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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处理的沃溪矿石与鱼儿山矿石同属中低温热液裂隙充填金、锑、钨、石英脉

大型矿床产出的矿石，采用!"药剂取代#$%&’浮选锑、金矿物，在精矿质量略有提高条件下，获得了锑回收率%()

*+，金回收率%,)’-+的选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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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选矿厂使用株

洲选矿药剂厂生产的#$%&’作为锑金浮选捕收剂以

来，确实使锑金浮选指标得以提高，但在使用期间存在

产品供不应求问题，为拓宽药剂渠道，进一步提高选矿

技术经济指标，选矿厂技术组对湖北省石首市荆江选

矿药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系列金、锑浮选药剂进行

了试验研究，主要针对!"&1、-、’与#$%&’的捕收

性能进行比较研究，!"&1与!45&-混用对金锑选

别同#$%&’与黑药混用的性能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1药剂比#$%&’更适用于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沃溪矿石与鱼儿山矿石的回收，-,,-年3月

中旬开始在选矿厂使用以来，在生产条件相同，其它指

标相近条件下，取得了比同期金回收率提高1)--+、锑

回收率提高1)1*+的指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1 矿石性质

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共有两个矿区，分

别是东矿段的沃溪矿区、西矿段的鱼儿山矿区，二者

在矿石成因、矿石类型和化学成分等方面类似，同属

于中低温热液裂隙充填金、锌、钨、石英脉大型矿床，

主要金属矿物有白钨矿、锌锑矿、自然金，其次为黄

铁矿、黑钨矿，其它金属矿物还有闪锌矿、毒砂、方铅

矿、黝铜矿。脉石矿物主要为石英，其次为方解石、

磷灰石、绿泥石、钠长石、绢云母等。其中鱼儿山矿

石具有矿物嵌布粒度较细、石英含金较高，金、锑、钨

品位相对较低，含泥多，黑钨矿比例较大等特点。

- 选矿试验

!)" 试样的采集与试验设备、药剂来源、浮选试验流程

为使试验更接近于生产实际，以避免矿石久置

发生氧化，试验矿样直接取自沃溪矿石当日当班的

球磨溢流样。试验用浮选机为67/&2’型’8和

67/&2’型18各一台，振动磨样机、盘式磨样机各

一台。9:（;4’）-、<=543、丁基钠黑药、>?’、#$%&’
取自选矿厂生产现场，!"系列药剂、!45&-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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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浮选试验流程及药剂制度

!)! 捕收剂种类筛选试验与用量试验

捕收剂种类筛选试验结果见表1。

由表1结果可以看出，!"&1的浮选效果最

好，选用!"&1进行用量试验，其试验结果见表-。

从表-结果看出，!"&1用量为1*,Q／R时，所

获取的指标为最好。以后工业试验及生产均采用

1*,Q／R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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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试验与生产应用

"##"年$月中旬%&’(药剂在选矿厂进行工

业试验，由于鱼儿山矿石与沃溪矿石具有性质相似、

成分相同等特点，直接对鱼儿山矿进行工业试验，试

验条件与使用)*+’!生产相近，精矿品位和回收

率均高于后者。对沃溪矿石的工业生产试验也取得

相同的结果。

表( 捕收剂种类筛选试验结果／,
捕收剂

种类

产品

名称
产率

品 位

-. &/／（0·1’(）

回收率

-. &/

%&’(

精矿 234* ((3"5 (*35 (!3+* *43#!
尾矿 +"3!" #3#4 #3"5 43#" (!3+2
原矿 (##3# #3+" (345 (##3# (##3#

%&’"

精矿 432+ ((34 (*35 +"3!5 2"3+$
尾矿 +!3"( #3#2 #35 2345 "23+4
原矿 (##3# #3*5 (32" (##3# (##3#

%&’!

精矿 23"+ ((3!5 (*35 +!32 2$3$"
尾矿 +"32( #3#4 #35 43! "535*
原矿 (##3# #3** (3*( (##3# (##3#

)*+’!

精矿 *34" (#34 (+3## +53"$ 2*3(+
尾矿 +(3!* #3#5 #35 $324 "(3*(
原矿 (##3# #3+4 "3#+ (##3# (##3#

表" 捕收剂用量试验结果／,
%&’(用量

／（0·1’(）

产品

名称
产率

品 位

-. &/／（0·1’(）

回收率

-. &/

"5#

精矿 *3*! +35 (*3# +"3* 2*35+
中矿 !3"5 #345 "35 "3!$ $3#"
尾矿 *23+" #3#5 #3$ $3*4 (23!+
原矿 (##3# #3+# "3#" (##3# (##3#

"##

精矿 53(* (53*# "+3# +(34" 2+3**
中矿 !3$5 #35* "35 "3"$ $3$(
尾矿 +(3!2 #3#4 #3$ 43($ (*32(
原矿 (##3# #3*+ (3+5 (##3# (##3#

(5#

精矿 434* (532# !"3# +!3*! 2+325
中矿 !3#4 #355 !35 (3$2 !3*+
尾矿 +#3#* #3#4 #35 $32( (43!4
原矿 (##3# (3(5 "325 (##3# (##3#

(##

精矿 53#* ($32# !(3# +(35( 223"5
中矿 !3"$ #3$$ !3# (325 $322
尾矿 +(34* #3#4 #3$ 432$ (23+*
原矿 (##3# #3*" "3#$ (##3# (##3#

25

精矿 43$4 "*3+ !!3!! *23+! *#3$+
中矿 !34$ $3$5 $35 234! 43("
尾矿 *+3+# #3(#5 #3$ $3$5 (!3!4
原矿 (##3# "3(" "34* (##3# (##3#

"##"年5月开始选矿厂应用%&’(取代)*+
’!，其余药剂制度保持不变，到"##"年("月止，生

产指标均高于"##(年同期指标，见表!。

表! %&’(与)*+’!生产应用结果

年份
原矿品位

-.／, &/／（0·1’(）

尾矿品位

-.／, &/／（0·1’(）

精矿品位

-.／, &/／（0·1’(） -67"／,

回收率／,
-. &/

"##( (3+( 5324 #3#5+ #34(4 !534$ 253*# (43*$ +43!4 *+3(#
"##" "3#$5 53!# #3#5# #3$*! !*3(( 4432# (4354 +235 +#3!"

$ 技术经济分析

"##"年选矿厂共处理沃溪矿与鱼儿山矿合格矿

石"#5"5#1。5!((月 生 产 实 际 使 用 %&单 耗 为

#3"#(80／1、%&’(价格为((35(元／80，)*+’!在

"##(年同期使用单耗为#3"4$80／1、价格为(#3!5
元／80。以"##"年全年处理量计算药剂成本，节约

药剂费用*4"#35元。

以"##"年全年处理量金属量计算金((#534*(

80、锑$#2*34(1，锑金精矿含金以4"###元／80、含锑

以*###元／1折算，获得年经济效益("#354万元。

该项目投入生产以后共取得经济效益("(3$"万元。

5 结语

%&’(锑金浮选捕收剂在湖南辰州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的生产实践表明，对于锑金类硫化矿物

%&比)*+具有更好的效果，且项目的推广应用投

资少、见效快，可以在类似矿山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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