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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处理镍铜硫化矿石的碎

磨工艺，属于金属矿物加工技术领域。该碎磨工

艺的具体工艺步骤为：半自磨→湿式筛分→顽石

破碎→旋流分级→球磨分级。本发明使用半自磨

设备进行破碎，改变了矿石原有的破碎方式，简

化了生产流程，与传统硫化镍铜矿石的碎磨工艺

相比，磨矿产品粒度稳定，粒级分布更合理，减少

了金属矿物的过度粉碎，减轻了铁质对有用矿物

的污染，为浮选创造了更加有力的条件，使适合

浮选工艺富集回收的-74～+10μm粒级含量增加

14%，而不适宜浮选工艺处理的-10μm粒级含量

减少约5%；设备台数少，生产成本低；减少了矿石

在生产环节中的来回倒运，避免了粉尘对职工作

业环境的污染，降低了人员职业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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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处理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半自磨：将镍铜硫化矿石在井下经初步破碎至粒度≤250mm后，使用皮带运输机给

入半自磨机进行磨矿，产出半自磨机排矿，该半自磨机排矿为重量百分比浓度65-70%的矿

浆；

（2）湿式筛分：将步骤（1）中的半自磨机排矿自流给入湿式筛分机进行筛分，筛上为难

以磨碎的顽石，筛下为细粒产物，该细粒产物中粒度≤6mm的矿粒占比80-90%；

（3）顽石破碎：将步骤（2）中顽石由皮带运输机给入顽石破碎机进行破碎，给矿量46-92

吨/时，产出粒度≤15mm的破碎产品，该破碎产品通过皮带运输机返回半自磨机进行循环磨

矿；

（4）旋流分级：将步骤（2）中细粒产物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旋流器压力为0.7-

0.75Mpa，产出溢流矿和沉砂，溢流矿自流至搅拌槽，添加浮选药剂并搅拌均匀后作为浮选

的原料；

（5）球磨分级：将步骤（4）中沉砂自流给入球磨机进行磨矿，球磨机磨矿介质充填率为

30-35%，排矿产品为重量百分比浓度58-65%的矿浆，该排矿产品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处理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磨

矿时，所述给矿量为460吨/小时，磨矿浓度75  %，磨矿功指数为15.9-17.65Kwh/t，磨矿介质

充填率为8-15%，磨矿给水水压为0.35-0.45Mpa。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处理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4）

中，所述溢流矿为重量百分比浓度25-27%的矿浆，该矿浆中粒径为0.074mm的矿粒占比70-

75%；沉砂为重量百分比浓度65-75%的矿浆，该矿浆中矿粒粒径≤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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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处理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矿物加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新的矿石碎磨工艺，特别涉及

一种处理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矿物加工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从原生矿石中富集、回收有用矿物。在传统的矿物

加工过程中，主要的碎磨工艺为：破碎筛分+磨矿分级。因此，矿石的粉碎程度直接影响选矿

的技术经济指标。若粒度过粗，目的矿物达不到与脉石矿物充分解离的程度，无法满足后序

选别的技术要求；破碎粒度过细，目的矿物过粉碎、并与脉石矿物共同进入到选别作业，造

成目的矿物无法从脉石矿物中分选出来，达不到有用资源富集和高效回收的目的。

[0003] 以某镍铜硫化矿石的传统碎磨工艺为例：矿山开采的矿石粒度达到+500mm的比例

约占70%左右，一段粗碎后，产品粒度一般可达到250mm以下，经过皮带运输进入中碎，粒度

达到60mm以下，然后进行筛分，筛上产品进入细碎，筛下产品作为磨矿的给料；筛上产品进

行细碎后，产品粒度达到12mm，然后进入筛分；筛下产品进入磨矿作业，筛上产品返回细碎，

以此循环。破碎的合格产品进入一次球磨，一次球磨的排矿进行一次分级，一次分级后和沉

砂返回一次球磨，一次分级后的溢流矿进行二次分级。二次分级的溢流矿进入浮选作业，二

次分级的沉砂进入二次球磨；二次球磨后排矿返回二次分级，溢流矿进入浮选作业，沉砂返

回二次球磨（见图1）。

[0004] 从图1中可以看出，传统的破碎工序为三段一闭路流程，磨矿工序为两段闭路流

程。存在的具体问题为：

1、工艺过程复杂，作业流程长，矿石循环次数较多，造成碎磨产品细度低且粒级组成不

合理、不稳定。如表1所示，磨矿细度65.6%，合格粒级中适宜浮选工艺处理的-74～+15μm粒

级含量只占28.24%，-15μm以下不适合浮选工艺处理的级别含量占到37.36%。

[0005] 表1  传统碎磨流程产品粒级分布含量表（%）

2、设备数量多，管理难度大，能耗大，生产费用高。

[0006] 3、破碎阶段，矿石在运输和破碎、筛分过程中产生大量粉尘，对人员健康产生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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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上述已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产品质量高、成本低、人

员安全性高的处理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

[0008]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处理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

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1）半自磨：将镍铜硫化矿石在井下经初步破碎至粒度≤250mm后，使用皮带运输机给

入半自磨机进行磨矿，产出半自磨机排矿，该半自磨机排矿为重量百分比浓度65-70%的矿

浆；

（2）湿式筛分：将步骤（1）中的半自磨机排矿自流给入湿式筛分机进行筛分，筛上为难

以磨碎的顽石，筛下为细粒产物，该细粒产物中粒度≤6mm的矿粒占比80-90%；

（3）顽石破碎：将步骤（2）中顽石由皮带运输机给入顽石破碎机进行破碎，给矿量46-92

吨/时，产出粒度≤15mm的破碎产品，该破碎产品通过皮带运输机返回半自磨机进行循环磨

矿；

（4）旋流分级：将步骤（2）中细粒产物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旋流器压力为0.7-

0.75Mpa，产出溢流矿和沉砂，溢流矿自流至搅拌槽，添加浮选药剂并搅拌均匀后作为浮选

的原料；

（5）球磨分级：将步骤（4）中沉砂自流给入球磨机进行磨矿，球磨机磨矿介质充填率为

30-35%，排矿产品为重量百分比浓度58-65%的矿浆，该排矿产品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

[0009] 作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进一步优选，上述步骤（1）中，磨矿时，给矿量为460吨/小

时，磨矿浓度75  %，磨矿功指数为15.9-17.65Kwh/t，磨矿介质充填率为8-15%，磨矿给水水

压为0.35-0.45Mpa。在该条件下半自磨机钢球消耗和衬板磨损程度最小，半自磨机功率、电

流等运出关键参数稳定，顽石产出量恒定，为后续的球磨分级环节稳定运行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

[0010] 步骤（4）中，溢流矿为重量百分比浓度25-27%的矿浆，该矿浆中粒径为0.074mm的

矿粒占比70-75%；沉砂为重量百分比浓度65-75%的矿浆，该矿浆中矿粒粒径≤6mm。在该条

件下球磨+旋流器分级环节矿浆量稳定，渣浆泵运行平稳、旋流器分级压力波动较小，分级

效果最佳，为后续浮选的稳定运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0011] 本发明的碎磨工艺使用半自磨设备进行破碎，改变了矿石原有的破碎方式，简化

了生产流程，与传统硫化镍铜矿石的碎磨工艺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1、磨矿产品粒度稳定，粒级分布更合理，减少了金属矿物的过度粉碎，减轻了铁质对有

用矿物的污染，为浮选创造了更加有力的条件。在给矿量为460吨/小时，磨矿浓度70  %，磨

矿功指数为17.65Kwh/t，磨矿介质充填率为15%，磨矿给水水压为0.45Mpa的条件下对旋流

器溢流矿取样，进行粒级分布测试，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12] 从表中可以看出，本发明碎磨工艺科使适合浮选工艺富集回收的-74～+10μm粒级

含量增加14%，而不适宜浮选工艺处理的-10μm粒级含量减少约5%。

[0013] 表2  本发明半自磨碎磨工艺磨矿产品粒级分布含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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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发明设备台数少，配置方便，占地少，投资省。

[0014] 3、生产过程方便管理，生产效率高，生产成本低，易于实现自动控制，作业人员劳

动强度下降。

[0015] 4、减少了矿石在生产环节中来回倒运，避免了粉尘和中间环节的堵塞现象的产

生，彻底改善了职工作业环境，降低了人员职业病风险。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现有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流程图；

图2为本发明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通过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镍铜硫化矿石的碎磨工艺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8] 本发明下述实施例中工艺流程均参照图2。

[0019] 实施例1

给矿量为460吨/小时，给矿粒度100～250  mm占30%，矿石镍品位为0.85%，矿石的普氏

硬度为12.5。

[0020] 步骤（1）：首先将以上粒级、硬度的镍铜硫化矿石使用皮带运输机给入半自磨机进

行磨矿，磨矿功指数为17.65  Kwh/t，介质充填率为15%，半自磨给水压力为0.45Mpa。产出半

自磨机排矿，该半自磨机排矿为重量百分比浓度70%的矿浆；

步骤（2）：将步骤（1）中的半自磨机排矿自流给入湿式筛分机进行筛分，筛上为难以磨

碎的顽石，筛下为细粒产物，该细粒产物中粒度≤6mm的矿粒占比80%；

步骤（3）：将步骤（2）中的顽石（筛上量）由皮带运输机给入顽石破碎机进行破碎，给矿

量92吨/时，产出粒度≤15mm的破碎产品，该破碎产品通过皮带运输机返回半自磨机进行循

环磨矿；

步骤（4）：将步骤（2）中细粒产物（筛下量）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旋流器压力为

0.71Mpa，产出溢流矿和沉砂，溢流矿自流至搅拌槽，添加浮选药剂并搅拌均匀后作为浮选

的原料；

步骤（5）：将步骤（4）中沉砂自流给入球磨机进行磨矿，球磨机磨矿介质充填率为30%，

排矿产品为重量百分比浓度58%的矿浆，该排矿产品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

[0021] 经过此半自磨→顽石破碎→球磨工艺，产出的溢流矿粒级组成如下表3所示：

表3 实施例1中溢流矿粒级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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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适于浮选的粒级范围为：-74～10μm，所占比例平均为60.85%，达到一段浮

选作业60%的粒级要求。

[0022] 实施例2

给矿量为460吨/小时，给矿粒度100～250  mm占25%，矿石镍品位为0.78%，矿石的普氏

硬度为12。

[0023] 步骤（1）：首先将以上粒级、硬度的镍铜硫化矿石使用皮带运输机给入半自磨机进

行磨矿，磨矿功指数为16.7  Kwh/t，介质充填率为12%，半自磨给水压力为0.43Mpa。产出半

自磨机排矿，该半自磨机排矿为重量百分比浓度68%的矿浆；

步骤（2）：将步骤（1）中的半自磨机排矿自流给入湿式筛分机进行筛分，筛上为难以磨

碎的顽石，筛下为细粒产物，该细粒产物中粒度≤6mm的矿粒占比85%；

步骤（3）：将步骤（2）中的顽石（筛上量）由皮带运输机给入顽石破碎机进行破碎，给矿

量69吨/时，产出粒度≤15mm的破碎产品，该破碎产品通过皮带运输机返回半自磨机进行循

环磨矿；

步骤（4）：将步骤（2）中细粒产物（筛下量）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旋流器压力为

0.73Mpa，产出溢流矿和沉砂，溢流矿自流至搅拌槽，添加浮选药剂并搅拌均匀后作为浮选

的原料；

步骤（5）：将步骤（4）中沉砂自流给入球磨机进行磨矿，球磨机磨矿介质充填率为33%，

排矿产品为重量百分比浓度62%的矿浆，该排矿产品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

[0024] 经过此半自磨→顽石破碎→球磨工艺，产出的溢流粒级组成如下表4所示：

表4 实施例2中溢流矿粒级组成（%）

由上表可知：适于浮选的粒级范围为：-74～10μm，所占比例平均为62.29%，达到一段浮

选作业60%的粒级要求。

[0025] 实施例3

给矿量为460吨/小时，给矿粒度100～250  mm占20%，矿石镍品位为0.65%，矿石的普氏

硬度为11.7。

[0026] 步骤（1）：首先将以上粒级、硬度的镍铜硫化矿石使用皮带运输机给入半自磨机进

行磨矿，磨矿功指数为17.65  Kwh/t，介质充填率为10%，半自磨给水压力为0.41Mpa。产出半

自磨机排矿，该半自磨机排矿为重量百分比浓度65%的矿浆；

步骤（2）：将步骤（1）中的半自磨机排矿自流给入湿式筛分机进行筛分，筛上为难以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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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的顽石，筛下为细粒产物，该细粒产物中粒度≤6mm的矿粒占比90%；

步骤（3）：将步骤（2）中的顽石（筛上量）由皮带运输机给入顽石破碎机进行破碎，给矿

量46吨/时，产出粒度≤15mm的破碎产品，该破碎产品通过皮带运输机返回半自磨机进行循

环磨矿；

步骤（4）：将步骤（2）中细粒产物（筛下量）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旋流器压力为

0.75Mpa，产出溢流矿和沉砂，溢流矿自流至搅拌槽，添加浮选药剂并搅拌均匀后作为浮选

的原料；

步骤（5）：将步骤（4）中沉砂自流给入球磨机进行磨矿，球磨机磨矿介质充填率为35%，

排矿产品为重量百分比浓度65%的矿浆，该排矿产品泵入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

[0027] 经过此半自磨→顽石破碎→球磨工艺，产出的溢流粒级组成如下表5所示：

表5 实施例3中溢流矿粒级组成（%）

由上表可知：适于浮选的粒级范围为：-74～10μm，所占比例平均为60.33%，达到一段浮

选作业60%的粒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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