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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加工技术专业学生技能考核题库 

一、基本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一 矿物的初步鉴定 

项目 1  矿物标本鉴定描述（11） 

试题编号：111：方解石与石英矿物标本鉴定描述 

（1）任务描述 

根据提供的矿物标本， 区分方解石与石英。 按照矿物的描述方法、 

内容鉴定矿物（形态、颜色、条痕、光泽、透明度、解理、密度、硬 

度、定名等描述）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学校矿物标本室 必备 

设备 方解石与石英矿物标本各一块 必备 

工具 放大镜、小刀、无釉瓷板、铅笔、橡皮、记录本 必备 

测评专家 具备矿物鉴定能力，且从事相关行业工作 必备 

（3）考核时量 

1 小时 

（4）评分细则 

见表 1 

表  1：矿物标本鉴定描述技能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标准分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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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00 

1 

技能 

与素养 

要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资料、工具是否齐 

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资料、工具 

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每 漏 掉  1 
项（处） 扣  1 分； 

扰乱考场记 

录扣 15分；不尊 

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工具书 

归位。 

2 
操作 
规范 

10  要求正确使用工具。 
工具使用欠 

规范扣  1 分/次、 

顺 序 混 乱 扣  3 
分、遗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10  按要求进行内容记录和归纳。 

3  职业 

能力 
60 

要求描述内容齐全（矿物的颜色、条痕、光 
泽、硬度、解理、密度、磁性等），方法正确， 

定名无误。 

错漏扣  2  分 
/处。 

总分 

试题编号：112： 黄铜矿与黄铁矿矿物标本鉴定描述 

（1）任务描述：根据提供的矿物标本，区分黄铜矿与黄铁矿。 

按照矿物的描述方法、内容鉴 定矿物（形态、颜色、条痕、光泽、 

透明度、解理、密度、硬度、定名等描述）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学校矿物标本室 必备 

设备 黄铜矿与黄铁矿矿物标各本一块 必备 

工具 放大镜、小刀、无釉瓷板、铅笔、橡皮、记录本 必备 

测评专家 具备矿物鉴定能力，且从事相关行业工作 必备 

（3）考核时量 

1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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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见表  1 

项目 2  显微镜鉴定矿石标本（12） 

试题编号：121  显微镜鉴定石英标本 

（1）任务描述：使用偏光显微镜观察石英矿物晶体的形态和多 

色性。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学校显微镜实训室 必备 

设备 显微镜、石英薄片标本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记录本 必备 

测评专家 熟练掌握显微镜使用方法的教职员工 必备 

（3）考核时量：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2 

表 2 ：矿石学显微镜矿石鉴定技能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能 

与 素 

养 要 

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工具、资料是否齐全， 

做好工作前准备。 

严格遵守考场纪律，不损坏考试资料、工具 

及设施，有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 

每 漏 掉  1 
项（处） 扣  1 分； 

扰乱考场记 

录扣 15分；不尊 

重监考老师扣 15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将资料、工具书 

归位， 不损坏考试工具、 资料及设施， 有良好的 环 

境保护意识。 

2 
操作 

规范 
20 

正确使用显微镜，能够进行显微镜调节与校 

正。 

显微镜使用 

欠规范扣  1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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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能够通过显微镜进行矿物晶体的形态和多色 

性的观察。按照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数据的记录 

和归纳。 

次、 顺序混乱扣  3 
分、遗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3 
职 业 

素 养 
40 

能够把石英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将矿物晶体 

的形态和多色性进行描述。 
错漏扣  2 分/处。 

总分 

试题编号：122  显微镜鉴定黄铁矿标本 

（1）任务描述：使用偏光显微镜观察黄铁矿矿物晶体的形态和 

多色性。 

（2）实施条件 

项目 基本实施条件 备注 

场地 学校显微镜实训室 必备 

设备 显微镜、黄铁矿薄片标本 必备 

工具 铅笔、橡皮、记录本 必备 

测评专家 熟练掌握显微镜使用方法的教职员工 必备 

（3）考核时量：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2 

模块二 矿物加工 AutoCAD 制图 

建筑物主要构件的识读及绘制、施工图纸 的识读与绘制，是矿 

物加工技术专业学生的必备能力。通过技能抽查，测试学生 对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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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作中常见设备以及工艺流程的识读及将其绘制成图的能力， 以 

及根据选厂现场工作的需要检查和调整选厂图纸的能力。 

项目 1 选矿 AutoCAD  制图（21） 

试题编号：211：选矿工艺流程制图 

（1）任务描述 

①建立新图形文件； 

②绘图：按下图进行绘图，要求图层层次清晰，不同图层不同颜色， 

粗实线宽度 0.3，文字宋体，大小 2.5； 

③保存：将完成的图形以 学生姓名 2．DWG  为文件名保存在考生文 

件夹中。 

（2）实施条件 

①工具：电脑、AutoCAD  平台、纸笔等 

②资料：教材或参考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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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3 

表 3：选矿工艺流程制图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能 

与素 

养 

要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 AutoCAD 软件、资 

料、工具书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 漏 掉  1 项 

（处）扣  1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 将资料、 工具书 归位， 

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 环境保 

护意识。 

2 
操作 

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规范 

扣  1 分/次、顺序 

混乱扣  3 分、遗 

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3 
制图 

60 
能够画出一个完整的选矿工艺流程图 （尺寸无误； 

布局合理、美观；文字、标注说明正确 ） 

图形错漏扣  2 分 
/处。 

尺寸错漏扣  2 分 
/处。 

布局不合理扣 6 
分，欠合理扣 3 
分。 

文字标注错漏扣 
2 分/处。 

总分 

试题编号：212：选矿设备制图 

（1）任务描述 

①建立新图形文件。 

②绘图：按下图规定的尺寸绘图，要求图形层次清晰，，基础轮廓线 

宽度为  0.3。



7 

③保存：将完成后的图形以 学生姓名 3．DWG  为文件名保存在考生 

文件夹中。 

（2）实施条件 

①工具：电脑、AutoCAD  平台、纸笔等 

②资料：教材或参考书等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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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见表 4 
表 4：选矿设备联系图制图评价标准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能 

与素 

养 

要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 AutoCAD 软件、资 

料、工具书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 漏 掉  1 项 

（处）扣  1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 将资料、 工具书 归位， 

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 环境保 

护意识。 

2 
操作 

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规范 

扣  1 分/次、顺序 

混乱扣  3 分、遗 

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3 
制图 

60 
能够画出一个完整的选矿设备图（尺寸无误；布 

局合理、美观；文字、标注说明正确 ）。 

图形错漏扣  2 分 
/处。 

尺寸错漏扣  2 分 
/处。 

布局不合理扣 6 
分，欠合理扣 3 
分。 

文字标注错漏扣 
2 分/处。 

总分 

试题编号：213：选矿厂房配置图制图技能 

（1）任务描述 

①建立新图形文件。 

②绘图：根据以下图形中的绘制浮选厂房部分配置图，要求图形层次 

清晰，基础轮廓线宽度为  0.3。 

③保存：将完成后的图形以 学生姓名 4．DWG  为文件名保存在考 

生文件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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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①工具：电脑、AutoCAD  平台、纸笔等 

②资料：教材或参考书等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5 
表 5：选矿厂房配置图制图评分细则 

序号 
检测 

项目 

标准分 
100 

考核标准 评分标准 得分 

1 

技能 

与素 

养 

要求 

10 
作业前仔细检查所需的电脑、 AutoCAD 软件、资 

料、工具书是否齐全，做好工作前准备。 每 漏 掉  1 项 

（处）扣  1 分； 

扣完为止。 10 
任务完成后整理工作台面， 将资料、 工具书 归位， 

不损坏考试工具、资料及设施，有良好的 环境保 

护意识。 

2 
操作 

规范 

10  电脑使用正确，思路清晰，操作规范。 
电脑使用欠规范 

扣  1 分/次、顺序 

混乱扣  3 分、遗 

漏内容  1 条扣  2 
分/次。 

10 
按要求存储文件。 

3 
制图 

60 
能够画出选厂某一车间部分厂房配置图（尺寸无 

误；布局合理、美观；文字、标注说明正确 ）。 

图形错漏扣  2 分 
/处。 

尺寸错漏扣  2 分 
/处。 

布局不合理扣 6 
分，欠合理扣 3 
分。 

文字标注错漏扣 
2 分/处。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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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 矿样的制备 

项目 3.1  矿样的制备（31） 

试题编号：311： 钨矿矿样制备 

（1）任务描述 

采用颚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完成钨矿破碎作业，用振筛机完成 

钨矿干筛作业，采用研磨钵对钨矿矿样进行试样的制备。 

1.1 操作步骤 

1.1.1 破碎 

称取 400g 矿样进行粗碎：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 

矿样， 如有， 清理干净。 启动鄂式破碎机， 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 

待机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 

破碎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将粗碎产品进行中碎： 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将中碎产品进行细碎： 检查对辊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对辊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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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运转正常后， 从对辊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称破碎后矿样重量，计算破碎前后损失，将矿样分成两份，准备 

干筛。

1.1.2 干筛 

检查振筛机设备运转情况。倒入其中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 

分完，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筛分第二份细碎矿样：倒入另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分完， 

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合并两次干筛同一粒级矿样，称重并计算每一粒级的产率。 

1.1.3 制样 

称取 100g 钨矿筛分矿样； 

混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混 

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用铁铲铲 

取矿石堆成一个圆锥，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 

堆锥时， 试样必须从锥中心给下， 使试样从锥顶大致等量地流向四周； 

堆锥过程重复三次； 

缩分：将混匀后的矿样进行三次对角缩分。将堆成圆锥的试样压 

平成饼状，然后用塑料板沿中心十字线分割为四份，取其对角的两份 

合并为一份，剩余矿样倒入盛放矿样的容器中； 

研磨：将缩分后的矿样用研磨钵进行研磨； 

装试样袋：将研磨后的试样装进试样袋并编号； 

打扫卫生。 

1.2 数据记录 

破碎重量记录表 

破碎作业 重量/g  破碎前后损耗/% 

破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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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碎 

中碎 

细碎 

筛分后各粒级重量记录表 

入筛重量/g 

粒级/目 

重量/g 

产率/% 

各粒级总重量/g 

各粒级总产率/% 

筛分损耗/% 

（2）实施条件 

2.1 场地 

破碎实训室、制样工作台 

2.2 设备 

鄂式破碎机、 对辊破碎机、振筛机、标准套筛、 电子秤、 研磨钵、 

研磨棒、盛放矿样的容器、刷子、铲子、小勺子、塑料板、试样袋等。 

（3）考核时量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详见表 6 

表 6  矿样制备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 分 情 

况记录 
得分 

结果 

（ 10 
称量结果 

的准确度 

与原矿重量 

相对误差 
粗碎>2%  中碎>2%  细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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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5 分） 扣 分 标 

准（分） 
1  1  1 

与入筛重量 

相对误差 
各粒级重量总和>10% 

扣 分 标 准 

（分） 
2 

计算结果 

的准确度 

（5 分） 

与原矿重量 

相对误差 
破碎前后>10% 

扣 分 标 准 

（分） 
2 

与入筛重量 

相对误差 
筛分前后>5% 

扣 分 标 准 

（分） 
3 

操作 

分数 

（ 60 
分） 

操作 

分扣 

完为 

止， 

不进 

行倒 

扣 

称量 

（3 分） 

电子秤未清零，扣 1 分；电子秤不洁净，扣 1 分； 

读数及记录不正确，扣 1 分； 

粗碎 

（10 分） 

未检查鄂式破碎机矿样箱，扣  1 分；未检查鄂式 

破碎机运转情况，扣  2 分；给矿未从旁侧均匀缓慢， 

扣 2 分；矿石挤满破碎腔，扣 2 分；给矿时有非破碎 

物进入破碎机，扣  1 分；破碎完，未关闭电源，扣  1 
分；破碎完矿样倒入容器中时洒在地上，扣 1 分。 

中碎 

（10 分） 

未检查鄂式破碎机矿样箱，扣  1 分；未检查鄂式 

破碎机运转情况，扣  2 分；给矿未从旁侧均匀缓慢， 

扣 2 分；矿石挤满破碎腔，扣 2 分；给矿时有非破碎 

物进入破碎机，扣  1 分；破碎完，未关闭电源，扣  1 
分；破碎完矿样倒入容器中时洒在地上，扣 1 分。 

细碎 

（10 分） 

未检查对辊破碎机矿样箱，扣  1 分；未检查对辊 

破碎机机运转 

情况，扣 2 分；给矿未从旁侧均匀缓慢，扣 2 分； 

矿石挤满破碎腔，扣  2 分；给矿时有非破碎物进入破 

碎机，扣 1 分；破碎完，未关闭电源，扣 1 分；破碎 

完矿样倒入容器中时洒在地上，扣 1 分。 

第一次筛 

分

（6 分） 

未检查振筛机运转情况，扣  2 分；套筛叠放顺序 

不正确，扣 1 
分；设置时间小于 3 分钟，扣 1 分；筛分完未关 

闭电源，扣 1 分；未贴粒级标签，扣 1分。 

第二次筛 

分

（6 分） 

套筛叠放顺序不正确，扣  1 分；设置时间小于  3 
分钟，扣 1分； 

筛分完未关闭电源，扣 1 分；未贴粒级标签，扣 1 
分；未合并 

两次筛分同一粒级，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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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样 

（15 分） 

未进行三次混匀，扣  3 分；未从锥中心给试样， 

扣 1 分；未沿 

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扣 1 分； 

未进行三次缩分，扣  3 分；缩分时未将圆锥试样 

压平，扣 1分； 

缩分时未取对角合并，扣 1 分； 

研磨后仍有粗粒，扣 3 分；未对试样袋编号，扣 1 
分；装袋时洒出矿样，扣 1 分。 

职业 

素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它 

纸上扣 5 分；原始记录中空项扣 2 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仪器，扣 2 分； 

矿样不按规定处置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1.考核结束，仪器清洗不洁者扣 5 分。 
2.考核结束，仪器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 否则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 （10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试题编号：312： 铅锌矿矿样制备 

（1）任务描述 

采用颚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完成铅锌矿破碎作业，用振筛机完 

成铅锌矿干筛作业，采用研磨钵对铅锌矿矿样进行试样的制备。 

1.1 操作步骤 

1.1.1 破碎 

称取 400g 矿样进行粗碎：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 

矿样， 如有， 清理干净。 启动鄂式破碎机， 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 

待机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 

破碎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将粗碎产品进行中碎： 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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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将中碎产品进行细碎： 检查对辊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对辊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器运转正常后， 从对辊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称破碎后矿样重量，计算破碎前后损失，将矿样分成两份，准备 

干筛。

1.1.2 干筛 

检查振筛机设备运转情况。倒入其中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 

分完，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筛分第二份细碎矿样。倒入另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分完， 

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合并两次干筛同一粒级矿样，称重并计算每一粒级的产率。 

1.1.3 制样 

称取 100g 铅锌矿筛分矿样； 

混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混 

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用铁铲铲 

取矿石堆成一个圆锥，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 

堆锥时， 试样必须从锥中心给下， 使试样从锥顶大致等量地流向四周； 

堆锥过程重复三次； 

缩分：将混匀后的矿样进行三次对角缩分。将堆成圆锥的试样压 

平成饼状，然后用塑料板沿中心十字线分割为四份，取其对角的两份 

合并为一份，剩余矿样倒入盛放矿样的容器中； 

研磨：将缩分后的矿样用研磨钵进行研磨； 

装试样袋：将研磨后的试样装进试样袋并编号； 

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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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记录 

破碎重量记录表 

破碎作业 重量/g  破碎前后损耗/% 

破碎前 

粗碎 

中碎 

细碎 

筛分后各粒级重量记录表 

入筛重量/g 

粒级/目 

重量/g 

产率/% 

各粒级总重量/g 

各粒级总产率/% 

筛分损耗/% 

（2）实施条件 

2.1 场地 

破碎实训室、制样工作台 

2.2 设备 

鄂式破碎机、 对辊破碎机、振筛机、标准套筛、 电子秤、 研磨钵、 

研磨棒、盛放矿样的容器、刷子、铲子、小勺子、塑料板、试样袋等。 

（3）考核时量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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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313： 铜矿矿样制备 

（1）任务描述 

采用颚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完成铜矿破碎作业，用振筛机完成 

铜矿干筛作业，采用研磨钵对铜矿矿样进行试样的制备。 

1.1 操作步骤 

1.1.1 破碎 

称取 400g 矿样进行粗碎：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 

矿样， 如有， 清理干净。 启动鄂式破碎机， 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 

待机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 

破碎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将粗碎产品进行中碎： 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将中碎产品进行细碎： 检查对辊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对辊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器运转正常后， 从对辊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称破碎后矿样重量，计算破碎前后损失，将矿样分成两份，准备 

干筛。

1.1.2 干筛 

检查振筛机设备运转情况。倒入其中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 

分完，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筛分第二份细碎矿样。倒入另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分完， 

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合并两次干筛同一粒级矿样，称重并计算每一粒级的产率。 

1.1.3 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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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 100g 铜矿筛分矿样； 

混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混 

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用铁铲铲 

取矿石堆成一个圆锥，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 

堆锥时， 试样必须从锥中心给下， 使试样从锥顶大致等量地流向四周； 

堆锥过程重复三次； 

缩分：将混匀后的矿样进行三次对角缩分。将堆成圆锥的试样压 

平成饼状，然后用塑料板沿中心十字线分割为四份，取其对角的两份 

合并为一份，剩余矿样倒入盛放矿样的容器中； 

研磨：将缩分后的矿样用研磨钵进行研磨； 

装试样袋：将研磨后的试样装进试样袋并编号； 

打扫卫生。 

1.2 数据记录 

破碎重量记录表 

破碎作业 重量/g  破碎前后损耗/% 

破碎前 

粗碎 

中碎 

细碎 

筛分后各粒级重量记录表 

入筛重量/g 

粒级/目 

重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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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 

各粒级总重量/g 

各粒级总产率/% 

筛分损耗/% 

（2）实施条件 

2.1 场地 

破碎实训室、制样工作台 

2.2 设备 

鄂式破碎机、 对辊破碎机、振筛机、标准套筛、 电子秤、 研磨钵、 

研磨棒、盛放矿样的容器、刷子、铲子、小勺子、塑料板、试样袋等。 

（3）考核时量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详见表 6 

试题编号：314： 锑矿矿样制备 

（1）任务描述 

采用颚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完成锑矿破碎作业，用振筛机完成 

锑矿干筛作业，采用研磨钵对锑矿矿样进行试样的制备。 

1.1 操作步骤 

1.1.1 破碎 

称取 400g 矿样进行粗碎：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 

矿样， 如有， 清理干净。 启动鄂式破碎机， 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 

待机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 

破碎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将粗碎产品进行中碎： 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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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碎产品进行细碎： 检查对辊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对辊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器运转正常后， 从对辊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称破碎后矿样重量，计算破碎前后损失，将矿样分成两份，准备 

干筛。

1.1.2 干筛 

检查振筛机设备运转情况。倒入其中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 

分完，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筛分第二份细碎矿样：倒入另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分完， 

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合并两次干筛同一粒级矿样，称重并计算每一粒级的产率。 

1.1.3 制样 

称取 100g 锑矿筛分矿样； 

混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混 

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用铁铲铲 

取矿石堆成一个圆锥，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 

堆锥时， 试样必须从锥中心给下， 使试样从锥顶大致等量地流向四周； 

堆锥过程重复三次； 

缩分：将混匀后的矿样进行三次对角缩分。将堆成圆锥的试样压 

平成饼状，然后用塑料板沿中心十字线分割为四份，取其对角的两份 

合并为一份，剩余矿样倒入盛放矿样的容器中； 

研磨：将缩分后的矿样用研磨钵进行研磨； 

装试样袋：将研磨后的试样装进试样袋并编号； 

打扫卫生。 

1.2 数据记录 

破碎重量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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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作业 重量/g  破碎前后损耗/% 

破碎前 

粗碎 

中碎 

细碎 

筛分后各粒级重量记录表 

入筛重量/g 

粒级/目 

重量/g 

产率/% 

各粒级总重量/g 

各粒级总产率/% 

筛分损耗/% 

（2）实施条件 

2.1 场地 

破碎实训室、制样工作台 

2.2 设备 

鄂式破碎机、 对辊破碎机、振筛机、标准套筛、 电子秤、 研磨钵、 

研磨棒、盛放矿样的容器、刷子、铲子、小勺子、塑料板、试样袋等。 

（3）考核时量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详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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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315： 萤石矿矿样制备 

（1）任务描述 

采用颚式破碎机、对辊破碎机完成锑矿破碎作业，用振筛机完成 

锑矿干筛作业，采用研磨钵对锑矿矿样进行试样的制备。 

1.1 操作步骤 

1.1.1 破碎 

称取 400g 矿样进行粗碎：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 

矿样， 如有， 清理干净。 启动鄂式破碎机， 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 

待机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 

破碎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将粗碎产品进行中碎： 检查颚式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器运转正常后， 从鄂式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将中碎产品进行细碎： 检查对辊破碎机矿样箱内是否有残留矿样， 

如有，清理干净。启动对辊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待机 

器运转正常后， 从对辊破碎机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矿样破碎 

完后，关闭电源，取出矿样箱，将矿样倒入容器中。 

称破碎后矿样重量，计算破碎前后损失，将矿样分成两份，准备 

干筛。

1.1.2 干筛 

检查振筛机设备运转情况。倒入其中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 

分完，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筛分第二份细碎矿样：倒入另一份细碎矿样进行干筛。筛分完， 

将每一层筛上矿样倒入矿样盆内，贴上相应粒级的标签。 

合并两次干筛同一粒级矿样，称重并计算每一粒级的产率。 

1.1.3 制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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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取 100g 锑矿筛分矿样； 

混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混 

匀：将称好后的钨矿筛分矿样倒在橡胶垫上进行三次混匀。用铁铲铲 

取矿石堆成一个圆锥，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 

堆锥时， 试样必须从锥中心给下， 使试样从锥顶大致等量地流向四周； 

堆锥过程重复三次； 

缩分：将混匀后的矿样进行三次对角缩分。将堆成圆锥的试样压 

平成饼状，然后用塑料板沿中心十字线分割为四份，取其对角的两份 

合并为一份，剩余矿样倒入盛放矿样的容器中； 

研磨：将缩分后的矿样用研磨钵进行研磨； 

装试样袋：将研磨后的试样装进试样袋并编号； 

打扫卫生。 

1.2 数据记录 

破碎重量记录表 

破碎作业 重量/g  破碎前后损耗/% 

破碎前 

粗碎 

中碎 

细碎 

筛分后各粒级重量记录表 

入筛重量/g 

粒级/目 

重量/g



24 

产率/% 

各粒级总重量/g 

各粒级总产率/% 

筛分损耗/% 

（2）实施条件 

2.1 场地 

破碎实训室、制样工作台 

2.2 设备 

鄂式破碎机、 对辊破碎机、振筛机、标准套筛、 电子秤、 研磨钵、 

研磨棒、盛放矿样的容器、刷子、铲子、小勺子、塑料板、试样袋等。 

（3）考核时量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详见表 6 

模块四 矿样的磨矿 

项目 1  矿样的磨矿（41） 

试题编号：411：磨矿时间为 2min，矿量为 100g，矿浆浓度为 50% 

的磨矿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1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100ml）， 

用量筒量取 100ml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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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2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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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7 

表 7： 矿样的磨矿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加水量的准确性 
（20 分） 

与准确值的相对偏差 
≤（%） 

1 3 5 7 10 

扣分标准（分） 0 5 8 11 20 

操作分数（50 分） 

1.称量矿石不准确，扣 2 分。 
2.磨矿前没有清洗磨机，扣 5分。 
3.清洗时没有边冲洗边摇动摇杆，扣 2分 
4.加料前没有先倒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拧紧， 
扣 4 分。 
5.倒入过程中矿粉撒出磨机外，扣 5 分。 
6.磨矿时间设置不准或到规定时间没有停磨机， 扣 5 
分。 
7.排矿时没有控制好冲水量，冲洗水超过 10L，扣 3 
分。 
8.排矿前或排矿后没有冲干净给矿口上面的矿浆， 
扣 3 分。 
9.磨矿完成后，筒体内没有加满水，扣 3 分。 

职 业 
素 养 
（ 20 
分） 

原 始 记 
录 （5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它纸 
上扣 5 分；原始记录中空项扣 2 分/处。 

6S 管理 
（15分） 

1.未穿戴实验服，扣 5 分； 
2.操作结束，球磨机周边未清扫，不干净，扣 5 分； 
3.操作结束，所用的工具、仪器未归位，扣 5 分； 

否决项 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作 0 
分处理。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 停考 

超过时间≤ 0:10 0:20 0:30 0:4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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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412：磨矿时间为 3min，矿量为 200g，矿浆浓度为 50% 

的球磨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2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200ml）， 

用量筒量取 200ml 水。 

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3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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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7 

试题编号：413：磨矿时间为 4min，矿量为 300g，矿浆浓度为 50% 

的球磨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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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3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300ml）， 

用量筒量取 300ml 水。 

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4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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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7 

试题编号：414：磨矿时间为 2min，矿量为 100g，矿浆浓度为 60% 

的球磨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1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67ml）， 

用量筒量取 67ml 水。 

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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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2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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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7 

试题编号：415：磨矿时间为 3min，矿量为 200g，矿浆浓度为 60% 

的球磨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2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133ml）， 

用量筒量取 133ml 水。 

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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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3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34 

见表 7 

试题编号：416：磨矿时间为 4min，矿量为 300g，矿浆浓度为 60% 

的球磨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3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200ml）， 

用量筒量取 200ml 水。 

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4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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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7 

试题编号：417：磨矿时间为 2min，矿量为 100g，矿浆浓度为 70% 

的球磨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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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1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43ml）， 

用量筒量取 43ml 水。 

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2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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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7 

试题编号：418：磨矿时间为 3min，矿量为 200g，矿浆浓度为 70% 

的球磨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2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86ml）， 

用量筒量取 86ml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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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3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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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7 

试题编号：419：磨矿时间为 4min，矿量为 300g，矿浆浓度为 70% 

的球磨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3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129ml）， 

用量筒量取 129ml 水。 

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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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4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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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7 

试题编号：4110：磨矿时间为 4min，矿量为 300g，矿浆浓度为 80% 

的球磨操作 

（1）任务描述 

指定一种破碎后的矿石，根据题目所给定的磨矿时间、给矿量和 

磨矿矿浆浓度，进行磨矿操作。 

操作步骤： 

①预备工作 

称取 300g 矿量（精确到 0.1g），并计算出水量（75ml）， 

用量筒量取 75ml 水。 

②清洗工作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 以刷洗磨筒内壁和钢球表面 

铁锈，并仔细聆听球磨机内有无异响。空转数分钟后，用操纵杆 

或点动装置将磨机筒体向前倾斜 15~20°，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 

内污水排出；再打开给矿口塞子并取下，用清水冲洗筒体壁和钢球， 

将铁锈冲净（排出的水清净）和排干筒内积水； 

③加料工作 

清洗完毕， 关闭排矿口， 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最 

后再将剩余的水倒入筒体内（如果加料口中沾有少量矿石，则 

必须用量筒中的水小心将矿石冲进筒体内）； 最后关闭给矿口， 

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即可开车进行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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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球磨工作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4min。待磨到规 

定时间后，切断电源. 

⑤排矿工作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用清水冲洗塞子 

端面和筒体内部，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浆排 

净。(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以 

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⑥球磨机的保养工作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以减少筒体内壁 

和钢球表面的氧化。 

⑦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球磨机及其周边的卫生打扫干净，所用的实验器 

材和矿石归位。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矿量/g 浓度/% 水量/ml 磨矿时间/min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量筒、电子称、球磨机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7



43 

模块五 矿物的筛分分级（湿筛） 

项目 1  矿物的筛分分级（51） 

试题编号：511：测定 80g指定矿粉中0.074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8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8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轻 

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 

晃动筛子，左手则起辅助作用，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77.6g，否则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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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表 8：矿物筛分分级（湿筛）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筛分后矿量的与原 
矿量的偏差 （10分） 

相对偏差≤ 
（%） 

1 1.5 2 2.5 3 

扣分标准 
（分） 

0 2 5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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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分数（50 分） 

1.准备工作不到位（该准备的实验仪器或设备没准 
备好，没清洗），扣 5 分。 
2.称矿不准确，扣 5分。 
3.筛分时，矿粉没有分散，全部堆在一起，扣 2 分 
4.没有及时更换水盆中的水，视盆中水的浊度情况 
1-5 分钟更换一次，每次扣 3分。 
5.筛下物料没有收集，干燥，扣 10 分。 
6.筛上物料撒出，扣 5 分。 
7.计算方法错误，扣 5 分。 

职业素 
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它 
纸上扣 5 分；原始记录中空项扣 2 分/处。 

6S 管理 
（15 分） 

1.未穿戴实验服，扣 5 分； 
2.操作结束，周边未清扫，不干净，扣 5 分； 
3.操作结束，所用的仪器未清洗、未归位，扣 5 分； 

否决项 
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作 0 
分处理。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 停考 

超过时间≤ 0:10 0:20 0:30 0:4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试题编号：512：测定 100g指定矿粉中0.074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10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10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 

轻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 

右晃动筛子， 左手则起辅助作用， 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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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97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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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8 

试题编号：513：测定 150g指定矿粉中0.074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15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15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 

轻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 

右晃动筛子， 左手则起辅助作用， 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145.5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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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试题编号：514：测定 200g指定矿粉中0.074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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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20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20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 

轻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 

右晃动筛子， 左手则起辅助作用， 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194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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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试题编号：515：测定 80g指定矿粉中0.045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325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8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8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轻 

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 

晃动筛子，左手则起辅助作用，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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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77.6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45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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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分细则 

见表 8 

试题编号：516：测定 100g指定矿粉中0.045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325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10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10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 

轻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 

右晃动筛子， 左手则起辅助作用， 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97g，否则重做）。 

④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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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45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试题编号：517：测定 150g指定矿粉中0.045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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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325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15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15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 

轻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 

右晃动筛子， 左手则起辅助作用， 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145.5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45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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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试题编号：518： 测定 200g指定矿粉中0.045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325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20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20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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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 

右晃动筛子， 左手则起辅助作用， 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194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45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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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试题编号：519： 测定 80g指定矿粉中0.038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8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8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轻 

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 

晃动筛子，左手则起辅助作用，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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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77.6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38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试题编号：5110：测定 100g指定矿粉中0.038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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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10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10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 

轻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 

右晃动筛子， 左手则起辅助作用， 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97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38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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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试题编号：5111：测定 150g指定矿粉中0.038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150g 矿粉（精确到 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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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15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 

轻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 

右晃动筛子， 左手则起辅助作用， 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145.5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38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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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试题编号：5112：测定 200g指定矿粉中0.038mm的颗粒的含量 

（1）任务描述 

在选矿试验中， 为了测定磨矿后的矿石中某个粒级的含量， 

常用标准筛进行湿筛。 本任务中将指定一种磨好并干燥的矿粉， 

学生根据所需测定的某粒级的含量， 选择正确的筛子进行湿筛 

操作。 

操作步骤： 

①准备工作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水盆 1 只，水桶 1 只，水盆内 

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准确称量 

200g 矿粉（精确到 0.1g）。 

②湿筛工作 

将称量好的 200g 矿倒入筛子中，用右手握住筛子，左手 

轻轻搭与筛子的一端， 利用右手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 

右晃动筛子， 左手则起辅助作用， 使矿粒在筛子上做往复运动； 

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直到水盆内的水不再浑 

浊为止（注意将筛下的细泥倒入水桶内）。 

③后续处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最后称重（精确到 0.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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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 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品 

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3%，否则重做（该实验中，筛上 

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之和不得小于 194g，否则重做）。 

④计算 

根据原样品的总重量减去筛上物料的重量得出筛下的细 

泥重量 （实际得到的细泥重量偏小， 可以认为有些细泥流失了）， 

最后用相减法得出的细泥重量与原重量相除，得出-0.038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分比表示）。 

⑤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 

实验完成后，将筛子、水盆、水桶等实验器材归位，并将所使用 

的实验室的卫生清扫干净。 

数据记录： 

原始数据记录表 

试题编号 原始重量/g 筛上物料重量/g 筛下物料重量/g 筛分后的总重量/g 

筛分后重量与原 

矿重量的误差/% 

根据筛上物料重量推 

测筛下物料重量/g 

+0.074mm 的含量 

/% 

-0.074mm 的含量/% 

（2）实施条件 

①场地：磨矿实验室。 

②仪器设备：电子称、筛子 

③工具：盆子、桶 

（3）考核时量 

考核时长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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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六 矿物的浮选（黑体四号） 

项目 1  矿物的浮选（61） 

1.试题编号：611：（编号规则：模块号本模块试题流水号）：XX 

（项目名称）（仿宋 GB2312  四号） 

（1）任务描述（仿宋 GB2312  四号） 

（讲清楚工作任务内容、要求、提交的作品和相关材料等） 

（2）实施条件（仿宋 GB2312  四号） 

（应包括场地、设施设备、工具、软件环境等） 

（3）考核时量（仿宋 GB2312  四号） 

（同类试题考核时量大体均衡，考核时长 13 小时） 

（4）评分细则（仿宋 GB2312  四号） 

项目 11 ****设计（32） 

2.试题编号：32：XX（仿宋 GB2312  四号） 

（1）任务描述（仿宋 GB2312  四号） 

（2）实施条件（仿宋 GB2312  四号） 

（3）考核时量（仿宋 GB2312  四号） 

（4）评分细则（仿宋 GB2312  四号） 

…… 

试题编号：611：方铅矿的浮选 

（1）任务描述 

矿量  300g 方铅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1112；调整剂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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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锌，用量 1500g/t；捕收剂丁黄药，用量 300g/t；起泡剂 2#油，用 

量 8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②药剂配制 

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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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表 9：矿物的浮选评分细则 

试题编号：612：闪锌矿的浮选 

（1）任务描述 

矿量  300g 闪锌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1112；调整剂硫 

酸铜，用量 700g/t；捕收剂丁黄药，用量 400g/t；起泡剂 2#油，用量 

30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②药剂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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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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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试题编号：613：黄铜矿的浮选 

（1）任务描述 

矿量 300g 黄铜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8；捕收剂 Z200， 

用量 60g/t；起泡剂 2#油，用量 8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②药剂配制 

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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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试题编号：614：辉钼矿的浮选 

（1）任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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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量 300g含辉钼矿原矿， 调整剂石灰， 矿浆 pH≈10； 调整剂Na2S， 

用量 100g/t；捕收剂乙、丁黄药（1:1），用量 55g/t；起泡剂 2#油， 

用量 50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②药剂配制 

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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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试题编号：615：白钨矿的浮选 

（1）任务描述 

矿量 300g 白钨矿原矿，调整剂 碳酸钠，矿浆 pH1011；调整剂 

水玻璃，用量 1000g/t；捕收剂油酸钠，用量 300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②药剂配制 

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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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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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试题编号：616：黑钨矿的浮选 

（1）任务描述 

矿量 300g 黑钨矿原矿，调整剂 碳酸钠，矿浆 pH1011；调整剂 

水玻璃，用量  1000g/t；捕收剂苯甲羟污酸钠，用量  300g/t；起泡剂 

MIBC，用量 50 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②药剂配制 

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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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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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617：赤铁矿的浮选 

（1）任务描述 

矿量 300g 赤铁矿原矿，调整剂 碳酸钠，矿浆 pH1011；调整剂 

水玻璃，用量 1000g/t；捕收剂油酸钠，用量 300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②药剂配制 

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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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试题编号：618：辉锑矿的浮选 

（1）任务描述 

矿量  300g 辉锑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1112；调整剂硫 

酸锌，用量 1500g/t；捕收剂丁黄药，用量 300g/t；起泡剂 2#油，用 

量 8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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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药剂配制 

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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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试题编号：619：黄铁矿的浮选 

（1）任务描述 

矿量  300g 黄铁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1112；调整剂硫 

酸锌，用量 1500g/t；捕收剂丁黄药，用量 300g/t；起泡剂 2#油，用 

量 8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②药剂配制 

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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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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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6110：铝硅酸盐的浮选 

（1）任务描述 

矿量 300g 铝硅酸盐原矿，调整剂 碳酸钠，矿浆 pH1011；调整 

剂水玻璃，用量 1000g/t；捕收剂油酸钠，用量 300g/t 的浮选操作。 

操作要求 

①检查工作 

检查所用工具是否齐全；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是否正常；检 

查、校正天平。 

②药剂配制 

计算药剂量，称重，配制；配制时先加药剂后加水，并充分搅拌 

至溶解均匀。 

③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④浮选过程 

a 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锌分别加入搅 

拌各 3 分钟；加入捕收剂丁黄药搅拌 3 分钟；加入起泡剂 2#油搅拌 3 

分钟；起泡剂添加，需使用注射器，缓缓旋转注射器尾部，一滴滴加 

入。 

b 搅拌 

启动搅拌 

c 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d 刮泡 

开启刮泡机构刮取泡沫并全部接取；观察泡沫现象，认为泡沫出 

量小、品位低时先关闭充气阀，再停刮板、停机。 

e 补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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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选过程中槽中的液位会逐渐降低，为了保证均匀刮泡，需要用 

洗瓶定时定量补加清水， 同时冲洗粘附在搅拌轴、 槽壁上的泡沫颗粒。 

补加水要沿浮选槽壁或主轴加入，不能冲击泡沫。 

f产品转移 

浮选机、接取产品容器边壁粘附的颗粒冲入相应产品中。 

⑤脱水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使用烘箱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2）实施条件 

场地：浮选实验（训）室。 

仪器设备：颚式破碎机、辊式破碎机、单双层两用振筛机、磨矿 

机、摇床、浮选机、盘式真空过滤机、鼓风干燥箱、天平 

③工具：盆子、桶、烧杯、玻璃棒、洗耳球、量筒、刻度吸量管 

等 

（3）考核时量：  15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9 

模块七 矿物的重选 

项目 1  矿物的摇床分选（71） 

试题编号：711：钨矿的摇床分选 

（1）任务描述 

称取矿样，配成一定浓度加到给矿槽，同时加清水到冲水槽中， 

在横向水流冲力和纵向差动运动下，将物料分成不同的分选带，然后 

分别截取不同的分选带，得到不同产品。 

1.1  测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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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并清洗摇床设备；称取钨矿矿样两份，每份 500 克，分别用 

水润湿调匀；开动摇床，并给入适当的调浆水和冲洗水，取一份试样 

在约 5 分钟内均匀给入，调节水流大小，以矿粒在床面呈扇形分带为 

宜；物料呈扇形分带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阀固定在调好的 

位置，不要关闭，并清洗干净床面及接矿槽的试料；然后将另一份试 

样按上述步骤进行正式选别试验；接取精矿、中矿和尾矿三个产品； 

然后进行清扫工作；将产品进行过滤烘干。 

1.2  数据记录及处理

摇床分选各产品含量的原始记录表 

产品名称 重量(克)  产率（%） 

钨精矿 

钨中矿 

钨尾矿 

原矿 

（2）实施条件 

2.1 场地：重力选矿实训室。 

2.2 仪器设备、设施： 

实验室用摇床、电子天平、量筒、水桶、铁盘、毛刷、真空过滤 

机、烘干箱等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0 

表 10： 矿物摇床分选的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 品 

（  10 
分） 

未知样含 

量的准确 

度（10 分） 

与 准 确 

含 量 相 

对偏差≤ 
（%） 

精矿 
(2%) 

尾矿 
(3%) 

中矿 
(3%) 

扣 分 标 

准（分） 
4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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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分 数 

（  60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检查清洗 

工作 （3分） 

1.未检查摇床及相应设施扣 1.0分 
2.未检查摇床床面、倾角、坡度等情况扣 1.0 

分 
3.未清洗摇床及相关设施扣 1.0分 

重选矿样 

调浆（ 11 
分） 

4.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2.0 分 
5.调浆过程错误扣 2.0分 
6.润湿不完全扣 2.0 分 
7.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8.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重选过程 

（29 分） 

9.调节流膜（共 3 分） 

床面未出现被水无死角覆盖状态扣 3.0分 
10.倒入矿浆（共 10分） 

倒入矿浆出现损失扣 3.0 分 

倒入矿浆不均匀扣 3.0 分 

倒入矿浆时间超过 5分钟扣 1.0 分 

给矿槽内有残留矿粒扣 3.0 分 
11.调节水流（共 4 分） 

水量流入床面出现过大或过小扣 2.0 分 

冲水槽阀未进行调动扣 2.0 分 
12.矿粒分带（共 4 分） 

床面未出现扇形分带或不明显扣 4.0 分 
13.接取产品（共 8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3.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14.未清洗摇床及设施扣 3.0 分 
15.未打扫地面扣 2.0分 
16.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共 
10 分） 

17.滤纸未润湿扣 1.0分 
18.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 分 
19.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20.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21.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分 
22.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 业 

素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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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试题编号：712：铅锌矿的摇床分选 

1  任务描述 

称取矿样，配成一定浓度加到给矿槽，同时加清水到冲水槽中， 

在横向水流冲力和纵向差动运动下，将物料分成不同的分选带，然后 

分别截取不同的分选带，得到不同产品。 

1.1  测定步骤 

检查并清洗摇床设备；称取铅锌矿样两份，每份 500 克，分 

别用水润湿调匀；开动摇床，并给入适当的调浆水和冲洗水，取一份 

试样在约 5 分钟内均匀给入，调节水流大小，以矿粒在床面呈扇形分 

带为宜；物料呈扇形分带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阀固定在调 

好的位置，不要关闭，并清洗干净床面及接矿槽的试料；然后将另一 

份试样按上述步骤进行正式选别试验；接取精矿、中矿和尾矿三个产 

品；然后进行清扫工作；将产品进行过滤烘干。 

1.2  数据记录及处理

摇床分选各产品含量的原始记录表 

产品名称 重量(克)  产率（%） 

铅锌精矿 

铅锌中矿 

铅锌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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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矿 

（2）实施条件 

2.1 场地：重力选矿实训室。 

2.2 仪器设备、设施： 

实验室用摇床、电子天平、量筒、水桶、铁盘、毛刷、真空过滤 

机、烘干箱等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0 

试题编号：713：锑矿的摇床分选 

1  任务描述 

称取矿样，配成一定浓度加到给矿槽，同时加清水到冲水槽中， 

在横向水流冲力和纵向差动运动下，将物料分成不同的分选带，然后 

分别截取不同的分选带，得到不同产品。 

1.1  测定步骤 

检查并清洗摇床设备；称取锑矿矿样两份，每份 500 克，分 

别用水润湿调匀；开动摇床，并给入适当的调浆水和冲洗水，取一份 

试样在约 5 分钟内均匀给入，调节水流大小，以矿粒在床面呈扇形分 

带为宜；物料呈扇形分带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阀固定在调 

好的位置，不要关闭，并清洗干净床面及接矿槽的试料；然后将另一 

份试样按上述步骤进行正式选别试验；接取精矿、中矿和尾矿三个产 

品；然后进行清扫工作；将产品进行过滤烘干。 

1.2  数据记录及处理

摇床分选各产品含量的原始记录表 

产品名称 重量(克)  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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锑精矿 

锑中矿 

锑尾矿 

原矿 

（2）实施条件 

2.1 场地：重力选矿实训室。 

2.2 仪器设备、设施： 

实验室用摇床、电子天平、量筒、水桶、铁盘、毛刷、真空过滤 

机、烘干箱等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0 

试题编号：714：铜矿的摇床分选 

1  任务描述 

称取矿样，配成一定浓度加到给矿槽，同时加清水到冲水槽中， 

在横向水流冲力和纵向差动运动下，将物料分成不同的分选带，然后 

分别截取不同的分选带，得到不同产品。 

1.1  测定步骤 

检查并清洗摇床设备；称取铜矿矿样两份，每份 500 克，分别用 

水润湿调匀；开动摇床，并给入适当的调浆水和冲洗水，取一份试样 

在约 5 分钟内均匀给入，调节水流大小，以矿粒在床面呈扇形分带为 

宜；物料呈扇形分带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阀固定在调好的 

位置，不要关闭，并清洗干净床面及接矿槽的试料；然后将另一份试 

样按上述步骤进行正式选别试验；接取精矿、中矿和尾矿三个产品； 

然后进行清扫工作；将产品进行过滤烘干。 

1.2  数据记录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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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床分选各产品含量的原始记录表 

产品名称 重量(克)  产率（%） 

铜精矿 

铜中矿 

铜尾矿 

原矿 

（2）实施条件 

2.1 场地：重力选矿实训室。 

2.2 仪器设备、设施： 

实验室用摇床、电子天平、量筒、水桶、铁盘、毛刷、真空过滤 

机、烘干箱等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0 

试题编号：715：铁矿的摇床分选 

（1）任务描述 

称取矿样，配成一定浓度加到给矿槽，同时加清水到冲水槽中， 

在横向水流冲力和纵向差动运动下，将物料分成不同的分选带，然后 

分别截取不同的分选带，得到不同产品。 

1.1  测定步骤 

检查并清洗摇床设备；称取铁矿矿样两份，每份 500 克，分 

别用水润湿调匀；开动摇床，并给入适当的调浆水和冲洗水，取一份 

试样在约 5 分钟内均匀给入，调节水流大小，以矿粒在床面呈扇形分 

带为宜；物料呈扇形分带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阀固定在调 

好的位置，不要关闭，并清洗干净床面及接矿槽的试料；然后将另一 

份试样按上述步骤进行正式选别试验；接取精矿、中矿和尾矿三个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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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然后进行清扫工作；将产品进行过滤烘干。 

1.2  数据记录及处理

摇床分选各产品含量的原始记录表 

产品名称 重量(克)  产率（%） 

铁精矿 

铁中矿 

铁尾矿 

原矿 

（2）实施条件 

2.1 场地：重力选矿实训室。 

2.2 仪器设备、设施： 

实验室用摇床、电子天平、量筒、水桶、铁盘、毛刷、真空过滤 

机、烘干箱等 

（3）考核时量：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0 

三、拓展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八 矿物的磁选、电选 

项目 1  矿物的磁选（81） 

试题编号：811：磁选管分选磁性矿物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磁性矿物矿样（磁铁矿粉和石英矿粉，其粒度分别为 

-0.074 毫米的磁铁矿粉， -0.2 毫米的石英粉）， 学生根据矿样性质， 

选择合适的选矿方法和选矿设备，分选矿样矿石中磁性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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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测定步骤 

称样：称取磁铁矿粉（6 克）及石英矿粉（4 克），混合为一份 

样。 

熟悉磁选管的构造，弄清磁选管的线路，然后给入直流电和交流 

电，进行空转试验，检查机械运转部分及磁路是否存在问题，如正常 

就开始实验。 

往玻璃管中加水，但不能溢出来。 

取 10 克试样放入烧杯中，然后加水搅拌成矿浆慢慢倒入与玻璃 

管相通的漏斗中，试样中的磁性矿粒吸附在磁极附近的管壁上，而非 

磁性部分则随水由玻璃管的下部排出，要注意保持水位不变（水位稍 

微高于磁极面），磁选 5～15 分钟见到玻璃管中水清晰为止，即可停 

止。 

将磁选管的下端封闭，切断直流电源，向管内冲水，然后排出磁 

性产品。 

将所得的磁性和非磁性产品分别经过脱水、烘干、称重，取样化 

验，并计算出γ％和ε％，填入下表。 

②考核要求 

技能要求 

能了解磁选管的原理、 用途、 作用， 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磁选机--- 

磁选管进行分选，能正确操作磁选管设备，能正确了解和掌握磁选管 

的实验技术。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磁选 

管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磁选管是否漏溢水、电源符合要求，实验 

完后关闭电源，清理磁选管设备及相关操作工作面，做到节约资源， 

保持环境卫生等意识。 

③实验数据处理



90 

按下列各式分别计算各产品的产率、品位和回收率： 

实验结果记录表 

产品名称 重量（g）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精 矿 

尾 矿 

原 矿 

（2）实施条件 

磁电选实训室，磁选管一台、天平一架、磁铁矿粉、石英砂、过 

滤机、电子秤、烘干箱、烧杯、毛刷、牛角勺、永磁块及白纸、接取 

分选产品的水桶、塑料盆等具。 

（3）考试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1 
表 11：磁选管分选磁性矿物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品 

（10 

分） 

未知样含 

量的准确 

度（10分） 

与准确 

含量相 

对偏差 

≤（%） 

精矿 

(2%) 

尾矿 

(3%) 

中矿 

(3%) 

扣分标 

准（分） 
4 3 3 

检查清洗 1.检查清洗设备（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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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分 数 

（ 60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工作 （3分） 未检查设备及相应设施工具完整扣 0.5分 

未检查设备空转、漏水、声音等情况扣 0.5 分 

未清洗设备及相关设施扣 1.0分 

往玻璃管中加水溢出来扣 1.0分 

矿样调浆 

（11 分） 

2.称样： 称取磁铁矿粉 （6克） 及石英矿粉 （4 克）， 

混合为一份样。（6分） 

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 扣 4.0 分 

3.试样放入烧杯中，调浆。（5 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2.0分 

润湿不完全扣 2.0 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磁选过程 

（29 分） 

4.慢慢倒入与玻璃管相通的漏斗中（共 6 分） 

快慢不一扣 6.0 分 

5.要注意保持水位不变 （水位稍微高于磁极面）（共 

5 分） 

水位变化不稳扣 3.0分 

水位过高扣 3.0 分 

水位过低扣 5.0 分 

6.磁选 5～15 分钟见到玻璃管中水清晰为止，即可 

停止（共 8分） 

磁选少于 5分钟扣 3.0 分 

.磁选大于 15 分钟扣 3.0 分 

水没清晰就停止扣 2.0 分 

7.将磁选管的下端封闭，切断直流电源，向管内冲 

水，然后排出磁性产品。（共 5 分） 

程序错误扣 5.0 分 

8.接取产品（共 5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3.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9.卫生（3 分） 

未清洗设备及设施扣 2.0 分 

未打扫地面扣 1.0 分 

10.整理（4分） 

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未整理器材到原位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共 

10 分） 

11.将所得的磁性和非磁性产品分别经过脱水、烘 

干、称重，取样化验（共 10 分） 

滤纸未润湿扣 1.0 分 

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分 

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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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 分 

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业 

素养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它纸 

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中空 

项扣 2 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改， 

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 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试题编号：812：磁选管分选磁性矿物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磁性矿物矿样（磁铁矿粉和石英矿粉，其粒度分别为 

-0.074 毫米的磁铁矿粉， -0.2 毫米的石英粉）， 学生根据矿样性质， 

选择合适的选矿方法和选矿设备，分选矿样矿石中磁性矿物。 

①测定步骤 

称样：称取磁铁矿粉（5 克）及石英矿粉（5 克），混合为一份 

样。 

熟悉磁选管的构造，弄清磁选管的线路，然后给入直流电和交流 

电，进行空转试验，检查机械运转部分及磁路是否存在问题，如正常 

就开始实验。 

往玻璃管中加水，但不能溢出来。 

取 10 克试样放入烧杯中，然后加水搅拌成矿浆慢慢倒入与玻璃 

管相通的漏斗中，试样中的磁性矿粒吸附在磁极附近的管壁上，而非 

磁性部分则随水由玻璃管的下部排出，要注意保持水位不变（水位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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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高于磁极面），磁选 5～15 分钟见到玻璃管中水清晰为止，即可停 

止。 

将磁选管的下端封闭，切断直流电源，向管内冲水，然后排出磁 

性产品。 

将所得的磁性和非磁性产品分别经过脱水、烘干、称重，取样化 

验，并计算出γ％和ε％，填入下表。 

②考核要求 

技能要求 

能了解磁选管的原理、 用途、 作用， 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磁选机--- 

磁选管进行分选，能正确操作磁选管设备，能正确了解和掌握磁选管 

的实验技术。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磁选 

管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磁选管是否漏溢水、电源符合要求，实验 

完后关闭电源，清理磁选管设备及相关操作工作面，做到节约资源， 

保持环境卫生等意识。 

③实验数据处理 

按下列各式分别计算各产品的产率、品位和回收率： 

实验结果记录表 

产品名称 重量（g）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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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矿 

尾 矿 

原 矿 

（2）实施条件 

磁电选实训室，磁选管一台、天平一架、磁铁矿粉、石英砂、过 

滤机、电子秤、烘干箱、烧杯、毛刷、牛角勺、永磁块及白纸、接取 

分选产品的水桶、塑料盆等具。 

（3）考试时量：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1 

试题编号：813：磁选管分选磁性矿物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磁性矿物矿样（磁铁矿粉和石英矿粉，其粒度分别为 

-0.074 毫米的磁铁矿粉， -0.2 毫米的石英粉）， 学生根据矿样性质， 

选择合适的选矿方法和选矿设备，分选矿样矿石中磁性矿物。 

①测定步骤 

称样：称取磁铁矿粉（4 克）及石英矿粉（6 克），混合为一份 

样。 

熟悉磁选管的构造，弄清磁选管的线路，然后给入直流电和交流 

电，进行空转试验，检查机械运转部分及磁路是否存在问题，如正常 

就开始实验。 

往玻璃管中加水，但不能溢出来。 

取 10 克试样放入烧杯中，然后加水搅拌成矿浆慢慢倒入与玻璃 

管相通的漏斗中，试样中的磁性矿粒吸附在磁极附近的管壁上，而非 

磁性部分则随水由玻璃管的下部排出，要注意保持水位不变（水位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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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高于磁极面），磁选 5～15 分钟见到玻璃管中水清晰为止，即可停 

止。 

将磁选管的下端封闭，切断直流电源，向管内冲水，然后排出磁 

性产品。 

将所得的磁性和非磁性产品分别经过脱水、烘干、称重，取样化 

验，并计算出γ％和ε％，填入下表。 

②考核要求 

技能要求 

能了解磁选管的原理、 用途、 作用， 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磁选机--- 

磁选管进行分选，能正确操作磁选管设备，能正确了解和掌握磁选管 

的实验技术。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磁选 

管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磁选管是否漏溢水、电源符合要求，实验 

完后关闭电源，清理磁选管设备及相关操作工作面，做到节约资源， 

保持环境卫生等意识。 

③实验数据处理 

按下列各式分别计算各产品的产率、品位和回收率： 

实验结果记录表 

产品名称 重量（g） 产率（%） 品位（%） 回收率（%） 

精 矿 

尾 矿



96 

原 矿 

（2）实施条件 

磁电选实训室，磁选管一台、天平一架、磁铁矿粉、石英砂、过 

滤机、电子秤、烘干箱、烧杯、毛刷、牛角勺、永磁块及白纸、接取 

分选产品的水桶、塑料盆等具。 

（3）考试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1 

试题编号：814：磁性物料鼓形湿式磁选机分选回收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磁性矿物矿样（磁铁矿粉和石英矿粉，其粒度分别为 

-0.074 毫米的铁粉，-0.2 毫米的石英粉）混合样 2 公斤，学生根据 

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选矿方法和选矿设备，分选矿样矿石中磁性矿 

物。 

①考核步骤 

设备检查、试运转，确保实验过程顺利进行和人机安全。 

称样：称取磁铁矿粉（500 克）与石英矿粉（1500 克），混合为 

一份样。 

在给料桶中配置浓度为 100 克/升的悬浮液 20 升。 

调整磁极位置，启动磁选机，调压使输出电流为 20A。 

将悬浮液缓慢放入磁选机中， 同时开启喷水管和反冲水管适量给 

水。 

接收精矿和尾矿。 

给矿 1 分钟后，将运转按钮切断，转鼓停止转动;关闭冲水管。 

清洗精矿槽和尾矿槽，并入各自产品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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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烘干(105~110℃、 称重。 

制备磁性物含量分析试样各 50 克， 进行产品的磁性物含量分析。 

②考核要求 

技能要求 

能了解鼓形湿式磁选机的原理、用途、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 

磁选机---鼓形湿式磁选机进行分选，能正确操作磁选管设备，能正 

确了解和掌握鼓形湿式磁选机的实验技术。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磁选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磁选机是否空转正常、漏溢水、电源符合要 

求，实验完后关闭电源，清理磁选机设备及相关操作工作面，做到节 

约资源，保持环境卫生等意识。 

③实验数据处理。 
实验结果记录表 

序

号 

条件 入料 精矿 尾矿 

磁场强 

度

A/m 

磁偏 

角 

磁选 

时间 

min 

磁性 

物含 

量% 

浓度 

g/l 

重 量 

g 

产

率% 

磁 性 

物含 

量% 

重量 

g 

产

率% 

磁 性 

物含 

量% 

1 
2 

（2）实施条件 

磁电选实训室，实验室用鼓形湿式磁选机一台、天平(1 公斤)一 

架、磁铁矿粉、石英砂、过滤机、电子秤、烘干箱、500 毫升烧杯 2 

个，洗瓶 1 个、毛刷、牛角勺、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塑料盆等具。 

（3）考试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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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磁性物料鼓形湿式磁选机分选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品 

（10 

分） 

未知样含 

量的准确 

度（10分） 

与准确 

含量相 

对偏差 

≤（%） 

精矿 

(2%) 

尾矿 

(3%) 

中矿 

(3%) 

扣分标 

准（分） 
4 3 3 

操 作 

分 数 

（ 60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检查清洗 

工作 （3分） 

1.检查清洗设备（3分） 

未检查设备及相应设施工具完整扣 0.5分 

未检查设备空转、漏水、声音等情况扣 0.5 分 

未清洗设备及相关设施扣 1.0分 

矿样调浆、 

调设备 （11 

分） 

2.称样： 称取磁铁矿粉 （500 克） 及石英矿粉 （1500 

克），混合为一份样。（4 分） 

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 扣 2.0 分 

3.试样放入给料桶中，调浆，配置浓度为 100 克/ 

升的悬浮液 20 升。（4 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2.0分 

润湿不完全扣 2.0 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4. 调整磁极位置，启动磁选机，调压使输出电流 

为 20A。（3分） 

程序错误扣 3.0 分 

磁选过程 

（29 分） 

5.将悬浮液缓慢放入磁选机中， 同时开启喷水管和 

反冲水管适量给水。（共 6 分） 

放矿浆快慢不一扣 2.0 分 

没有同时开喷水管和反冲水管扣 2.0 分 

喷水管和反冲水管量过大或过小扣 2.0分 

6.接取产品（共 5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3.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7.给矿停止 1 分钟后，将运转按钮切断，转鼓停止 

转动;关闭冲水管。（共 8 分） 

时间少于 1分钟扣 3.0 分 

程序错误扣 5.0 分 

7.清洗精矿槽和尾矿槽，并入各自产品槽中。（共 

5 分） 

清洗不干净、错误扣 5.0 分 

清扫工作 8.卫生（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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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7 分） 未清洗设备及设施扣 2.0 分 

未打扫地面扣 1.0 分 

9.整理（4 分） 

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未整理器材到原位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共 

10 分） 

10.将所得的磁性和非磁性产品分别经过脱水、烘 

干、称重，取样（50克）化验（共 10分） 

滤纸未润湿扣 1.0 分 

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分 

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 分 

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业 

素养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它纸 

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中空 

项扣 2 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改， 

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 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试题编号：815：磁性物料鼓形湿式磁选机分选回收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磁性矿物矿样（磁铁矿粉和石英矿粉，其粒度分别为 

-0.074 毫米的铁粉，-0.2 毫米的石英粉）混合样 2 公斤，学生根据 

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选矿方法和选矿设备，分选矿样矿石中磁性矿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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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考核步骤 

设备检查、试运转，确保实验过程顺利进行和人机安全。 

称样：称取磁铁矿粉（1000 克）与石英矿粉（1000 克），混合 

为一份样。 

在给料桶中配置浓度为 100 克/升的悬浮液 20 升。 

调整磁极位置，启动磁选机，调压使输出电流为 20A。 

将悬浮液缓慢放入磁选机中， 同时开启喷水管和反冲水管适量给 

水。 

接收精矿和尾矿。 

给矿 1 分钟后，将运转按钮切断，转鼓停止转动;关闭冲水管。 

清洗精矿槽和尾矿槽，并入各自产品槽中。 

过滤、烘干(105~110℃、 称重。 

制备磁性物含量分析试样各 50 克， 进行产品的磁性物含量分析。 

②考核要求 

技能要求 

能了解鼓形湿式磁选机的原理、用途、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 

磁选机---鼓形湿式磁选机进行分选，能正确操作磁选管设备，能正 

确了解和掌握鼓形湿式磁选机的实验技术。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磁选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磁选机是否空转正常、漏溢水、电源符合要 

求，实验完后关闭电源，清理磁选机设备及相关操作工作面，做到节 

约资源，保持环境卫生等意识。 

③实验数据处理。 
实验结果记录表 

序

号 

条件 入料 精矿 尾矿 

磁场强 

度

A/m 

磁偏 

角 

磁选 

时间 

min 

磁性 

物含 

量% 

浓度 

g/l 

重 量 

g 

产

率% 

磁 性 

物含 

量% 

重量 

g 

产

率% 

磁 性 

物含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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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实施条件 

磁电选实训室，实验室用鼓形湿式磁选机一台、天平(1 公斤)一 

架、磁铁矿粉、石英砂、过滤机、电子秤、烘干箱、500 毫升烧杯 2 

个，洗瓶 1 个、毛刷、牛角勺、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塑料盆等具。 

（3）考试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2 

试题编号：816：磁性物料鼓形湿式磁选机分选回收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磁性矿物矿样（磁铁矿粉和石英矿粉，其粒度分别为 

-0.074 毫米的铁粉，-0.2 毫米的石英粉）混合样 2 公斤，学生根据 

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选矿方法和选矿设备，分选矿样矿石中磁性矿 

物。 

①考核步骤 

设备检查、试运转，确保实验过程顺利进行和人机安全。 

称样：称取磁铁矿粉（1500 克）与石英矿粉（500 克），混合为 

一份样。 

在给料桶中配置浓度为 100 克/升的悬浮液 20 升。 

调整磁极位置，启动磁选机，调压使输出电流为 20A。 

将悬浮液缓慢放入磁选机中， 同时开启喷水管和反冲水管适量给 

水。 

接收精矿和尾矿。



102 

给矿 1 分钟后，将运转按钮切断，转鼓停止转动;关闭冲水管。 

清洗精矿槽和尾矿槽，并入各自产品槽中。 

过滤、烘干(105~110℃、 称重。 

制备磁性物含量分析试样各 50 克， 进行产品的磁性物含量分析。 

②考核要求 

技能要求 

能了解鼓形湿式磁选机的原理、用途、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 

磁选机---鼓形湿式磁选机进行分选，能正确操作磁选管设备，能正 

确了解和掌握鼓形湿式磁选机的实验技术。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磁选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磁选机是否空转正常、漏溢水、电源符合要 

求，实验完后关闭电源，清理磁选机设备及相关操作工作面，做到节 

约资源，保持环境卫生等意识。 

③实验数据处理。 
实验结果记录表 

序

号 

条件 入料 精矿 尾矿 

磁场强 

度

A/m 

磁偏 

角 

磁选 

时间 

min 

磁性 

物含 

量% 

浓度 

g/l 

重 量 

g 

产

率% 

磁 性 

物含 

量% 

重量 

g 

产

率% 

磁 性 

物含 

量% 

1 
2 

（2）实施条件 

磁电选实训室，实验室用鼓形湿式磁选机一台、天平(1 公斤)一 

架、磁铁矿粉、石英砂、过滤机、电子秤、烘干箱、500 毫升烧杯 2 

个，洗瓶 1 个、毛刷、牛角勺、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塑料盆等具。 

（3）考试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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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  矿物的电选（82） 

试题编号：821：电选机分选实训 

（1）任务描述 

给定某典型导体矿物矿样 （磁铁矿粉 80g 和典型的非导体矿物石 

英矿粉 20g，粒度均为-60 目+100 目）混合样 100 克，学生根据矿样 

性质，选择合适的选矿方法和选矿设备，分选矿样矿石中导体矿物。 

①测定步骤 

设备检查、试运转，确保实验过程顺利进行和人机安全。 

称取磁铁矿（80 克）及石英矿粉（20 克） ，混合均匀为一份试 

样，共制备四份试样； 

将试样烘干后，分别给入电选机给矿槽； 

调节电场电压和转鼓转数到给定值 15KV 和 100 转／分后，开始 

给矿。分选完后，重复在 20KV、25KV 和 30KV 条件下做三次试验； 

用永磁块对分选产品进行分析， 即将磁铁矿从各产品中分离出来， 

分别将磁铁矿和石英矿称重，填写在记录表内。 

②考核要求 

技能要求 

能了解电选机的原理、用途、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电选机 

---XDFF250X 200mm 实验研究型电选机进行分选，能正确操作电选机 

设备，能正确了解和掌握电选机的实验技术。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电选 

机运行是否正常， 检查电选机是否空转正常、 漏溢水、 电源符合要求， 

实验完后关闭电源，清理电选机设备及相关操作工作面，做到节约资



104 

源，保持环境卫生等意识。 

③实验数据处理 

计算出列表中各项内容 

电选实验结果数据记录表 

试验条件 

(KV) 

产品名称 产品重量（g） 产 率 

（γ%） 

品 位 

（β%） 

γ·β 回 收 率 

（ε%） 

15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20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25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30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磁铁矿计算品位为：产物中纯磁铁矿的百分数（以小数表示）×72.41%=产品 

的品位 

（2）实施条件 

磁电选实训室，XDFF250X 200mm 实验研究型电选机一台、天平 

(1 公斤)一架、磁铁矿粉、石英砂、过滤机、电子秤、烘干箱、500 

毫升烧杯 2 个，洗瓶 1 个、毛刷、牛角勺、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塑 

料盆等具。 

（3）考试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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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3 

表 13： 磁性物料电选机分选评价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品 

（10 

分） 

未知样含 

量的准确 

度（10分） 

与准确 

含量相 

对偏差 

≤（%） 

精矿 

(2%) 

尾矿 

(3%) 

中矿 

(3%) 

扣分标 

准（分） 
4 3 3 

操 作 

分 数 

（ 60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检查清扫 

工作 （3分） 

1.检查清扫设备（3分） 

未检查设备及相应设施工具完整扣 0.5分 

未检查设备空转、密封、声音等情况扣 0.5 分 

未清扫设备及相关设施扣 1.0分 

准备矿样、 

调设备 （11 

分） 

2.称样：称取磁铁矿粉（80 克）及石英矿粉（20 

克），混合为一份样。（4 分） 

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 扣 2.0 分 

3.试样烘干。（4 分） 

试样润湿不完全扣 4.0 分 

4.调节电场电压和转鼓转数到给定值 15KV 和 100 

转／分后，准备给矿。（3 分） 

程序错误扣 3.0 分 

磁选过程 

（29 分） 

5.电场电压和转鼓转数到给定值 15KV 和 100 转／ 

分后，开始适量给矿。（共 4分） 

放矿快慢不一扣 2.0分 

放矿撒落扣 2.0 分 

6.接取产品（共 5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2.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7.清洗精矿槽、中矿槽和尾矿槽，并入各自产品槽 

中。（共 5分） 

清扫不干净、错误扣 5.0 分 

8.重复在20KV、 25KV和30KV条件下做三次试验 （共 

15 分） 

重复上面的扣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9.卫生（3 分） 

未清洗设备及设施扣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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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打扫地面扣 1.0 分 

10.整理（4分） 

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未整理器材到原位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共 

10 分） 

11.将所得的磁性和非磁性产品分别经过脱水、烘 

干、称重，取样（50克）化验（共 10分） 

滤纸未润湿扣 1.0 分 

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分 

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 分 

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业 

素养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它纸 

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中空 

项扣 2 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改， 

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 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试题编号：822：电选机分选实验 

（1）任务描述 

给定某典型导体矿物矿样（（磁铁矿粉 50g 和典型的非导体矿物 

石英矿粉 50g，粒度均为-60 目+100 目）混合样 100 克，学生根据矿 

样性质， 选择合适的选矿方法和选矿设备， 分选矿样矿石中导体矿物。 

①测定步骤 

设备检查、试运转，确保实验过程顺利进行和人机安全。 

称取磁铁矿（50 克）及石英矿粉（50 克） ，混合均匀为一份试 

样，共制备四份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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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样烘干后，分别给入电选机给矿槽； 

调节电场电压和转鼓转数到给定值 15KV 和 100 转／分后，开始 

给矿。分选完后，重复在 20KV、25KV 和 30KV 条件下做三次试验； 

用永磁块对分选产品进行分析， 即将磁铁矿从各产品中分离出来， 

分别将磁铁矿和石英矿称重，填写在记录表内。 

②考核要求 

技能要求 

能了解电选机的原理、用途、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电选机 

---XDFF250X 200mm 实验研究型电选机进行分选，能正确操作电选机 

设备，能正确了解和掌握电选机的实验技术。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电选 

机运行是否正常， 检查电选机是否空转正常、 漏溢水、 电源符合要求， 

实验完后关闭电源，清理电选机设备及相关操作工作面，做到节约资 

源，保持环境卫生等意识。 

③实验数据处理 

计算出列表中各项内容 

电选实验结果数据记录表 

试验条件 

(KV) 

产品名称 产品重量（g） 产 率 

（γ%） 

品 位 

（β%） 

γ·β 回 收 率 

（ε%） 

15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20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25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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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30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磁铁矿计算品位为：产物中纯磁铁矿的百分数（以小数表示）×72.41%=产品 

的品位 

（2）实施条件 

磁电选实训室，XDFF250X 200mm 实验研究型电选机一台、天平 

(1 公斤)一架、磁铁矿粉、石英砂、过滤机、电子秤、烘干箱、500 

毫升烧杯 2 个，洗瓶 1 个、毛刷、牛角勺、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塑 

料盆等具。 

（3）考试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3 

试题编号：823：电选机分选实验 

（1）任务描述 

给定某典型导体矿物矿样 （磁铁矿粉 20g 和典型的非导体矿物石 

英矿粉 80g，粒度均为-60 目+100 目）混合样 100 克，学生根据矿样 

性质，选择合适的选矿方法和选矿设备，分选矿样矿石中导体矿物。 

①测定步骤 

设备检查、试运转，确保实验过程顺利进行和人机安全。 

称取磁铁矿（20 克）及石英矿粉（80 克） ，混合均匀为一份试 

样，共制备四份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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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试样烘干后，分别给入电选机给矿槽； 

调节电场电压和转鼓转数到给定值 15KV 和 100 转／分后，开始 

给矿。分选完后，重复在 20KV、25KV 和 30KV 条件下做三次试验； 

用永磁块对分选产品进行分析， 即将磁铁矿从各产品中分离出来， 

分别将磁铁矿和石英矿称重，填写在记录表内。 

②考核要求 

技能要求 

能了解电选机的原理、用途、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电选机 

---XDFF250X 200mm 实验研究型电选机进行分选，能正确操作电选机 

设备，能正确了解和掌握电选机的实验技术。 

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符合选矿企业员工的基本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惯，检查电选 

机运行是否正常， 检查电选机是否空转正常、 漏溢水、 电源符合要求， 

实验完后关闭电源，清理电选机设备及相关操作工作面，做到节约资 

源，保持环境卫生等意识。 

③实验数据处理 

计算出列表中各项内容 

电选实验结果数据记录表 

试验条件 

(KV) 

产品名称 产品重量（g） 产 率 

（γ%） 

品 位 

（β%） 

γ·β 回 收 率 

（ε%） 

15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20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25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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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30 导体 磁铁矿 

石英 

非导体 磁铁矿 

石英 

给矿 小计 

*磁铁矿计算品位为：产物中纯磁铁矿的百分数（以小数表示）×72.41%=产品 

的品位 

（2）实施条件 

磁电选实训室，XDFF250X 200mm 实验研究型电选机一台、天平 

(1 公斤)一架、磁铁矿粉、石英砂、过滤机、电子秤、烘干箱、500 

毫升烧杯 2 个，洗瓶 1 个、毛刷、牛角勺、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塑 

料盆等具。 

（3）考试时量 

测试时间：6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3 

模块九 矿物的化学选矿 

项目 1  矿物的焙烧（91） 

试题编号：  911：赤铁矿的还原焙烧 

（1）任务描述 

称取矿样，将试样装在瓷舟中送入反应瓷管内，往瓷管中通入氮 

气。焙烧炉接上电源对炉子进行预热，用变阻器或自动控温器控制炉 

温到规定的温废，切断氮气，通入一定流量的煤气，开始记录还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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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焙烧过程中应控制炉温恒定，还原到所需时间后，取出焙烧矿， 

冷却至室温。 

①测定步骤 

试验时试料粒度 3～0mm，试料重量 15g。试样装在瓷舟中送入 

反应瓷管内，瓷管两端用插有玻璃管的胶塞塞紧。然后，往瓷管中通 

入氮气。焙烧炉接上电源对炉子进行预热，用变阻器或自动控温器控 

制炉温到规定的温废，切断氮气，通入一定流量的煤气，开始记录还 

原时间。此时注意立即点燃煤气灯，以烧掉多余的煤气。焙烧过程中 

应控制炉温恒定，还原到所需时间后，切断煤气，停止加热，改通氮 

气冷却到  200℃以下(或将瓷舟移入充氮的密封容器中，水淬冷却)， 

取出焙烧矿，冷却至室温。 

②数据记录及处理 
赤铁矿还原焙烧试验结果记录表 

产品名称 
原矿 焙烧矿 

TFe（%）  FeO（%）  FeO/TFe  TFe（%）  FeO（%）  FeO/TFe 

赤铁矿 

（2）实施条件 

场地：焙烧实训室。 

仪器设备、设施：实验室用反应瓷管、马弗炉等焙烧装置、电子 

天平、压力计、高温表、干燥管等。 

（3）考核时量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4 
表 14：赤铁矿还原焙烧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检查工作 

（9 分） 

1.未检查是否有漏电、断电或烧断炉丝等情况 

扣 2.0 分 
2.未检查热电偶是否在规定位置扣 2.0 分 
3.未检查炉类是否有异物扣 2.0分 
4.未检查矿样含水量高低扣 3.0分 

矿样准备  5.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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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分 数 

（  60 
分） 操 

作 分 

扣 完 

为止， 

不 进 

行 倒 

扣 

（7 分）  6.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7.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焙 烧 

操作过程 

（37 分） 

8.高温实验过程中，燃烧皿、磁舟用手拿放扣 
3.0 分 

9.做挥发分实验室未戴手套扣扣 3.0 分 
10. 温度控制不合理扣 4.0 分 
11.焙烧时间控制不合理扣 4.0 分 

床面未出现扇形分带或不明显扣 4.0 分 
12.接取产品（共 11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4.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4.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3.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13.未清扫焙烧设备扣 3.0 分 
14.未打扫地面扣 2.0分 
15.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职 业 

素养 

（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项目 2  矿物的浸出（92） 

试题编号：921：铅锌矿的酸性浸出 

（1）任务描述 

称取矿样，配成一定浓度加到浸出槽，并调整合适的液固比，pH 

值，搅拌强度后，将计算好的酸性浸出剂配置成一定的浓度加入浸出 

槽中，放在搅拌器上搅拌。试验结束后，矿浆过滤，使含铅锌溶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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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分离。 

①测定步骤 

检查并清洗浸出设备；称取铅锌矿样一份 200 克，分别用水润湿 

调匀至 2:1 的液固比；调整矿浆 pH 值；根据方案配置好一定浓度的 

硫酸酸性溶液，将酸性溶液置于矿浆中，调节好搅拌强度至 400 转每 

秒，放在搅拌器上搅拌 1 小时。试验结束后，矿浆过滤，是含铅锌溶 

液与尾矿分离。然后进行清扫工作；将产品进行过滤烘干或取样、送 

样分析。 

②数据记录及处理 
铅锌矿的酸性浸出试验原始记录表 

产品名称 铅（%） 锌（%） 

浸出液 

浸出渣 

渣计浸出率 

液计浸出率 

（2）实施条件 

场地：化学选矿实训室。 

仪器设备、设施：实验室用浸出仪、搅拌器、电子天平、量筒、 

烧杯、真空过滤机、烘干箱等 

（3）考核时量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5 
表 15：铅锌矿的酸性浸出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品 

（8 
分） 

未知样含 

量的准确 

度（10分） 

与准确含量 

相 对 偏 差 ≤ 
（%） 

溶液 
(5%) 

矿渣 
(5%) 

扣 分 标 准 

（分） 
4  4 

检查清洗 

工作 （7分） 
1.未检查浸出相应设施扣 2.0 分 
2.未考察搅拌器叶片材料是否适合试验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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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分 

数（62 

分）操 

作分扣 

完 为 

止，不 

进行倒 

扣 

扣 3.0 分 
3.未检查矿样粒度扣 2.0 分 

矿样调浆 

（13 分） 

4.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2.0 分 
5.调浆液固比过程错误扣 3.0 分 
6.调浆 pH 值错误扣 3.0 分 
7.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8.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浸出操作 

过程（ 25 
分） 

9.搅拌强度不合理扣 3.0 分 
10.倒入矿浆（共 9 分） 

倒入矿浆出现损失扣 3.0 分 

倒入矿浆不均匀扣 3.0 分 

给矿容器内有残留矿粒扣 3.0分 
11.搅拌叶片高度不合适扣 2.0 分 
12.搅拌器与被搅拌容器不匹配扣 3.0 分 
13.接取产品（共 8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3.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14.未清洗搅拌器及设施扣 3.0分 
15.未打扫地面扣 2.0分 
16.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共 
10 分） 

17.滤纸未润湿扣 1.0分 
18.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 分 
19.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20.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21.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分 
22.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业素 

养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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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编号：922 含金银矿物的硫代硫酸盐浸出 

（1）任务描述 

称取矿样，配成一定浓度加到浸出槽，并调整合适的液固比，pH 

值，搅拌强度后，将计算好的硫代硫酸盐浸出剂配置成一定的浓度加 

入浸出槽中，放在搅拌器上搅拌。试验结束后，矿浆过滤，使含金溶 

液与尾矿分离。 

①测定步骤 

检查并清洗浸出设备；称取含金矿样一份 200 克，分别用水润湿调 

匀至 2:1 的液固比；调整矿浆 pH 值；根据方案配置好一定浓度的硫 

代硫酸盐溶液，将溶液置于矿浆中，调节好搅拌强度至 400 转每秒， 

放在搅拌器上搅拌 1.5 小时。试验结束后，矿浆过滤，使含金溶液与 

尾矿分离。然后进行清扫工作；将产品进行过滤烘干或取样、送样分 

析。 

②数据记录及处理 

含金银矿物的硫代硫酸盐浸出试验原始记录表 

产品名称 金（%） 银（%） 

浸出液 

浸出渣 

渣计浸出率 

液计浸出率 

（2）实施条件 

场地：化学选矿实训室。 

仪器设备、设施：实验室用浸出仪、搅拌器、电子天平、量筒、 

烧杯、真空过滤机、烘干箱等 

（3）考核时量  120 分钟 

（4）评分细则 

见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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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含金银矿物的硫代硫酸盐浸出评分细则 

评价内容及配分 评分标准 
扣分情 

况记录 
得分 

作品 

（8 
分） 

未知样含 

量的准确 

度（10分） 

与准确含量 

相 对 偏 差 ≤ 
（%） 

溶液 
(5%) 

矿渣 
(5%) 

扣 分 标 准 

（分） 
4  4 

操作分 

数（62 

分）操 

作分扣 

完 为 

止，不 

进行倒 

扣 

检查清洗 

工作 （7分） 

1.未检查浸出相应设施扣 2.0 分 
2.未考察搅拌器叶片材料是否适合试验等情况 

扣 3.0 分 
3.未检查矿样粒度扣 2.0 分 

矿样调浆 

（13 分） 

4.称取矿样误差大于 0.01g扣 2.0 分 
5.调浆液固比过程错误扣 3.0 分 
6.调浆 pH 值错误扣 3.0 分 
7.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2.0 分 
8.转移过程出现损失扣 3.0 分 

浸出操作 

过程（ 25 
分） 

9.搅拌强度不合理扣 3.0 分 
10.倒入矿浆（共 9 分） 

倒入矿浆出现损失扣 3.0 分 

倒入矿浆不均匀扣 3.0 分 

给矿容器内有残留矿粒扣 3.0分 
11.搅拌叶片高度不合适扣 2.0 分 
12.搅拌器与被搅拌容器不匹配扣 3.0 分 
13.接取产品（共 8 分） 

产品出现损失扣 3.0分 

接取产品位置出现错误或混淆扣 3.0 分 

产品未接取完全或出现混合扣 2.0 分 

清扫工作 

（共 7 分） 

14.未清洗搅拌器及设施扣 3.0分 
15.未打扫地面扣 2.0分 
16.未整理实验器材扣 2.0 分 

产品处理 

工作（共 
10 分） 

17.滤纸未润湿扣 1.0分 
18.过滤未完全或出现损失扣 2.0 分 
19.所用滤纸未标明产品名称扣 3.0 分 
20.烘干时未穿戴手套扣 1.0 分 
21.计算产品产率误差大扣 2.0分 
22.称量产品出现损失扣 1.0 分 

职业素 

养 

（20 

分） 

原始记录 

（5 分） 

原始记录不及时记录扣 2 分；原始数据记在其 

它纸上扣  5 分；非正规改错扣  1 分/处；原始记录 

中空项扣 2分/处。 

安全与环 

保

（10 分） 

未穿戴实验服扣 3 分； 

台面、卷面不整洁扣 3 分； 

损坏设备及设施，每件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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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备安全、环保意识扣 2 分。 
6S 管理 

（5 分） 

设备设施清洗不干净扣 5 分； 

设备设施堆放不整齐扣 1～5 分。 

否决项 

天平读数，称量数据未经监考老师同意不可更 

改，在考核时不准进行讨论等作弊行为发生，否则 

作 0 分处理。不得补考。 

考核时间（10 分） 

超 30min停考 

超过时间≤  0：00  0:10  0:20  0:30 
扣分标准（分）  0  3  6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