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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中磷、铁和钛矿

物的方法，于按以下步骤进行：（1）将岩浆岩型磷

矿石的原矿进行粗碎；（2）进行细碎后筛分；（3）

将细碎矿给入一段球磨机进行粗磨；（4）将一段

溢流产品进行一粗三精两扫的正浮选；正浮选精

矿作为磷精矿；（5）将浮选尾矿二段细磨，水力旋

流器分离出二段溢流产品；（6）将二段溢流产品

进行两段弱磁选；（7）将两段弱磁选获得的全部

弱磁选尾矿给入搅拌磨进行超细磨；（8）将三次

溢流产品进行行两段强磁选。本发明中浮选工序

不需要NaCO3调整剂；依据矿石中不同矿物的解

离粒度不同，进行阶段磨矿、分步解离、及时分

选，从而避免矿物过磨、泥化，解决实际生产中回

收率低、生产成本高、产量小、需要脱水、脱泥等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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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石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

行：

（1）将岩浆岩型磷矿石的原矿进行粗碎，至粒度30mm~50mm，获得粗碎矿；

（2）将粗碎矿进行细碎然后筛分，筛分时的筛孔尺寸为2~5mm，获得筛下的细碎矿；

（3）将细碎矿给入一段球磨机进行粗磨，磨矿矿浆浓度50~70%，并用螺旋分级机进行分

级，获得一段溢流产品的细度为0.074~0.15mm；

（4）将一段溢流产品进行一粗三精两扫的正浮选；粗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水

玻璃用量为400~800g/t，捕收剂用量为800~1200g/t，此时粗选矿浆pH值7~8，矿浆质量浓度

30~40%；粗选获得的粗选精矿进行三次精选得到磷精矿，精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

每次精选水玻璃用量为100~200g/t；粗选获得的粗选尾矿进行两次扫选得到浮选尾矿，扫

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每次扫选捕收剂用量200~300g/t；每次精选的尾矿、扫选的

精矿依次返回上一步浮选工序；正浮选结束后获得浮选精矿和浮选尾矿；其中浮选精矿作

为磷精矿；

（5）将浮选尾矿给入二段球磨机进行细磨，并用水力旋流器分离出粒度为0 .038~
0.045mm的二段溢流产品；

（6）将二段溢流产品进行两段弱磁选；第一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800Oe~1000Oe，第一段

弱磁选获得的一段弱磁选精矿进行第二段弱磁选，第二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1000Oe~
1500Oe，第二段弱磁选获得的二段弱磁选精矿作为铁精矿；

（7）将两段弱磁选获得的全部弱磁选尾矿给入搅拌磨进行超细磨，并用水力旋流器分

离出0.015~0.025mm的三段溢流产品；

（8）将三段溢流产品进行两段强磁选，第一段强磁选获得的一段强磁选精矿进行第二

段强磁选，第二段强磁选获得的二段强磁选精矿作为钛精矿，两段强磁选的磁场强度为

3500~5000Oe，两段强磁选获得的尾矿作为最终尾矿。

2.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石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磷精矿中P2O5品位31~36%，P2O5回收率75~90%；铁精矿中TFe品位64~67%，Fe

回收率40~55%；钛精矿中TiO2品位40~49%，TiO2回收率35~60%。

3.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石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2）筛分获得的筛上物料返回细碎流程。

4.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石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3）分级后的获得的一段沉砂返回一段球磨机。

5.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石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4）的粗选时间为4~6min、精选和扫选的时间为2~3min，浮选温度30~40℃。

6.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石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5）获得的二段沉砂返回二段球磨机。

7.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石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7）获得的三段沉砂返回搅拌磨。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413490 B

2



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物加工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中磷、铁和

钛矿物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磷矿是一种重要的工农业矿物原料，主要分布在云、贵、川等南方省市。随着磷肥

产业的发展，中国的磷矿需求越来越大；据估计，中国的富磷矿（P2O5>30%）储量11.2亿t，占

总储量的22.5%，将在10年后开采耗尽；我国大多数磷矿石属于中低品位磷矿，利用前必须

经过选矿富集才能被相关磷化工业使用。

[0003] 南方磷矿原矿品位较高，但多为粒度细、嵌布紧密、有害杂质含量高的胶磷矿，不

易分离，选矿难度大。华北与西北地区有较大储量的含磷岩浆岩型矿石，P2O5品位低至2~5%，

此类型矿中常含有  Fe、Ti、V  及稀土等矿物。通常此类矿石优先磁选选铁、钛等矿物，尾矿

当中存在3~6%左右的P2O5，部分选场将此尾矿中的磷矿浮选回收，作为选矿附产品。随着南

磷北运、西磷东运的长距离高额运费造成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岩浆岩型磷矿石资源

具有巨大潜在价值。

[0004] 岩浆岩型磷矿石中磷灰石以自形柱状、粒状产出，粒度以粗粒嵌布为主；铁、钛等

金属矿物以中细粒嵌布为主，粒度不均匀，其中含钛矿物嵌布粒度极细；由于该矿石通常含

有一定量的磁铁矿TFe品位8~15%，大多选厂（例如河钢柏泉铁矿、河北宝通矿业等）首先磁

选选出磁铁矿，尾矿脱泥浓缩后浮选回收磷灰石；由于铁的嵌布粒度较细，且相对可磨度较

高，在适宜选铁的磨矿条件下，矿石中磷灰石存在严重泥化、过磨现象，且尾矿浓度低，必须

经过脱泥、浓缩等工艺才能进入浮选；从而导致浮选选别难度大、处理量小、磷损失严重、回

收率低等问题；此外，矿石中存在TiO2含量2~5%的钛铁矿并没有得到回收；因此，针对此类

矿石研发一种能综合回收磷、铁、钛矿物的高效选矿分离工艺，有着巨大经济价值和现实意

义。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含铁、钛、磷岩浆岩型矿石的“先铁后磷”分选工工艺存在的诸多问题，本

发明提供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依据磷、铁、钛矿物不同解

离粒度及嵌布特征，进行分步解离、阶段选的“先磷再铁后钛”选矿综合回收作业，避免矿物

过磨、泥化现象的同时，缩短生产流程并增加处理量。

[0006] 本发明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岩浆岩型磷矿石的原矿进行粗碎，至粒度30mm~50mm，获得粗碎矿；

[0008] 2、将粗碎矿进行细碎然后筛分，筛分时的筛孔尺寸为2~5mm，获得筛下的细碎矿；

[0009] 3、将细碎矿给入一段球磨机进行粗磨，磨矿矿浆浓度50~70%，并用螺旋分级机进

行分级，获得一段溢流产品的细度为0.074~0.15mm；

[0010] 4、将一段溢流产品进行一粗三精两扫的正浮选；粗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7413490 B

3



水玻璃用量为400~800g/t，捕收剂用量为800~1200g/t，此时粗选矿浆pH值7~8，矿浆质量浓

度30~40%；粗选获得的粗选精矿进行三次精选得到磷精矿，精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

量，每次精选水玻璃用量为100~200g/t；粗选获得的粗选尾矿进行两次扫选得到浮选尾矿，

扫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每次扫选捕收剂用量200~300g/t；每次精选的尾矿、扫选

的精矿依次返回上一步浮选工序；正浮选结束后获得浮选精矿和浮选尾矿；其中正浮选精

矿作为磷精矿；

[0011] 5、将浮选尾矿给入二段球磨机进行细磨，并用水力旋流器分离出粒度为0.038~
0.045mm的二段溢流产品；

[0012] 6、将二段溢流产品进行两段弱磁选；第一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800Oe~1000Oe，第

一段弱磁选获得的一段弱磁选精矿进行第二段弱磁选，第二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1000Oe~
1500Oe，第二段弱磁选获得的二段弱磁选精矿作为铁精矿；

[0013] 7、将两段弱磁选获得的全部弱磁选尾矿给入搅拌磨进行超细磨，并用水力旋流器

分离出0.015~0.025mm的三段溢流产品；

[0014] 8、将三段溢流产品进行行两段强磁选，第一段强磁选获得的一段强磁选精矿进行

第二段强磁选，第二段强磁选获得的二段强磁选精矿作为钛精矿，两段强磁选的磁场强度

为3500~5000Oe，两段强磁选获得的尾矿作为最终尾矿。

[0015] 上述方法中，步骤2筛分获得的筛上物料返回细碎流程。

[0016] 上述方法中，步骤3分级后的获得的一段沉砂返回一段球磨机。

[0017] 上述方法中，步骤4的粗选时间为4~6min、精选和扫选的时间为2~3min，浮选温度

30~40℃。

[0018] 上述方法中，步骤5获得的二段沉砂返回二段球磨机。

[0019] 上述方法中，步骤7获得的三段沉砂返回搅拌磨。

[0020] 上述的磷精矿中P2O5品位31~36%，P2O5回收率75~90%；铁精矿中TFe品位64~67%，Fe

回收率40~55%；钛精矿中TiO2品位40~49%，TiO2回收率35~60%。

[0021] 本发明中浮选工序不需要NaCO3调整剂；依据矿石中不同矿物的解离粒度不同，进

行阶段磨矿、分步解离、及时分选，从而避免矿物过磨、泥化，解决实际生产中回收率低、生

产成本高、产量小、需要脱水、脱泥等问题；这对我国北方大量低品位含铁、钛、磷岩浆岩型

矿石的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的一种综合回收岩浆岩型磷矿中磷、铁和钛矿物的方法流

程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的一粗三精两扫的正浮选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实施例中粗碎采用颚式破碎机。

[0025] 本发明实施例中细碎采用对辊破碎机。

[0026] 本发明实施例中筛分采用高频振动筛。

[0027] 本发明实施例中两段弱磁选采用筒式弱磁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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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发明实施例中两段强磁选采用立环高梯度强磁选机，

[0029]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岩浆岩型磷矿中P2O5品位2~6%，TFe品位8~16%，TiO2品位2~4%。

[0030]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但本发明本不限于以下实施例。

[0031] 实施例1

[0032] 岩浆岩型磷矿来自河北承德某低品位含磷、铁、钛矿石；成分如表1所示（重量百分

比）；

[0033] 表1

[0034]

成分 P2O5 TFe TiO2 SiO2 Al2O3 CaO MgO

含量/% 2.22 10.31 2.25 44.63 13.90 8.07 4.86

[0035] 将岩浆岩型磷矿石的原矿进行粗碎，至粒度30mm~50mm，获得粗碎矿；

[0036] 将粗碎矿进行细碎然后筛分，筛分时的筛孔尺寸为3mm，获得筛下的细碎矿；筛分

获得的筛上物料返回细碎流程

[0037] 将细碎矿给入一段球磨机进行粗磨，磨矿矿浆浓度50%，并用螺旋分级机进行分

级，获得一段溢流产品的细度为0.074~0.15mm；分级后的获得的一段沉砂返回一段球磨机；

[0038] 将一段溢流产品进行一粗三精两扫的正浮选；粗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水

玻璃用量为400g/t，捕收剂用量为800g/t，此时粗选矿浆pH值7，矿浆质量浓度30%；粗选获

得的粗选精矿进行三次精选得到磷精矿，精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每次精选水玻璃

用量为100g/t；粗选获得的粗选尾矿进行两次扫选得到浮选尾矿，扫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

给矿量，每次扫选捕收剂用量200g/t；每次精选的尾矿、扫选的精矿依次返回上一步浮选工

序；正浮选结束后获得浮选精矿和浮选尾矿；其中正浮选精矿作为磷精矿；粗选时间为

5min、精选和扫选的时间为2min，浮选温度30℃；

[0039] 将浮选尾矿给入二段球磨机进行细磨，并用水力旋流器分离出粒度为0 .038~
0.045mm的二段溢流产品；二段沉砂返回二段球磨机；

[0040] 将二段溢流产品进行两段弱磁选；第一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950Oe，第一段弱磁选

获得的一段弱磁选精矿进行第二段弱磁选，第二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1250Oe，第二段弱磁

选获得的二段弱磁选精矿作为铁精矿；

[0041] 将两段弱磁选获得的全部弱磁选尾矿给入搅拌磨进行超细磨，并用水力旋流器分

离出0.015~0.025mm的三段溢流产品；三段沉砂返回搅拌磨；

[0042] 将三次溢流产品进行行两段强磁选，第一段强磁选获得的一段强磁选精矿进行第

二段强磁选，第二段强磁选获得的二段强磁选精矿作为钛精矿，两段强磁选的磁场强度为

3500Oe，两段强磁选获得的尾矿作为最终尾矿；

[0043] 磷精矿中P2O5品位31.58%，P2O5回收率77.97%；铁精矿中TFe品位65.69%，Fe回收率

48.98%；钛精矿中TiO2品位41.95%，TiO2回收率36.89%。

[0044] 实施例2：

[0045]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46] （1）筛分时的筛孔尺寸为2mm；磨矿矿浆浓度60%，

[0047] （2）粗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水玻璃用量为600g/t，捕收剂用量为1000g/

t，此时粗选矿浆pH值7.5，矿浆质量浓度35%；粗选获得的粗选精矿进行三次精选得到磷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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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精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每次精选水玻璃用量为150g/t；粗选获得的粗选尾矿

进行两次扫选得到浮选尾矿，扫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每次扫选捕收剂用量250g/

t；

[0048] （3）粗选时间为4min、精选和扫选的时间为3min，浮选温度35℃；

[0049] （4）第一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800Oe，第二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1000Oe；

[0050] （5）两次强磁选的磁场强度为5000Oe；

[0051] （6）磷精矿中P2O5品位33.80%，P2O5回收率81.00%；铁精矿中TFe品位65.89%，Fe回

收率52.45%；钛精矿中TiO2品位48.1%，TiO2回收率56.3%。

[0052] 实施例3

[0053]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54] （1）筛分时的筛孔尺寸为5mm；磨矿矿浆浓度70%，

[0055] （2）粗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水玻璃用量为800g/t，捕收剂用量为1200g/

t，此时粗选矿浆pH值8，矿浆质量浓度40%；粗选获得的粗选精矿进行三次精选得到磷精矿，

精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每次精选水玻璃用量为200g/t；粗选获得的粗选尾矿进行

两次扫选得到浮选尾矿，扫选药剂制度为：对原矿给矿量，每次扫选捕收剂用量300g/t；

[0056] （3）粗选时间为6min、精选和扫选的时间为3min，浮选温度40℃；

[0057] （4）第一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1000Oe，第二段弱磁选时磁场强度1500Oe；

[0058] （5）两次强磁选的磁场强度为4000Oe；

[0059] （6）磷精矿中P2O5品位35.22%，P2O5回收率84.00%；铁精矿中TFe品位66.20%，Fe回

收率56.3%；钛精矿中TiO2品位46.60%，TiO2回收率51.90%。

[0060] 对比例1：

[0061] 原矿同实施例1；

[0062] 使用选矿厂现场工艺，即两段阶段磨矿-磁选选铁；磁选尾矿脱水、脱泥后浮选选

磷；钛铁矿没有进行回收作业。

[0063] （1）将原矿用颚式破碎机进行粗碎至50mm以下；

[0064] （2）将粗碎产品用对辊破碎机进行细碎，并用高频振动筛筛分出3mm以下的细碎

矿；

[0065] （3）将细碎矿给入一段球磨机，磨矿矿浆浓度50%，并用螺旋分级机进行分级，一段

溢流产品细度为-0.074mm含量占70%；

[0066] （4）将一段溢流产品进行一段磁选拋尾，磁场强度950Oe，磁选精矿进行二段磨矿

分级，二段磨矿分级产品细度为-0.045mm含量占80%；

[0067] （5）将磨矿分级产品在磁场强度1250Oe下，磁选选出铁精矿，所得铁精矿TFe品位

65.21%，回收率47.03%；

[0068] （6）将步骤（4）和步骤（5）的磁选尾矿合并，进行脱水、脱泥使矿浆质量浓度为30%，

进行一粗三精一扫的正浮选工序，浮选温度30℃，粗选水玻璃用量400g/t，捕收剂用量

800g/t，矿浆pH值7（矿浆自然pH值），精选水玻璃用量100g/t，扫选捕收剂用量200g/t，得到

磷精矿产品和尾矿，所得磷精矿P2O5品位为30.74%，回收率70.41%。

[0069] 通过实施例1与对比例1的比较可知，在相同操作参数下，本发明的工艺相比现场

生产工艺能避免因二段磨矿导致磷矿过磨、泥化的现象，优化选别环境，各元素回收率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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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均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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