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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

法，先将洗矿尾砂送入第一旋流器组旋流分离，

获得第一粗砂和第一溢流；对第一粗砂进行筛

分，获得第一筛下物和第一筛上物；将第一筛下

物和第一溢流送入第二旋流器组，旋流分离，获

得第二溢流和第二粗砂；将第一筛上物、第二粗

砂送入除硅机，除硅，获得第三溢流和第三粗砂；

对第三粗砂进行筛分，获得第二筛下物和第二筛

上物；对第三溢流、第二溢流、第二筛下物进行浓

密处理，获得第四溢流和底流；向底流中加入絮

凝剂，混匀，过滤，获得滤液和滤饼。本发明从洗

矿尾矿中回收有用矿物、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最终洗矿尾矿经过脱水，滤液返回洗矿循环利

用，滤饼用于采空区回填，从而节约水资源和土

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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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将洗矿尾砂送入第一旋流器组旋流分离，获得第一粗砂和第一溢流；

S2、对第一粗砂进行筛分，获得粒径小于200目的第一筛下物和粒径不小于200目的第

一筛上物；

将第一筛下物和S1中获得的第一溢流送入第二旋流器组，旋流分离，获得第二溢流和

第二粗砂；

S3、将第一筛上物、第二粗砂送入除硅机，除硅，获得第三溢流和第三粗砂；

对第三粗砂进行筛分，获得粒径小于500目的第二筛下物和粒径不小于500目的第二筛

上物；

对第三溢流、S2中获得的第二溢流、第二筛下物进行浓密处理，获得第四溢流和底流；

S4、向S3中获得底流中加入絮凝剂，混匀，过滤，获得滤液和滤饼。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洗矿尾矿中固

体颗粒粒径不大于1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旋流器组

为MS-400旋流器组，MS-400旋流器组处理能力≥800m3/h；所述第二旋流器组为MS-800旋流

器组，MS-800旋流器组处理能力≥800m3/h。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S2和S3中，通过振

动筛进行筛分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S4中，通过带式过

滤机进行过滤。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除硅

机包括料箱（1）、用于将料箱内的物料送入除硅箱（7）内的送料机构、若干除硅箱（7）、用于

驱使除硅箱（7）做偏心摆动的偏心驱动机构，所述除硅箱（7）内设有上下分布的矿石床层

（4）、筛板层（6），除硅箱（7）的底部设有出料口（8）；还包括用于向除硅箱（7）内供水的进水

管（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除硅箱（7）的

数量至少为2个，所述送料机构包括与料箱连通的下料管（2），下料管（2）的底端连通有用于

将物料分入各个除硅箱（7）内的分料槽（3）。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于承接除

硅箱（7）内溢流而出的溢出物的溢流槽（13）。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偏心驱动机构

包括与除硅箱（7）转动连接的驱动杆（10），所述驱动杆（10）的一端固定于偏心轮（11）上。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与出料口

（8）连通的收集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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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矿业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岩溶堆积型铝土矿的洗矿尾矿泥基本上都是湿法排放，即洗矿尾矿经过浓

密机沉降浓缩后,含水率近70%的尾矿泥排入尾矿库存放。这种尾矿处理方式一般称为“湿

法”工艺（指采用一般的沉降、浓缩技术），特点是最终尾矿含水率高、堆存量大、环保风险

高。大量尾矿泥的产生不仅需要足够库容的尾矿库存放；而且，尾矿库存在泄漏、溃坝风险，

时刻是矿山及周边生产、生态及生命财产安全的心头之患。此外，随着矿山生产规模的不断

扩大，累积的尾矿量日益增多，尾矿处理压力也越来越大，矿山生产与尾矿处理之间的矛盾

将日益突出。

[0003] 现有铝土矿尾矿干法处理工艺中，板框压滤是当前唯一应用的工艺方法，由于其

工艺能耗高、处理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且需要添加石灰粉作为助滤剂，滤饼呈弱碱性，对回

填采空区后续的生物复垦不是很有利，因此没能得到应用推广。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在提高尾矿

综合利用率的同时，实现铝土矿尾矿的干法排放。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将洗矿尾砂送入第一旋流器组旋流分离，获得第一粗砂和第一溢流；

[0008] S2、对第一粗砂进行筛分，获得粒径小于200目的第一筛下物和粒径不小于200目

的第一筛上物；

[0009] 将第一筛下物和S1中获得的第一溢流送入第二旋流器组，旋流分离，获得第二溢

流和第二粗砂；

[0010] S3、将第一筛上物、第二粗砂送入除硅机，除硅，获得第三溢流和第三粗砂；

[0011] 对第三粗砂进行筛分，获得粒径小于500目的第二筛下物和粒径不小于500目的第

二筛上物；

[0012] 对第三溢流、S2中获得的第二溢流、第二筛下物进行浓密处理，获得第四溢流和底

流；

[0013] S4、向S3中获得底流中加入絮凝剂，混匀，过滤，获得滤液和滤饼。

[0014] 本发明中，洗矿尾砂先通过第一旋流器组分离处理，粒径不小于200目的粗砂回收

率可达90%以上；随后对获得的第一粗砂进行筛分处理，将获得的第一筛下物和第一溢流送

入第二旋流器组，旋流分离处理，该过程中可有效回收粒径不小于500目的粗砂（回收率可

达75%以上）；第二筛上物可直接送矿砂堆场堆存；第四溢流苛刻返回洗矿工序循环利用；滤

饼可回填采空区或送矿砂堆场堆存，在提高尾矿综合利用率的同时，实现铝土矿尾矿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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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排放，取代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尾矿湿法堆存方式。

[0015] 除硅机根据物料的密度和重量差异，脱除混入矿砂中的微细硅泥及硅石，提高矿

砂品质。

[0016] 所述洗矿尾矿中固体颗粒粒径不大于1mm。

[0017] 所述第一旋流器组为MS-400旋流器组，MS-400旋流器组处理能力≥800m3/h；所述

第二旋流器组为MS-800旋流器组，MS-800旋流器组处理能力≥800m3/h。

[0018] S2和S3中，通过振动筛进行筛分处理。

[0019] S4中，通过带式过滤机进行过滤。

[0020] 进一步地，S4中，絮凝剂为改性絮凝剂，进一步地，该改性絮凝剂为阳离子聚丙烯

酰胺，其相对分子量为800万以上，阳离子度≥10%，溶解时间≤60分钟。

[0021] S4中，利用改性絮凝剂，通过管道混合器和搅拌槽，使底流中致密的微细尾矿泥颗

粒变成松散的大絮团，改善矿泥透水性，然后进入过滤机进行三段脱水，滤液返回洗矿工序

循环利用，过滤机滤饼（含水≤35%）回填采空区，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实现尾矿的干法排

放。

[0022] 进一步地，三段脱水过程中，第一段脱水为滤带常压脱水，第二段和第三段为滤带

配合辊筒挤压脱水过程，该过程能耗低，且出料连续。

[0023] 利用过滤机滤液返回洗矿工序循环利用，滤饼回填采空区，实现铝土矿尾矿干法

排放和零排放对矿泥。

[0024] 进一步地，所述除硅机包括料箱、用于将料箱内的物料送入除硅箱内的送料机构、

若干除硅箱、用于驱使除硅箱做偏心摆动的偏心驱动机构，所述除硅箱内设有上下分布的

矿石床层、筛板层，除硅箱的底部设有出料口；还包括用于向除硅箱内供水的进水管。优选

地，所述进水管伸入除硅箱内，进水管的伸入部分开设有若干朝上的孔，如此水进入各个除

硅箱，形成向上水流。进一步优选地，所述进水管设置于筛板层下方，以获得良好的处理效

果。

[0025] 进一步地，所述除硅箱的数量至少为2个，所述送料机构包括与料箱连通的下料

管，下料管的底端连通有用于将物料分入各个除硅箱内的分料槽。

[0026] 进一步地，还包括用于承接除硅箱内溢流而出的溢出物的溢流槽。

[0027] 进一步地，所述偏心驱动机构包括与除硅箱转动连接的驱动杆，所述驱动杆的一

端固定于偏心轮上。优选地，还包括驱动电机，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与偏心轮传动连接。

[0028] 进一步地，还包括与出料口连通的收集槽，汇集脱除硅泥和硅石后的铝土矿颗粒。

[002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30] 1 .本发明巧妙地利用旋流器和振动筛组合，回收洗矿尾矿中500目以上的细颗粒

铝土矿，铝土矿回收率可达到78.43%（粒径大于500目铝土矿），使铝土矿回收粒度从0.30mm

降低到0.03mm，相应提高了资源综合利用率。

[0031] 2.  本发明利用不同物料的密度和重量差异，独创形成矿砂物理除硅装置（结构示

意图见图2），有效脱除混入回收矿砂的微细矿泥、硅石，除硅后硅泥含量≤5wt%、SiO2含量

从18wt%左右降到12wt%以内，可有效提高回收矿砂的品质。

[0032] 3、本发明巧妙利用絮凝剂，使致密的微细尾矿泥颗粒变成松散的大絮团，有利于

尾矿泥的过滤、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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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4、经过脱水的尾矿泥含水率≤35%，不具有流动性，可用于回填采空区，将尾矿泥

的尾矿库湿法堆存变为干法处置，安全及环保效应明显。

[0034] 5、过滤、脱水能耗低：与传统的板框压滤脱水工艺对比，独特的带式过滤工艺脱水

能耗低，处理等量铝土矿尾矿泥的能耗仅为板框压滤的30%左右。

[0035] 6、节约水资源：过滤脱水后的滤液返回洗矿工序循环利用，与尾矿泥湿排方式相

比，每100万吨尾矿泥可以节省新水158万吨  。

[0036] 7、提供复垦土源：尾矿泥无需尾矿库堆存，能够为露天开采的采空区复垦提供充

足土源，相对节约土地资源。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的流程图。

[0038] 图2是本发明第一种实施方式的铝土矿尾矿的干法处理方法所用的除硅机的结构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将结合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为叙述方便，

[0040] 本实施方式中，先利用管道和渣浆泵把洗矿尾矿（-1mm、固含量为13%）导入MS-400

旋流器组，粗砂进1#振动筛，MS-400旋流器组溢流和振动筛1筛下料浆被导入MS-800旋流器

组，MS-800旋流器组产出的粗砂和1#振动筛筛上物进入除硅机，除硅机产生的粗砂由2#振

动筛脱水后经皮带机转运至堆场，MS-800旋流器组和除硅机溢流、2#振动筛的筛下物则被

导入浓密机。

[0041] 所述除硅机包括设置于机架12上的料箱1、用于将料箱内的物料送入除硅箱7内的

送料机构、若干除硅箱7、用于驱使除硅箱7做偏心摆动的偏心驱动机构，所述除硅箱7内设

有上下分布的矿石床层4（底部滤层，起支撑上部矿砂及摩擦、过滤作用）、筛板层6，筛板层6

底部设有进水管5，除硅箱7的底部设有出料口8。所述除硅箱7的数量至少为2个，所述送料

机构包括与料箱连通的下料管2，下料管2的底端连通有用于将物料分入各个除硅箱7内的

分料槽3。还包括用于承接除硅箱7内溢流而出的溢出物的溢流槽13。所述偏心驱动机构包

括与除硅箱7转动连接的驱动杆10，所述驱动杆10的一端固定于偏心轮11上。还包括与出料

口8连通的收集槽9。

[0042] 除硅过程：除硅机开始工作前，先打开进水管5的阀门，启动由驱动杆10和偏心轮

11带动的除硅箱7，然后将料箱1内的含泥粗砂通过下料管2和分料槽3均匀给入除硅箱7的

料层液面14。除硅箱7连续做偏心摆动，其中的水流向上，利用物料的密度或重量差异，密度

较小的硅泥、硅石就会随水流往上飘浮，进入溢流槽13并导入浓密机；而密度较大的铝土矿

颗粒则在穿过矿石床层4（主要由粒径为8～10mm铝土矿组成）的过程中，进一步脱除粘附的

硅泥，然后经过筛板层6（筛板筛孔尺寸要合适，偏小会导致回收的矿砂随溢流“跑粗”而流

失；偏大会导致矿石床层消耗过快而失去支撑、摩擦、过滤作用。申请人反复试验发现，筛孔

尺寸为10×5mm时，较为合适，效果较好）的筛分，脱除硅泥和硅石后的铝土矿颗粒经出砂口

8汇入收集槽9，最后用泵扬送到振动筛脱水，即完成含泥粗砂的除硅过程。除硅后，细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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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土矿中矿泥含量从20wt%降到5wt%以内，SiO2含量从18wt%左右降到12wt%以内。

[0043] 经浓密机沉降、浓缩后的料浆，经管道混合器导入储料槽和搅拌机，在改性絮凝剂

的作用下，细密料浆变成较为松散的絮团，经过过滤机三段脱水，浓密机溢流和过滤机滤液

返回洗矿工序循环利用，过滤机滤饼（含水≤35%）回填采空区，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实现

尾矿的干法排放。

[0044] 效益分析：

[0045] 现有铝土矿尾矿湿排处理工艺中，经过浓密机沉降并浓缩后的尾矿浆（32wt%）通

过渣浆泵扬送到尾矿库存放；即使在尾矿库的堆存过程中又经过沉降、排水，该尾矿浆仍具

有明显的流动性，因此无法用于回填采空区，只能永久堆存在尾矿库中。尾矿堆存期间，为

了确保尾矿库的安全运行，每年需要投入一定资金对尾矿库进行维护、治理；因此，尾矿湿

排成本主要包括尾矿库征地及建设费用（分摊）、尾矿输送费用（设备设施建设及维护、电

耗、人工等）、尾矿库维护及治理费用等，湿排处理成本约22.30元/吨-干尾矿。

[0046] 本发明的铝土矿尾矿干法处理方法，无需建设尾矿库，浓密机底流经过滤脱水，滤

液返回洗矿工序循环利用，滤饼利用自卸汽车转运至采空区回填，或者堆存到临时堆场。考

虑脱水厂房及设备投入及折旧、絮凝剂消耗、运行费用、人工、滤饼倒运及转运费用，扣除回

收矿砂收益及滤液返回利用收益，本发明的铝土矿尾矿干排处理成本为21.65元/吨.干尾

矿，比湿排成本降低2.91%。

[0047] 1、经济效益分析：

[0048] （1）将本发明的方案试用于广西某铝矿山后，每年回收矿砂（细颗粒铝土矿）约12

万吨（含水率≤15wt%，除硅所得产物即为矿砂），细颗粒铝土矿（A/S：4～7）价格按85元/吨

（干矿）计算，矿砂回收及除硅系统年运行费用约550万元。

[0049] 每年回收铝土矿矿砂的收益：12*（1-15%）*85-550  =  317万元。

[0050] 洗矿尾矿中的矿砂回收后，有效减少了管道、底流泵和排泥泵叶轮的磨损程度，其

更换周期比原来延长50%，年节省备件、材料费用80万元。

[0051] （2）矿山产出尾矿泥250万吨，固含为32wt%的浓密机底流，经过过滤机脱水，成为

含水率≤35wt%的滤饼，滤液返回洗矿工序循环利用，则洗矿工序年节省新水：396.6万吨，

新水单价按1.0元/吨计算。

[0052] 每年节省洗矿新水效益：396.6*1.0  =  396.6万元

[0053] （3）每年产生直接经济效益：317.0+80 .0+396.6  =  793 .6万元，直接经济效益显

著。

[0054] 2、社会效益

[0055] 采用上述工艺后，铝土矿洗矿尾矿变成可以用于回填采空区的滤饼，为露天开采

的采空区复垦提供了充足土源，相对节约土地资源；同时，铝土矿生产过程中产出的矿泥不

需要设立尾矿库堆存，较好地消除了尾矿库泄漏的安全风险，对促进矿区周边的安全、环境

保护具有积极意义，社会效益显著。

[0056] 上述实施例阐明的内容应当理解为这些实施例仅用于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而不

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发明之后，本领域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等价形式

的修改均落入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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