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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Linxi Colliery Washery medium consumption status, and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edium consumption. According to the quality of magnetite powder,
adding method of magnetite, dielectric removal effect of arc sieve, medium draining screen and efficiency of the magnetic separators, the main link and the measure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are put forward to reduce medium consumption. It reduces medium consumption effect and
achieves good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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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了林西矿选煤厂的介耗现状，并分析了影响介耗的几个主要因素。针对磁铁矿粉质量，磁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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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的添加方式，弧形筛、脱介筛的脱介效果和磁选机的分选效率，本文提出了降低介耗应注意的主要环
节和措施，达到了降低介耗的效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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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1.1. 林西矿选煤厂简介
唐山开滦林西矿业有限公司选煤厂(以下简称林西矿选煤厂)是开滦集团公司所属的矿井型选煤厂，始
建于 1939 年，由英国西蒙卡公司设计，设计规模为 1.80 Mt/a，是我国最早建成的选煤厂。由于工艺设备
新老搭接不畅，尤其是煤泥浮选效率低下，洗选效率不高。2010 年，选煤厂进行了多次调研分析，新建
年处理能力 1.80 Mt 的原煤生产系统，采用无压给料三产品重介旋流器和喷射式浮选机为主选工艺，并于
2011 年 3 月一次性投产成功。

1.2. 国内外在降低介质损耗方面所取得成功经验及发展动态
近年来，大型三产品重介质旋流器在国内不断得到推广和应用，然而三产品旋流器选煤面临的一个
突出问题就是介质消耗比较大。当前，国内选煤厂三产品旋流器选煤以应用 325 目规格的介质(Fe3O4)为
主[1]。
磁铁矿消耗量是重介选煤的经济技术经济指标之一，它不仅关系到生产系统的稳定，而且影响全厂
的经济效益。我国选煤厂设计规范规定重介质选煤过程中入选吨原煤的磁铁，矿粉耗量宜控制在下列指
标之内：对于块煤系统 < 1.5 kg；对于混煤系统 < 2.0 kg。
介质消耗控制技术对完善重介选煤理论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大量资料表明，国外先进的重介选煤
技术，与其日趋成熟的介质消耗控制技术不无关系[2]。

1.3. 选题背景
林西矿选煤厂全重介旋流器系统投产后，介质损耗一直居高不下，吨煤介耗达 3~5 kg，不能有效保
证洗煤生产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也增加了洗煤成本，与一流洗选加工基地的标准相去甚远，介耗控
制直接影响洗煤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对于洗煤厂这样的年处理能力 180 万吨的大型企业而言，
介耗每降低零点几公斤，都会给企业带来几十万元及至上百万元的经济效益。所以控制介耗对提高现代
化重介洗煤厂的经营管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2. 影响介耗的因素
影响介耗高低的因素比较多，大体可归为 3 类：介质质量、管理损失、技术损失。

2.1. 介质质量的影响
介质的质量包括：介质的粒度、介质的水分、介质的磁性物含量以及介质磁性的强弱[3]。
我国设计规范规定，用磁铁矿粉作加重质时，密度须在 4.5 g/cm3 左右，对加重质磁性物含量的要求
是：磁铁矿粉磁性物含量需达到规定的 95%以上，−0.045 mm 粒度含量必须达到 90%以上。介质质粒度
越细，重悬浮液密度也越稳定，在重悬浮液中为起稳定作用而掺入的煤泥量也相应减少；介质粒度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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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重悬浮液稳定性变差，为了满足稳定性的要求势必要加大泥质物含量，从而导致旋流器和脱介筛效
率下降，加重质损失明显增大。另外，磁铁矿粉水分对介耗影响也不容忽视。如水分高，会使介质结团
成块，不仅造成加介困难，而且介质进入介质桶后难于分散，造成悬浮液不稳定[4]。
我厂的介质经常出现质量达不到要求、水分过高的现象,如上面所述这种现象会对介耗有很大的影响。

2.2. 管理损失
管理损失比较直观。1)、杜绝计量上的误差。2)、杜绝储运损失。3)、重介系统有压给料，管道的磨
损很大，必须对管道进行周期性的更换，杜绝跑冒漏滴；严防弧形筛、筛子跑粗对磁选机造成堵塞，严
防大块煤和杂物进入主介泵造成事故排料造成介质的流失。

2.3. 技术损失
技术损失是指由产品和磁选机尾矿带走的加重质(磁铁矿粉)之和折合成每吨原煤的介质损失量。技术
损失主要由：介质的添加系统，分流量的控制，弧型筛、脱介筛的脱介效果，稀介质的磁选回收等几个
环节控制。

3. 林西矿选煤厂降低介耗的改造措施
林西矿洗煤厂针对介耗高的情况，对重介系统进行多方面的改造和改进。

3.1. 严把介质质量关
介质质量必须符合工艺要求，磁性物含量大于等于 95%；−0.045 mm 粒度含量必须达到 90%以上，
真比重大于等于 4.5 g/cm3。

3.2. 加强介质的管理
针对冬季生产，介质易冻结成块影响介耗的问题，林西矿选煤厂一方面联系厂家最大限度降低水分，
两一方面完善加介流程。一是将精煤回流合格介质管改为横向水平射流，在管路末端加 90 度弯头，使其
恰好对介质粉进行冲洗，因其回流量大，冲洗压力大，可迅速将电磁起重机添加的介质粉冲洗到筛面以
下，与桶内合格介质悬浮液充分混合，短时间内实现了重介系统介质的有效补加。二是在合格介质桶靠
近介质库侧增设一个与合格介质桶相连通的簸箕，将介质直接添加在簸箕内，司机用水冲入合格介质桶，
增加介质溶于悬浮液的速度，提高悬浮液的稳定性，从而提高旋流器分选效果。

3.3. 提高弧形筛预脱介能力和降低介质损耗
1) 定期清理弧形筛部料箱，保证介质流均匀通过全部筛面，最大限度地提高筛面利用率。
2) 定期翻转，减少筛条局部磨损。
3) 选用材质过硬的弧形筛，保证其使用寿命和使用效果，最大限度地提高筛片利用率。

3.4. 脱介筛喷水系统改造
1) 加装滤水器和检查放料孔，收车时清理可能积聚的煤泥。
2) 更换大口径喷嘴，由 Φ6 mm 增至 Φ10 mm，减少造成堵塞的概率，同时降低磁选机入料浓度，提
高其介质回收效果。
3) 定期检查、清理和更换已坏的喷嘴。
4) 对喷水加压，使压力保持在 0.16~0.21 MPa (约 1.5~2 个大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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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整喷水嘴与筛面物料层距离，使扇形喷水在煤层表面均匀而紧密的分布。
6) 改变喷水角度，由与筛面水平成 90˚改为 120˚ (如图 1)，从而使物料在筛面上翻滚，增加脱介几率。
7) 加强脱介筛布料装置，使物料在筛面上尽量均分布，同时在每道喷水下侧加装阻料板，使物料在
接触喷水时充分翻转，延长淋水时间减少产品带介。
8) 针对矸石脱介筛两道喷水不足的情况，增加一道喷水，提高脱介筛的脱介效果。
9) 选用高效脱介筛筛板，将不锈钢筛板改为聚绝缘质筛板，减少筛板堵塞，提高脱介效果。

3.5. 抓好对损失介质的回收
各洗煤设备要保持液位平衡，尽量减少介质循环量，跑、冒、滴、漏介质要确保进入磁介质的净化
回收系统，杜绝误入煤泥水处理系统。

3.6. 加强磁选机工艺管理
1) 定期清理磁选机入料箱及尾矿槽，及时更换磁选机刮板同时改造磁选机精矿刮料系统，该磁选机
刮板为喷水装置，提高磁选机精矿刮出量。
2) 调节合适的磁偏角，使选别区域最大化，以利于磁性物的充分回收。
3) 每季度进行一次单机检查，保证磁选机的工作效果。
4) 改造磁选机尾矿调节方式，由原来在机箱内垫不同尺寸的中孔胶圈改为自制可调节大小的插板，
保证溢流量占尾矿量的 25%左右，保证磁选机的液位，减少介质损失。

4. 改造效果评价
通过对介质回收系统及设备改进，收到了显著效果，使我厂介耗有了明显的降低，提高了分选精度
和效率。

4.1. 介耗指标
改进方案实施后，三产品重介旋流器分选原煤介质吨耗由 2.5 公斤下降至 1.95 公斤，达到了洗煤行
业先进水平。

4.2. 经济效果评价
4.2.1. 减少了材料投入，降低了洗煤成本
按年入洗 1,200,000 吨原煤计算，325 目介质按目前市场价 900 元/吨，年可节约材料投入
1,200,000 × (2.5 − 1.95)/1000) × 900 = 59.4 (万元)
喷水

喷水

120°

90°

物料

物料

改造前喷水角度

改造后喷水角度

Figure 1. Water spraying angle before and after transformation
图 1. 改造前后喷水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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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提高了精煤回收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提高了 0.5%的精煤回收率，按年入洗 1,200,000 吨原煤计算，年提高精煤产量 0.6 万吨，精煤市场价
按 800 元/吨计算，年可增加经济效益为 480 万元。

4.3. 社会效益
介质消耗的有效降低，减少了介水添加频率和幅度，实现了重介悬浮液体系的介水平衡，仓位和分
选比重趋于稳定、合理，重介悬浮液中非磁性物含量大大减少，操作比重和理论分选比重趋于接近，分
选精度、精煤回收率及分选率大大提高，现场文明生产条件得到彻底改善，产品质量有了可靠的保证，
杜绝了产品质量商务纠纷，精煤产品批合格率达到了 95%以上。为客户树立了良好的商业信誉，不但创
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5. 结束语
近年来，大型三产品重介旋流器在国内不断得到推广和应用，分选技术和工艺日趋成熟，重力选的
精度和效率大大提高。对现代选煤厂而言，提效和降耗是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两个
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相辅相承，互相制约关系。重介质选煤是煤炭洗选加工的重要方法。不断降低重
介质消耗，对选煤生产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在降耗提效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探讨和研
究，提高洗煤厂的经济效益，是我们今后持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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