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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某铅锌矿尾砂分级沉砂产率的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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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旋流器结构参数的分析研究，探讨了旋流器锥角、给矿段材质、溢流管和沉砂嘴直径、溢流
管长度对铅锌矿尾砂分级沉砂产率的影响，试验给出了不同旋流器锥角、给矿段材质和溢流管长度下的沉砂产率
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在本试验范围内，给矿浓度为 21% 的条件下，10°单锥旋流器对尾砂分级沉砂产率的
影响最大，且 SiC 材质给矿段较不容易被磨损并对旋流器的沉砂产率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当溢流管直径 20 mm，
沉砂嘴直径 48 mm，溢流管长度为 285 mm 时，旋流器分级沉砂产率最高值可达 49.37%。本试验对提高旋流器
分级沉砂产率、改善矿山采充失调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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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尾矿排放量巨大，如有色金属矿山每选

的粗颗粒产量，曾凡霞等 [9] 设计了多锥角旋流器。

1 t 矿石平均约产出 0.92 t 尾砂，尾砂年产生量达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通过数值模拟、试验

7780 万 t，累计量约 11 亿 t。除了少部分得到应用外，

研究等分析了给矿浓度、溢流管直径和沉砂嘴直

相当数量的尾砂都堆存在尾矿库，给环境造成了

径等因素对尾矿分级沉砂产率的影响，然而给矿

[1]

严重的危害 。利用尾矿回填地下采空区是处理

段对分级沉砂产率的影响研究较少 [10]。基于此，

尾矿的方法之一，但是在实际生产充填过程中，

笔者在对旋流器结构参数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开

沉砂产率偏低造成井下采充失调，是制约充填采

展了锥角、给矿段材质、溢流管和沉砂嘴直径、

[2]

矿的瓶颈 。分级尾砂制备所用设备一般为旋流器，
[3]

溢流管长度等因素对提高某铅锌矿尾砂分级沉砂

旋流器是一种优于螺旋分级机的设备 ，但旋流

产率的试验研究，为矿山进行相关技术改革提供

器底流嘴和底流锥段内衬磨损是影响其分级效果

了依据。

[4]

的重要原因 。分级产物矿浆浓度分布法计算表
明沉砂口与溢流口直径决定了分级作业的产率 [5]。

1 试验方法

刘洁等 [6] 进行对比试验研究，考察分级溢流粒级

某矿山铅锌矿目前的尾砂分级试验工艺流程

含量、分级效率等指标，确定了与实际生产过程

及取样点见图 1，选厂尾矿进入 Φ 24 m 浓密机脱

相匹配的最佳工艺操作参数。林卫星 [7] 根据充填

水，浓密机底流经高频振动筛隔渣，筛下产物经

需求的分级尾砂最低产率，确定出旋流器工作压

渣浆泵给入到水力旋流器进行分级，溢流部分送

力及沉砂嘴管径。易峦等 [8] 考察了旋流器沉砂口

入 Φ 30 m 浓密机，旋流器的沉砂经陶瓷过滤机过

直径、溢流管直径和溢流管长度等结构参数对沉

滤，溢流返回至 Φ 24 m 浓密机进行再次沉降，Φ

砂浓度的影响。为提高沉砂产率、增加用于充填

24 m 浓密机的溢流流入 Φ 30 m 浓密机沉降，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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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送入圆盘过滤机过滤，滤液送入 Φ 24 m 浓密机

复锥，溢流管直径为 34 mm；新旋流器给矿段为

溢流中。试验过程中，分别在隔渣筛筛下、旋流

碳化硅材质，其装配的锥角为 10 ° 单锥，溢流管

器溢流管及沉砂口处取样，研究旋流器锥角、给

直径为 40 mm。

矿段材质、溢流管与沉砂嘴直径、溢流管长度对

2.2 旋流器锥角试验
根据表 1 新旧旋流器结构参数对比表可知，

铅锌矿尾砂分级沉砂产率的影响，并确定提高铅
锌矿尾砂分级沉砂产率的最佳优化参数。

其旋流器锥角分别为 10°单锥和 9.1°~ 6.8°复锥，
在保证给矿浓度 21%，给矿段选用 SiC 材质，溢
流管长度 285 mm，溢流管直径 20 mm，沉砂嘴直
径 48 mm 的条件下，考察旋流器 9.1 °~ 6.8 °复锥
和 10°单锥对旋流器铅锌矿尾砂分级沉砂产率的影
响，试验结果见表 2。
表 2 9.1~ 6.8°复锥和 10°单锥旋流器对比试验

Table 2 Comparison test of 9.1 ° ~ 6.8 ° compound and 10 °
single cone cyclone
旋流器种类

图 1 旋流器尾砂分级流程图及取样点
Fig .1 Flow chart and sampling point of cyclone tailings

2

结果与分析

9.1 ~ 6.8°复锥

2.1 旋流器结构参数测量

10°单锥

产品名称
沉砂
溢流
给矿
沉砂
溢流

目前生产用的旋流器具有两种结构的溢流管，

浓度 /%
70.27
14.59
21.00
62.08
13.61
21.00

产率 /%
43.56
56.44
100.00
49.37
50.63
100.00

一种给矿段是橡胶材质，一种是碳化硅材质，锥

从查定数据可以发现，10°单锥旋流器试验沉

角分别为 9.1 ~ 6.8°复锥和 10°单锥。对已经解体的

砂产率为 49.37%，相较于复锥，作业产率提高了

两台新旧旋流器进行测量，结果见表 1。

5.81%，这可能是由于锥角会影响物料在旋流器内

表 1 新旧旋流器结构参数对比表

的停留时间，10 ° 单锥角度较大，离心强度高，

Table 1 Comparison of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new and old
cyclone
结构
溢流管直径
给矿段材质
柱体高度
大锥体角度
小锥体角度

旧旋流器
34
橡胶
225
18.5°
复锥
6.8 ~ 9.1°

新旋流器
40
碳化硅
225
19.3°
单锥
10.0°

从表 1 可以看出，已解体的新旧旋流器大锥
体角度相差不到 1°，对旋流器尾砂分级沉砂产率
的影响几乎可忽略不计，其最主要的区别是小锥
体锥角、给矿段材质、溢流管直径的差异，一种
锥角为复锥 ( 锥体外壳为上下两段式 )，一种是单
锥 ( 锥体外壳为一体式 )，测量结果表明：旧旋流
器给矿段为橡胶材质，其装配的锥角为 9.1°-6.8°

能使更多的矿物进入沉砂，因此 10°单锥沉砂产率
比 9.1°~ 6.8°复锥沉砂产率高，相应的回收率也较
高。从而进一步证明 10°单锥对提高旋流器分级沉
砂产率的可靠性。
2.3

旋流器给矿段材质对比试验
取现场 Φ 24 m 浓密机底流经隔渣筛取筛下部

分作为旋流器给矿，保持给矿浓度为 21%，溢流
管长度 285 mm，旋流器锥体结构选择 10°单锥，
溢流管直径 20 mm，沉砂嘴直径 48 mm，考察 SiC
和橡胶两种给矿段材质对铅锌矿尾砂分级沉砂产
率的影响。表 3 为不同工作时间不同给矿材质旋
流器对 Φ 24 m 浓密机底流分级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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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工作时间下不同给矿材质旋流器尾砂分级试验
Table 3
给矿段
材质

SiC

橡胶

Test results of tailing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yclones
in different working hours
工作时间
/h
0
12
24
36
48
0
12
24
36

沉砂浓度
/%
57.00
72.00
62.40
63.67
57.61
75.00
73.20
75.88
47.63
54.17

沉砂产率
/%
49.35
49.80
49.60
48.00
50.67
45.65
42.58
40.98
36.10
28.42

给矿浓度
/%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21.00

由表 3 可以看出，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SiC

2019 年

时，旋流器角锥比为 0.4，旋流器分级沉砂产率为
42.78%，据查，当角锥比为 0.4 时，会有最大的分

级效率值 [11]，本试验在保持角锥比为 0.4 不变的
基础上，按照 1.4 倍的系数同比放大溢流管和沉砂
嘴直径（Du=20 mm，Do=48 mm）后，沉砂产率
提高了 5.41%，溢流管及沉砂嘴直径对旋流器分级
轴向速度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影响空气柱在旋
流器内的稳定性，由此可见旋流器的分级效率、
生产能力、沉砂产率、产物浓度与溢流管及沉砂
嘴直径的大小有密切的关系，试验反映当 Du=20
mm，Do=48 mm 时，能有效提高旋流器尾砂分级
沉砂产率。
2.5 溢流管长度试验

给矿段材质旋流器尾砂分级沉砂产率稳定在 49，

在保证给矿浓度为 21%，旋流器锥体结构为

48% 左右，而橡胶材质旋流器在工作时间为 36 小

10 °单锥，给矿段选用 SiC 材质，溢流管直径 20

时后，沉砂产率为 36.10%，直降 9.55%，到 48 小

mm，沉砂嘴直径 48 mm 下，不同溢流管长度对旋

时后，沉砂产率为 28.42%，且 SiC 材质一直高于

流器分级沉砂产率的影响，试验结果见表 5。

橡胶材质旋流器尾砂分级沉砂产率，经拆卸后发
现，橡胶材质的旋流器给矿段磨损较为严重，这
有可能是由于 SiC 作为给矿段材质具有硬度大、

表5
Table 5

不同溢流管长度下旋流器的沉砂产率

Sediment yield of cyclone under different length of
overflow pipe

溢流管长度 /mm

耐磨、耐热等优点，而橡胶显微硬度低，较易被
磨损，磨损环境对于旋流器分级有较明显的影响。

210

因此，根据试验要求，要保证较高的沉砂产率，
265

旋流器宜采用 SiC 给矿段材质。
2.4 溢流管和沉砂嘴直径试验
在保证给矿浓度 21%，旋流器锥角选用 10 °

285

单锥，给矿段选用 SiC 材质，溢流管长度 285 mm
的条件下，考察旋流器溢流管和沉砂嘴直径同比
扩大 1.4 倍对铅锌矿尾砂分级沉砂产率的影响，其
中 Du 表示溢流管直径，Do 表示沉砂嘴直径。得
到的试验结果见表 4。
表 4

产品名称
沉砂
旧旋流器试验
14
mm，
溢流
（Du=
Do=34 mm）
给矿
同比放大溢流管
沉砂
和沉砂嘴直径试
溢流
验（Du=20 mm，
给矿
Do=48 mm）

浓度 /%
89.53
18.70
21.00
66.03
13.25
21.00
69.08
10.62
21.00
61.09
12.86
21.00

产率 /%
30.30
69.70
100.00
42.16
57.84
100.00
47.92
52.08
100.00
44.23
55.77
100.00

由表 5 中可见，在其他结构参数保持不变的情
况下，随着溢流管长度的增加，沉砂产率随溢流管
插入长度的增加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由 30.30%

溢流管和沉砂嘴直径试验

Table 4 The diameter of overflow pipe and grift mouth test
旋流器种类

305

产品名称
沉砂
溢流
给矿
沉砂
溢流
给矿
沉砂
溢流
给矿
沉砂
溢流
给矿

增加至 47.92% 再减小至 44.23%，溢流管长度为 210

浓度 /%
71.27
14.59
21.00
65.59
13.86

产率 /%
42.78
57.22
100.00
48.19
51.81

mm 时的沉砂产率为 30.30%，长度为 285 mm 时，

21.00

100.00

路流的形成或发展，有利于提高沉砂产率。因此确

从表 4 可以看出，当 Du=14 mm，Do=34 mm

旋流器尾砂分级沉砂产率最高，为 47.92%，而当溢
流管长度再增加时，沉砂产率并没有增大，反而降
低，插入深度为 305 mm 时的沉砂产率为 44.23%，
这可能是由于将溢流管插入旋流器柱段可以避免短
定溢流管在本试验中最佳长度为 28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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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旧旋流器最主要的区别是小锥体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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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85 mm 时，沉砂产率最高。因此确定本试验溢
流管最佳长度为 285 mm。

角、给矿段材质、溢流管直径的差异，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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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矿尾砂分级沉砂产率先升后降，当溢流管长度

Experimental Study on Increasing Sediment Yield of Classified
Tailings in a Lead - zinc Mine
Li Maolin1,2, Li Yun1, Deng Xiaolong1, Jiang Xingke1
（1. School of Resourse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China;2. Changsha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Co. Ltd. ,Changsha, Hunan,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optimal structural parameters of the hydrocyclone, the effects of the
cone angle, the feed section material, the diameters of the overflow pipe and grit mouth, and the length of the
overflow pipe on the graded yield of the tailings of the lead and zinc ore a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how the
change of the grit rate under different cone angle, feed section material, and length of overflow pipe.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10 degrees single cone hydrocyclone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graded yield of
tailings, and the SiC material is less likely to be worn ou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21% feed concentration. And
the graded sedimentation rate of the cyclone is more obviously affected. When the diameter of the overflow
pipe is 20 mm and the diameter of the grit mouth is 48mm, the length of the overflow pipe is 285mm, the
highest rate of cyclone grading is up to 49.37%. This test has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hydrocyclone grading and the mining efficiency of mine.
Keywords: Hydrocyclone; Sediment yield; Structural parameter; Tail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