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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煤泥水处理是选煤厂生产和管理中最重要、最复杂的环节, 涉及到选煤厂的各个环节，直接影响着选煤厂
洗水闭路循环的实现。论文分析表明：煤泥水性质差别很大；煤泥粒度分布、密度大小、矿物组成以及水质硬度、
粘度、PH值直接影响煤泥水性质；粘土类矿物遇水极易泥化且粒度微细，导致煤泥水处理难度加大；凝聚剂和絮
凝剂的混合使用提高煤泥水处理效果；三种浮选流程比较，直接浮选应用广泛。我们要通过加强管理和改善设备
两方面来提高煤泥水处理水平，最终减少清水补充、药剂消耗，保护矿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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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al slime water treat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complex in the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al preparation plant, involving all aspects of the coal preparation plant, and affec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ater closed cycle directly. The analyses show that the properties of coal slime
water are very different; coal slime grain size distribution, density, mineral composition and the water
hardness, viscosity, PH value, affect the slime water directly; clay minerals is vulnerable to mud in
water and its size is fine,so the coal slime water is difficult to treatment; combining usages of coagulants
and flocculants is helpful to the coal slime water treatment effect; by comparing three flotation flows,
direct flotation is widely used. We want to strengthen management and improve equipment to improve
the slime water treatment, and ultimately reduce water supplement, pharmaceutical consumption and
protect the m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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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泥水处理是影响选煤厂生产和实现洗水闭路循环的决定性环节。湿法分选（如重力选、跳汰、浮选
等）需要大量的煤泥水，通常入选1t原煤要使用3m3水[1]。2010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32.4亿t，占世界产量的
63.78%，入选原煤16.5亿t[2]。而我国2/3煤炭资源分布在缺水、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部地区。根据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按照“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 煤炭生产开发的
总体布局，预计到2015年西部煤炭产量将达到20.9亿t，占全国的53%。煤炭资源有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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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加剧。随着采煤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细粒煤和细泥含量越来越大，煤泥水处理难度增大。我国许多
选煤厂的煤泥水难以得到有效沉降[3]。同时，循环水中残留药剂，其外排即浪费资源又污染环境。因此，
煤泥水的有效处理除了影响选煤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外，对节约利用水资源和保护矿区环境也有重要
意义[4]。

1 煤泥水特点及闭路循环等级
选煤厂中煤泥主要分为原生煤泥和次生煤泥，原生煤泥是在开采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次生煤泥是在
煤炭洗选过程中经管道或一些机械搅拌设备粉碎产生的。一般情况下，原生煤泥占入选原煤的10%～20%，
次生煤泥占5%～10% [5]。
煤泥的物质组成变化可能很大（如浮选入料与浮选尾矿，尾煤浓缩机入料与细泥积聚严重的溢流）。
所以，煤泥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它的性质与煤泥水中颗粒数量、粒度分布、密度大小、矿物组成、
pH值以及水的硬度、粘度、密度等有关[6]。

1.1 特点
煤泥包括有机质碳和无机质两部分。由于有机质具有不易泥化和表面疏水的特点，富含有机质的煤泥
水的固液分离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如浮选精煤过滤）。煤中无机矿物质包括粘土矿物（高岭土、水云母、
伊利石、绿泥石、蒙脱石）、硫酸盐（石膏）、碳酸盐（方解石）、氧化物（石英）、硫化物（黄铁矿、白铁
矿和黄铜矿）
、氯化物（氯化钠、氯化钙）。对煤泥水处理影响最大的是粘土类矿物，其次是硫化矿类。
粘土类矿物遇水极易泥化且粒度微细，使得煤泥水的粘度大大增加。粘土矿物作用有三种，吸水膨胀
性，分散呈微米级颗粒存在、表面离子交换吸附。吸水膨胀性对固液分离不构成直接影响，但由于吸水膨
胀便结晶颗粒解离呈微细粒分散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泥化，改变了煤泥水的粒度组成，大大增加了固液分离
的难度。这是造成选煤过程中细泥积聚，尾煤过滤性差的直接原因。表面离于交换吸附改变了水中离子构
成，降低了水的硬度，对煤泥的沉降和过滤也构成极大影响。此外，粘土矿物随水流夹带进入泡沫产品或
在煤粒表面形成覆盖层，导致精煤产品灰分增高。
黄铁矿是煤中硫化矿物的主要组成成分，约占2/3，它的存在影响煤泥的利用价值。
煤泥水水质状况不利于微细颗粒的沉降。难沉降的煤泥水水质状况有三个特点：中性pH值，总离子含
量及水质硬度都较低，这种水质条件使得煤泥水成为分散状态，不利于颗粒的聚沉。正常情况下, 在水的
pH值较低时, 硬度和矿化度越大越有利于煤泥水的沉降[7]。

1.2 煤泥水等级[8]
洗煤厂洗水闭路循环等级：
（1） 一级：煤泥厂内回收，洗水全部复用，事故放水也要复用；选煤清水消耗0.15 m3/t以下。
（2） 二级：洗水全部复用，煤泥采用包括机械化沉淀池在内的设备进行厂内回收，事故放水仍复用；
选煤清水消耗在0.20 m3/t以下。
（3） 三级：大部分洗水回收复用，不污染环境，煤泥用沉淀池、尾矿坝回收。排放水达到国家或地
区环保标准；清水消耗低于0.25 m3/t。

2 煤泥水处理方法
2.1 煤泥水处理技术
2.1.1 混凝技术
利用化学药剂使煤泥水中的悬浮物以较大颗粒或松散絮团的形式沉降的方法称为混凝。混凝包括凝聚
和絮凝。选煤厂通常使用混凝的方法来强化细粒煤泥的沉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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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泥水凝聚原理可以用D.L.V.O.理论来解释。胶体微粒之间存在范德华力和静电力。范德华力是颗粒
间的分子作用能，表现为引力。单分子间的范德华力与间距的六次方成正比，间距增大，分子之间引力减
小。当颗粒的直径很小时，微粒间的引力是多个分子综合作用的结果。静电能主要是由于颗粒接近到一定
距离时，电性相同的微粒产生斥力产生的。由于固体颗粒表面带有剩余电荷，固液界面上存在一定的的电
位差，在颗粒周围形成了双电层结构。范德华力对凝聚有利，静电力对凝聚不利。通常情况下，两者处于
力的平衡。当加入电解质后，电解质在悬浮液中电离出带正电的离子，带正电的离子中和了颗粒表面的电
荷，使得双电层被压缩，降低了电动电位，使得凝聚发生。常用的凝聚剂为阳离子性，如石灰、硫酸铝、
氯化钠、无水氯化钙、三氯化铁、碱式氯化铝等。在选煤厂，合理地选择质优价廉的凝聚剂会对煤泥水的
沉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煤泥水絮凝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向煤泥水中加入各种絮凝剂，使分散颗粒与溶解态絮凝剂间产生固-液相
间的化学吸附、电中和脱稳以及粘结架桥作用，同时在流体力学作用下进行强化脱稳、颗粒间碰撞结合，
从而形成大的絮团颗粒而迅速沉降，达到加速煤泥水澄清的目的[10] 。絮凝剂通常是有机高分子化合物，
它由高分子骨架和活性基因两部分构成。活性基因与颗粒表面通过各种键合作用，产生架桥作用，使得颗
粒与絮凝剂结合。它决定了絮凝剂的键合类型以及键合的颗粒种类（即絮合的选择性）。高分子骨架起到
一种架桥作用，把粘结颗粒的絮凝剂分子联系在一起，形成絮团[11-12]。用高分子化合物进行架桥作用时，
无论悬浮液中颗粒表面荷电状况如何，只要添加的絮凝剂分子具有吸附活性，就可实现絮凝。絮凝剂的使
用量不宜过大。过量的絮凝剂会将颗粒包裹，不利于与其他颗粒作用，减弱絮凝作用。一般颗粒表面半饱
和覆盖时，絮凝效果最佳。絮团具有一定的强度，但强烈搅拌会破碎，而且破碎后不再成团。
通常情况下，凝聚剂和絮凝剂常常配合使用，发挥各自的优点。
2.1.2 磁处理技术[13]
煤泥水磁处理后，抗磁性离子的水合作用减少，离子的疏水性增加，水对离子的附着力减小，悬浮颗
粒的沉降速度增加。磁化过程中颗粒所带电荷量减少，颗粒之间的作用力减少，相互结合的机率增大，形
成大量的聚集颗粒团，，沉淀物的内聚力增加，在重力作用下，能进一步将水分子挤出，使颗粒结合密实
程度增加，所占体积更小。

2.2 煤泥水处理流程
煤泥水处理应从解决煤泥在洗水中循环积聚，解决洗水浓度和粘度入手，实现“煤泥厂内回收，洗水
闭路循环”。按照煤泥水去向（直接入浮还是循环），煤泥水浮选分为：浓缩浮选、直接浮选与半直接浮选。
应该强调指出，煤泥水流程从两方面去评价：① 对可浮性改变及浮性效果；② 煤泥循环系数。
2.2.1 浓缩浮选
浓缩浮选是指全部煤泥水先进行浓缩，底流进入浮选，溢流与尾煤浓缩机溢流共同作为循环水。
优点：可有效调节浮选入料浓度与通过量。缺点：① 细泥循环对重选、浮选及煤泥水处理系统构成
影响。较高浓度煤泥水进入重选作业，恶化了较细物料的分选效果，提高了重选设备的分选粒度上限；降
低煤泥的可浮性、沉降特性和可过滤性；② 细泥循环容易导致细泥积聚，造成不煤泥水得不外排，洗水
系统平衡受到破坏，影响选煤生产的正常进行。因此，该工艺目前推广应用较少[14]。
2.2.2 直接浮选[15]
直接浮选流程是指把全部重选煤泥水直接给入浮选机加以处理，浮选尾煤浓缩机的溢流作为循环用水
的唯一来源。
优点：① 流程简单；② 减少细泥循环与积聚；③ 克服由于长时间滞留造成的煤泥泥化与氧化，提
高煤泥可浮性；④ 由于可浮性改善和低浓度浮选，有效地降低浮选精煤灰分；⑤ 循环水浓度降低以至清
水洗煤，改善了重选及整个煤泥水系统的作业环境，为细粒煤分选以及实现洗水闭路循环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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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浓缩浮选，直接浮选的缺点：入浮浓度低，电耗药耗偏大；浮选机台数多；过程波动大，因此在
实际中要注意控制重选用水量，以确保合适的浮选入料浓度；同时必须在浮选前设置入料缓冲池，以确保
给料的均衡稳定。
2.2.3 半直接浮选
为了发挥浓缩浮选和直接浮选的优点，提出了半直接浮选，其形式上是部分直接浮选，即部分煤泥水
直接进入浮选，部分用作循环水。但从循环角度，由于始终有部分煤泥水循环，该流程实质上等同于浓缩
浮选（只是量上的差别）
。这是该工艺应用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显然，这种流程在实际当中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合理性。同时保证了浮选入料应用浓度，降低了循环水
浓度，兼有浓缩浮选和直接浮选的优点。

2.3 煤泥水浓缩设备
2.3.1 耙式浓缩机
耙式浓缩机（如图1）利用煤泥水中固体颗粒自然沉降来完成对煤泥水的浓缩处理，主要由浓缩池、
耙架、传动机构、给料装置、排料装置等组成。当入料从中心给入后，大部分水流由中心向周边流动。颗
粒在伴随水流运动的同时，受重力作用而下沉，经过连续的沉降浓缩过程，澄清水由周边溢出，高浓度沉
降物由底部排出。
煤泥水沉降浓缩原理：煤泥水首先进入自由沉降区（B区）
，水中的颗粒靠自重下沉至压缩区（D区），
煤浆聚集成紧密接触的絮团继续下降到浓缩物区（E区）
，通过耙子的运转，E区形成一个锥形表面，浓缩
物受到耙子的压力，挤压出部分水分，最后从卸料口排出，成为底流产品。C区为B、D两区的过渡区，一
部分煤粒靠自重下沉，另一部分煤粒受到密集煤粒的阻碍不能自由下降。
给料

澄清溢流

A
B
C
D
E

浓缩物的卸料口

图 1 浓缩机的浓缩过程
2.3.2 深锥浓缩机
深锥浓缩机（如图2）是一种上部圆筒形、下部圆锥形的机体。浮选尾煤给入静态稳流混合器，
在絮凝剂作用下，经稳流器底部进入深锥浓缩机。煤泥水中的大部分水在浓缩机圆筒部分的澄清区内
流向周边溢出，小部分在絮团沉降区内形成小涡流。在机体的圆锥部分即压缩区内，沉淀物在重力
作用下进行压缩，由底流口放出或用泵抽出 [16]。
深锥浓缩机的结构型式与耙式浓缩机相同，差异主要表现在具体尺寸上：① 深锥浓缩机锥角较小，
一般为60°；② 高度与直径之比大。这样，耙式浓缩机以沉降面积大，处理能力大为特色，而深锥浓缩机
则以沉淀空间大，易得到高浓度的沉淀物及清净的溢流水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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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选尾矿
凝聚剂

澄清水

沉淀物

图 2 深锥浓缩机工作原理
（Ⅰ-澄清带；Ⅱ-沉降带；Ⅲ-压缩带）

2.3.3 斜管浓缩机
煤泥水从入料槽均匀进入浓缩机，煤泥水通过斜管时被高效浓缩、结团，结成大颗粒后依靠自
身重力快速沉降至浓缩池底部，靠池底的锥角集中到煤泥坑，由煤泥泵打到下一作业脱水和回收设
备。同时澄清水不断上浮，并收集到溢流水槽，然后集中流入循环水池，循环利用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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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料槽；2-入料调节口；3-池体；4-斜管组件体；5-环形刮泥机；6-煤泥坑；8-集水槽；9-溢流水槽
图 3 斜管浓缩机结构示意图

3 结论
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选煤厂煤泥水的处理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缺乏对煤泥水凝聚规
律、体系性质的深入认识，基础理论的研究也远远地落后于生产实践，因此选煤厂要提高煤泥水处理水平
必须要做到：①加强洗水管理，减少清水用量，保证回收煤泥后的洗水全部循环利用；② 保证设备能力
能满足生产需要，保证煤泥全部机械回收；③ 煤泥水性质检测及加药自动控制，减少药剂消耗，保护矿
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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