经过浓缩旋流器处理后分离为旋流器底流矿浆和溢流水，溢流水进入浓密机再处

理后分离为浓密机底流矿浆和循环水，旋流器底流矿浆给入脱水筛，脱水筛筛下矿浆回到

泥浆泵池中循环处理，脱水筛筛上产物收集作为萤石或重晶石浮选工艺原料，浓密机底流

矿浆(依据试验结果作为浮选工艺原料或作为尾矿抛弃)，循环水入循环水池再利用。

说　明　书 4/4 页

7

CN 109622213 A

7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109622213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