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综合利用

第1期
2019 年 2 月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127·

铜冶炼急冷转炉渣与缓冷电炉渣混合浮选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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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云南楚雄滇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急冷转炉渣、缓冷电炉渣混合浮选
进行生产实践，采用二段一闭路破碎，两段连续磨矿，两粗选，两扫选和三次精选工艺。通过采取控制入选品位，
改造渣浮选碎矿系统，改变药剂添加位置及添加比例，优化浮选流程等措施，急冷转炉渣与缓冷电炉渣混合浮
选后获得铜精矿品位为 20.6%，尾矿品位 0.43%，铜回收率达 87% 以上，取得了较好的浮选工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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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火法炼铜工艺中，含铜品位极低的

库存的急冷转炉渣是在高温熔融状态用水急速冷

熔炼炉渣历来是废弃的。随着冶炼技术的不断发

却至室温与缓冷电炉渣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进行浮

展，绝大多数冶炼厂都使用了富氧空气熔炼，使

选。转炉渣急速冷却会使炉渣形成非晶质构造，

一次熔炼的冰铜品位升高，导致了熔炼炉渣中铜

这种非晶质构造会阻止微晶粒析出和迁移聚集 [3]，

损失也增加。这样，大量废弃的熔炼炉渣严重影

进而阻止析出铜粒子的长大，使炉渣中的铜粒子

响了冶炼厂的铜回收率。由于楚雄滇中有色金属

晶粒细而分散，混合后的炉渣容易破碎，但是比

有限责任公司前期生产工艺没有配置铜渣浮选回

较难磨细，即使细磨也很难使其达到单体解离，

收系统，转炉产出的转炉渣倒入铸渣模内用水急

浮选难度较大，导致炉渣中的铜难浮选回收。严

速冷却后存放，转炉渣不返入电炉，转炉渣分解

重影响浮选铜精矿的回收率和品位。为了最大限

破碎后少部分进入艾萨熔炼系统，使得生产成本

度的回收炉渣中的有价金属，必须对不同的冶炼

急剧增加，同时也会造成电炉渣含铜增加，每年

炉渣进行充分、细致的研究，以实现冶炼炉渣的

损失大量铜金属。目前公司库存急冷转炉渣达到

高效综合利用 [4-5]。

30000 t 左右，金属含量约 1400 t，已堆存多年，回

收率偏低，造成大量资金占用。
2014 年公司引进缓冷选矿法（浮选法），此

1

缓冷选矿法工艺流程

1.1 炉渣缓冷

法具有回收率高，电耗少，技术经济指标好等优

电炉渣通过渣溜槽放入渣包内，转炉渣直接倒

点 [1]。铜浮选回收率一般在 90%，铜精矿含铜在

入渣包内，再用专用渣包车运至渣缓冷场冷却，炉

20% 以上，尾渣含铜在 0.3%-0.5% 。因浮选法选

渣经过自然冷却 24 h- 喷淋冷却 24 h- 自然冷却 8 h 后，

铜主要借助硫化铜微细晶粒和铜颗粒两物相与渣

再由渣包车运至翻包平台翻倒至渣堆场准备破碎。

中其他物相表面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来实现渣中

1.2 破碎流程

[2]

铜的回收。浮选效果与渣中铜物相的晶粒有密切

炉渣由移动式的液压碎石机在渣堆场将大块物

关系，在相变温度范围内的缓慢冷却能够促进铜

料破碎到 350 mm 以下的粒度。渣堆场内≤ 350 mm

矿物晶粒的缓慢长大，有利于提升浮选效果。而

的冷却渣用装载机运至原矿仓，破碎采用“二段一

收稿日期：2017-09-20
作者简介：余彬（1986-），男，工程师，主要从事铜冶炼生产工艺技术。

·128·

矿产综合利用

2019 年

闭路”的破碎流程，破碎产品粒度为≤ 2 mm。

压条固定在振动架上确保进入Ⅰ段磨（1# 球磨机）

1.3 磨矿选别流程

矿石粒度达到标准，粒度合格的矿石进入粉矿仓

磨矿采用两段连续磨矿流程，第一段、第二
段球磨分别与螺旋分级机、旋流器组合，进行闭
路磨矿，磨至细度为 -0.05 mm 85% 后进入浮选作

存放，对于不合格的大块矿石重新返回细碎。
2.4 I 段磨矿分级
由于急冷转炉渣硬度高，比较难磨细，在确

业，浮选采用两粗两扫三精流程，得到合格铜精矿。

保入磨粒度的前提下，对入选矿浆细度难控制，

1.4 精矿脱水流程

所以改变钢球的添加型号来改变入选矿浆细度，

铜精矿的脱水采用浓缩过滤二段脱水流程精

确保入选细度达到要求。Ⅰ段磨（1# 球磨机）全

矿含水≤ 12%，精矿成品返回熔炼厂。

部添加型号为 Φ100 mm 的钢球，Ⅰ段磨（1# 球磨

1.5 尾矿脱水流程

机）出来的矿浆经双螺旋分级机分级处理后，粒

尾矿的脱水采用浓缩过滤二段脱水流程，尾
矿含水≤ 12%，尾矿成品外卖。

2 急冷转炉渣与缓冷电炉渣混合浮选
工艺
针对使用缓冷选矿法对急冷转炉渣和缓冷电
炉渣进行混合浮选存在炉渣较难磨细，浮选难度
较大，影响炉渣中的铜难浮选回收等问题。根据
转炉渣急速冷却时晶体形成原理和特性，我们在
现有工艺基础上作如下改变，进行浮选生产试验。
2.1 分拣
急冷转炉渣与缓冷电炉渣必须分开堆放。配
比前将渣中的杂铜、白冰铜分拣出来，防止入选
品位波动大，浮选指标难以控制等情况的发生，
保证浮选出来铜精矿指标的准确性及选矿回收率
的稳定。分拣出来的杂铜和白冰铜返回转炉生产
系统。
2.2 混料
将分拣好的急冷转炉渣与缓冷电炉渣严格按
照 1:1 ～ 1:1.5 的比例范围经过配料后进入粗碎处
理，并根据浮选情况调整急冷转炉渣与缓冷电炉
渣配比。
2.3 粗碎筛分
急冷转炉渣与缓冷电炉渣进行粗碎后筛分。
在破碎系统中，矿石粒度以及处理量直接影响破
碎系统的效率和质量，由于原设计高分子振动筛
筛孔大，筛下矿石粒度大。进入Ⅰ段磨（1# 球磨
机）的矿石粒度较粗，难以磨至炉渣单体解离。
为提高磨矿效果，就必须控制碎矿最终产品粒度。
所以将筛孔尺寸改为 12 mm×12 mm，振动筛通过

度合格的矿液流入沙泵池，粒度较大的矿砂重新
进入Ⅰ段磨形成闭合磨矿处理。
2.5 改变药剂添加比例
在前期的生产实践中，我公司已初步掌握急
冷转炉渣与缓冷电炉渣浮选药剂配比要求，硫化
钠用量 350 ～ 400 g/t，丁基黄药用量 300 ～ 400 g/t，
丁铵黑药用量 70 ～ 150 g/t，2# 油用量 500 ～ 700 g/t。
生产过程中要依据混合急冷转炉渣与缓冷电炉渣
的实际检测结果及浮选情况按相应比例进行调整，
从而提高炉渣铜回收率。
2.6 改变药剂添加位置
药剂在浮选作业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
药剂不充分与矿浆融合，将直接影响到浮选作业
指标，包括回收率、精矿品位、尾渣含铜。现添
加药剂是将药剂添加进搅拌桶内，而搅拌桶体太
深，矿物比重大，整个搅拌桶振动大，在生产过
程中搅拌桶电机多次发热自停，大部分药剂从粗
一第 1 台浮选机被带出，使后面的流程药剂与矿
物作用减弱。所以改变药剂添加点的位置，使药
剂直接加入沙泵池。药剂进入沙泵池后，通过泵
的作用及直径 250 mm 旋流器、球磨机的作用，再
进入浮选。药剂与沙泵池内的矿液提前混合，延
长药剂与矿液的反应时间，使药剂与矿物充分反
应后进入浮选，保证浮选时得到平衡厚实的泡沫
层，提高金属回收率。降低尾渣含铜。
2.7 分级、Ⅱ段磨矿
砂泵池内的矿液进入到 250 mm 旋流器分级处
理后，粒度合格的溢流矿浆进入粗Ⅰ，粒度不合格
的沉砂矿浆进入Ⅱ段磨（2# 球磨机）再磨处理，
为保证磨矿效果Ⅱ段磨内全部添加型号为 Φ60 mm
的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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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 0.6%。

在生产过程中，进入粗Ⅰ前两槽所选泡沫指
#

#

标已达到生产要求，使粗Ⅰ的 1 、2 浮选机刮出
的泡沫直接作为精矿产品进入精矿浓缩池，底部
渣浆进入粗Ⅰ的 3#、4# 浮选机浮选，如果刮出的
泡沫品位达到冶炼要求，可以直接排入精矿浓缩
池内，不达标则进入精Ⅰ继续浮选；粗Ⅰ的 3#、4#

（2）计划尾渣品位≤ 0.97%，实际为 0.43%，
降低了 0.54%。
（3）计划回收率 73.63%，实际为 87%，提高
了 13.37%。

4 结

语

浮选机渣浆溢流到粗Ⅱ内，粗Ⅱ刮出的泡沫流入

（1）从碎矿系统生产情况可以看出，该混合

精Ⅰ内；渣浆溢流进入扫选Ⅰ处理后，上层泡沫

渣进入破碎流程的炉渣粒度较细，容易破碎，碎

返回粗Ⅱ，渣浆溢流进入扫选Ⅱ继续浮选；扫选

矿台效可达到 75 t/h 以上，碎矿台效较缓冷混合渣

Ⅱ刮出的泡沫返回扫选Ⅰ，渣浆直接排入尾矿浓

有较大的提高。

缩池内。

（2）从磨浮系统看，在确保选矿技术指标的

2.9 精选

前提下，该混合渣硬度较大，难磨。若要取得较

精 选 Ⅰ 上 层 泡 沫 进 入 精 Ⅱ 浮 选， 由 于 精 Ⅱ

好的选矿技术指标，必须强化磨矿，控制好进入

所刮出的泡沫品位已能够达到冶炼要求（铜精矿

磨机的碎矿粒度，尽量多碎少磨，让有用矿物充

≥ 20%），精选Ⅱ刮出泡沫直接进入精矿浓缩池。

分单体解离。

根据精矿品位的波动情况，适时开启精Ⅲ，以保

（3）从浮选药剂使用量看，该混合渣比重较

障精矿品位达到冶炼要求。

大，有用矿物沉降速度快，难以上浮。由于急冷

3

转炉渣露天摆放时间较长，粒度小，氧化严重，

生产结果

故硫化钠用量较大。由于急冷转炉渣在当时生产

原计划急冷转炉渣、缓冷电炉渣按 1:1 比例进

铸渣时，结晶长大时间很短，导致 Cu、Au、Ag

行混选，本次实际共破碎原矿 5470 t，其中急冷转

等金属结晶颗粒较小，浮选捕收困难，黑药、黄

炉渣 2945.27 t，缓冷电炉渣 2524.73 t，实际混选比

药等捕收剂用量增加。

例 1:1.17。混合渣浮选生产情况见表 1。

（4）本次急冷转炉渣和缓冷电炉渣混合浮选

表 1 混合渣浮选生产情况

指标较好，为公司解决了“非缓冷渣堆存多年，

Table 1 Flotation production of mixed slags
系统

碎矿

磨浮

指标名称
破碎量
电炉渣
急冷转炉渣
磨浮处理量
电炉渣
急冷转炉渣
原矿金属量
原矿品位
精矿产量
精矿金属量
精矿品位
尾渣产量
尾矿品位
回收率

计划 单位
5000
t
2500
t
2500
t
5000
t
2500
t
2500
t
t
%
t
t
20
%
t
0.97
%
73.63 %

实际
5470
2524.73
2945.27
4628.78
236.46
2492.32
35.88
2.94
574.4
8.36
20.6
3846.25
0.43
87.00

运行时间
72.5 h

一直采用艾萨炉处理，处理量较小，且成本高，
回收率偏低，造成大量资金占用”一大难题。该
急冷转炉渣与急冷电炉渣采用渣浮选处理结束后，

73 h

本次试验计划急冷转炉渣：缓冷电炉渣 =1:1，
实际为 1:1.17。实际碎矿量为 5470 t，磨浮处理量

可为公司产生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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