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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电子探针、
差热 - 热重、岩相分析等多种检测方法, 研究四川广旺含钒高碳石煤中钒
的赋存状态, 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优先选煤的工艺过程. 通过石煤可浮性试验, 评定了该石煤的
可浮性等级及工艺的可行性; 通过浮选参数试验, 系统研究了浮选时间、药剂用量和原料粒度对
浮选过程的影响. 结果表明: 在本研究的工艺条件下, 该石煤浮选效果差, 用常规的浮选工艺很难
达到有效分离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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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cur rence of Vanad ium in H igh C a rbon Stone- C oa l
and P r ior ity of P repara tion P 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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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acu lty ofM ate rial and M eta llu rgica l Engineer ing, Kunm ingUn ive rs 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 ing 650093, Ch ina)

Abstr act: E lectronic probe, DTA -

therma,l fac ie s analysis, and other detection me th ods are adopted to exam2

in e the occurrence of vanad ium in h igh carbon stone- coal ofGuangwang of S ichuan, and then to study the prio r2
ity of the coal preparation process. Through coa l wash ab ility experim ents, the degree of stone- coal wash ability
and feasib ility of th is new method are eva lu ated. The in flu ences of such parameters as flo tation tim e, reagen t dos2
age and gra in size ofm aterial are also made clear. It is shown through th e exper im enta l results tha t this stonecoa l has bad coa l wash ab ility.
K ey w ord s: high carbon stone- coal ore; e lectron ic probe; fac ie s ana lysis; DTA; coa l flotat ion

0引 言
含钒石煤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新型钒矿资源, 主要形成于早寒武纪地层

[ 1]

. 据煤炭科学研究总院西安

分院的资料, 主要分布于浙江、安徽、江西、
湖北、
湖南、
广西、贵州、
陕西等 8个省的石煤矿中, 蕴藏了 1118
[2- 3]
亿 t的钒, 为钒钛磁铁矿中钒总储量的 7倍
. 目前, 石煤综合利用主要是在发电、提炼稀有金属、农肥
和建筑材料等方面. 在充分利用石煤低热值能源的同时, 研究提取钒及其伴生元素, 不但可以提高石煤的
利用价值, 而且可为我国国民经济建设提供更多急需的金属材料

[ 4 - 6, 10]

.

四川广旺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石煤资源. 初步调查表明, 该地区石煤主要矿层中 V 2O 5 的百分含量可高
达 01% ~ 112% , 粗略估计储量在 2 000万 t以上, 具有很大的工业开发利用价值

[ 7- 8]

. 本文针对该地含钒

高碳石煤, 进行了选煤富集的探索性研究. 该石煤的传统处理方法是作为当地电厂的动力燃料燃烧, 煤灰
经收集后提钒. 该工艺对可燃体利用率低, 燃烧系统负荷高, 环境污染大. 本研究试图使原料先经选别作业
将煤和矸石分离, 得到质量较高的煤同时使钒得到富集, 有利于下一步的浸出, 实现含钒高碳石煤的综合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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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矿物学分析
1. 1 试验矿样的多元素化学分析
对来自广旺的石煤原矿经缩分取样后研磨至 01074mm 100% 进行多元素化学分析, 结果如表 1和表 2.
表 1 试验矿样的多元素化学 分析
T ab. 1 T he ana lysis r esults of m a in chem ica l com ponen ts of m a ter ia l com posit ion
成分
含量
/%

V2 O5

S iO2

A l2 O3

M gO

CaO

1. 01

Na2 O

P2 O5

M nO

总碳

32. 50

7. 71

0. 64

FeO

K 2O

F e2 O 3

0. 13

0. 12

0. 17

0. 029

38. 51

TF e

S

T iO2

1. 09

1. 12

2. 63

Zn

固定碳

烧失量

2. 69

4. 51

0. 27

0. 11

36. 36

51. 72

该石煤含钒为 0157%, 折合为 V2 O5 含量为 1101% ,
具有工业开采价值. 固定碳含量 36136% , 远高于
石煤平均含碳量 8% ~ 12% , 属高碳石煤. 原料中
灰分含量高达 48128% , 而国内选煤厂处理的原
煤灰分含量一般都低于 30% , 目前很少有对该类

表 2 试验矿样有害元素化学分析
T ab. 2 T he ana lysis r esults of c ha rm fu l chem ica l
com pon en ts of m a ter ia l com position
Pb

成分
含量 /%

Cd

Ni

0. 000 4 0. 048 0. 11

TC r

C r6+

0. 14 痕量

As
0. 061

石煤的处理方法.
1. 2 试验矿样的镜下特征
对试验矿样进行了岩相分析, 并对主要物相进行扫描电镜成分分析, 其结果为: 原矿以炭质为主, 次为
石英、硅铝酸盐相、
硫化铁等构成. 炭质以片状结构为主, 次为粒状及丝状结构, 其间被大量石英、
硅铝酸盐
相、
硫化铁等填充. 石英呈粒状, 其颗粒大小悬殊较大, 炭质密集区中的石英颗粒较细, 一般粒径在 01005
mm左右, 大者可达 0101 mm 以上, 从电镜分析表明该相不含 V. 硅铝酸盐相呈不规则粒状, 填充在石煤密
集区中, 其晶粒较细, 一般粒径在 01005 mm 以上, 从电镜分析表明 V 主要分布于此相中. 硫化铁呈大小粒
状, 弥散分布为主, 从扫描电镜成分分析可知: 以 S为 39169% 、F e为 36170% 等元素构成, 但以 S为主. 值
得注意的是: 大块样品硅铝酸盐相较小块样品多, 则石英较少. 样品特征见图 1、
图 2.

1. 3 试验矿样中钒的价态及物相分析
试验矿样通过电子探针分析钒的价态及钒物相, 分析结果如表 3、表 4.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 石煤中
[ 4]

钒大多数是以三价的形式存在, 少数以四价和五价的形式存在 . 从表 3中可以看出钒主要是以三价的形
式存在, 其次是以四价和五价的形式存在. 该地区中钒主要以三种形式存在: ( 1)钒呈 V (Ó)类质同相取代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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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矿物中的其他三价离子或以分散形式分布在粘土矿物里, 其中以伊利石最为常见, 是石煤中钒赋存的最主
要矿物; ( 2)以单矿物形式存在, 但含钒单矿物在石煤中含量很少; ( 3)呈金属有机络合物形式存在
从表 4可以看出钒主要存在于云母类
矿物中, 其次为难溶硅酸盐中, 在氧化铁及
粘土中含量较少. 钒在云母类矿物中以三
价钒替代三 价铝等进 人硅酸盐 矿物晶格
中, 即类质同相置换; 在氧化铁和粘土中,
钒是一种混合物, 以吸附为主; 难溶硅酸盐
主要为电气石类和石榴石类, 它们属于岛
状硅酸盐矿物, 在岛状硅酸盐矿物中钒是
以类质同相替代的形式存在且更加稳定 .
1. 4 试验矿样的差热 - 热重分析
取原矿样 20mg( 01074 mm100% ), 在
氮气保护气氛中进行差热 - 热重分析, 分
析曲线见图 3.
从图 3看出, 在所测温度范围内, 该石
煤矿的 TG 曲线呈不 断下降的 趋势, 有 5
个失重台 阶. 前 3 个台 阶的失 重分别 为

[ 7]

.

表 3 试验矿样钒价态分析
Tab. 3 The ana lysis of va len ce of vana d ium in m a ter ia l
钒价态

项目

V 3+

V 4+

V 5+

总钒

钒含量 /%

0. 292

0. 105

0. 163

0. 560

占有率 /%

52. 14

18. 75

29. 11

100. 00

表 4 试验矿样钒物相分析
Ta b. 4 Th e a na lysis of pha se of vana dium in m a ter ia l
钒物相
项目

氧化铁及

云母类

难溶硅 酸

总钒

粘土中钒

矿物中钒

盐中钒

钒含量 /%

6. 43

55

38. 57

100. 00

占有率 /%

0. 036

0. 308

0. 216

0. 56

1172% , 0189% 、2130% , 这可以解释为在
600 e 以前, 失重主要是脱出矿物表面和
层间吸附水所致, 该层间吸附水包括层间
自由水和层间结合水 (或称层间结晶水 );
而 600 e 以后主要是结构水 ( OH - )的脱
出. 整条 TG 曲线没有明显的失重台阶, 而
与之对应的 DTA 曲线则是一条平滑的曲
线, 没有出现明显的吸 热谷和放热峰. 在
815 e 左右, 有一微弱的吸热谷, 这是硅酸
盐相开始分解吸热所致. 从 100 e 左右开
始, 呈现一种逐渐放热 的趋势, 脱 水及时
没有呈现吸热谷, 可能是被放热效应所掩
盖, 从而整体上呈现放热趋势.

2 优先选煤
2. 1 试验药剂及装置
捕收剂: 0#柴油 (化学纯 ); 起泡剂: 2#油 (化学纯 ); 调整剂: 碳酸钠 (分析纯 ); 分散剂: 硅酸钠 (分析纯 ).
试验使用: XFD - 0. 5型单槽式浮选机; 微量注射器 (容量: 1 mL, 分度值: 0102 mL).
2. 2 试验原理及方法
浮选就是利用矿物表面化学性质上的差异, 并借助于浮选药剂的作用而将矿物分离. 固体矿物颗粒和
水构成的矿浆首先在搅拌槽内用适当的浮选药剂进行调和, 必要时还要补加一些清水和其它工艺的返回
水 (如过滤液 )调配矿浆浓度, 使之符合浮选要求. 用浮选药剂调和矿浆的主要目的是使欲浮的矿物表面
增加疏水性 (捕收剂和活化剂 ), 或使不易浮的矿物表面变得更加亲水, 抑制它们的上浮, 或促进起泡的形
成和分散. 调好的矿浆被送往浮选槽, 矿浆和空气被旋转的叶轮同时吸入浮选槽内. 空气被矿浆的湍流运
动粉碎为许多气泡. 起泡剂促进了微小气泡的形成和分散. 在矿浆中气泡与矿粒发生碰撞或接触, 并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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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疏水性差异决定矿粒是否在气泡表面发生附着. 结果, 表面疏水性强的矿粒附着到气泡表面, 并被气泡
携带升浮至矿浆液面形成泡沫层, 被刮出成为精矿; 而表面亲水性强的颗粒不和气泡发生粘附, 仍然留在
矿浆中, 最后随矿浆流排出槽外成为尾矿.
试验方法按照 GB4757- 845选煤实验室单元浮选试验方法 6分别进行石煤可浮性试验和石煤浮选参
数试 验. 通 过 可 浮 性 试

表 5 粒度实验方案

验, 了解原生石煤的可浮
性等级; 通 过浮选试 验,
分析浮选时间、
浮选入料
粒度和浮 选药剂用量对

T ab. 5
样品
粒度 /mm
浮选时间 /s

0601

The pr ogramm e of gr anu la r ity exper im en ts
0602

01 057~ 01074
60

0603

0604

01 044~ 01 057

120

60

120

0605

0606

0607

01038~ 01 044
60

120

0608

01 038
60

120

于浮选结果的影响.
2. 3 试验结果与讨论
2. 3. 1 粒度的影响
按照表 5中方案进行粒度试验, 结果分析如图 4、图 5.

图 4、
图 5均反映了随着粒度减小, 精煤中固定碳含量较尾矿中变化大, 固定碳和钒的分离效果相对
较好. 但由于细粒矿泥的影响, 浮选效果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2. 3. 2 时间的影响
取一定量的 原料, 在粒度 01147 mm 100% 、煤浆浓 度
100 g/L、
捕收剂 3 000 g / t- 干煤、起泡剂 700 g / t- 干煤、叶
轮转速 2 500 r/m in的条件下, 变动浮 选时间 90、105、120、
135、150、165 s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如图 6.
由图 6可以看出, 随着浮选时间的 延长, 精煤产率增
加并逐渐趋于定值, 主要是因为可浮性煤质含量一定, 浮
选一定时间后绝大部分可浮性煤质浮起. 当精煤产率达到
最高的 72101% 时, 精煤中固定碳的分布也达到了最大的
77119% , 但仍然有 22181% 分布在尾矿 中, 说明在该试验
条件下, 有一部分碳被亲水性物质包裹, 使其整体表现出
亲水性, 也有可能是有机碳颗 粒表面被氧化以 及表面物理化 学性质改变
浮起.

[ 11- 12 ]

, 表现出了亲 水性, 很难

2. 3. 3 药剂用量的影响
取一定量的原料, 在粒度 01147mm 100% 、
煤浆浓度 100 g/L、
叶轮转速 2 500 r /m in 条件下, 改变起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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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和捕收剂用量及浮选时间, 分析结果如图 7.
在图 7中, 曲线 1药剂用量为起泡剂 200 g / t- 干
料, 捕收剂 1 000 g / t- 干料; 曲线 2药剂用量为起泡剂
360 g/ t- 干料, 捕收剂 2300g / t- 干料; 曲线 3药剂用
量为起泡剂 360 g/ t- 干料, 捕收剂 3 300 g / t- 干料.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药剂用量增大, 精煤产率逐渐增
加的特征; 精煤中固定碳含量总体上随药剂用量的加
大而提高, 尾矿中固定碳含量则随药剂用量增加而降
低, 说明增加药剂用量对碳质成分在精煤中的富集是
有益的.
2. 3. 4 煤泥可浮性
参照 5煤炭可浮性评定标准 6 ( MT /
T259- 1991), 对该 石煤可 浮性等 级评
定, 结果如表 6.
如表中 所 示, 精煤 中 灰 分 控 制 在
43180% 时, 可燃 体回 收率 为 38184% ,
低于 40% , 精 煤中灰分控制在 43136%
时, 可燃体回收率为 30. 17% , 该石煤属

表 6 精煤可燃体回收率 (单位: % )
Tab. 6
样品

The r ecovery r a tio of clean com bu stib le( unit: % )
入料

精煤

精煤

可燃体

灰分

灰分

产率

回收率

1

48. 71

43. 36

27. 32

30. 17

2

48. 71

43. 80

35. 45

38. 84

极难选煤.

3结 论
通过石煤可浮性试验及浮选参数试验, 得到了如下结论:
( 1)从价态分析和物相分析可以看出, 四川广旺含钒高碳石煤中钒主要以三价形式赋存于云母类矿
物和难溶硅酸盐中.
( 2)本试验处理石煤属极难浮煤. 在本研究的工艺条件下, 该石煤浮选效果差, 用常规浮选工艺很难
达到有效分离碳的目的.
( 3)碳和钒均能够在精煤中富集, 但富集比很低. 矸石同样以很低的富集比在尾矿中富集. 碳、
钒以及
矸石三者的分离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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