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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某高砷高硫型浮选金精矿的金品位为30×10-6%,砷含量为6.2%,硫含量为22.9%。通过工艺矿物
学检测分析可知,该金精矿中的含金矿物主要为自然金和银金矿,含金矿物平均粒径为2.34μm,呈微细
粒浸染状嵌布于黄铁矿与毒砂中。本研究通过一种“超细磨-常压氧化”预处理工艺对该金精矿进行
了预先处理,将金的氰化浸出率由常规浸出的50.7%提高至91.5%,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为该类难选冶金
精矿的绿色、高效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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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ld grade of a high-arsenic and high-sulfur flotation gold concentrate is 30×10-6%, the arsenic
content is 6.2%, and the sulfur content is 22.9%.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process mineralogy, the
gold-bearing minerals in this gold concentrate are mainly natural gold and silver-gold ore. The average particle
size of gold-bearing minerals is 2.34 μm. They are embedded in pyrite and toxic sand in the form of
fine-grained dissemination. in. In this study, the gold concentrate was pre-treated by a "superfine
grinding-atmospheric pressure oxidation" pretreatment process, and the cyanidation leaching rate of gold was
increased from 50.7% to 91.5% of conventional leaching. Effect,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green and efficient use of such refractory metallurgical concent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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