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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专业技能考核标准

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矿物加工技术（专业代码：520602）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面向有色金属和非金属采选行业的选矿与矿

物加工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群，培养能够从事生产一线的矿物加工工

艺操作与控制、选矿试验操作、生产组织管理和安全管理等岗位工作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的核心课程是碎矿与磨矿技术、浮游选矿技术、重力选矿

技术、磁电选矿技术、化学选矿技术分别对应着矿物的破碎、磨矿、

浮选、重选、磁选、电选和化学选矿等典型的工作任务。

根据专业特点、企业需求及核心课程教学标准，结合学生情况、

学校现有条件及企业实际工作情况，提炼出以下几个方面作为本专业

的技能考核内容，分别为专业基础技能考核和专业核心技能考核。其

中，基础技能考核包括矿样的制备、矿样的磨矿、矿物筛分分级三个

模块；核心技能考核包括矿物的浮选、矿物的重选两个磨矿。

三、考核内容

根据矿物加工技术专业特点及专业技能基本要求，矿物加工技术

专业技能抽查设计了矿样的制备、矿样的磨矿、矿物筛分分级、矿物



的浮选、矿物的重选五个技能模块。其中矿样的制备、矿样的磨矿、

矿物筛分分级为专业基本技能模块，矿物的浮选、矿物的重选为专业

核心技能模块。六个模块共包含 26个技能点，每个技能点配有若干

操作试题，总计 50道技能考核试题。

模块一 矿样的制备

本模块是专业基本技能模块，为矿物加工工艺做好选别前的准备。

本模块包含了矿样的破碎、混匀、缩分三个主要技能操作点。本模块

专业技能的考核要求考生在三个子模块中各抽一道试题作为考核内

容。

1.矿样的破碎

（1）技能要求

能知道破碎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破碎机进行破碎，能正确

操作破碎设备，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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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破碎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矿样中是否有异物，破碎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2．矿样的缩分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混匀的作用，能选用混匀的方法进行试样混匀，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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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3．矿样的缩分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缩分的作用，能选用缩分的方法进行试样缩分，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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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分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模块二 矿样的磨矿

本模块是专业基本技能模块，为矿物加工工艺选别前准备好粒度

合格的矿样。本模块包含了磨矿设备的操作、磨矿浓度两个主要技能

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

量和矿浆浓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

工作，正确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三 矿物筛分分级（湿筛）

本模块是专业基本技能模块，为测定产品中各粒级的含量、某粒

级中目的矿物的含量。本模块包含了湿筛的操作、粒度曲线的绘制两

个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

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

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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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

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四 矿物的浮选

本模块是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用浮选的选矿方法分离矿石中的有

用矿物与脉石矿物。本模块包含了浮选机的操作、浮选工艺条件的制

定、药剂的配制、矿物的浮选、产品的脱水五个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浮选机，根据浮选操作步骤和

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能正确配制浮选药剂溶液。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浮选机，将矿样导入浮选槽中，配制合适

的药剂，根据拟定的浮选工艺方案条件进行浮选试验操作，浮选完成

后进行脱水操作，最后得到精矿产品并计算产率。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模块五 矿物的重选

本模块是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用重选的选矿方法分离矿石中的有

用矿物与脉石矿物。本模块包含了摇床的操作、重选工艺方案的制定、

矿物的重选、产品的脱水四个主要技能操作点。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摇床，根据摇床操作步骤和要

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摇床，正确给矿，根据拟定的重选工艺方

案条件进行摇床试验操作，重选完成后进行脱水操作，最后得到精矿

产品并计算产率。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

好的工作习惯。

四、评价标准

模块一 矿样的制备

模块 1.1矿样的破碎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0g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子

去皮（2分），称 500g矿样（6分）。

4、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10分）。包括戴手

套开启电源（5分），放少许矿样破碎检查机器运转情况（5分）。

5、待机器运转正常后，戴手套关闭电源（5分）。

6、破碎（35分）。包括开启鄂式破碎机电源（5分），从鄂式破碎机

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6分）；操作中必须注意均匀给矿（6分），

矿石不许挤满破碎腔（6分）；而且给矿块的最大尺寸不应该大于给

矿口宽度的 0.85倍（6分）；给矿时严防非破碎物进入破碎机（6分）。

7、破碎完（10分）。包括矿样破碎完后，关闭电源（5分），取出矿

样箱，将矿样倒入盆中（5分）。

8、称破碎后矿样重量（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放入破碎后矿样称重（2分），关闭电子秤电源（2

分），计算破碎前后损失（2分）。

9、打扫卫生（8分）。包括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

干净破碎机（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模块 1.2 矿样的混匀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100g细粒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称 100g矿样（6分）。

4、用铁铲铲取矿石堆第一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

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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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5、第一个圆锥堆成后，铲取矿石堆第二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

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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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4、堆第 3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

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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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5、堆第 4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

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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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6、堆第 5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

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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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7、打扫卫生（8分）。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干净

桌子（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模块 1.3 矿样的缩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g细粒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称 50g矿样（6分）。

4、第一次缩分（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矿石堆一个圆锥，铲取矿

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6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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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将堆成

圆锥的试样压平成饼状（5分），然后用普通木板或铁板等沿中心十

字线分割为四份（5分），取其对角的两份合并为一份（5分），剩余

矿样倒入盛放矿样的盆子中（5分）。

5、第二次缩分（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矿石堆一个圆锥，铲取矿

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6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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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将堆成

圆锥的试样压平成饼状（5分），然后用普通木板或铁板等沿中心十

字线分割为四份（5分），取其对角的两份合并为一份（5分），剩余

矿样倒入盛放矿样的盆子中（5分）。

6、称缩分后矿样重量（8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

子去皮（2分），放入缩分后矿样称重并记录数据（2分），关闭电子

秤电源（2分）。

7、打扫卫生（8分）。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干净

振筛机（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模块二 矿样的磨矿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1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100ml）（4 分），用量筒量取 100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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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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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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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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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2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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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模块三 矿物筛分分级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3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3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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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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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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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相除，得出 -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

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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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模块四 矿物的浮选

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5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模块五 矿物的重选

1、观察摇床的构造，尝试调节床面角度和坡度，水量控制阀（5分）。

2、称取两份矿样各 500克，用水润湿调制矿浆（5分）。

3、开动摇床，给入适当的冲洗和给矿水，床面被覆盖，出现流膜；

（10分）

4、将一份矿样从给矿槽均匀给入，调节水量及床面坡度，矿样在床

面精矿端明显呈扇形分带，记录此时的坡度和水量，然后清洗干净床

面及接矿槽的矿样。（15分）

5、物料呈扇形分布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管，冲水管固定在

调好的位置不要关闭，记录下给水量和冲水量的大小，观察矿样的分

带情况。（15分）

6、测定并记录摇床的适宜操作条件。（5分）

7、固定以上试验条件，将另一份矿样按以上步骤正式进行分选试验，

接取精矿、中矿、尾矿三个产品。（30分）

8、关闭摇床，清扫床面和接矿槽的试样。（5分）

9、将上述三个产物分别烘干、称重。（5分）



五、抽考方式

采取 1加 1方式，由省教育厅在专业基本技能模块(矿样的制备、

磨矿、矿物筛分分级)和专业核心技能模块(矿物的浮选、矿物的重选、

选矿辅助操作)中，分别随机抽取一个模块，共计两个模块，每个考

生只需从两类模块中各随机抽取一道试题进行考核。考核场次根据考

生人数结合考场条件具体安排，考核场次和工位号由考生在考试前抽

签确定,并各自按照考核试题的要求独立完成考核任务,并体现良好的

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六、附录

(1)《浮选工工国家职业标准》。

(2)《矿物加工技术专业教学标准》

(3)《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选矿赛项竞赛规程》

(4) 其他各类化工、环保技术标准或规范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矿物加工技术专业

学生专业技能考核题库

模块 1 矿样的制备

本模块为基础模块，分为矿样的破碎、混匀、缩分三个子模块，

要求破碎混匀缩分三个子模块各抽 1道题）

模块 1.1 矿样的破碎

题目 1-1 钨矿的破碎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破碎设备，对矿样

进行破碎。

2、实施条件



破碎实训室，有鄂式破碎机、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刷子、

铲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破碎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破碎机进行破碎，能正确

操作破碎设备，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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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破碎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矿样中是否有异物，破碎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0g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子

去皮（2分），称 500g矿样（6分）。

4、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10分）。包括戴手

套开启电源（5分），放少许矿样破碎检查机器运转情况（5分）。

5、待机器运转正常后，戴手套关闭电源（5分）。



6、破碎（35分）。包括开启鄂式破碎机电源（5分），从鄂式破碎机

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6分）；操作中必须注意均匀给矿（6分），

矿石不许挤满破碎腔（6分）；而且给矿块的最大尺寸不应该大于给

矿口宽度的 0.85倍（6分）；给矿时严防非破碎物进入破碎机（6分）。

7、破碎完（10分）。包括矿样破碎完后，关闭电源（5分），取出矿

样箱，将矿样倒入盆中（5分）。

8、称破碎后矿样重量（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放入破碎后矿样称重（2分），关闭电子秤电源（2

分），计算破碎前后损失（2分）。

9、打扫卫生（8分）。包括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

干净破碎机（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题目 1-2 铅锌矿的破碎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破碎设备，对矿样

进行破碎。

2、实施条件

破碎实训室，有鄂式破碎机、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刷子、

铲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破碎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破碎机进行破碎，能正确

操作破碎设备，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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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破碎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矿样中是否有异物，破碎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0g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子

去皮（2分），称 500g矿样（6分）。

4、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10分）。包括戴手

套开启电源（5分），放少许矿样破碎检查机器运转情况（5分）。

5、待机器运转正常后，戴手套关闭电源（5分）。

6、破碎（35分）。包括开启鄂式破碎机电源（5分），从鄂式破碎机

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6分）；操作中必须注意均匀给矿（6分），

矿石不许挤满破碎腔（6分）；而且给矿块的最大尺寸不应该大于给

矿口宽度的 0.85倍（6分）；给矿时严防非破碎物进入破碎机（6分）。



7、破碎完（10分）。包括矿样破碎完后，关闭电源（5分），取出矿

样箱，将矿样倒入盆中（5分）。

8、称破碎后矿样重量（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放入破碎后矿样称重（2分），关闭电子秤电源（2

分），计算破碎前后损失（2分）。

9、打扫卫生（8分）。包括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

干净破碎机（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题目 1-3 锑矿的破碎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破碎设备，对矿样

进行破碎。

2、实施条件

破碎实训室，有鄂式破碎机、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刷子、

铲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破碎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破碎机进行破碎，能正确

操作破碎设备，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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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破碎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矿样中是否有异物，破碎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0g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子

去皮（2分），称 500g矿样（6分）。

4、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10分）。包括戴手

套开启电源（5分），放少许矿样破碎检查机器运转情况（5分）。

5、待机器运转正常后，戴手套关闭电源（5分）。

6、破碎（35分）。包括开启鄂式破碎机电源（5分），从鄂式破碎机

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6分）；操作中必须注意均匀给矿（6分），

矿石不许挤满破碎腔（6分）；而且给矿块的最大尺寸不应该大于给

矿口宽度的 0.85倍（6分）；给矿时严防非破碎物进入破碎机（6分）。

7、破碎完（10分）。包括矿样破碎完后，关闭电源（5分），取出矿

样箱，将矿样倒入盆中（5分）。

8、称破碎后矿样重量（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放入破碎后矿样称重（2分），关闭电子秤电源（2

分），计算破碎前后损失（2分）。

9、打扫卫生（8分）。包括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

干净破碎机（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题目 1-4 铜矿的破碎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破碎设备，对矿样

进行破碎。

2、实施条件

破碎实训室，有鄂式破碎机、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刷子、

铲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破碎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破碎机进行破碎，能正确

操作破碎设备，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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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破碎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矿样中是否有异物，破碎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0g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子

去皮（2分），称 500g矿样（6分）。

4、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10分）。包括戴手

套开启电源（5分），放少许矿样破碎检查机器运转情况（5分）。

5、待机器运转正常后，戴手套关闭电源（5分）。

6、破碎（35分）。包括开启鄂式破碎机电源（5分），从鄂式破碎机

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6分）；操作中必须注意均匀给矿（6分），

矿石不许挤满破碎腔（6分）；而且给矿块的最大尺寸不应该大于给

矿口宽度的 0.85倍（6分）；给矿时严防非破碎物进入破碎机（6分）。

7、破碎完（10分）。包括矿样破碎完后，关闭电源（5分），取出矿

样箱，将矿样倒入盆中（5分）。

8、称破碎后矿样重量（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放入破碎后矿样称重（2分），关闭电子秤电源（2

分），计算破碎前后损失（2分）。

9、打扫卫生（8分）。包括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



干净破碎机（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题目 1-5 萤石矿的破碎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破碎设备，对矿样

进行破碎。

2、实施条件

破碎实训室，有鄂式破碎机、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刷子、

铲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破碎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破碎机进行破碎，能正确

操作破碎设备，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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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破碎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矿样中是否有异物，破碎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0g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子

去皮（2分），称 500g矿样（6分）。

4、启动鄂式破碎机，检查破碎机运转是否正常（10分）。包括戴手

套开启电源（5分），放少许矿样破碎检查机器运转情况（5分）。

5、待机器运转正常后，戴手套关闭电源（5分）。

6、破碎（35分）。包括开启鄂式破碎机电源（5分），从鄂式破碎机

旁侧均匀缓慢地给入矿样（6分）；操作中必须注意均匀给矿（6分），

矿石不许挤满破碎腔（6分）；而且给矿块的最大尺寸不应该大于给

矿口宽度的 0.85倍（6分）；给矿时严防非破碎物进入破碎机（6分）。

7、破碎完（10分）。包括矿样破碎完后，关闭电源（5分），取出矿

样箱，将矿样倒入盆中（5分）。

8、称破碎后矿样重量（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放入破碎后矿样称重（2分），关闭电子秤电源（2

分），计算破碎前后损失（2分）。

9、打扫卫生（8分）。包括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

干净破碎机（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模块 1.2 矿样的混匀

题目 1-6 移锥法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对矿样进行混匀。

2、实施条件

碎磨实训室，有铁铲、刷子、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混匀的作用，能选用混匀的方法进行试样混匀，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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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100g细粒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称 100g矿样（6分）。

4、用铁铲铲取矿石堆第一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

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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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5、第一个圆锥堆成后，铲取矿石堆第二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

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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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4、堆第 3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

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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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5、堆第 4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

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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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6、堆第 5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

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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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7、打扫卫生（8分）。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干净

桌子（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题目 1-7 环锥法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对矿样进行混匀。

2、实施条件

碎磨实训室，有铁铲、刷子、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混匀的作用，能选用混匀的方法进行试样混匀，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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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100g细粒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称 100g矿样（6分）。

4、用铁铲铲取矿石堆第一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

锥底铲样（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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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再将其中心向四周扒成一个环形料堆



（4分）。

5、第一个圆锥堆成后，铲取矿石堆第二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

矿石时，应沿锥底铲样（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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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再将其中心向四周扒成

一个环形料堆（4分）。

4、堆第 3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铲样（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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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再将其中心向四周扒成一个环形料堆（4分）。

5、堆第 4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铲样（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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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再将其中心向四周扒成一个环形料堆（4分）。

6、堆第 5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铲样（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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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分）；再将其中心向四周扒成一个环形料堆（4分）。

7、打扫卫生（8分）。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干净

桌子（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题目 1-8 翻滚法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对矿样进行混匀。

2、实施条件

碎磨实训室，有铁铲、刷子、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混匀的作用，能选用混匀的方法进行试样混匀，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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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100g细粒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称 100g矿样（6分）。

4、用铁铲铲取矿石堆第一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

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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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5、第一个圆锥堆成后，铲取矿石堆第二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

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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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4、堆第 3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

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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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5、堆第 4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

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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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6、堆第 5个圆锥（14分）。包括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

移铲样位置（7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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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

7、打扫卫生（8分）。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干净

桌子（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模块 1.3 矿样的缩分

题目 1-9 四分法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对矿样进行缩分。

2、实施条件

碎磨实训室，有铁铲、刷子、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缩分的作用，能选用缩分的方法进行试样缩分，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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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分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60-10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g细粒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称 50g矿样（6分）。

4、第一次缩分（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矿石堆一个圆锥，铲取矿

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6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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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将堆成

圆锥的试样压平成饼状（5分），然后用普通木板或铁板等沿中心十

字线分割为四份（5分），取其对角的两份合并为一份（5分），剩余

矿样倒入盛放矿样的盆子中（5分）。

5、第二次缩分（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矿石堆一个圆锥，铲取矿

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6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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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将堆成



圆锥的试样压平成饼状（5分），然后用普通木板或铁板等沿中心十

字线分割为四份（5分），取其对角的两份合并为一份（5分），剩余

矿样倒入盛放矿样的盆子中（5分）。

6、称缩分后矿样重量（8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

子去皮（2分），放入缩分后矿样称重并记录数据（2分），关闭电子

秤电源（2分）。

7、打扫卫生（8分）。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干净

振筛机（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题目 1-10 方格法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对矿样进行缩分。

2、实施条件

碎磨实训室，有铁铲、刷子、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缩分的作用，能选用缩分的方法进行试样缩分，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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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分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60-10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g细粒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称 50g矿样（6分）。

4、第一次缩分（ 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矿石堆一个圆锥，铲取矿

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3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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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将混匀

的试样摊平为一薄层（4分），划分为许多小方格（4分），方格要划

匀（3分），每格取样量要大致相等（3分），然后用平底铲逐格取样

（5分），每铲都要铲到底（4分），铲出的矿石放进盛放矿样的盆子

（2分）。

5、第二次缩分（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第一次缩分剩下的矿石，

将其堆成一个圆锥，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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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将混匀的试样摊平为一薄层（4分），划分为许多小



方格（4分），方格要划匀（3分），每格取样量要大致相等（3分），

然后用平底铲逐格取样（5分），每铲都要铲到底（4分），铲出的矿

石放进盛放矿样的盆子（2分）。

6、称缩分后矿样重量（8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

子去皮（2分），放入缩分后矿样称重并记录数据（2分），关闭电子

秤电源（2分）。

7、打扫卫生（8分）。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干净

桌子（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题目 1-11 割环法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对矿样进行缩分。

2、实施条件

碎磨实训室，有铁铲、刷子、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缩分的作用，能选用缩分的方法进行试样缩分，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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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分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60-10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g细粒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称 50g矿样（6分）。

4、第一次缩分（ 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矿石堆一个圆锥，铲取矿

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3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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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将混匀

的试样摊平为一薄层（4分），划分为许多小方格（4分），方格要划

匀（3分），每格取样量要大致相等（3分），然后用平底铲逐格取样

（5分），每铲都要铲到底（4分），铲出的矿石放进盛放矿样的盆子

（2分）。

5、第二次缩分（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第一次缩分剩下的矿石，

将其堆成一个圆锥，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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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将混匀的试样摊平为一薄层（4分），划分为许多小

方格（4分），方格要划匀（3分），每格取样量要大致相等（3分），

然后用平底铲逐格取样（5分），每铲都要铲到底（4分），铲出的矿

石放进盛放矿样的盆子（2分）。



6、称缩分后矿样重量（8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

子去皮（2分），放入缩分后矿样称重并记录数据（2分），关闭电子

秤电源（2分）。

7、打扫卫生（8分）。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干净

桌子（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题目 1-12 二分器分样法

1、任务描述

给定一矿样，学生对矿样进行缩分。

2、实施条件

碎磨实训室，有铁铲、刷子、电子秤、盛放矿样的盆子。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知道试样制备中缩分的作用，能选用缩分的方法进行试样缩分，

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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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分后能

清理矿样，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60-100分钟。

5、评分细则（100分）

1、穿戴衣服（8分）。包括穿好实训服（2分），戴好帽子（2分），



戴好口罩（2分），戴好手套（2分）。

2、准备工具（4分）。包括电子秤（1分），盆子（1分），刷子（1分），

铲子（1分）。

3、称取 50g细粒矿样（10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

盆子去皮（2分），称 50g矿样（6分）。

4、第一次缩分（ 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矿石堆一个圆锥，铲取矿

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3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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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将混匀

的试样摊平为一薄层（4分），划分为许多小方格（4分），方格要划

匀（3分），每格取样量要大致相等（3分），然后用平底铲逐格取样

（5分），每铲都要铲到底（4分），铲出的矿石放进盛放矿样的盆子

（2分）。

5、第二次缩分（31分）。包括用铁铲铲取第一次缩分剩下的矿石，

将其堆成一个圆锥，铲取矿石时，应沿锥底四周逐渐转移铲样位置（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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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将混匀的试样摊平为一薄层（4分），划分为许多小

方格（4分），方格要划匀（3分），每格取样量要大致相等（3分），

然后用平底铲逐格取样（5分），每铲都要铲到底（4分），铲出的矿

石放进盛放矿样的盆子（2分）。

6、称缩分后矿样重量（8分）。包括电子秤归零（2分），放上矿样盆

子去皮（2分），放入缩分后矿样称重并记录数据（2分），关闭电子

秤电源（2分）。



7、打扫卫生（8分）。包括将矿样倒入矿样桶（2分），用抹布擦干净

桌子（2分），用扫把打扫卫生（2分），清洗工具（2分）。

模块 2 矿样的磨矿

题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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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1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100ml）（4 分），用量筒量取 100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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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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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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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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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2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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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题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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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2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200ml）（4 分），用量筒量取 200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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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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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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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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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3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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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题目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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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3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300ml）（4 分），用量筒量取 300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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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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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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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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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4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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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题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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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1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66.7ml）（4 分），用量筒量取 66.7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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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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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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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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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2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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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题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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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2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133.3ml）（4 分），用量筒量取 133.3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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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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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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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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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3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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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题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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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3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200ml）（4 分），用量筒量取 200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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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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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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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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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4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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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题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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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1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42.9ml）（4 分），用量筒量取 42.9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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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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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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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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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2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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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题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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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2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85.7ml）（4 分），用量筒量取 85.7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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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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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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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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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3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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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题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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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3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128.6ml）（4 分），用量筒量取 128.6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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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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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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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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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4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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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题目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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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磨矿时间、给矿量和磨矿矿浆浓度。学生根据

这些已知条件进行磨矿操作。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称取矿量（保留小数点后 1位），根据矿量和矿浆浓

度计算所需的水量，并根据磨矿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检查地脚螺丝有无松动情况，做好磨矿前的磨机清洗工作，正确

的加矿和加水工作以及磨机的保养工作。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预备工作（10 分）

预先将矿石破碎到 2mm 以下，300g 矿量（精确到 0.1g）（3 分），

并计算出水量（75ml）（4 分），用量筒量取 75ml 水（3 分）。

清洗工作（20 分）

开机后先让磨机空转数分钟（3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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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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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打开排矿口塞子，把筒体内污水

排出（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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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和排干筒内积水（2 分）；

加料工作（22 分）

清洗完毕，关闭排矿口（2 分），加入少量水检查排矿口是否关紧

（2 分）；如果不漏水再加矿石（注意加矿时勿将矿石撒出筒体外）（ 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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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最后关闭给矿口（3

分），将筒体恢复到水平位置（3 分），即可开车进行磨矿（2 分）。

球磨工作（8 分）

合上磨机电源，按秒表计时或设定磨矿时间为 4min（8 分）。待磨到规定时

间后，切断电源.

排矿工作（24 分）

打开排矿口塞子排放矿浆（2 分），再打开给矿口塞子（2 分），用清水冲

洗塞子端面和筒体内部（3 分），边冲洗边间断通电转动磨机，直至把筒体内矿

浆排净（3 分）。(注意，在冲洗磨筒内部矿浆时，一定要严格控制冲洗水量（3

分），以防止矿浆量过多，会增加后续作业的工作量)；

球磨机的保养工作（8 分）

磨矿完成后，用清水或石灰水把筒体内部充满（5 分），以减少筒体内壁和

钢球表面的氧化。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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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分）



模块 3 矿物筛分分级（湿筛）

题目 3-1 测定 3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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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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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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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3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3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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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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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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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相除，得出 -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

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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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2 测定 5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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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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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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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5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5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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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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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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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相除，得出 -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

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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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3 测定 7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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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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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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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7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7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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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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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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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相除，得出 -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

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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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4 测定 9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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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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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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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9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9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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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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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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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相除，得出 -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

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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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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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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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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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10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10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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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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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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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相除，得出 -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

百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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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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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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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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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2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20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20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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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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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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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相除，得出 -0.074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

百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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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7 测定 80g指定矿粉中-0.037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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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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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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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8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8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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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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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2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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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相除，得出 -0.032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



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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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8 测定 90g指定矿粉中-0.037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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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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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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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9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9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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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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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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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相除，得出 -0.032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百

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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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9 测定 100g指定矿粉中-0.037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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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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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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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10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10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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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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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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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相除，得出 -0.032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

百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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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10 测定 110g指定矿粉中-0.037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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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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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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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11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11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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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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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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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相除，得出 -0.032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

百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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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11 测定 120g指定矿粉中-0.037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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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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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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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12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12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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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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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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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相除，得出 -0.032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

百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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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12 测定 200g指定矿粉中-0.037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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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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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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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400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20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20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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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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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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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相除，得出 -0.037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

百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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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题目 3-13 测定 300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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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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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测试要求

（1）技能要求



能根据已知条件，准确选取合适的筛子，根据湿筛操作步骤和要求进行正确

的操作。

（2）操作规范及职业素养要求

操作规范：选取合适的筛子，将样品导入筛子中，在水盆内进行筛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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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筛上物料干

燥称重，根据原矿重量和该粒级的重量推算出洗出的细泥重量。

职业素养：符合选矿实验员科学、严谨的职业素养要求，体现良好的工作习

惯。

（3）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 60-80分钟。

3.考核标准

准备工作（20 分）

选取 325 目的标准筛 1 只（5 分），水盆 1 只（3 分），水桶 1 只（2

分），水盆内装一定量的水（以不没过筛子的最高沿面为宜）（5 分），

准确称量 300g 矿粉（精确到 0.01g）（5 分）。

湿筛工作（30 分）

将称量好的 300g 矿倒入筛子中（5 分），用单只手握住筛子（5 分），

利用手腕的力量按照一定的频率左右晃动筛子，使矿粒在筛分做往复运

动（10 分）；每隔 1~2min 将水盆内的水更换一次（5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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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

后续处理（30 分）

将筛上物料（移入铁碗或滤纸中）进行干燥（10 分），水桶内的筛

下物料移入滤纸中抽滤并干燥（10 分），最后称重（精确到 0.01g）（10

分），得出筛上物料的重量和细泥的重量，如果两者的重量之和与原样



品重量之差，不得超过原样品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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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g，否则重做）。

计算（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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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相除，得出 -0.045mm 的含量（保留两位小数，用

百分比表示）。（10 分）

清扫工作和实验器材归位（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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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模块 4 矿物的浮选

题目 4-1 方铅矿的浮选

矿量 300g方铅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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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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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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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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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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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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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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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题目 4-2 闪锌矿的浮选

矿量 300g闪锌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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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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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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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

选择调整剂石灰、硫酸铜分别加入搅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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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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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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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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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题目 4-3 黄铜矿的浮选

矿量 300g黄铜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8；捕收剂 Z-200，

用量 60g/t；起泡剂 2#油，用量 8g/t的浮选操作。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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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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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

选择调整剂石灰加入搅拌各 3分钟

加入捕收剂 Z-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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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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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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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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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题目 4-4 辉钼矿的浮选

矿量 1k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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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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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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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药剂添加

计算需要加入药剂溶液量

选择调整剂石灰、硫化钠分别加入搅拌各 3分钟

加入捕收剂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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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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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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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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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题目 4-5 白钨矿的浮选

矿量 300g白钨矿原矿，调整剂 碳酸钠，矿浆 pH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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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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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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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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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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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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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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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题目 4-6 黑钨矿的浮选

矿量 300g黑钨矿原矿，调整剂 碳酸钠，矿浆 pH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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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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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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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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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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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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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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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题目 4-7 赤铁矿的浮选

矿量 300g赤铁矿原矿，调整剂 碳酸钠，矿浆 pH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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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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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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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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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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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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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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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题目 4-8 辉锑矿的浮选

矿量 300g辉锑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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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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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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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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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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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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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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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题目 4-9 黄铁矿的浮选

矿量 300g辉锑矿原矿，调整剂石灰，矿浆 pH1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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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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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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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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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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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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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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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题目 4-10 铝硅酸盐的浮选

矿量 300g白钨矿原矿，调整剂 碳酸钠，矿浆 pH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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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技能要求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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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药剂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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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浮选调浆

浮选槽挂好，向浮选槽适量加水

1.1.4 浮选过程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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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搅拌

启动搅拌

③充气

打开充气开关向矿浆中充气

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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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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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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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最终产品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



1.2评价标准

1.2.1检查工作（共 12分）

未检查设备扣 5.0分

实验过程不能正确使用工具扣 4.0分

未检查浮选机运转、充气等情况扣 3.0分

1.2.2药剂配置（共 14分）

称重方法错误扣 4.0分

称重前未检查、校正天平扣 2.0分

药剂配制过程错误扣 4.0分

记录不规范，扣 4.0分

1.2.3浮选调浆（共 12分）

调浆过程错误扣 4.0分

润湿不完全扣 3分

转移过程不彻底扣 3分

浮选机液面过高和过低 2.0分

1.2.4 浮选过程（共 53分）

①药剂添加（10分）

未记录药剂添加量扣 3.0分

添加顺序错扣 3.0分

搅拌时间不够扣 2.0分

起泡剂添加方法错误 2.0分

②搅拌（8分）

搅拌前不关闭进气阀扣 4.0分

搅拌过程矿浆溢出扣 4.0分

③充气（12分）

充气量必须控制在浮选设备参数范围内，缓慢旋转充气开关，过大翻花或过小不

起泡各扣 3分；矿浆溢出跑槽扣 3.0分



④刮泡（8分）

接取泡沫外溢扣 4.0分

关充气阀、刮板、停机，顺序不正确扣 4.0分

⑤补加水（9分）

补加水不及时、补加清水过程中冲击泡沫、补加清水过程中没有冲洗粘附在搅拌

轴、槽壁上的泡沫颗粒各扣 3分

⑥产品转移（6分）

浮选机溢流口及刮板上的颗粒冲入精矿，否则扣 2.0分

浮选机槽中颗粒冲入尾矿，否则扣 2.0分

转移过程产品外溢扣 2.0分

1.1.4最终产品（共 9分）

使用真空过滤机过滤，湿润滤纸，否则扣 3 分。滤纸标明产品名称，否则扣 3

分。

使用烘干机对精矿烘干得到最终精矿产品。使用手套开烘箱门，否则扣 3分。

模块 5 矿物的重选

题目 5-1 钨矿的摇床分选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摇床设备，对矿样

进行分选。

2、实施条件



重选实训室，有摇床、电子秤、烘干箱、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了解摇床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摇床进行分选，能正确操

作摇床设备，能正确调节摇床的床面坡度和水量，能正确接取到不同

的产品，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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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摇床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床面是否符合要求，分选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摇床及相关操作面，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

1、观察摇床的构造，尝试调节床面角度和坡度，水量控制阀（5分）。

2、称取两份矿样各 500克，用水润湿调制矿浆（5分）。

3、开动摇床，给入适当的冲洗和给矿水，床面被覆盖，出现流膜；

（10分）

4、将一份矿样从给矿槽均匀给入，调节水量及床面坡度，矿样在床



面精矿端明显呈扇形分带，记录此时的坡度和水量，然后清洗干净床

面及接矿槽的矿样。（15分）

5、物料呈扇形分布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管，冲水管固定在

调好的位置不要关闭，记录下给水量和冲水量的大小，观察矿样的分

带情况。（15分）

6、测定并记录摇床的适宜操作条件。（5分）

7、固定以上试验条件，将另一份矿样按以上步骤正式进行分选试验，

接取精矿、中矿、尾矿三个产品。（30分）

8、关闭摇床，清扫床面和接矿槽的试样。（5分）

9、将上述三个产物分别烘干、称重。（5分）

题目 5-2 铅锌矿的摇床分选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摇床设备，对矿样

进行分选。

2、实施条件

重选实训室，有摇床、电子秤、烘干箱、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了解摇床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摇床进行分选，能正确操

作摇床设备，能正确调节摇床的床面坡度和水量，能正确接取到不同

的产品，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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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摇床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床面是否符合要求，分选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摇床及相关操作面，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

1、观察摇床的构造，尝试调节床面角度和坡度，水量控制阀（5分）。

2、称取两份矿样各 500克，用水润湿调制矿浆（5分）。

3、开动摇床，给入适当的冲洗和给矿水，床面被覆盖，出现流膜；

（10分）

4、将一份矿样从给矿槽均匀给入，调节水量及床面坡度，矿样在床

面精矿端明显呈扇形分带，记录此时的坡度和水量，然后清洗干净床

面及接矿槽的矿样。（15分）

5、物料呈扇形分布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管，冲水管固定在



调好的位置不要关闭，记录下给水量和冲水量的大小，观察矿样的分

带情况。（15分）

6、测定并记录摇床的适宜操作条件。（5分）

7、固定以上试验条件，将另一份矿样按以上步骤正式进行分选试验，

接取精矿、中矿、尾矿三个产品。（30分）

8、关闭摇床，清扫床面和接矿槽的试样。（5分）

9、将上述三个产物分别烘干、称重。（5分）

题目 5-3 锑矿的摇床分选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摇床设备，对矿样

进行分选。

2、实施条件

重选实训室，有摇床、电子秤、烘干箱、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了解摇床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摇床进行分选，能正确操

作摇床设备，能正确调节摇床的床面坡度和水量，能正确接取到不同

的产品，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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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摇床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床面是否符合要求，分选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摇床及相关操作面，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

1、观察摇床的构造，尝试调节床面角度和坡度，水量控制阀（5分）。

2、称取两份矿样各 500克，用水润湿调制矿浆（5分）。

3、开动摇床，给入适当的冲洗和给矿水，床面被覆盖，出现流膜；

（10分）

4、将一份矿样从给矿槽均匀给入，调节水量及床面坡度，矿样在床

面精矿端明显呈扇形分带，记录此时的坡度和水量，然后清洗干净床

面及接矿槽的矿样。（15分）

5、物料呈扇形分布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管，冲水管固定在

调好的位置不要关闭，记录下给水量和冲水量的大小，观察矿样的分

带情况。（15分）

6、测定并记录摇床的适宜操作条件。（5分）



7、固定以上试验条件，将另一份矿样按以上步骤正式进行分选试验，

接取精矿、中矿、尾矿三个产品。（30分）

8、关闭摇床，清扫床面和接矿槽的试样。（5分）

9、将上述三个产物分别烘干、称重。（5分）

题目 5-4 铜矿的摇床分选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摇床设备，对矿样

进行分选。

2、实施条件

重选实训室，有摇床、电子秤、烘干箱、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了解摇床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摇床进行分选，能正确操

作摇床设备，能正确调节摇床的床面坡度和水量，能正确接取到不同

的产品，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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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摇床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床面是否符合要求，分选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摇床及相关操作面，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

1、观察摇床的构造，尝试调节床面角度和坡度，水量控制阀（5分）。

2、称取两份矿样各 500克，用水润湿调制矿浆（5分）。

3、开动摇床，给入适当的冲洗和给矿水，床面被覆盖，出现流膜；

（10分）

4、将一份矿样从给矿槽均匀给入，调节水量及床面坡度，矿样在床

面精矿端明显呈扇形分带，记录此时的坡度和水量，然后清洗干净床

面及接矿槽的矿样。（15分）

5、物料呈扇形分布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管，冲水管固定在

调好的位置不要关闭，记录下给水量和冲水量的大小，观察矿样的分

带情况。（15分）

6、测定并记录摇床的适宜操作条件。（5分）

7、固定以上试验条件，将另一份矿样按以上步骤正式进行分选试验，

接取精矿、中矿、尾矿三个产品。（30分）

8、关闭摇床，清扫床面和接矿槽的试样。（5分）



9、将上述三个产物分别烘干、称重。（5分）

题目 5-5 铁矿的摇床分选

1、任务描述

给定某矿样，学生根据矿样性质，选择合适的摇床设备，对矿样

进行分选。

2、实施条件

重选实训室，有摇床、电子秤、烘干箱、接取分选产品的水桶。

3、考核要求

（1）技能要求

能了解摇床的作用，能正确选用合适的摇床进行分选，能正确操

作摇床设备，能正确调节摇床的床面坡度和水量，能正确接取到不同

的产品，能正确使用电子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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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摇床

设备运行是否正常，检查床面是否符合要求，分选完后关闭电源，清

理摇床及相关操作面，有良好的节约资源、环境保护等意识。

4、考试时间



测试时间：30-60分钟。

5、评分细则

1、观察摇床的构造，尝试调节床面角度和坡度，水量控制阀（5分）。

2、称取两份矿样各 500克，用水润湿调制矿浆（5分）。

3、开动摇床，给入适当的冲洗和给矿水，床面被覆盖，出现流膜；

（10分）

4、将一份矿样从给矿槽均匀给入，调节水量及床面坡度，矿样在床

面精矿端明显呈扇形分带，记录此时的坡度和水量，然后清洗干净床

面及接矿槽的矿样。（15分）

5、物料呈扇形分布后停止给料和机器运转，给水管，冲水管固定在

调好的位置不要关闭，记录下给水量和冲水量的大小，观察矿样的分

带情况。（15分）

6、测定并记录摇床的适宜操作条件。（5分）

7、固定以上试验条件，将另一份矿样按以上步骤正式进行分选试验，

接取精矿、中矿、尾矿三个产品。（30分）

8、关闭摇床，清扫床面和接矿槽的试样。（5分）

9、将上述三个产物分别烘干、称重。（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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