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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河南某金矿属于石英脉型含金矿床,主要金矿物是自然金、金银矿；另有黄铁矿等金属矿物；
脉石矿物主要有石英、长石、绢云母等,金矿物平均粒度为62.37微米,嵌布粒度较粗。尼尔森重选机作
为一种日渐成熟的重选设备,鉴于其较大的富集比、较高的回收率和对环境极其友好,愈来愈得到矿山的
青睐；为此,结合该含金矿石性质特点,开展了尼尔森重选机的相关实验研究,最终获得了金品位为
385.06g/t、回收率为62.21%的重选金精矿,为该矿石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主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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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Nielsen Gravity Separator in Quartz Vein Gold Mine Test
Xingfu Zhu Wenping Zhang
Shandong Gold Mining Technology Co. Ltd. Xuan Ye Lab
[Abstract] A gold deposit in Shandong belongs to Quartz vein type gold-bearing deposit, the main gold
minerals are natural gold and silver-gold minerals, there are a few metallic minerals such as pyrite, the main
gangue minerals are quartz, feldspar, sericite and so on, the average size of gold minerals is 62.37 microns, the
particle size of the cloth is coarse. As a kind of gravity separation equipment, Nelson concentrator is more and
more favored by mines because of its high enrichment ratio, high recovery rate and extremely friendly to
environment, the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Nelson concentrator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gold concentrate with
gold grade of 385.06 G / T and recovery of 62.21% wa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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