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选矿车间磨浮

大班厂房的东北角是该大班浮选Ⅰ、Ⅱ

系统的鼓风系统， 由大小两台风机分别

对应Ⅰ、Ⅱ系统的浮选设备，浮选工艺流

程中， 通过药剂反应铜精矿与矿石分离

后的重力大于水， 在浮选流程中会沉于

水底无法完成浮选。 因此，利用风机往浮

选槽底送风， 通过风力将铜精矿泡沫吹

至矿浆表面， 再通过浮选机刮板与矿浆

分离流至下一工序。 随着该矿球磨改造

后处理量的增高， 该矿通过改造浮选系

统和增加浮选设备提高精矿处理量以适

应增加的矿石处理量， 经过改造后的浮

选Ⅰ、Ⅱ系统经常处于同时开放状态，因

此鼓风系统也长期处于两台风机常开状

态， 在大量使用电的同时如产生故障将

会缺少风机设备进行临时替换， 直接影

响到生产的顺利运行， 为防止这种情况

产生， 选矿车间磨浮大班值班长陈军组

织大班职工和车间技术人员进行了积极

讨论，如果在只开一台风机的情况下，停

开另一台风机以备不时之需， 同时还能

节省两台风机同开的用电量， 不仅能解

决突发状况， 还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用电

成本，产生一举两得的效果。

在大班人员集思广益后，该车间联合

维修车间对风机系统进行了改造， 首先

将原本两台风机单独的传输管道进行了

切割焊接使风机管道进行了连通， 再将

两台风机管道的连接处设置一个手动阀

门， 在单独使用一个浮选系统时正常使

用一台风机，如果浮选Ⅰ、Ⅱ系统同时开

放则开启阀门， 通过只使用一台风机同

时将风送进两个浮选系统， 在对管道进

行改造后，经过短期设备调试后，一台风

机送风量可以完全保证两个系统正常生

产，改造获得了成功。

改造之前使用的两台风机的功率分

别是 200 千瓦时和 110 千瓦时，改造后只

使用功率为 200 千瓦时的一台风机，这

样每小时较原来可节省 110 度电，按照每

日工作八小时计算的话 ， 每月可节省

26400 度用电量， 按照每度电 0.7 元算每

年单电费就可以节省二十余万元， 为该

矿提质增效、节约成本做出了贡献。

（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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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澳斯麦特炉

对废印制电路板“吃干榨净”

废印制电路板环境污染问题如何解

决？ 有价金属如何回收？ 12 月 6 日至 7

日，由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与公司

联合举办的全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

拆解利用行业会议在黄石召开，来自国家

相关部委、省市相关部门、行业组织、环境

保护、废家电拆解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

的代表共 200 余人深入博源环保废弃家

电拆解项目，冶炼厂废印制电路板破碎项

目、 澳斯麦特炉铜冶炼节能减排项目、30

万吨铜加工清洁生产示范项目等生产一

线，近距离了解澳斯麦特炉高效协同处置

废印制电路板示范项目运行情况，并从中

找到了答案。

在博源环保生产车间，电冰箱、电视

机、空调、洗衣机、电脑等废弃电器电子、

机电产品被一一拆解，其中的废印制电路

板被分拣、装袋。 有数据显示，中国是最大

的电子产品消费国，中国每年因电子电器

报废产生的废电路板数量超过 60 万吨，

并以每年 10%至 15%的速度增长。 废旧电

路板含有重金属、阻燃剂及粘结剂等有毒

有害物质，如果随意堆放或掩埋，将会对

环境造成污染。 大冶有色博源环保公司党

委书记袁静波拿起一块废印制电路板介

绍道：“在自然界中的矿产资源日趋减少

的情况下，对废印制电路板中所含的各种

有价金属进行科学、绿色、合理、高效、规

范的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可解决

环境污染问题，又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

在冶炼厂废印制电路板破碎项目生

产现场，成堆的废印制电路板经皮带输送

到破碎机破碎，在对较大的铜线、铝块、铁

块进行分拣后， 剩下的物料与铜精矿混

合，作为原料直接进入澳斯麦特炉。 冶炼

厂厂长万黎明说，大冶有色采取原生态冶

炼炉体加入废旧线路板和电镀污泥的联

合处理的工艺路线，保证了废印制电路板

和电镀污泥中的有价金属的回收，将宝贵

的资源吃干榨尽 。

“厂房内干净整洁， 没有一丝烟气味

道，真想不到一家冶炼企业能够做到这么

节能环保！ ”参观人员向身边工作人员询

问了解关心的问题，不时发出赞叹声。 据

了解， 和其他处理废印制电路板方法相

比，澳斯麦特炉优势显著：一是澳斯麦特

炉熔炼高温保证印制电路板中的可燃物

充分燃烧， 燃烧热能被高效吸收利用，二

噁

英等物质被彻底分解， 促进节能减排；

二是全产业链的冶炼回收系统，实现资源

吃干榨尽，不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实现

了低投入、低能耗、低排放、高效化和高值

化的处置。 随着该项目的运用，公司实现

了再生资源与原生矿冶炼和铜产品生产

无缝接合，在国内率先建成了以铜为主导

的“再生资源 - 有色金属 - 有色金属产品

- 再生资源”全循环产业链项目。

在 30 万吨铜加工清洁生产示范项目

生产现场，3 台白色的阴极剥片机器人吸

引了参观人员的目光。 只见阴极剥片机器

人宛如人的双手一样灵活快捷，以每小时

500 片的速度从不锈钢片上剥离出阴极

铜，两边的机械臂各抓起一块铜板，放置、

打捆，动作一气呵成，精准无误；厂房外的

堆场上，成捆阴极铜整齐地码放着，在阳

光下反射着玫瑰红的光芒。“废印制电路

板中含有的铜，经过冶炼、粗炼、精炼、电

解工序后，变成了含铜 99.99%的阴极铜。 ”

一旁工作人员的介绍，让参观人员对废印

制电路板“变废为宝”有了更加清晰的认

识，深刻体会到公司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上的责任担当。

深耕循环经济和节能环保产业，让公

司发展插上绿色翅膀。作为负责任的国有

企业，公司近年来推进冶炼废弃物的资源

化处置，建设了国内领先的稀贵金属工业

园，做到了吃干榨净、变废为宝；推进城市

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建成废弃电器电子产

品、废弃机电产品、废旧汽车回收拆解，及

废旧塑料再利用的多个循环利用项目，拓

宽了原料渠道；推进绿色矿山、工厂建设，

开展尾矿库治理、植被修复、深度脱硫等

生态环境治理项目，不断拓展着绿色发展

的内涵与外延，让天更蓝、水更清、景更美

的绿色矿山、花园式工厂一步步变成了现

实。

在此背景下，澳斯麦特炉高效协同处

置废印制电路板示范项目更是为解决当今

社会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大冶有

色方案。 公司总经理王焱在全国废弃电器

电子产品回收拆解利用行业会上发言表

示：“未来，大冶有色将最大限度发挥项目

协同处置优势，加大废电线路板和环保污

泥的回收利用， 和相关废弃物的减利化、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处置力度，并以

黄石为中心，打造长江沿线的固废处理基

地，推进绿色发展，为长江大保护作出积

极贡献。 ”

（刘建新 李俊红）

与会人员参观冶炼厂废印制电路板破碎项目生产现场。

职工在操作风机系统。

职工在开启阀门调节系统进风。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选矿车间磨浮大班

改进风机系统降成本

12

月

5

日，公司委托武汉博源中测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及行业专家对冶炼厂澳炉协同处置废印制电

路板项目竣工进行环保验收。 经过专家组的验收评

审，该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该厂澳炉协同处置废印制电路板项目

2018

年

底已完成工程建设，

2019

年投入试运行，公司委托武

汉博源中测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并编制项目竣工

环保验收调查监测报告，并组织专家按照《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程序要求，采取现场

检查、资料查阅、召开验收会议等方式，对项目实施

情况进行检验， 调阅了装置运行情况和在线监测数

据，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了解。 专家组一致认为

该项目治理效果明显，能有效减少电子产品生命周期

内

POPS

和持久性有毒化学品的排放，高效回收有价

金属，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标准，环保验收通过。

据悉，该项目的成功运营，有望成为积极引导本

企业建立合理规范的火法协同处置多金属固废的示

范工程，不仅能够促进企业循环经济发展，同时为我

国有色冶炼行业的火法协同处置印制电路板处理技

术发展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鲁方昆 詹传平）

冶炼厂澳炉协同处置废印制电路板项目

通过环保机构验收

12

月

9

日，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在生产调度会

上，对安全、生产、成本三项重点工作做出安排，要求

全矿各级管理人员扑下身子在现场解决问题， 全力

打好

2019

年收官之战。

在安全上，实行严管重罚，对照标准进行顶板检

查，抓好光面爆破和临时支护；抓好管理人员责任落

实， 生产单位与外包工程队严防死守， 结合分片包

保，紧盯高危作业不放松；顶板、消防、设备等专业线

管理小组开展好专业线检查，稳固安全大堤。 在生产

上，四大车间按矿总体布局，力保球磨正常运转。采矿

车间抓好采场矿源衔接，保证充填质量，稳定供矿品

位。 机运车间千方百计保障主井每日提升量，确保流

程畅通。 选矿车间抓好设备维护，稳定球磨台时处理

量；加强工艺技术管理，力保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达到

计划要求。在成本管理上，加强材料备件管控，确保成

本不超支。总攻倒计时，该矿正咬紧牙关，全力冲刺全

年总目标。 （梅晓艳）

矿业分公司铜绿山矿全力打好2019年收官之战

12

月

9

日，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露采车间举办

大车司机和外埠单位汽车司机交通运输安全交流

会，确保年末交通安全。

为进一步加大安全管理力度， 该车间组织汽运

司机和外埠单位昌兴公司汽车司机进行了面对面的

运输安全交流讨论，针对目前矿山道路环境、交通运

输应注意的事项、 双方如何在采场安全行车及车辆

操作技能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交流，在交流的同时双方

也互相提出意见和建议，并相互监督整改。后期，两家

单位将开展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抽查与背诵活动，做到

操作人员会背规程和用规程， 并通过抓安全管理工

作，强化司机的操作技能培训，为该矿交通运输安全

提供保证。 （江龙兴）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露采车间

举办交通运输安全交流会

12

月

11

日，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开展现场应

急处置比赛， 提升从业人员处置安全生产突发事件

的能力，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确保矿

山生产稳定。 这是该矿推进

"

百日安全生产无事故

"

竞赛活动的一个缩影。

此次现场应急处置比赛选取触电处置、 出血包

扎、骨折人员固定与搬运、心肺复苏四个项目，来自

该矿四个主要生产车间

8

支代表队，

50

余人参加了

应急处置比赛，

100

余名职工参加了现场观摩学习。

赛场上，各参赛小组沉着冷静，根据模拟的事故现场

不同的环境条件，分别运用不同的应急处置方法使伤

者迅速脱离危险电源， 给伤口进行消毒处理包扎，对

小腿“骨折人员”进行检查，判断骨折类型，进行夹板

固定，同时根据骨折部位分别运用五种方法进行了搬

运。 评委根据参赛人员介绍现场环境条件、采取的应

急措施、处置方式方法等按照《现场应急处置比赛评

分细则》进行了现场评判。 最终，采掘车间管理队、采

掘车间员工队、选矿车间员工队夺得本次应急处置比

赛的前三名。 （刘鑫涛）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开展现场应急处置比赛

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

开展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12

月

9

日，矿业分公司丰山铜矿采掘车间

开展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提高车间对突发

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井下作业人员人身

安全。

此次火灾事故应急演练模拟井下北缘负

200

米变电硐室因电缆爆燃引发火灾，现场烟雾

大，能见度低。 现场作业人员在紧急撤离同时，

向地面呼救。 车间得到消息后，迅速集合应急救

援小组 ，在指挥长的组织下 ，警戒疏散组 、救护

组、现场抢修组和物资供应组迅速赶往现场进行

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及救援、设备抢修。在各小组

协同配合、有条不紊的指挥组织下，火灾扑灭，伤

员救出，电气设备恢复正常，应急救援演练圆满

结束。

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结束后，还组织了相

关专业人员开展了消防知识的培训。 （周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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