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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T 441.5-2014

前言

YS/T 411-2014(( 有色金属平衡管理规范》共分为 5 个部分:

一一第 1部分 z铜选矿冶炼;

第 2 部分:铅选矿冶炼;

第 3 部分 2镑选矿冶炼;

一-第 4 部分:锡选矿冶炼;

一一第 5 部分:金、银冶炼。

本部分是 YS/T 441的第 5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 YS/T 441.5-2001(( 有色金属平衡规范金银冶炼部分》。本部分与 YS/T 445.1-2001

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一一更新了引用标准;

一一将金属平衡管理职责做了修订，部分职责权限删除;

一一修改了半成品、金属回收率、干量、中间物料、盘点等定义，删除了全厂冶炼回收率，新增工序回

收率、冶炼总回收率、金属平衡等术语的定义;

进一步完善了冶炼工艺的物料流程图;

一一根据实际情况对金属平衡表的格式进行了完善。

本部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243) 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

本部分起草单位: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分参加起草单位: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阳谷祥光铜业有限公司、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东

营方圆铜业有限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泽林、史建远、刘罄、陈志华、赵军锋、洪雄文、孙龙江、赵波、胡土根、谢太李、

陈迎武、张光华、吴墨泉、陈晖。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YS/T 441.5-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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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色金属平衡管理规范
第 5 部分:金、银冶炼

1 范围

YS/T 441的本部分规定了有色金属金、银冶化部分金属平衡管理的术语、管理职责、金属平衡计
算公式、金属平衡表的编制方法及格式等。

本部分适用于以有色金属冶金尾料阳极泥为原料的金、银及其附属产品冶炼生产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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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134 金贷

GB/T 4135 银

GB/T 1l066(所有部分)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 1l067(所有部分)银化学分析方法
GB/T 14260 散装重有色金属浮选将矿取祥、制样通则

YS/T 87 铜、铅电解阳极泥取和 j样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成品 finished prod ucts
在本企业内已完成全部生产过程，经检验符合规定的质量标准并办完入库手续的产品。

3.2
半成品 semi-finished
在本企业内已经完成一个或几个生产阶段、符合规定的有关产品质量要求，但尚需在本企业其他生

产阶段进一步冶炼或加工的产品。

3.3
在审j晶 producting 四 finished
正处于冶炼过程中，尚未达到成品或半成品的制品(包括虽然冶炼完毕，但尚待检验或检验完毕尚

未入库的产品)。在制品介于原料与半成品、半成品与半成品、半成品与成品之间。

3.4
副产品 by-products
冶炼过程中产出的"三废气废气、废液、废渣)经进一步综合利用(冶炼或加工)生产成的其他产品。

3.5
返回品 recicling products
金属冶炼过程中，本工序产出的未达到成品或半成品质量要求，尚需返回本工序重新处理的金属

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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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回收品 recicling products
金属冶炼过程中，产出的废杂金属、残渣及烟尘等，不能在本工序直接返回处理，尚需送交其他工序

或冶炼系统进行处理的金属物料。

3.7

干量 d

物料经

3.10

中间物料

在本企业内

制品等。

3. "
金属损失量 、
生产工艺过程中，由产

属量。

3.12
金属平衡 metals balance
在生产过程巾，进入作业工序的金属量和产品巾的金属量的平衡。

4 管理职责

素影响，造成流失的金

企业应成立金属平衡管理委员会，统一领导、统筹安排企业金属平衡管理工作，明确职能部门及生

产单位的金属平衡管理职责及权限，检查、协调和监督各相关部门所承担的金属平衡管理职责和任务执

行情况，并对金属平衡管理工作进行考核评价。

5 冶炼

5.1 现阶段流行的有色金属冶金尾料阳极泥冶炼方案中，一种是以铜、铅阳极泥为原料的主要为火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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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冶炼工艺，另-种是卡尔多炉冶炼(或其衍化相似炉型)工艺。铜、铅阳极泥见图 l 、图2 和图 3.

深加工
烟气一-袖一一一-
-一一二或销售

坐组笠L 深加工溶液一+
一一-副产品或销售

金链

锦钮硝等

副产品

丁-
Z哥姐l工
或销售

尾 Ï1'í

且 --j i$!fII~ I→且
返回品

或销售

图 1 铜阳极泥火湿联合冶炼物料流程图

铅阳极泥

烟灰

一次烟灰 一次渣 货铅

二次渣

锚铜

红炯灰

鱼且

银键|硝殴浸出|

立宣L. 1
旦旦金主主租金

图 2 铅阳极泥火湿联合冶炼物料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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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检验

5.2.1 产品

5.2.2 取制样方法

~JJl回收
或销售

阳极泥的取样和制样按 GB/T 14260 和 YS/T 87 的规定进行;其他半成品、在制品、返回品、回收

品等原料和中间物料的取样和制祥按 YS/T 87或企业标准取样制样标准进行。

5.2.3 分析方法

阳极泥及中间物料水分的测定、化学成分分析按 GB/T 14260、YS/T 88或企业标准及分析技术规

程的规定进行;金链银键化学成分分别按 GB/T 11066和 GB/T 11067的规定进行。

5.2.4 计量

5.2.4.1 计量范闺 z凡入厂的原料、冶炼过程中涉及的物料、产成品均需进行计量。

5.2.4.2 计量误差:

根据物料的性质和计量精度要求，选择适宜的计量器具。计量误差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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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产品计量误差 ~O.2%o;

原料计量误差 ~l%o;

一一中间产品等物料计量误差 ~2%o 。

5.3 盘点

5.3.1 盘点范围

期末库存的原料、半成品，未使用的在制品、返回品和回收品，未缴库的成品。

5.3.2 盘点时间

YS/T 441.5-2014

5.3.3 盘点方法

5.3.3.2 容积法

高度计算其结

5.3.3.3 直

存量。

5.3.3.4

化验

称量。

点时测量的堆积

积数计算。

图 4 金属平衡表编制程序图

5



YS/T 441.5-2014

5.4.2 金属平衡要求

5.4.2.1 金属平衡报表体系包括收拨存表、金属平衡报表，参见附录 A。填写的项目应齐全，使用计量

单位应一致。

5.4.2.2 原料、半成品、在制品、返回品、回收品和产品的实物量和品位来自计量、化验和盘点结果，表中

的每一个数据都应具有依据，$确合理。对正常运行主体设备巾停留的物料，应按结存常数进入金属平

衡，当主体设备发生变化时，应进行盘点或重新计算结存常数。

5.4.2.3 前期结存+本期收入=本期拨 :11+期末结存 o

5.4.2.4 表中"期末结存"是从月末盘点取得的，因此盘点数据不准随意修改。

5.4.2.5 表中的"期初结存"数与上一期金属平衡表巾的"期末结存"数应一致。

5.4.2.6 盘点的报告期与金属平衡的统计期时间要一致。

5.4.2.7 金银冶炼总回收率有平衡法和连乘法两种计算方法，对于金银熔炼成品全部供给本企业电解

精炼的冶炼企业可选取任一种计算方法;对于金银熔炼成品有部分外销的冶炼企业只能采用连乘法。

企业既经选定，不得任意变更计算方法。

5.4.3 金属回收率计算方法

5.4.3.1 平衡法[见式 (l)J

h 工序 =a/(b::!:: c - d) X 100% .. ( 1 )

式中:

h工仔一-工序回收率，%;

a 一一合格成品或半成品金属量，单位为千克 (kg);

b 一-处理物料金属量，单位为千克 (kg);

C 一一期初、期末在制品、返回品的金属量差额，单位为千克 (kg);

d 回收品的金属量，单位为千克 (kg)。

注:计算说明 z

a) 计算单一工序的金属回收率，应该用平衡法直接计算。

b) 产品是多工序时，应区别情况采用平衡法计算回收率.凡生产稳定，期初期末物料结存量变化不大的企

业，可采用式(])直接计算，凡生产不稳定，起初期末物料纺存量变化大的企业，采用式(1)计算时，则应将

期初期末结存物料量分别用各该物料的回收率反求结存原料的方法进行计算。

5.4.3.2 连乘法

先计算各工序(或各阶段)金属回收率，然后进行连乘，以求得冶炼总回收率。按式 (2) 、式(3)计算:

a) 不计算返炼损失时:

式中:

H，二A ，/(A，+B ，)X100%
H ，=A ，/(A ，+B ，)X 100%

H 3 =A3/(A3 +B3) X 100%

b) 计算返炼损失时:

H=H ，XH ，XH3X ⋯ X H.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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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 ，/(A ，十B，)x 100%
H，=A ，/[A ，+B ，+C ，C1- H，)J x 100%

H，=A ，/[A ，+B ，+C ，C1- H ，x H，)J x 100%
式中 z

H 金属总回收率，%;

H，一一第 1段工序回收率，%;

H，一一第 2 段工序回收率，%;

H，一一-第 3段段工序回收率，%;
儿，A，，A，第 1、2、3 段工序产口--B ，，B，，B，--第 1、2、3

YS/T 441.5-2014

项为 A，+B ，十C，(]
各段回收品返回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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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金属平衡表

A.l 冶炼企业金属平衡报表的格式和内容见表人 1 和表人 2。

表 A.l 收拨存明细表

前期结存 本期收入(或产出) 本期拨出(或耗用) 期末纺存

物料名称 干最 品位
金/银

干量 品位
金/银

干量 品位
金/银

干量 品位
金/银

最 最 最 最
kg % kg % kg % kg %

kg kg kg kg

1. 原料小计

2. 在制品小计

3. 返回品小计

4. 回收品小计

5. 成品小计

单位领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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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金属平衡表

项目名称 干最 /kg 品位/% 金/银量/kg

本期物料收入最

(])小计

加:原料、在制品、

返回品期初结存

(2)小计

减=原料、在制品、

返回品期末结存

(3)小i十

减:回收品

(4)合计

本期消艳 (5)

产品

(6) 合计

损失 (7)

金属回收率/%

单位领导.审核:制表:填表日期:年月日

注.报表说明.

冶炼企业金属平衡表各项数据的确定方法 z

①表 A.2 金属平衡表中(])项"本期收入"为日常统计台账的累计结果，包括物料的干茧，和金属量。
② A.2中(2)项"期初纺存"为上期报表中"期末结存"的数据。
③ A.2 中(3)项"期末结存"的数据来自盘点结果。
@A.2 中(5)项为本期的消耗量，(5)=(J)十 (2)-(3)-(4) 。
⑤ A.2中(7)项"损失"是本期消耗(5)与产品项 (6)金属合计量的差，即(7)=(5) -(6) = (J)+(2) 一 (3)一 (4)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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