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344924.6

(22)申请日 2019.04.2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89680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6.18

(73)专利权人 陕西理工大学

地址 710046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东关小

关子

(72)发明人 董洪峰　艾桃桃　李文虎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通大专利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 61200

代理人 徐文权

(51)Int.Cl.

C04B 28/0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8117356 A,2018.06.05

CN 105541220 A,2016.05.04

WO 2018210418 A1,2018.11.22

CN 104117524 A,2014.10.29

CN 104529340 A,2015.04.22

CN 101560083 A,2009.10.21

CN 204356241 U,2015.05.27

CN 107352894 A,2017.11.17

CN 108298898 A,2018.07.20

郭剑等.高钛重矿渣干混砂浆生产工艺流程

研究.《攀枝花学院学报》.2014,第31卷(第06

期),

审查员 任向远

 

(54)发明名称

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砂浆材料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

混砂浆材料的方法，先对向冲碾圆化处理钒钛磁

铁矿尾矿，将其与减水剂、缓凝剂按比例掺和后，

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最后加定量水泥

进行偏心自旋翻搅处理，最终得到干混砂浆材

料。本发明以钒钛磁铁矿尾矿为主要原料，通过

圆化处理、外加剂均化并采用自旋翻搅工艺可实

现干混砂浆制备，大幅提高钒钛磁铁矿尾矿的利

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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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砂浆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钒钛磁铁矿尾矿经对向冲碾圆化处理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掺和，再进行低温微震流

化处理均化成粒，得到尾矿粒；圆化处理钒钛磁铁矿尾矿、减水剂、缓凝剂的质量比为（95～

98）：（0.3～0.6）：（1.7～4.4）；

取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混合，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的质量比（65～75）：（25～35），

再将混合物进行偏心自旋翻搅处理使其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对向冲碾圆化处理相对速度2000～2300°/ 分，冲碾力30～50  MPa；

低温微振流化处理温度34～53℃，震动频率2～5  Hz，空气流速30～53  米/秒；

偏心自旋翻搅处理的偏心率为0.6，转速40～65转/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砂浆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缓凝剂

为半水石膏。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砂浆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偏心自

旋翻搅处理采用曲面疏孔转子实现混合料的翻转。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砂浆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制成干

混砂浆材料的松装密度小于等于3.5  克/立方厘米，最大粒径小于等于2.5  mm，含水率小于

等于0.2  %，筛余绝对偏差小于等于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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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砂浆材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绿色建筑材料制备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

砂浆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钒钛磁铁矿矿尾矿是一种多组分矿物，复杂组分使其难以直接应用，常需加入一

些校正材料和低熔材料用于制造渗水砖、泡沫玻璃等建材，尾矿利用率较低，使其不易推

广。因此，开辟一种新应用领域，以提高其利用率及工业适应性至关重要。

[0003] 干混砂浆材料是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建筑材料。如何将钒钛磁铁矿矿尾矿利用制

备干混砂浆材料未见相关的记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是针对常见手段难以提高磁铁矿尾矿工业利用率问题的研发领域现状，提

供一种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砂浆的方法。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是采取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6] 一种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砂浆材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经对向冲碾圆化处理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一定比例掺和，

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

[0008] 2)按一定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在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

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步骤1)中，对向冲碾圆化处理相对速度2000～2300°/

分，冲碾力30～50MPa；圆化处理钒钛磁铁矿尾矿、减水剂、缓凝剂的质量百分比为95～98：

0.3～0.6：1.7～4.4，减水剂为聚羟酸值，缓凝剂为半水石膏；低温微振流化处理温度34～

53℃，震动频率2～5Hz，空气流速30～53米/秒。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步骤2)中，均化处理钒钛磁铁矿尾矿与水泥的质量百

分比65～75：25～35，水泥为PO42.5型，偏心自旋翻搅装置的偏心率为0.6，转速40～65转/

分，利用曲面疏孔转子实现混合料的翻转。

[0011] 本发明制备的干混砂浆的松装密度小于等于3.5克/立方厘米，最大粒径小于等于

2.5mm，含水率小于等于0.2％，筛余绝对偏差小于等于2.5％。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

以下特点和优势：

[0012] 本发明先对向冲碾圆化处理钒钛磁铁矿尾矿，将其与减水剂、缓凝剂按比例掺和

后，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最后加定量水泥进行偏心自旋翻搅处理；其中对向冲碾

圆化处理用于祛除尾矿颗粒的尖角，使尾矿粒度均匀，利于形成干混砂浆的强化颗粒；低温

微震流化得到减水剂、缓凝剂均匀铺展的尾矿表面，有利于其在水泥中的均匀过渡；偏心自

旋翻搅处理用于解决因尾矿/水泥的不同比重而造成的混合分层问题。以钒钛磁铁矿尾矿

为主要原料，通过圆化处理、外加剂均化并采用自旋翻搅工艺可实现干混砂浆制备，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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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钒钛磁铁矿尾矿的利用率。制备的干混砂浆的松装密度小于等于3.5克/立方厘米，最大

粒径小于等于2.5mm，含水率小于等于0.2％，筛余绝对偏差小于等于2.5％。

[0013] 进一步，在制备干混砂浆材料过程中，本发明为解决已有方法难以提高磁铁矿尾

矿工业利用率问题，而是采用大比例钒钛磁铁矿尾矿、对向冲碾圆化处理、低温微震流化和

偏心自旋翻搅处理，研究冲碾相对速度、冲碾力、配合比、流化温度和自旋转速与干混砂浆

及其坯体性能的关系，即：对于干混砂浆及其坯体，保持较低松装密度和较高力学性能的最

佳冲碾相对速度、冲碾力、配合比、流化温度和自旋转速。此方法具有成分控制精度高，工艺

稳定性和重复性较强，可实现钒钛磁铁矿尾矿较高的工业利用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发明一种钒钛磁铁矿尾矿制备干混砂浆材料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

[0015]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000～2300°/分，冲碾力30～50MPa下对向冲碾

圆化处理，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5～98：0.3～0.6：1.7～4.4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

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处理温度34～53℃，震动频率2～5Hz，空气流速30～53米/秒；

[0016] (2)按65～75：25～35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

率为0.6，转速40～65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17]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制备方法进行详细说明。

[0018] 实施例1

[0019]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100°/分，冲碾力50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6：0.6：3.4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

处理温度34℃，震动频率2Hz，空气流速30米/秒；

[0020] (2)按65：35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0.6，

转速45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21] 实施例2

[0022]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300°/分，冲碾力33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5：0.6：4.4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

处理温度43℃，震动频率4Hz，空气流速33米/秒；

[0023] (2)按68：32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0.6，

转速65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24] 实施例3

[0025]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300°/分，冲碾力30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7：0.2：2.8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

处理温度53℃，震动频率5Hz，空气流速53米/秒；

[0026] (2)按75：25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0.6，

转速49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27] 实施例4

[0028]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300°/分，冲碾力48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8：0.3：1.7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

处理温度39℃，震动频率5Hz，空气流速50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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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2)按71：29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0.6，

转速65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30] 实施例1～4制备干混砂浆材料及其坯体的性能参数见表1所示：

[0031] 表1

[0032]

[0033] 从上表可以得出，本发明制备的干混砂浆的松装密度小于等于3.5克/立方厘米，

最大粒径小于等于2.5mm，含水率小于等于0.2％，筛余绝对偏差小于等于2.5％。

[0034] 实施例5

[0035]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200°/分，冲碾力47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7：0.6：2.4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

处理温度53℃，震动频率4Hz，空气流速39米/秒；

[0036] (2)按69：31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0.6，

转速47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37] 实施例6

[0038]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150°/分，冲碾力42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6.5：0.5：3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

处理温度37℃，震动频率3.2Hz，空气流速34米/秒；

[0039] (2)按66：34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0.6，

转速45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40] 实施例7

[0041]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250°/分，冲碾力44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7.5：0.4：2.1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

理，处理温度51℃，震动频率2Hz，空气流速45米/秒；

[0042] (2)按67：33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0.6，

转速46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43] 实施例8

[0044]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050°/分，冲碾力38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5：0.6：4.4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

处理温度37℃，震动频率2Hz，空气流速46米/秒；

[0045] (2)按69.5：30.5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

0.6，转速65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46] 实施例9

[0047]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000°/分，冲碾力30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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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5：0.6：4.4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

处理温度34℃，震动频率2Hz，空气流速30米/秒；

[0048] (2)按65：35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0.6，

转速40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49] 实施例10

[0050] (1)将钒钛磁铁矿尾矿在相对速度2300°/分，冲碾力50MPa下对向冲碾圆化处理，

然后与减水剂、缓凝剂按98：0.3：1.7比例掺和，再置于低温微震流化装置中均化成粒处理，

处理温度53℃，震动频率5Hz，空气流速53米/秒；

[0051] (2)按75：25比例称量处理后的尾矿粒与水泥，水泥为PO42.5型，在偏心率为0.6，

转速65转/分的偏心自旋翻搅装置中均匀化，最终制成干混砂浆材料。

[0052] 实施例5～10制备干混砂浆材料及其坯体的性能参数见表2所示：

[0053] 表2

[0054]

[0055]

[005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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