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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

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包括：将原矿通过破

碎机破碎至粒度不大于2mm，并通过棒磨机进行

闭路磨矿，直至全部原矿通过0.6～1.2mm的标准

筛，从而得到碎磨好的原矿；将碎磨好的原矿通

过0.11～0.18mm的标准筛，得到筛上粗粒级矿物

和筛下细粒级矿物；将筛上粗粒级矿物通过弱磁

选除去强磁性矿物，然后进行强磁选，得到粗粒

石榴石精矿产品；将筛下细粒级矿物先脱除细

泥，然后制成矿浆，向矿浆中添加pH调整剂、活化

剂和复合捕收剂进行浮选，从而得到细粒石榴石

精矿产品。本发明不仅能减少细粒级矿物对粗粒

级石榴石磁选的干扰，提高粗粒石榴石的精矿品

质，而且能有效提高石榴石精矿的整体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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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A、原矿碎磨的步骤：将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原矿通过破碎机破碎至粒度不

大于2mm，然后通过0.6～1.2mm的标准筛，对筛上粒级的原矿通过棒磨机进行闭路磨矿，直

至全部原矿通过0.6～1.2mm的标准筛，从而得到碎磨好的原矿；

步骤B、原矿分级分流的步骤：将所述碎磨好的原矿通过0.11～0.18mm的标准筛，从而

得到筛上粗粒级矿物和筛下细粒级矿物；

步骤C、粗粒级矿物磁选的步骤：将所述筛上粗粒级矿物通过弱磁选除去强磁性矿物，

然后进行强磁选，从而得到粗粒石榴石精矿产品；

步骤D、细粒级矿物浮选的步骤：将所述筛下细粒级矿物先脱除细泥，然后制成一定浓

度的矿浆，向矿浆中添加pH调整剂、活化剂和复合捕收剂进行浮选，从而得到细粒石榴石精

矿产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其特征在

于，在步骤C中，弱磁选的磁场强度为1000～4000Gs，弱磁选的磁选次数1～2次，强磁选的磁

场强度为0.4～1.5T，强磁选的磁选次数3～6次。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D中，将所述筛下细粒级矿物先脱除不大于0.015～0.035mm的细泥，然后制成

质量浓度为25％～40％的矿浆。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D中，所述pH调整剂为硫酸，并且所述pH调整剂的用量使矿浆的pH值保持在2.0

～4.0。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D中，所述活化剂为氯化钙，并且所述活化剂用量为50～500g/t。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D中，所述复合捕收剂是石油磺酸钠与十二烷基磺酸钠按照石油磺酸钠:十二

烷基磺酸钠＝3:1的重量比复配而成；所述复合捕收剂的用量为100～1000g/t。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步骤D中，所述浮选包括1次粗选、1～4次精选和1～3次扫选，精选中矿和扫选中矿

顺序返回上一浮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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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石榴石矿选矿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

流分选的选矿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石榴石是一种非金属矿物，具有独特的物化性能和矿物学特性，近年来应用领域

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长，价格不断上升，行业销售收入年年攀升，行业活力逐年上升。

[0003] 我国关于石榴石生产工艺报道极少，目前所知石榴石选矿一般采用重选、磁选或

磁重联合工艺，如淘洗、干式跳汰、摇床、湿式磁选、干式磁选等。但重选、磁选一般回收粗、

中粒级的石榴石较佳，细粒级(0.1mm以下)的石榴石分选效果差、损失大。

[0004] 我国有不少石榴石矿粗细粒嵌布不均匀，且石榴石矿石本身性脆，在碎磨过程中

产生大量细粒级石榴石，采用常规重选、磁选或磁重联合工艺选矿指标较差。加强对嵌布粒

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进行选矿工艺研究，优化选矿工艺技术以提高这类矿石的利用率对我

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上述不足之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

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不仅能够减少细粒级矿物对粗粒级石榴石磁选的干扰，提高粗粒级

石榴石的精矿品质，而且能够对细粒级石榴石进行有效回收，有效提高石榴石精矿的整体

回收率。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步骤A、原矿碎磨的步骤：将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原矿通过破碎机破碎至粒

度不大于2mm，然后通过0.6～1.2mm的标准筛，对筛上粒级的原矿通过棒磨机进行闭路磨

矿，直至全部原矿通过0.6～1.2mm的标准筛，从而得到碎磨好的原矿；

[0009] 步骤B、原矿分级分流的步骤：将所述碎磨好的原矿通过0.11～0.18mm的标准筛，

从而得到筛上粗粒级矿物和筛下细粒级矿物；

[0010] 步骤C、粗粒级矿物磁选的步骤：将所述筛上粗粒级矿物通过弱磁选除去强磁性矿

物，然后进行强磁选，从而得到粗粒石榴石精矿产品；

[0011] 步骤D、细粒级矿物浮选的步骤：将所述筛下细粒级矿物先脱除细泥，然后制成一

定浓度的矿浆，向矿浆中添加pH调整剂、活化剂和复合捕收剂进行浮选，从而得到细粒石榴

石精矿产品。

[0012] 优选地，在步骤C中，弱磁选的磁场强度为1000～4000Gs，弱磁选的磁选次数1～2

次，强磁选的磁场强度为0.4～1.5T，强磁选的磁选次数3～6次。

[0013] 优选地，在步骤D中，将所述筛下细粒级矿物先脱除不大于0.015～0.035mm的细

泥，然后制成质量浓度为25％～40％的矿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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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优选地，在步骤D中，所述pH调整剂为硫酸，并且所述pH调整剂的用量使矿浆的pH

值保持在2.0～4.0。

[0015] 优选地，在步骤D中，所述活化剂为氯化钙，并且所述活化剂用量为50～500g/t。

[0016] 优选地，在步骤D中，所述复合捕收剂是石油磺酸钠与十二烷基磺酸钠按照石油磺

酸钠:十二烷基磺酸钠＝3:1的重量比复配而成；所述复合捕收剂的用量为100～1000g/t。

[0017] 优选地，在步骤D中，所述浮选包括1次粗选、1～4次精选和1～3次扫选，精选中矿

和扫选中矿顺序返回上一浮选作业。

[0018] 由上述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可以看出，本发明所提供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

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先通过碎磨使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原矿都通过0.6～

1.2mm的标准筛，然后通过分级分流使碎磨好的原矿按照0.11～0.18mm标准筛的规格分成

筛上粗粒级矿物和筛下细粒级矿物，再对筛上粗粒级矿物进行磁选，对筛下细粒级矿物进

行浮选，从而减少了微细粒矿物对粗粒石榴石磁选的干扰，提高了粗粒石榴石的精矿品质，

而且解决了细粒石榴石在常规重选工艺或磁选工艺中损失严重的问题，能够对细粒级石榴

石进行有效回收，有效提高了石榴石精矿的整体回收率，适于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用

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

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附图。

[002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的

流程示意图一。

[0021]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所提供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的

流程示意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

发明的实施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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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3] 下面对本发明所提供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进行详

细描述。本发明实施例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0024] 如图1所示，一种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25] 步骤A、原矿碎磨的步骤：将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原矿通过破碎机破碎至粒

度不大于2mm，然后通过0.6～1.2mm的标准筛，对筛上粒级的原矿通过棒磨机进行闭路磨

矿，即将筛上粒级的原矿通过棒磨机进行磨矿，将磨后原矿再次通过0.6～1.2mm的标准筛，

其中筛上粒级的原矿再次通过棒磨机进行磨矿，如此循环操作，直至全部原矿都通过0.6～

1.2mm的标准筛，从而得到碎磨好的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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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步骤B、原矿分级分流的步骤：将所述碎磨好的原矿通过0.11～0.18mm的标准筛，

从而得到筛上粗粒级矿物和筛下细粒级矿物。

[0027] 步骤C、粗粒级矿物磁选的步骤：将所述筛上粗粒级矿物进行磁场强度为1000～

4000Gs的弱磁选，弱磁选的磁选次数1～2次，除去强磁性矿物，然后进行磁场强度为0.4～

1.5T的强磁选，强磁选的磁选次数3～6次，从而得到磁性产品和非磁性产品；其中磁性产品

即为粗粒石榴石精矿产品，非磁性产品为磁选尾矿。

[0028] 步骤D、细粒级矿物浮选的步骤：将所述筛下细粒级矿物先脱除不大于0.015～

0.035mm的细泥，然后制成质量浓度为25％～40％的矿浆；向矿浆中添加pH调整剂300～

4000g/t(“g/t”表示每吨原矿使用多少克，例如：“pH调整剂300～4000g/t”表示每吨原矿使

用300～4000克pH调整剂；以下不再赘述)，使矿浆的pH值保持在2.0～4.0，并向矿浆中添加

活化剂50～500g/t和复合捕收剂100～1000g/t进行1次粗选，然后进行1～4次精选和1～3

次扫选，精选中矿和扫选中矿顺序返回上一浮选作业，从而得到细粒石榴石精矿产品。

[0029] 具体地，在步骤D中，pH调整剂为硫酸；活化剂为氯化钙；复合捕收剂是石油磺酸钠

与十二烷基磺酸钠按照石油磺酸钠:十二烷基磺酸钠＝3:1的重量比复配而成。

[0030] 进一步地，本发明所提供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先通

过碎磨使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原矿都通过0.6～1.2mm的标准筛，然后通过分级分流

使碎磨好的原矿按照0.11～0.18mm标准筛的规格分成筛上粗粒级矿物和筛下细粒级矿物，

再对筛上粗粒级矿物进行磁选，对筛下细粒级矿物进行浮选，从而减少了微细粒矿物对粗

粒石榴石磁选的干扰，提高了粗粒石榴石的精矿品质，而且解决了细粒石榴石在常规重选

工艺或磁选工艺中损失严重的问题，能够对细粒级石榴石进行有效回收，有效提高了石榴

石精矿的整体回收率，适于推广应用。本发明所提供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

选的选矿方法工艺流程合理，现场操作容易，浮选药剂制度简单。

[0031] 综上可见，本发明实施例不仅能够减少细粒级矿物对粗粒级石榴石磁选的干扰，

提高粗粒石榴石的精矿品质，而且能够对细粒石榴石进行有效回收，有效提高石榴石精矿

的整体回收率。

[0032] 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本发明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及所产生的技术效果，下面以具

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进行详细描述。

[0033] 实施例1

[0034] 山西某石榴石矿石的主要组成矿物为石榴石，石榴石含量为35％，其次为石英，另

有少量绿辉石、角闪石、长石、云母，微量金红石及其他。

[0035]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用于对

上述山西某石榴石矿石进行选矿，具体可以包括如下步骤：

[0036] 步骤1、原矿碎磨的步骤：将上述山西某石榴石矿石作为原矿，先采用破碎机对原

矿进行颚式破碎，再进行对辊破碎，直至破碎至粒度不大于2mm，然后通过0.85mm的标准筛，

对大于0.85mm粒级的原矿通过棒磨机进行闭路磨矿，即将大于0.85mm粒级的原矿通过棒磨

机进行磨矿，将磨后原矿再次通过0.85mm的标准筛，其中大于0.85mm粒级的原矿再次通过

棒磨机进行磨矿，如此循环操作，直至全部原矿都通过0.85mm的标准筛(即全部原矿均不大

于0.85mm)，从而得到碎磨好的原矿。

[0037] 步骤2、原矿分级分流的步骤：将所述碎磨好的原矿通过0.15mm的标准筛，从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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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0.15mm的筛上粗粒级矿物和-0.15mm的筛下细粒级矿物。

[0038] 步骤3、粗粒级矿物磁选的步骤：将所述筛上粗粒级矿物混合均匀后进行1次磁场

强度为3000Gs的弱磁选，除去强磁性矿物，然后进行2次磁场强度为1.2T的强磁选粗选，对

1.2T磁性产品进行1次磁场强度为0.8T的强磁选精选，对0.8T非磁产品进行1次磁场强度为

1.0T的强磁选精扫选，0.8T磁性产品和1.0T磁性产品合并为粗粒石榴石精矿产品。

[0039] 步骤4、细粒级矿物浮选的步骤：将所述筛下细粒级矿物先脱除不大于0.02mm的细

泥，然后制成质量浓度为33％的矿浆。向矿浆中添加硫酸3000g/t、氯化钙200g/t和复合捕

收剂600g/t进行1次粗选，从而得到粗选精矿和粗选尾矿。向所述粗选精矿只添加硫酸100

～500g/t，使矿浆pH值保持在3.0，进行3次精选，从而得到精选中矿和细粒石榴石精矿产

品；精选中矿顺序返回上一浮选作业。向所述粗选尾矿添加硫酸100～500g/t、氯化钙10～

100g/t和复合捕收剂100～400g/t进行2次扫选，从而得到扫选中矿和尾矿；扫选中矿顺序

返回上一浮选作业。

[0040] 具体地，经分析检测，本发明实施例1的最终选矿技术指标如下表1所示：

[0041] 表1

[0042] 产品名称 石榴石含量，％ 矿物回收率，％

粗粒石榴石精矿 90.43 54.34

细粒石榴石精矿 92.52 25.12

[0043] 实施例2

[0044] 江苏连云港某石榴石矿主要组成矿物为石榴石和辉石，石榴石含量为52.93％，其

次为阳起石、角闪石等，另有少量金红石、绿泥石、蛇纹石、钠长石等。

[0045]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嵌布粒度不均匀的石榴石矿分流分选的选矿方法，用于对

上述江苏连云港某石榴石矿进行选矿，具体步骤与本发明实施例1相同，其区别只在于将上

述江苏连云港某石榴石矿作为原矿。

[0046] 具体地，经分析检测，本发明实施例2的最终选矿技术指标如下表2所示：

[0047] 表2

[0048] 产品名称 石榴石含量，％ 矿物回收率，％

粗粒石榴石精矿 93.43 45.34

细粒石榴石精矿 91.52 37.12

[0049] 综上可见，本发明实施例不仅能够减少细粒级矿物对粗粒级石榴石磁选的干扰，

提高粗粒石榴石的精矿品质，而且能够对细粒石榴石进行有效回收，有效提高石榴石精矿

的整体回收率。

[0050]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披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书的保护范

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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