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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铅锌矿中伴生银回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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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硫化铅锌矿是重要的伴生银矿物来源。综述了近年来国内伴生银矿资源回收利用的研究报
道，从工艺矿物学、选矿工艺以及浮选药剂等 3 个方面进行评述。提出加强工艺矿物学研究，改善
磨浮工艺，提高主金属回收率，使用组合药剂及开发无毒、高效的新型捕收剂，是提高伴生银回收
率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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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f Associated Silver Recovery in Lead-Zinc Sulphide 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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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mplex Nonferrous Metal Resources Clean Utilization, Kunming 650093, China)

Abstract: Lead sulfide zinc sulfide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ssociated silver minerals. The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of domestic associated silver resources in recent years are reviewed,
including process mineralogy technology, mineral processing and beneficiation reagents.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clud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covery rate of associated silver by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process mineralogy, optimizing grinding and floating processes, using combined pharmaceuticals
and developing new nontoxic and efficient coll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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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作为一种重要的贵金属，
具有良好的延展性、
导电性以及导热性等众多优良特性，是经济发展和
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之一。其产品广泛应
用于合金制造、电镀、医疗以及感光材料等领域。
银常常伴生于铅锌矿床中，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 60%
[1]
的银矿资源来自于铅锌矿床 。长期以来，我国对
铅锌矿中伴生银资源的回收利用研究重视程度不
够，导致伴生银的回收利用率较低，资源浪费严重，
与国外伴生银资源回收率在 70%~80%相比，我国还
有不小的差距[2]。因此开展对铅锌矿中伴生银的回
收利用研究，对合理利用银矿资源，促进资源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铅锌矿中伴生银的工艺矿物学、选矿工
艺以及浮选药剂进行评述，并对伴生银回收利用技
术进行展望，为伴生银资源综合回收利用提供借鉴。

1

伴生银资源特点

铅锌矿中银矿物通常以硫化物和硫盐矿物形式
存在，以及少部分独立银矿物。常见的含银矿物有
银锑黝铜矿、硫锑铜银矿、辉银矿、辉铜银矿、深
红银矿、银黝铜矿、硫锑银铅矿等。其主要载体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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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为方铅矿、闪锌矿、黄铁矿、黄铜矿。在铅锌矿
床中银矿物与铅锌矿伴生，主要以类质同象形式赋
存于闪锌矿和方铅矿的晶格中[3]，在回收利用时主
要富集在方铅矿中，另一部分则富集于闪锌矿中。
铅锌矿选矿中往往偏向于对铅锌矿的矿物特征
进行研究，
而对铅锌矿中银的工艺矿物学研究较少。
银矿物的赋存形式有 3 种：一种是一包裹体的形式
存在于主金属矿物内部，一种是存在于主金属矿物
晶界上，另一种则存在于金属矿物与脉石矿物的裂
缝之中[4]。对于含伴生银的铅锌矿选矿，应确定银
矿物的种类，再利用不同银矿物之间的可浮性差异
选择合理的工艺和药剂进行回收利用[5]。

2

伴生银的工艺矿物学研究

伴生银资源回收利用效率不高主要是伴生银的
赋存特征较为复杂，嵌布粒度不均匀，给伴生银矿
物的回收带来不小的困难。因此对银矿物的工艺矿
物学研究对伴生银的综合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聂潇等[6]考察了河南栾川某铅锌矿中伴生银矿
物的赋存状态。研究发现该矿床中银以独立矿物和
类质同象 2 种形式出现，其中独立矿物主要有自然
银、辉银矿以及硫铜银矿，以及银黝铜矿和含银黝
铜矿两种以类质同象形式产出。研究还发现辉银矿
以包裹体形式赋存于方铅矿中，硫铜银矿则分布于
金属硫化物颗粒周围，而自然银分布于脉石矿物的
晶隙间。
秦伟等[7]利用电子探针技术研究了南京某铅锌
矿中伴生银的赋存状态。结果表明方铅矿和闪锌矿
是银的主要载体矿物。其中主要银矿物为银黝铜矿、
辉锑银矿和少部分深红银矿，银黝铜矿和方铅矿以
及闪锌矿共生密切，而辉锑银矿主要是以独立矿石
嵌布于脉石矿物之中或与方铅矿共生 2 种形式存
在。研究还发现银矿物的嵌布粒度较细，应选取合
适的磨矿制度，使含银矿物解离充分，以富集到方
铅矿中，从而提高伴生银的回收率。
朱恩静等[8]研究了湖南黄沙坪铅锌矿中伴生银
的工艺矿物学特征。结果显示含银矿物主要有辉银
矿、银锑黝铜矿、硫锑铜银矿、辉铋银铅矿以及自
然银等，主要载体矿物为方铅矿、闪锌矿以及黄铜
矿。其主要以独立银形式产出，占 94%以上；类质
同象与分散银占 5%左右，这一部分是由于银离子
以类质同象的形式取代铅离子进入方铅矿的晶格中
从而形成的晶格银。研究还发现自然银以及辉银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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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细分散相形式产出，银锑黝铜矿以不规则包裹
体充填于方铅矿裂缝中间，少数具有溶蚀交代方铅
矿现象。硫锑铜银矿呈包裹体存在于黄铜矿中。多
数银矿物粒度大于 2 µm，可以通过磨矿解离富集到
精矿中，而小于 2 µm 的自然银可以在冶炼中回收。
傅贻谟[9]研究发现凡口铅锌矿中的伴生银主要
是银黝铜矿和含银黝铜矿，
约占银矿物总量的 90%，
偶见深红银矿以及脆硫锑铅银矿，银矿物呈包裹体
存在于方铅矿、闪锌矿以及黄铁矿中，亦或存在于
矿物裂隙和界面处。除银黝铜矿粒度较粗外，其余
深红银矿等银矿物粒度较细，细磨浮选时只能解离
少部分银黝铜矿，其余部分则以包裹体和连生体形
式存在于载体矿物中。
王庚辰等 [10] 为了提高甘肃某铅锌硫化矿中伴
生银的回收率，对伴生银工艺矿物学和赋存状态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含银矿物为银黝铜矿，其
次是深红银矿，偶见辉锑银矿。大部分含银矿物呈
乳滴状或不规则粒状粗粒嵌布于方铅矿中或与其他
矿物的间隙处。大多数深红银矿与方铅矿连生，少
部分则嵌布于脉石的裂缝中，这部分属于较难回收
的银矿物。
研究还发现方铅矿是银的主要载体矿物，
在浮选分离过程中，大多数银黝铜矿难以解离，一
般以包裹体或者连生体的形式存在于载体矿物中，
再加上银黝铜矿天然可浮性相对于方铅矿较差，因
此，要提高伴生银回收率不仅需要改善载体矿物的
浮选条件，还应考虑到单体银矿物的浮选性质。
王静纯 [11] 对云南会泽某铅锌矿中伴生银的工
艺矿物学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伴生银以独立银和
含银矿物两种状态存在，其中含银矿物的银以类质
同象的形式进入硫化矿物或者硫盐矿物当中。主要
的含银矿物有含银黝铜矿、含银硫锑铅矿以及含银
辉锑矿等，研究还发现含银矿物主要存在于方铅矿
中或存在于方铅矿与其他矿物的间隙当中。在对原
矿进行金属量平衡计算时发现原矿中 87.84%的银
分布在方铅矿中，11.36%的银分布在闪锌矿中，因
此提高铅锌矿中伴生银的回收率的关键在于提高方
铅矿和闪锌矿的回收率。
付强 [12] 研究了西藏昌都某硫化铅锌矿中银的
赋存状态。研究表明原矿中含银 220 g/t，主要以独
立矿物形式产出，主要为辉银矿，少部分银黝铜矿
则以类质同象形式产出。对原矿中银的物相分析结
果表明，45%的银矿物是以裸露形式存在，其他银
矿物则以包裹体形式存在于硫化物以及褐铁矿中，
还有少部分则存在于硅酸盐脉石矿物中，这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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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矿物一般难以回收，损失于尾矿当中，其余的银
矿物则通过浮选富集到铅精矿中。
大量学者通过对铅锌矿中伴生银的赋存状态研
究发现，大多数伴生银都呈微细粒级分布于方铅矿
和闪锌矿中，与方铅矿和闪锌矿等载体矿物密切共
生。在碎磨过程中难以完全解离得到单独的银矿物，
一般在浮选作业中随载体矿物进入到铅精矿或者锌
精矿中。因此，提高伴生银回收率的关键在于提高
方铅矿和闪锌矿的回收率。在对铅锌矿中伴生银矿
物的赋存特征研究后，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改善碎
磨工艺，从而提高银矿物的回收率。

3

伴生银的选矿工艺研究

随着我国选矿技术的进步，铅锌矿中伴生银的
选矿工艺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罗仙平等 [13] 为了提高某铅锌矿中伴生银的选
矿指标，在低碱的条件下采用抑锌浮铅优先浮选流
程工艺。工艺将银富集到铅精矿和锌精矿中，获得
了银品位 3200 g/t、回收率达到 44.09%的铅精矿，
以及银品位 230 g/t、回收率为 30.97%的锌精矿，大
幅度提高了伴生银的回收率。
余新阳等 [14] 针对江西某伴生银难选铅锌矿进
行了研究。根据原矿性质采用优先选铅，铅尾矿再
选锌，粗精矿再磨，实现锌硫分离的选矿工艺，对
含银 87.30 g/t 的原矿，获得了银回收率 68.60%的良
好指标。
谢雪飞等 [15] 对广东某高硫难选铅锌矿中伴生
银选矿进行试验研究。采用高碱浮选流程以及混合
用药工艺，研究发现在 pH 为 11.5 时，获得了铅精
矿中银品位为 277.5 g/t，回收率 54.46%的较好指标。
周强 [16] 通过对云南某铅锌矿进行工艺矿物学
研究。发现伴生银主要以微细(1 µm 以下)包裹体形
式存在于载体矿物中，采用优先浮选工艺进行实验
研究，用石灰抑制黄铁矿，丁黄捕收铅锌银等矿物，
获得了铅品位 57.33%、铅回收率 94.80%，银品位
2201.72 g/t、回收率 83.14%的优良指标。
刘强[17]针对某高泥低品位铅锌银硫化矿，在原
矿含铅 0.78%以及银含量 9.92 g/t 的情况下，采用铅
优先浮选-锌硫混浮-锌硫分离工艺，将银富集到铅
精矿中。获得了铅品位 63.62%、回收率 88.41%的
铅精矿，以及银总回收率 77.97%的良好指标。
罗科华等 [18] 针对某铅锌矿选厂伴生银回收率
低的问题，决定采用优先浮铅，铅尾矿再选锌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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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流程。通过提高磨矿细度，使伴生银矿物尽可能
解离，在不降低铅精矿品位的前提下，通过降低矿
浆 pH 以及添加选择性捕收剂 BK901C 等工艺处理，
与原工艺相比，伴生银回收率提高了 33%。
王成行等 [19] 对云南某富银多金属硫化铅锌矿
进行了选矿实验研究。根据矿石性质特点，在弱碱
环境下采用一粗、二扫、三精优先浮选工艺流程，
获得铅精矿品位 71.13%、回收率 88.45%，铅精矿
中含银 3384.10 g/t、银回收率 87.25%的良好指标。
王庚辰等 [10] 在对甘肃花牛山铅锌矿进行工艺
矿物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混合用药、适当降
低铅精矿中铅的品位以及粗精矿再磨等措施，大幅
度提高了铅锌矿伴生银的回收率。除此之外，方铅
矿以及闪锌矿等选矿指标也得到了提升。
白秀梅等 [20] 对河南某含银铅锌矿进行选矿试
验研究。根据银的工艺矿物学特征，确定采用混合
浮选工艺流程回收铅锌矿中的伴生银，试验研究表
明混合浮选回收流程与优先浮选工艺流程相比，混
合浮选流程能避免在铅锌分离时造成银矿物的损
失，除此之外混合浮选流程将锌精矿以及黄铁矿流
入到铅精矿中得到铅锌银混合精矿，大大提高了银
的总回收率，同时也简化了工艺流程。研究结果最
终表明铅、锌、银回收率分别提高了 6.88%、17.96%、
21%。
缪建成等 [21] 针对南京某铅锌银选矿厂进行流
程改进。由原工艺中的低碱条件下的优先浮选改为
高碱条件下的电位调控浮选，实践生产表明电位调
控浮选铅精矿品位提高了 8%、回收率提高了 3%，
同时锌精矿回收率提高了 45%。虽然由于在高碱条
件下存在部分独立银矿物受到石灰的抑制作用难以
进入铅精矿中，导致铅精矿中伴生银的回收率有所
下降，但铅精矿中下降的这部分伴生银又流入到了
锌精矿中。因此综合考虑电位调控浮选不仅提高了
精矿品位和回收率，并且降低了选矿能耗，提高了
企业经济效益。
韦振明等 [22] 对云南某铅锌银硫化矿进行分段
电位调控浮选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工艺相比，
分段电位调控浮选不仅能提高铅锌综合回收指标，
而且使铅锌矿中伴生银的回收率提高了 13.43%，取
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覃文庆等[23]针对蒙自铅锌矿，根据硫化铅锌银
矿的浮选性质，开发了一种电位调控浮选工艺。工
艺的主要参数为矿浆电位、pH 值以及捕收剂用量。
以二苯胺-二硫代磷酸为捕收剂，在矿浆 pH 为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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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浆电位 330 mV 的条件下进行电位调控浮选，获
得了铅品位 55%、回收率 86.5%的铅精矿，其中含
银 1800 g/t，银回收率 65%的理想指标。与传统浮
选工艺相比，电位调控浮选技术在提高铅锌矿中伴
生银的综合回收中，
能较好地解决矿物可浮性相近、
矿物间彼此活化相互影响等问题导致的精矿综合指
标不高等问题，同时还具有药剂消耗低的优点，具
有很大的发展前景[24]。
目前伴生银矿物选矿工艺已趋于成熟。在高碱
条件下，通常可以更好的抑硫化铁矿物，提高主金
属的选矿指标，但与此同时亦会对伴生银矿物进行
抑制，导致回收率下降，因此低碱工艺是提高伴生
银回收的有效手段。近年来矿浆电位调控浮选技术
在选矿中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生产过程中具有适
应性强、药剂消耗低等优点，但由于在工业实际生
产过程中难以有效控制矿浆电位，因而在工业中应
用较少。

4

伴生银的选矿药剂研究

伴生银矿物通常随主金属矿物一起回收，常见
的硫化铅锌矿捕收剂有黄药、黑药、乙硫氮、硫胺
酯类和硫醇等。黄药和黑药都是常用的硫化矿捕收
剂，其中黄药对硫化矿的捕收性能要优于黑药，但
黑药具有一定的气泡性能。石灰是铅锌银选矿中常
用的抑制剂，通常用来抑制黄铁矿、雌黄铁矿、白
铁矿等硫化铁矿物，但添加石灰导致矿浆 pH 升高
对松醇油类起泡剂的起泡性能有所影响[25]。氰化物
作为铅锌分离的有效抑制剂，其抑制原理是在闪锌
矿表面生成亲水性薄膜阻止闪锌矿与捕收剂的作
用。由于氰化物属于有毒药剂，会污染环境，因此
大多数选厂都采用无氰工艺。在碱性条件下硫酸锌
是闪锌矿最常用的抑制剂，单独使用时抑制效果不
佳，通常与亚硫酸盐、硫代硫酸盐以及碳酸钠等组
合使用达到对闪锌矿的良好抑制效果[26]。硫酸锌抑
制闪锌矿是通过生成的水解产物吸附在闪锌矿表
面，增强闪锌矿的亲水性。亚硫酸盐的抑制效果主
要是通过亚硫酸根离子的作用而达到对黄铁矿和闪
锌矿的抑制[27]，被抑制后可以通过添加硫酸铜对其
进行活化。也有研究[28]发现二氨锌络合物也可以作
为闪锌矿的抑制剂，主要有二硝基二氨络锌、一亚
硫酸根二氨络锌以及一氰二氨络锌等。
刘望[29]研究了湖南水口山含银硫化铅锌矿，用
苯胺黑药作为方铅矿的捕收剂。研究表明采用苯胺
黑药作为选铅捕收剂有利于银在铅精矿中富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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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号黑药相比，铅精矿品位提高了 1.2%，回收率
上升 0.25%，其中铅精矿中银的回收率提高了 5.8%，
砷含量降低了 0.35%。
周菁等[30]以湖南宝山铅锌矿为研究对象，采用
组合捕收剂 Y-89、乙硫氮、以及 25 号黑药共同配
合使用，用组合抑制剂硫化钠、TJ、硫酸锌和亚硫
酸钠取代氰化钠的使用，采用无氰工艺对铅锌矿选
矿。研究结果表明该无氰工艺取得了理想的指标，
与原工艺相比，铅回收率提高了 5~10 个百分点，
银的回收率提高了 11%。
何晓娟等 [31] 为提高某富银铅锌矿的选矿指标
进行试验研究。采用自行研发的捕收剂 YN-1 选铅，
在磨矿中添加石灰和胶体碳酸锌抑制锌和硫，获得
了品位 47.18%、回收率 73.17%的铅精矿，其中含
银 1684.89 g/t、银回收率 65.05%。与原工艺相比，
银回收率提高了 11%。
孙伟等[32]以云南某难选铅锌银矿为研究对象，
在低碱条件下采用硫化钠作为调整剂，通过添加碳
酸锌和 YZN 抑制闪锌矿，以 BPB 捕收方铅矿，获
得了铅精矿品位 51.90%、铅回收率 82.34%，铅精
矿中含银 1981 g/t、银回收率 80.61%的良好指标。
黄万抚等 [33] 为了改变某富银铅锌矿使用氰化
物实现铅锌分离的现状，采用丁黄、HT 和乙硫氮
作为组合捕收剂，以亚硫酸钠和硫酸锌作为闪锌矿
的抑制剂，石灰作为调整剂。与原用氰化工艺相比，
铅回收率有小幅度提高，其中铅精矿中银品位提高
了 283.15 g/t、银回收率提高了 7.2%，取得了理想
的选矿指标。
张平发等 [34] 为了提高甘肃白银诺尔铅锌矿中
伴生银的回收率，在低碱条件下采用 25 号黑药与丁
铵黑药联合捕收银矿物，采用硫酸锌、亚硫酸钠和
Y-1 组合抑制闪锌矿。研究结果表明，与原工艺相
比，采用新的药剂制度进行浮选回收铅锌银矿，铅
回收率有小幅度提高，银的回收率提高了 7.35%，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杨备等 [35] 为了提高某铅锌矿中伴生银的回收
率进行了试验研究。在低碱条件下采用碳酸钠和硫
酸锌作为组合抑制剂，采用丁黄作为捕收剂，获得
了铅品位 66.37%、回收率 87.31%，银品位 2612.50
g/t、银回收率 81.45%的铅精矿。与原工艺相比，银
回收率提高了 10.02%，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邱乐等[36]对某含银铅锌矿进行浮选试验研究。
采用丁黄和 25 号黑药 1:1 混合捕收，获得了银总回
收率 97.72%的优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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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贺鹏 [37] 针对传统高碱工艺回收铅锌银时由
于伴生银矿物与黄铁矿可浮性相近，易被石灰抑制
导致伴生银回收率不高的问题进行试验研究。在低
碱条件下，采用氯化钙和腐殖酸钠作为黄铁矿的抑
制剂，用硫酸锌抑制闪锌矿，乙硫氮和丁铵黑药作
为铅以及伴生银的捕收剂，试验结果表明与传统高
碱浮选工艺相比，银的总回收率提高了 22.22%。
有研究学者 [38] 用有机抑制剂二甲基二硫代氨
基甲酸酯对闪锌矿进行抑制，在不影响铅锌矿回收
率的情况下，银回收率提高了 9.9%。
彭再华等 [39] 旨在提高锡铁山铅锌矿中伴生银
回收率进行了工业试验研究，添加新型捕收剂酯
-116 和调整剂 T16 强化铅锌银矿的浮选。研究结果
表明铅精矿中银的回收率提高了 1.51%。
杨备等 [40] 在低碱条件下采用碳酸钠和硫酸锌
组合抑制闪锌矿，以乙硫氮作为铅矿物捕收剂，丁
黄捕收锌矿物，获得了铅回收率 85.32%、锌回收率
90.90%以及总银回收率 87.99%的理想指标。
大量研究表明，铅锌矿中伴生银的回收倾向于
在低碱条件下进行浮选回收。由于在高碱条件下石
灰在抑制硫化铁矿物的同时会对含银矿物进行抑
制，导致银回收率不高等问题。国外有研究[41]也发
现混合药剂的吸附特性要优于单一药剂，药剂之间
的协同作用能弥补单一药剂的不足，因此提高铅锌
矿中伴生银的回收率重点在于组合用药以及开发无
毒、高效的新型捕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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