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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勘查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矿产勘查工作中，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的目的任务与基本原

则、试验研究程度分类、试验研究程度要求及试验研究相关事项等。 

本标准适用于固体矿产勘查各阶段的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可作为固体矿产勘查设计、

成果验收及矿产资源评价的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908  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GB/T 25283  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 

GB/T 33444  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 

DZ/T 0130.16  地质矿产实验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 第16部分：实验室样品副样保存 

GB/T 11822  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  experimental study on ore performance of processing technique 

为查明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而开展的试验研究，通常包括工艺矿物学研究、金属矿和部分非金属

矿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含物料准备、物理选矿试验研究、化学选矿试验研究等）、部分非金属矿物

化性能测试研究等。 

3.2  

易选矿石  easy processing ore 

通常是指矿物组成简单，影响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指标的矿物可选性好、工艺粒度较粗、嵌布关

系简单，矿石加工选冶工艺流程简单，主矿产回收率高的矿石。 

3.3  

较易选矿石  ore with medium difficulty to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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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指矿物组成较复杂，影响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指标的矿物可选性好或较好、工艺粒度较细、

嵌布关系较复杂，矿石加工选冶工艺流程较复杂，主矿产回收率较高的矿石。 

3.4  

难选矿石  difficult processing ore 

通常是指矿物组成复杂，影响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指标的矿物工艺粒度细或较细、嵌布关系复杂，

矿石加工选冶工艺流程复杂，主矿产回收率一般较低，或工业利用存在技术经济难题的矿石。 

4 目的任务与基本原则 

4.1 目的任务 

规范矿产勘查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明确矿产勘查各阶段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

验研究程度的基本要求，为评价试验研究成果能否满足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要求提供依据。 

4.2 基本原则 

4.2.1 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求。 

4.2.2 推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促进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4.2.3 试验研究程度与地质勘查工作程度相适应，符合地质勘查工作要求。 

5 试验研究程度分类 

5.1 工艺矿物学研究 

5.1.1 基本研究 

查明矿石的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结构构造，加工选冶的目的矿物嵌布特征、工艺粒度等矿物学特

征；查明有用、有益、有害组分的赋存状态，必要时对加工选冶的主要目的组分进行平衡配分；结合矿

石加工选冶试验进行产品检查。 

5.1.2 详细研究 

查明矿石的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结构构造，重要矿物的嵌布特征，加工选冶的目的矿物工艺粒度

等矿物学特征；查明有用、有益、有害组分的赋存状态；对加工选冶的主要目的组分进行平衡配分；对

选冶流程产品进行系统考察，查明有用、有益、有害组分在加工选冶过程中的分布规律，评价综合回收

利用情况。  

5.2 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 

5.2.1 可选性试验 

利用实验室规模的设备，结合工艺矿物学研究，采用可工业应用的工艺流程进行试验研究，初步判

断矿石的可选性及主要有用组分的可利用性。 

5.2.2 实验室流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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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选性试验的基础上，结合工艺矿物学研究，进行工艺条件、流程结构及开路、闭路流程试验，

评价主要有用组分的可利用性、伴生组分的综合回收及有害组分去除的可能性，择优推荐工艺流程和工

艺条件。 

5.2.3 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 

利用实验室扩大连续或扩大的设备，对实验室流程试验推荐的工艺流程，进行扩大连续试验或扩大

试验。扩大连续试验小时处理能力一般为50kg以上，扩大连续试验应在动态中实现工艺流程试验条件的

稳定，达到动态平衡后，应稳定运行24~72h。无浮选工艺的易选矿石一般为24h以上；有浮选工艺的易

选矿石和较易选矿石一般为48h以上；难选矿石一般为72h以上。扩大试验规模应为实验室流程试验的10

倍以上，且不低于相同工艺、相同条件下进行5组平行试验或5个周期的试验。 

5.2.4 半工业试验 

利用专门试验厂（车间），在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的基础上，按生产操作状态进行工业模拟试验。

达到动态平衡后，连续运转时间一般应不少于7d，对重选、磁选等无返回作业的工艺流程，连续运转时

间不少于3d。不能连续的周期性试验应不少于10个周期。 

5.2.5 工业试验 

利用现有生产车间或生产型设备，进行局部或全流程的生产试验，达到动态平衡后，连续运转时间

一般应不少于15d。不能连续的周期性试验应不少于15个周期。 

5.3 非金属矿物化性能测试研究 

5.3.1 初步测试研究 

根据矿石可能的工业用途，初步查明相关的物化性能，为评价矿石是否可作为工业原料提供初步依

据。 

5.3.2 基本测试研究 

基本查明矿石、加工产品的物化性能，为评价矿石工业用途提供依据。 

5.3.3 详细测试研究 

详细查明与矿石、加工产品工业用途相关的物化性能，为推荐产品方案提供依据。 

6 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6.1 基本要求 

6.1.1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取决于不同的勘查阶段、矿石加工选冶难易程度、矿产

资源储量规模等，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按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执行。

矿产勘查各阶段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见附录A。 

6.1.2 遵循GB/T13908关于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的规定。在对主矿产进行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试验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共生、伴生矿产综合评价工作。共生、伴生矿产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

度要求按GB/T 25283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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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部分非金属矿除进行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外，还应结合不同工业用途，并关注新材料、新能源

的利用方向，开展相应的物化性能测试研究。常见工业用途的物化性能测试项目参见附录B；部分非金

属矿不同产品用途物化性能测试项目参见附录C。 

6.1.4 矿山采矿许可范围外深部、边部勘查区新发现矿体的，应根据矿石工艺矿物学研究成果与生产矿

山相关资料进行比对分析。若矿石性质总体一致、能利用已有加工选冶设施处理矿石的：普查阶段或小

型资源储量规模的，可进行类比研究；大、中型资源储量规模的，应采用矿山现行加工选冶工艺流程进

行实验室验证试验，必要时进行可选性试验研究。若矿石性质总体不一致的，则应按照不同勘查阶段要

求，开展相应的试验研究工作。 

6.1.5 供矿山建设设计的，不论资源储量规模大小，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原则上应达到勘探

阶段相应程度要求。 

6.2 基本程序 

6.2.1 了解所处矿产勘查阶段的目的任务。 

6.2.2 收集矿产勘查资料，了解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石性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以及类似矿产的工

业利用情况，初步拟定矿石加工选冶难易度。 

6.2.3 结合勘查阶段的任务、矿石加工选冶难易度及矿产资源储量规模，拟定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程

度及试验规模。 

6.2.4 结合矿产勘查资料及现场实际情况，编制采样设计，采集代表性试样。 

6.2.5 开展工艺矿物学研究和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对部分非金属矿需开展物化性能测试研究。根据

主要研究成果，全面分析评价初步确定的矿石加工选冶难易程度的合理性。若初步确定的矿石加工选冶

难易程度不合理，应根据附录A的相关规定，调整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程度。 

6.2.6 编写试验研究报告，提交试验研究成果。 

6.2.7 原始资料归档与试验副样及试验产品保存。 

6.3 普查阶段 

6.3.1 易选矿石和中、小型资源储量规模的较易选矿石，在工艺矿物学基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类比研究，

或初步测试矿石物化性能，初步判断矿石的可利用性。对新类型矿石，应进行工艺矿物学基本研究、可

选性试验和（或）物化性能初步测试研究。 

6.3.2 难选矿石和大型资源储量规模的较易选矿石，应在工艺矿物学基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可选性试

验或物化性能初步测试研究；大型资源储量规模的新类型矿石和难选矿石，必要时应在工艺矿物学基本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或物化性能基本测试研究。 

6.4 详查阶段 

6.4.1 小型资源储量规模易选矿石，在工艺矿物学基本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类比研究，或物化性能基本

测试研究。必要时应进行可选性试验。 

6.4.2 大、中型资源储量规模易选矿石和中、小型资源储量规模较易选矿石，应在工艺矿物学基本研究

的基础上，进行可选性试验或物化性能基本测试研究，必要时应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 

6.4.3 大型资源储量规模较易选矿石或中、小型资源储量规模难选矿石，应在工艺矿物学基本研究的基

础上，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或物化性能基本测试研究。 

6.4.4 大型资源储量规模难选矿石，应在工艺矿物学详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或物化性

能详细测试研究，必要时应进行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 

6.5 勘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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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小型资源储量规模易选矿石，应在工艺矿物学详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可选性试验或物化性能详

细测试研究，必要时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 

6.5.2 大型和中型资源储量规模易选矿石、中型和小型资源储量规模较易选矿石、小型资源储量规模难

选矿石，应在工艺矿物学详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或物化性能详细测试研究。 

6.5.3 大型资源储量规模较易选矿石，应在工艺矿物学详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室流程试验或物化

性能详细测试研究，必要时开展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 

6.5.4 大型和中型资源储量规模难选矿石，应在工艺矿物学详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验室扩大连续试

验或物化性能详细测试研究。大型资源储量规模难选矿石必要时可进行半工业试验或工业试验。 

6.5.5 结合矿山建设设计有关要求，对矿石破碎磨矿性能进行相应的功指数测定、可磨度测定、磨蚀指

数试验、自磨介质性能试验、磨矿方法及磨矿流程等的试验研究。 

6.5.6 需进行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但样品采集确有困难的，可只开展实验室流程试验研究，但应对样品

的代表性、试验研究成果应用的可靠性进行专门评述。 

7 试验研究相关事项 

7.1 类比研究应从矿石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结构构造、加工选冶的目的矿物嵌布特征等方面与同类型

矿石比较，对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进行评述，必要时进行验证试验。 

7.2 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样品的采集应考虑矿石自然类型、工业类型、品位变化等，并采集围岩、夹

石样品，保证样品的代表性。作为矿山建设设计依据的，应考虑开采方式、分采分选等要求。试验样品

采集要求参见GB/T 33444。 

7.3 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样品采集重量应考虑试验研究程度、试验研究规模、加工选冶的主要目的矿

物含量、加工方法与工艺、伴生组分可回收状况等，其最小重量应满足公式Q=Kd
2
的要求（其中Q表示代

表性试样的最小重量，kg；d表示矿样中最大颗粒粒径，mm；K表示与矿石性质相关的系数，根据均匀性

不同，取值范围为0.05~1，除贵金属外，一般在0.02~0.5之间，最常用的为0.1~0.2），试验备样的重

量应为试验使用样品重量的1倍以上。 

7.4 根据试验研究任务和矿石性质，制定试样的破碎缩分流程，制备代表性试样。需配制混合试样时，

矿石配制比例应与所代表矿体（层）中各类型、品级矿石量比例一致，并考虑开采时的贫化影响。 

7.5 试验过程、工艺参数及相关情况应及时记录；试验中使用的设备和药剂应标明主要参数和来源；原

始记录应数据真实、记录完整、字迹清楚，并妥善保存。 

7.6 作为矿山建设设计依据的，应测定原矿的密度、松散堆积密度、硬度、可磨度、安息角、摩擦角、

含泥量、含水率等；对于含泥量高的矿石，进行洗矿实验；对精矿、尾矿进行沉降性能试验；应对尾矿

进行毒性浸出鉴别试验；提出尾矿处理建议。 

7.7 实验室流程试验规模以上的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应进行选矿废水处理和回用试验，提出选矿废

水处理建议。 

7.8 推荐的工艺流程应有完整的数质量流程图，连续试验应有矿浆流程图。 

7.9 推荐的工艺流程使用药剂的，应估算药剂成本。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及以上规模的（或详细物化性

能测试）试验研究，应进行初步技术经济分析。 

7.10 按照 DZ/T 0130.16，对试验副样及试验产品进行整理、入库保存。 

7.11 按照 GB/T11822，将全部技术资料，包括项目合同（协议书、任务书）、采样设计或采样说明、试

验研究实施方案、原始试验记录、测试报告、试验研究报告、评审（验收）意见等，整理、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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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矿产勘查各阶段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矿产勘查各阶段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见表A.1。 

表A.1 矿产勘查各阶段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试验研究程度要求 

勘查

阶段 

矿石加工难

易程度 

矿产资源储量

规模 

工艺矿物

学研究 
矿石加工选冶试验研究 

物化性能测试

研究 
备注 

普查

阶段 

易选矿石 大、中、小型 基本研究 类比（可选性试验*） 初步测试研究 *新类型矿

石，必要时 

较易选矿石 
中、小型 基本研究 类比（可选性试验*） 初步测试研究 

大型 基本研究 可选性试验 初步测试研究  

难选矿石 

大、中、小型 基本研究 可选性试验 初步测试研究  

大型 基本研究* 实验室流程试验* 基本测试研究* 
*新类型矿

石，必要时 

详查

阶段 

易选矿石 
小型 基本研究 类比（可选性试验*） 基本测试研究 *必要时 

大、中型 基本研究 可选性试验（实验室流程试验*） 基本测试研究 *必要时 

较易选矿石 
中、小型 基本研究 可选性试验（实验室流程试验*） 基本测试研究 *必要时 

大型 基本研究 实验室流程试验 基本测试研究  

难选矿石 

中、小型 基本研究 实验室流程试验 基本测试研究  

大型 详细研究 
实验室流程试验(实验室扩大连

续试验*) 
详细测试研究 *必要时 

勘探

阶段 

易选矿石 
小型 详细研究 可选性试验（实验室流程试验*） 详细测试研究 *必要时 

大、中型 详细研究 实验室流程试验 详细测试研究  

较易选矿石 

中、小型 详细研究 实验室流程试验 详细测试研究  

大型 详细研究 
实验室流程试验（实验室扩大连

续试验*） 
详细测试研究 *必要时 

难选矿石 

小型 详细研究 实验室流程试验 详细测试研究  

大、中型 详细研究 
实验室扩大连续试验（半工业试

验或工业试验*） 
详细测试研究 

*矿产资源

储量规模为

大型的，必

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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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非金属矿常见工业用途的物化性能测试项目 

非金属矿常见工业用途的物化性能测试项目见表B.1。 

表 B.1  非金属矿常见工业用途的物化性能测试项目 

工业用途 测试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磨料原料 硬度、化学成分、磁性物含量、矿物杂质含量 

陶瓷原料 化学成分、细度、白度（烧成白度） 

水泥原料 化学成分、易磨性、易烧性 

砖瓦原料 化学成分、粒度、可塑性 

天然集料 含泥量、有害物质含量、坚固性、级配、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空隙率、碱集料反应 

电子及光学原料 导电性、光泽、折光率、发光性、比热容 

肥料原料 吸氨量、干燥失重、重金属含量、细度 

填料 白度、细度、化学成分、分散沉降物含量、吸油量、水溶物、水萃物(pH 值) 

过滤物质或矿物

吸附剂 
活性度、游离酸、过滤速度、堆积密度、重金属（Pb）含量、As 含量 

铸型原料 化学成分、最大含泥量、粒度组成、细粉含量、湿压强度、吸蓝量、过筛率、水分 

玻璃原料 化学成分、粒度组成、难熔重矿物含量 

矿物颜料 粒度分布、杂质含量、挥发物含量、水悬浮液电导率、水悬浮液 pH 值 

耐火材料 化学成分、耐火度、灼减、线膨胀率、水分、粒度 

钻井泥浆原料 
细度、黏度、pH 值、松散堆积密度、悬浮体性能、分散后滤失量、胶质价、膨胀容、阳离子交换量、

造浆率、水溶性碱土金属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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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部分非金属矿不同产品用途物化性能测试项目 

部分非金属矿不同产品用途物化性能测试项目见表C.1。 

表 C.1  部分非金属矿不同产品用途物化性能测试项目 

序号 非金属矿 主要产品用途 物化性能测试项目 

1 金刚石 
拉丝模、车刀、刻线刀、

钻头 

晶形、硬度、耐磨度、重量 

2 石墨 

冶炼炉、电阻炉用炉衬 片度、150μm 筛余量、固定碳、挥发分、灰分、体积密度、抗压强度 

电碳制品 
片度、150μm 筛余量、固定碳、挥发分、灰分、硫含量、钙含量、体

积密度、密度、抗压强度、抗折强度、电阻率 

石墨烯 
片度、150μm 筛余量、固定碳、挥发分、灰分、结晶度、径厚比、比

表面积、导电性能、导热性能、热膨胀系数 

3 
蓝晶石、矽线

石、红柱石 
耐火材料、陶瓷工业 化学成分、灼减、耐火度、线膨胀率 

4 硅灰石 

陶瓷工业 化学成分、白度（烧成白度） 

油漆涂料 化学成分、白度、吸油量、水溶物、水萃物（pH 值） 

塑料、橡胶增强填料 粒度、长径比、化学成分 

5 滑石 

化妆品 
白度、化学成分、铁盐、水溶物、酸溶物、细度、重金属（Pb）含量、

As 含量、细菌、闪石类石棉矿物 

医药、食品工业 白度、细菌、酸溶物、水溶物、酸碱性、铁盐、细度、重金属含量 

涂料 白度、细度、粒度组成、水分、吸油量、水溶物、pH 值 

造纸工业 
白度、尘埃、碳酸钙含量、酸溶铁、pH 值、磨耗度（铜网）、细度、

吸油量 

塑料工业 白度、细度、粒度组成、化学成分、体积密度、烧失量 

橡胶工业 细度、烧失量、pH 值、酸溶物、酸溶铁、可溶铜、可溶锰 

6 云母 

电气工业绝缘材料 内接矩形面积、有效矩形面积、厚度 

云母纸 
7.1mm、2.00mm 筛下物含量、厚度、黑斑点片含量、黄白色水锈片含

量 

颜料 亮度、颜色、粒度组成、吸油量、电导率、pH 值 

7 长石 
陶瓷工业 化学成分、煅烧后白度 

玻璃工业 化学成分、粒度组成 

8 石榴子石 
磨料 硬度、粒度组成、磁性物含量 

滤料 酸度、耐碱度、形状、粒度组成、磨损率 

9 沸石 

建材工业 细度、水泥胶砂需水量、水泥胶砂 28 天抗压强度 

饲料添加剂 吸铵值、重金属（Hg、Pb、Cd）含量、As 含量 

滤料 比表面积、交换容量、孔隙率、滤速、盐酸可溶物、破损率 

造纸工业填料、涂料 白度、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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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部分非金属矿不同工业用途物化性能测试项目（续） 

序号 非金属矿 主要产品用途 物化性能测试项目 

10 重晶石 

石油钻探工业 密度、水溶性碱土金属的含量、细度、黏度 

化工工业 化学成分、爆裂度 

建材工业 表观密度、针片状颗粒含量、泥块含量、压碎指数 

11 石灰岩 

化工 煅烧性能 

冶金工业 煅烧性能、耐磨性、耐压性 

水泥工业 易磨性、磨蚀性、可磨性、可破性、辊磨易磨性、易烧性 

12 石英岩（砂） 

玻璃工业 化学成分、粒度组成、难熔重矿物含量 

耐火材料 化学成分、耐火度、粒度 

铸造工业 化学成分、含泥量、粒度组成 

13 
高岭土、伊利石粘

土、叶腊石 

造纸工业填料、涂料 化学成分、小于 2μm 含量、分散沉降物、pH 值、黏度浓度 

陶瓷工业 化学成分、白度（自然白度和烧成白度）、塑性指数、收缩率 

橡塑工业 化学成分、二苯胍吸着率、pH值、白度 

14 凹凸棒石粘土 
吸附剂 细度、脱色率、pH 值、游离酸 

钻井泥浆 细度、黏度、pH 值 

15 海泡石粘土 

石油钻探工业 悬浮体性能、细度、水分 

食品工业 脱色力、活性度、游离酸、细度、水分 

摩擦材料 纤维长度、密度、水分、沉降值 

16 膨润土 

铸造工业 湿压强度、热湿拉强度、吸蓝量、细度、水分 

冶金球团 吸水率、吸蓝量、膨胀指数、细度、水分 

钻井泥浆 黏度、屈服值、细度、分散后滤失量、水分 

化工油脂脱色 
脱色率、活性度、游离酸、过滤速度、堆积密度、重金属（Pb）含量、

As 含量 

17 硅藻土 

工业助滤剂 渗透率、水可溶物、pH 值、振实密度、化学成分 

食品、医药助滤剂 
渗透率、水可溶物、酸可溶物、氢氟酸残留物、pH 值、重金属（Pb）

含量、As 含量、化学成分 

建材工业 体积密度、常温耐压强度、保温 8h 的试验温度、导热系数 

18 饰面石材 建材工业 
密度、放射性强度、光泽度、板材率、吸水率、抗压强度、抗折强度

以及锯、磨、抛光、切方面的技术性能 

19 珍珠岩 

膨胀珍珠岩 化学成分、烧失量、吸附水含量、膨胀倍数、体积密度、粒度组成 

绝热制品 密度、导热系数、抗压强度、抗折强度 

助滤剂 体积密度、相对流率、渗透率、悬浮物、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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