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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一2和 MA混用浮选刁泉银铜矿工业试验 

百建平 ，李占林 ，刘新民 ，朱建光 。 
(1．刁泉银 铜 矿 ，山西 大 同 034400；2．湖 北石 首荆 江选矿 药剂公 司，湖 北 石 首 434400 

3．中南大学，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用 MOS．2和 MA组合捕收剂代替原用的丁基黄药和丁铵黑药 ，用 RB 3起泡剂代替原用的松 

醇油浮选刁泉银铜矿 ，工业试验结果表明，在原矿性质 、品位相近的情况下，应用 MOS．2和 MA新药 

方 ，铜精矿品位保证合格 ，铜回收率提高 8％ ～10％，银精矿品位合格 ，银 回收率提高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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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前 言 

山西省刁泉银铜矿业有限公司选矿车间，2000 

年 12月投产以来 ，使用丁基黄药 、丁铵黑药为捕收 

剂、松醇油为起泡剂，在投产近一年中，通过对选矿 

工艺流程的技术改造 ，使选矿技术经济指标得到较 

大幅度提高。为了进一步提高铜、银、金的回收率 ，降 

低生产成本，公司选矿车间于 2001年 10月 ，引进了 

由中南大学朱建光教授研制 、湖北石首荆江浮选药 

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代号为 MOS．2和 MA的捕收 

剂和一种代号为 RB 的起泡剂，在生产现场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 ，对新型浮选剂进行 了工业试验 ，试验结 

果表明：MOS．2，MA和 RB 组合使用 ，在选择性和捕 

收性能方面与用丁基黄药、丁铵黑药和松醇油相比 

具有一定的优势。 

2 矿石性质 

刁泉矿的矿石矿物组成 比较复杂 ，除铜矿外 ， 

银 、金 、铁 、硫 、铅 、锌、铋 、锰 、钛和钼等矿物在矿石中 

存在 ，铜矿物就达 10种之多，其中主要是孔雀石，其 

次是黄铜矿 、斑铜矿、辉铜矿、铜兰、兰铜矿 、尚有微 

量的赤铜矿 、自然铜 、黑铜矿和硫铋铜矿等；银矿物 

有 7种 ，其中主要为辉银矿 、自然银、硫碲铜银矿 、硒 

银矿 、金银矿 、辉铜银矿和银黝铜矿等 ；铁矿物主要 

为磁铁矿及褐铁矿、尚有赤铁矿等 ；其它金属矿物有 

黄铁矿、白铁矿 、硬锰矿、方铅矿 、闪锌矿、辉钼矿 、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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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碲铋矿和磁黄铁矿等。 

脉石矿物 主要为石榴子石 、 方解石 、白云石 

等，其它还有透辉石、阳起石 、石英 、云母及粘土矿 

物等。 

矿石主要化学成份分析结果列于表 l，从分析结 

果看出：矿石成份虽然复杂，但只有铜、银、金 、铁有 

回收价值 。铜 的氧化率高达 51．14％ ，磨矿细 度 

0．074 mm以下达 70％已单体解理 ，用硫化钠硫化后 

浮选法选出铜银精矿 ，金亦吸附在铜银精矿中，尾矿 

用磁选法回收铁 。 

表 l 矿石主要化学成份分析结果 

化学成份 含量／％ 化学成份 禽精／％ 

Cu 1．57 CaO 28．28 

Fe 13．8O MgO 1．90 

Pb 0．045 As 0．012 

Zn 0．073 Bi O．O12 

S 1．72 Mo <O．005 

Si02 33．45 Ti02 O．53 

Al20 3 7．91 Mn 0．49 

Ag(g／t) 170．62 Au(g／t) 0．36 

3 新捕收剂 、起泡剂简介 

MOS．2『】。1是棕黄色油状液体 ，略具芳香气味 ， 

可燃 ，对火的敏感度与松醇油相似，微溶于水 ，作捕 

收剂使用时 ，已有足够的溶解度 ，可加人搅拌桶或直 

接加人浮选槽中使用 ，对硫化铜矿、含 Au、Ag的硫化 

铜矿和氧化铜矿有较强的捕收能力 ，且选择性好 ，兼 

有相当的起泡性能，使用 MOS．2作捕收剂时，可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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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不用起泡剂 ，与丁基黄药和其它高级黄药混合 

使用效果更好。 

MAt 捕收剂是淡黄色粉状 固体 ，易溶于水，水 

溶液呈淡黄色，清澈透明无沉淀 ，有良好的捕收性 

能，与 MOS．2配合使用浮铜时可降低石灰用量 ，改善 

选铜作业条件 ，使铜 、银 、金的选别指标得到提高。 

RB 起泡剂为棕色油状液体 ，D=0．90— 

1．00，微溶于水 ，运动粘度 5℃时为 70 mm。／s，10℃ 

时为45 mm ／s，在冬季仍有 良好的流动性 ，常压蒸馏 

105～200 cc能蒸出 50％以上，毒性低于松醇油 ，起 

泡性能强 ，加入矿浆搅拌 1 min后充气便能产生大量 

泡沫 ，浮选铜、铅 、锌 、硫和其它有色金属矿时可 

作起泡剂， 使用时可加入搅拌桶或直接加入浮选槽 

中，用量视不同矿石而异 ，一般用量为 30～50 g／t。 

4 生产流程和结果 

生 产 流 程 如 图 1所 示 ，矿 石 经 磨 矿 达 到 

0．074 mm以下占70％后进入搅拌桶调浆 ，加入石灰 

调节 pH值，加入硫化钠将氧化铜矿硫化，加入丁基 

黄药和丁铵黑药作捕收剂 ，加松醇油起泡剂进行调 

浆后 ，进入粗选 I，粗选 I尾矿进入粗选 Ⅱ，再经两次 

扫选丢掉尾矿。 

给 矿 

图 1 生产流程 

尾 矿 

粗 I精矿经两次精选得精矿，粗 Ⅱ精矿、中矿 1， 

中矿 2，中矿 3，中矿 4均为顺序返回。在粗 Ⅱ和精选、 

扫选时视泡沫情况必要时适当加入药剂 ，生产结果 

列 于表 2。 

5 工业试验结果 

用同一生产流程，同样的磨矿细度 ，尽量采用品 

位相近的原矿 ，用 MOS．2，MA为捕收剂 ，RB，为起 

表 2 用丁基黄药、丁铵黑药为捕收剂，松醇油 

为起泡剂五天生产结果 

丝 一堕 曼垡～ 堡 ～ 
生产 日期 Cu Ag Cu Ag Cu Ag Cu Ag 

／％ ／g·t ／％ ／g’r ／％ ／g’r ／％ ／％ 

78．2O 25．79 2 814 

89．8O 27．16 2 505 

89．7O 27．8O 2 007 

97、6O 23．74 2 267 

99．00 26．13 l 9l2 

0．24 40．20 66．33 49．30 

0．34 25．70 58．76 72．12 

0、23 24．2O 76．42 73．9l 

0．2l 22．30 81．45 77．92 

0．19 l0．04 87．89 78．78 

泡剂 ，进行工业试验 ，试验结果列于表 3，药剂单位成 

本对 比列于表 4。 

表 3 工业试验结果 

2o0O．10．6 0．67 53．40 2O．58 2 l44 

2o0O．10．7 0．8l 71．8O 28．O3 2 363 

2o0O．10．8 0．95 83．5O 26．35 2 l93 

2o00．10．9 1．O2 83．70 33 62 2 472 

2000．10．10 1．47 ll5．30 24 47 2 001 

0．16 22．00 76．72 59．40 

0．11 l3．70 86、76 81．39 

0．1l 2O．8O 89．25 76．59 

0．10 l8．5O 90．47 78．48 

0．12 24．3O 92．92 79．89 

表 4 药剂单位消耗成本对比 

对比表 2和表 3可以看出：在原矿性质、品位相 

差不大的情况下 ，应用 MOS．2，MA代替丁基黄药和 

丁铵黑药 ，应用 RB，代替松醇油，铜精矿保证合格， 

回收率提高 8％ ～10％ ，银精矿品位合格 ，回收率能 

提高 3％ ～5％。 

从表 4看出 ：使用 MOS．2、MA、RB，分别代 

替丁基黄药 、丁铵黑药 、松醇油，药剂成本下降 

0．18元／t原矿。 

6 结 语 

1．从工业试验结果看出：MOS．2和 MA混用作 

捕收剂 ，RB，作起泡剂适合我公司矿石的选别。 

2．使用 MOS．2和 NA作捕收剂，RB，作起泡剂 ， 

不但可以提高银铜的选别指标 ，增加金属回收，还可 

降低药剂费用 0．18元／t原矿，并减少石灰用量，降低 

生产成本 ，经济效益显著。 

3．MOS．2和 MA作捕收剂，RB，作起泡剂对我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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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cro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Analysis of Foreign 

Oxygen-—Free Copper Tubes and Pipes 

WANG Yan—hui，WANG Ming—pu，HONG Bin 

r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Abstract：By means of metallographic、TEM 、SEM and energy spectrum，the microstructure of foreign oxygen—free 

copper was investigated．At the same time，chemical composition、hardness、conductivity1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hydrogen—annealed expansion were measured．The result shows：foreign oxygen—free copper has some merits such 

as low oxygen content， few impurities．The material was stable when it was an nealed in hydrogen SO that it was el- 

fective to depress expansive problems in hydrogen． 

Key words：oxygen——free copper；Cu20；T2 c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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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石性质适应性强，不用改变现有工艺流程及设备， 

工业试验成功后 已在我厂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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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 ixture of M oS．2 an d M A as Collector in the Flotation 

Industrial Experiment of Diaoquan Silver Copper Rock 

BAI Jian—ping ，LI Zhan—lin ，LIU Xin—min ，ZHU Jiang—guang。 

r ．Diaoquan Silver Copper Mine，Diaoquan 034400，China； 

2．Hubei Shishou Jingfiang Flotation Reagent Co．Ltd,Sh~hou 4344o5．China； 

3．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 

Abstract：Employ the mixture of MOS一2 an d MA as Collector，RB3 as frother instead of the Butyl xan thate and am— 

monium di——Butyl dithiophosphate mixture collector to treat Diaoquan  silver copper rock in the concentration plant of 

Diaoquan  silver copper mine．Th e industrial experiment results show that：When the properties an d grade of the feed 

be similar．The copper concentrate grade pass then copper recover increase 8％ 一1 0％ ．The silver concentrate grade 

pass then the silver recover increase 3％ 一5％ ． 

Key words：MOS一2：MA；RBs；silver copper rock fl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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