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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泥浮选气浮气泡尺寸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孙小朋ꎬ刘文礼ꎬ王文森ꎬ陈 塞ꎬ刘 伟
(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为了强化加压溶气气浮法浮选效果ꎬ研究了加压溶气气浮法中气泡尺寸的分布ꎬ通过实验室
自制的基于图 像 法 的 气 浮 气 泡 尺 寸 测 量 装 置ꎬ 对 气 浮 气 泡 尺 寸 进 行 了 测 量ꎬ 对 比 了 Ｎｕｋｉｙａｎａ －

Ｔａｎａｓａｗａ 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和正态分布在不同溶气压强及仲辛醇浓度下对气泡尺寸分布的拟合效
果ꎬ并研究了溶气压强和起泡剂浓度对气浮气泡尺寸分布的影响ꎮ 结果表明:加压溶气气浮法所产生

的气泡尺寸分布符合正态分布规律ꎻ溶气压强对气浮气泡尺寸影响较大ꎬ随着溶气压强的增大ꎬ气浮

气泡的 Ｓａｕｔｅｒ 直径逐渐减小ꎬ气泡尺寸分布密集峰逐渐向小尺寸方向转移ꎻ随着仲辛醇浓度的增加ꎬ
气泡尺寸的分布更加集中ꎬ分布范围减小ꎬＳａｕｔｅｒ 直径也逐渐减小ꎮ
关键词:溶气浮选ꎻ气泡尺寸ꎻ溶气压强ꎻ起泡剂ꎻ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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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省去了颗粒与气泡间的碰撞环节ꎬ可以较好地解决

言

传统细粒颗粒浮选过程中碰撞概率低的问题 [５－６] ꎬ

加压溶气气浮法多用于水体净化 [１－３] ꎬ是指在
加压条件下ꎬ使空气溶于水中ꎬ然后减至常压ꎬ使空

气以微小气泡( 尺寸介于 ３０ ~ １００ μｍ ) 在水中释
放ꎬ实现气浮ꎮ 在选矿领域ꎬ加压溶气气浮法气泡直
[４]

接在颗粒表面析出ꎬ相对于常规机械搅拌式浮选机ꎬ

因而可用于微细颗粒的分选 [７－９] ꎮ 此外ꎬ由于加压
溶气气浮法产生微泡数量多ꎬ尺寸小ꎬ适用范围广
泛ꎬ工作也更加稳定ꎬ所以对细粒颗粒浮选很有意
义 [１０] ꎮ 溶气浮选效果对气泡尺寸及其分布有一定
的要求ꎬ因此需要对气泡进行尺寸测量ꎬ并研究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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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各因素对气泡尺寸分布的影响ꎮ
国内 外 学 者 开 发 了 多 种 气 泡 尺 寸 测 量 方
法

[１１－１３]

ꎮ 赫尔辛基理工大学( ＨＵＴ) 与开普敦大学

( ＵＣＴ) 的研究者分别设计出 ＨＵＴ 法与 ＵＣＴ 法 ２ 种
图像法气泡尺寸测量方式 [１４－１５] ꎬＵＣＴ 法是将毛细管

插入浮选槽一定深度处ꎬ利用负压吸入气泡ꎬ根据毛
细管内径与吸入气泡长度ꎬ可得到气泡的体积ꎬ进而
计算出气泡的体积当量直径ꎮ ＨＵＴ 法则是通过取

１—加压溶气罐ꎻ２—溶气释放器ꎻ３—气泡稀释室ꎻ
４—摄像机ꎻ５—光源ꎻ６—布光板ꎻ７—气泡观察柱

样管将气泡引入到观察室中ꎬ通过摄像机进行拍照
从而得到气泡尺寸ꎮ Ａ ＲＩＱＵＥＬＭＥ 等

[１６]

采用图像

法在实验室浮选柱上进行了不同浓度起泡剂和气流
速率下的试验ꎬ发现气 － 液相条件下浮选柱中气泡

尺寸分布符合对数正态分布ꎮ 张世杰 [１７] 利用图像

法ꎬ在不同起泡剂浓度下ꎬ测定了机械搅拌式浮选机
浮选槽中气泡尺寸分布ꎬ其测定结果表明ꎬ起泡剂浓
度的增加会缩小气泡尺寸分布范围ꎬ气泡尺寸分布
可以用 Ｕｐｐｅｒ － ｌｉｍｉｔ 分布来进行拟合ꎮ 加压溶气气

浮法产生气泡方式与一般浮选柱及机械搅拌式浮选
机有很大不同ꎬ气泡尺寸及分布因此也必然有很大

的区别ꎮ 对于加压溶气气浮法气泡尺寸的测量ꎬ前
人研究较少ꎬ文献[１８ － １９] 虽然进行了测定ꎬ但并未
对气浮气泡尺寸所符合的分布函数进行进一步的分
析研究ꎮ 因此ꎬ笔者除了对不同条件下气浮气泡尺
寸进行测量外ꎬ还对其气泡尺寸分布进行拟合ꎬ以期
进一步了解气浮气泡尺寸的分布规律ꎬ便于后期探
索气浮气泡尺寸对浮选效果的影响ꎬ从而能够为浮
选效率的提高提供依据ꎮ

１
１.１

试

验

气浮气泡尺寸试验装置
实验室自建的气浮气泡尺寸测量装置主要包括

加压溶气系统和图像采集系统 ２ 个部分ꎮ 气浮气泡

尺寸测量装置如图 １ 所示ꎮ

加压溶气罐为试验提供含气水流ꎬ其内部溶气

压强可通过进水阀调节ꎮ 溶气稀释室底部装有 ２ 个

对称的倾斜式收缩板ꎬ上部装有气泡导流板ꎬ可对进
入气泡进行稀释ꎬ使气泡之间处于不重叠状态ꎬ从而
方便后续观察ꎮ 布光板可使光源在气泡观察柱中均
匀分布ꎬ避免观察柱中局部明暗不均ꎮ

试验所测溶气压强为 ０.２ ~ ０.５ ＭＰａꎮ 起泡剂选

择仲辛醇( ＡＲ) ꎬ空气压缩机为风冷往复 Ａ 系列微

油型空气压缩机ꎬ排气溶气压强为 ０. ８ ＭＰａꎮ 拍摄
用摄像机为佳能 ＥＯＳ ６００Ｄꎬ视频分辨率为 １ ２８０ ×
７２０ ｐｐｉꎬ感光度 ＩＳＯ 取 １００ꎬ光圈值取 ５.６ꎬ快门速度

取 １ / ５００ꎮ 试验时环境温度为(２５±１) ℃ ꎮ
２０６

Ｆｉｇ.１

１.２

图１

气浮气泡尺寸测量装置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ａｉｒ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ｓ

气浮气泡尺寸测量试验

试验的主要目的是测量加压溶气气浮法所产生
的气浮气泡尺寸ꎬ主要包括饱和溶气水生成、气浮气
泡图像采集、图像处理 ３ 个步骤ꎮ
加压溶气罐中的饱和溶气水经过溶气释放器的
减压、消能后ꎬ其中的空气以气泡的形式析出ꎬ当这
些含气水流进入到气泡稀释室被稀释至相互之间分
散不重叠的状态后ꎬ便可用长焦摄像机对进入到气
泡观察柱中的稀释气泡进行拍摄ꎮ 将拍摄所得到的
气浮气泡视频按固定时间间距截取图片ꎬ最后用基
于 ＭＡＴＬＡＢ 的视频处理软件对图像处理得到气浮
气泡的实际尺寸ꎮ
在图像采集时ꎬ需要首先进行实际尺寸与图像
尺寸之间的标尺换算ꎬ调节摄像机焦距ꎬ使立式标尺
针能够清晰成像ꎬ连续拍 ３ 张照片ꎬ通过图像处理软
件将实际测得的标尺针针头的直径与图像中标尺针
针头所占据的像素进行换算ꎬ即可得到每个像素点
所代表的实际尺寸ꎮ
视频拍摄完毕后ꎬ使用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 的视频提
取程序将所拍摄的视频按照 ５ ｓ 的间隔进行图片提
取ꎬ剔除掉其中异常图片ꎬ最后计算提取出图片中气
浮气泡尺寸ꎮ 该程序主要通过图像噪点处理、气泡
边缘检测等步骤计算气泡当量直径和球形系数等ꎮ
基于气泡球形系数对不规则点进行排除ꎬ即利
用统计点面积和周长来计算该点球形系数 λꎬ球形
系数越接近于 １ꎬ说明所计算的几何图形的外形越
接近球形ꎬ其计算式如下:
Ｌ
λ＝
(１)
２ πＳ
其中ꎬ Ｌ、Ｓ 分别为所检测气泡的周长和面积ꎮ

２
２.１

试验结果与讨论
气浮气泡尺寸分布模型
气泡尺寸分布模型中比较著名的经验公式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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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式有 Ｎｕｋｉｙａｎａ － Ｔａｎａｓａｗａ 分布、对数正态分布

与正态分布等 [１７ꎬ２０] ꎮ 按照第 １.２ 中所述试验方法对

溶气压强为 ０.５ ＭＰａ 不加起泡剂时气泡的尺寸进行
测量ꎮ 分别运用上述分布模型在 Ｏｒｉｇｉｎ 中对试验测
定值进行拟合ꎮ 不同分布函数对气泡尺寸的拟合效

果用校正决定系数表示ꎬ该值越接近于 １ꎬ则说明试

验观测值与分布函数值越接近ꎬ即拟合效果越好ꎮ
溶气压强 ０.５ ＭＰａ 下气浮气泡尺寸分布拟合结果如

图 ２ 所示ꎮ 不同分布函数在不同溶气压强与仲辛醇

图２

浓度下拟合的校正决定系数见表 １ꎮ

０.５ ＭＰａ 下气浮气泡尺寸分布拟合结果

Ｆｉｇ.２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ａｉｒ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０.５ ＭＰａ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Ｎｕｋｉｙａｎａ － Ｔａｎａｓａｗａ 分布、正

态分布所拟合的校正决定系数在不同条件下都接近

于 １ꎬ即与该条件下气浮气泡尺寸的真实分布更接

布函数来进行拟合和比较ꎮ
２.２

不同溶气压强下气浮气泡尺寸分布
气泡直径与溶气压强有很大的关系ꎬ托尔托雷

近ꎬ二者 拟 合 效 果 皆 优 于 对 数 正 态 分 布ꎮ 考 虑 到
Ｎｕｋｉｙａｎａ －Ｔａｎａｓａｗａ 分布含有 ４ 个参数ꎬ拟合过程中

关系ꎬ其结论表明气浮气泡尺寸的直径与溶气压强

合ꎬ在后续的试验条件下所获得的数据都用正态分

所示ꎮ

结果不稳定ꎬ因此选择正态分布对试验结果进行拟

图３

Ｆｉｇ.３

成反比ꎮ 不同溶气压强下气浮气泡尺寸变化如图 ３

不同溶气压强下气浮气泡尺寸分布

径分布峰值逐渐向小直径方向转移ꎮ 国际上常用
Ｓａｕｔｅｒ 直 径 作 为 气 泡 尺 寸 的 平 均 值ꎬ 其 计 算 公
[２１]

ｄ ３２ ＝

依据静力学理论推导出压强降与气泡直径的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ａｉｒ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从图 ３ 可以看出ꎬ随着溶气压强的增大ꎬ气泡直

式为

等

[２０]

ｎ

ｎ

ｉ＝１

ｉ＝１

∑ ｄ３ｉ / ∑ ｄ２ｉ

(２)

式中: ｄ ３２ 为粒群 Ｓａｕｔｅｒ 直径ꎻ ｄ ｉ 为颗粒直径ꎻ ｎ 为颗

粒数量ꎮ

不同溶气压强下气浮气泡 Ｓａｕｔｅｒ 直径变化如图

４ 所示ꎮ 在分析溶气压强对气浮气泡尺寸 的 影 响

时ꎬ主要关注气泡群平均直径的变化以及各个粒级
气泡所占的百分比变化ꎮ 从图 ４ 可以看出ꎬ随着溶

气压强的逐渐增加ꎬ气浮气泡 Ｓａｕｔｅｒ 直径逐渐减小

至降幅变缓ꎬ这种变化趋势基本符合溶气压强降与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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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直径的关系ꎮ

浓度的增加ꎬ气泡尺寸向着分布概率最高的峰值处
集中ꎬ起泡剂浓度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气浮气
泡尺寸分布的更加集中ꎮ 气泡直径峰值随起泡剂浓
度稍有变化ꎬ但总体不大ꎮ 气浮气泡 Ｓａｕｔｅｒ 直径随
仲辛醇浓度变化如图 ６ 所示ꎮ

图４

Ｆｉｇ.４

２.３

不同溶气压强下气浮气泡 Ｓａｕｔｅｒ 直径

Ｓａｕｔ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ｓｏｌｖｅｄ ａｉｒ

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不同起泡剂浓度下气浮气泡尺寸分布
托尔托雷等 [２０] 的推导公式也表明气泡直径与

图６

Ｆｉｇ.６

液体表面张力成正比ꎬ而起泡剂作为表面活性剂ꎬ能
够降低液体的表面张力ꎬ继而影响气泡尺寸ꎮ 所以ꎬ

通过改变仲辛醇的浓度ꎬ分别在溶气压强 ０. ３、０. ５
ＭＰａ 下测得的气泡尺寸分布如图 ５ 所示ꎮ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２－ｏｃｔａｎｏｌ ｄｏｓａｇｅｓ 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 Ｓａｕｔ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

由图 ６ 可以看出ꎬ随着仲辛醇浓度的增加ꎬ气泡

除了研究溶气压强对气浮气泡尺寸的影响之外ꎬ还
将起泡剂浓度作为考察因素ꎮ 起泡剂选择仲辛醇ꎬ

不同浓度仲辛醇对气浮气泡直径的影响

平均直径减小ꎬ但相对溶气压强来说幅度较为缓慢ꎮ
随着仲辛醇浓度的增加ꎬ当溶气压强为 ０.３ ＭＰａ 时ꎬ
气泡的平均直径由 ４２.０９ μｍ 减小到 ３８.１４ μｍꎬ减小

的幅度很小ꎻ当溶气压强为 ０.５ ＭＰａ 时ꎬ气泡直径减

小量约为 ３ μｍ ( 由 ３７. ４１ μｍ 减小到 ３４. ３８ μｍ) 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不同浓度仲辛醇对气浮气泡直径的
影响比较小ꎮ 该结论与张世杰 [１５] 、朱宏政等 [２２] 关
于机械搅拌式浮选机中气泡直径随仲辛醇浓度在其
临界兼并浓度前显著减小的结论并不相符ꎬ而与仲
辛醇临界兼并浓度以上气泡尺寸变化规律相一致ꎮ
ＣＨＯＵ 等 [２３] 发现通过从单孔气泡发生器中产生气

泡方式下( 气泡间不会发生碰撞) ꎬ气泡尺寸并不会

随起泡剂浓度的变化而变化ꎮ 分析认为ꎬ起泡剂能
够显著减小气泡尺寸是因为起泡剂能够降低液体的
表面张力ꎬ加压溶气法产生的气泡本身尺寸就很小ꎬ
具有较小的表面能ꎬ即使在仲辛醇的作用下ꎬ其表面
能减小的幅度也相对不大ꎬ所以仲辛醇对气浮气泡
图５

的直径影响相对于机械搅拌式浮选机条件下对气泡
不同浓度仲辛醇对气浮气泡尺寸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２－ｏｃｔａｎｏｌ ｄｏｓａｇｅ
ｏｎ ｂｕｂｂ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对于气泡尺寸的分布情况ꎬ可采用标准偏差描

直径的影响相对小得多ꎮ

３

结

论

１) 加压溶气气浮法所产生的气泡尺寸远小于

述其离散程度ꎮ 当溶气压强为 ０. ３ ＭＰａꎬ气泡尺寸

机械搅拌式浮选机ꎬ其分布特性可以用正态分布进

０.１０ ｍｍｏｌ / Ｌ 时ꎬ其对应的气泡直径标准偏差依次

２) 溶气压强对加压溶气气浮法所产生的气泡

分布概率大于 ５％ꎬ仲辛醇浓度分别为 ０、０.０３、０.０７、

行描述ꎮ

为 １３.５１、１２. ７１、１２. ２５、１１. ４５ꎻ当溶气压强标为 ０. ５

尺寸的影响较大ꎬ随着溶气压强的增加ꎬ气浮气泡

准偏差越大ꎬ数据越分散ꎬ即可认为标准偏差越小ꎬ

３) 仲辛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气浮气泡的

ＭＰａ 时ꎬ则依次为 １６.８４、１５.８１、１４.２３、１２.９１ꎮ 因标
气泡直径分布越集中ꎮ 上述研究表明ꎬ随着仲辛醇
２０８

Ｓａｕｔｅｒ 直径由急剧减小转而降幅逐渐变缓ꎮ

尺寸分布范围ꎬ使气泡的分布范围更加集中ꎬ同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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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小气泡的 Ｓａｕｔｅｒ 直径ꎬ但减小幅度较为缓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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