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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主要涉及铸造领域，公开了一种铸造

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包括：一次过筛、一次磁

选、冷冻、研磨、二次过筛、二次磁选、包装；方法

简单，便于操作，易于推广，旧砂回收率达到

94.7%，节约铸造成本10.4%；一次过筛去除旧砂

中的粉煤及死粘土，提高旧砂密度，能够提高后

期处理过程中的磁选效果及冷冻效果；一次磁选

去除旧砂中的强磁性杂质，加快后期冷冻过程中

温度的传递，缩短冷冻时间，提高处理效率；一次

磁选后进行冷冻，提高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的

脆度，便于研磨去除，降低对抛丸的损伤，使鲕化

率降至1.02%，耗酸量降至1.66ml，灼烧减量降至

0.03%，明显提高了研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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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一次过筛：将混合旧砂过250~300目筛，得一次过筛旧砂；

（2）一次磁选：将过筛旧砂进行磁选，磁场强度为12000~14000高斯，进砂量为3~4T/h，

得一次磁选旧砂；

（3）冷冻：将一次磁选旧砂冷冻10~12小时，得冷冻旧砂；

（4）研磨：将冷冻旧砂进行真空研磨，真空度为-50~-60kPa，得研磨旧砂；

（5）二次过筛：将研磨旧砂过160~200目筛，得二次过筛旧砂；

（6）二次磁选：将二次过筛旧砂置于磁场中，磁场强度为7000~9000高斯，得二次磁选旧

砂；

（7）包装：包装，检验，得混合再生砂；

所述步骤（3）的冷冻，温度为-46~-44℃；

所述步骤（4）的真空研磨，研磨时加入抛丸，抛丸重量是冷冻旧砂重量的13~15%；

所述步骤（6）的二次磁选，进砂量为6~7T/h。

2.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制备的混合再生砂。

3.一种权利要求2所述混合再生砂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用作铸型的原砂或砂芯的

原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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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主要涉及铸造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合旧砂是粘土旧砂与树脂旧砂这两种旧砂混合物，在我国及世界范围内，80%以

上的铸件是用砂型铸造生产出来的，一般来说，每生产1t合格铸件，要产生1~1.3t废砂，在

我国铸造旧砂重复利用率＜15％，大多数的旧砂通过填埋方式处理，对自然资源造成严重

浪费，同时旧砂中含有大量的醛、酚、苯钾、异氰、硫化物等有害物质，旧砂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或者进行填埋，这些有害物质经雨水侵蚀会发生流动转移，对水和环境带来巨大的危害。

[0003] 目前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为热-机械法再生系统，具有给料、破碎、磁选、焙烧、造

粒、研磨、成品砂存储等功能，虽然达到了节能的目的，但是再生处理过程中的耗酸值和鲕

粒化度较高，降低了砂芯的强度，使再生砂的使用受到很大的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弥补已有技术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

[0005] 一种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一次过筛：将混合旧砂过250~300目筛，去除旧砂中的粉煤及死粘土，提高旧砂

密度，能够提高后期的处理效果，得一次过筛旧砂；

[0007] （2）一次磁选：将过筛旧砂进行磁选，磁场强度为12000~14000高斯，进砂量为3~
4T/h，去除旧砂中的强磁性杂质，加快后期冷冻过程中温度的传递，缩短冷冻时间，提高处

理效率，得一次磁选旧砂；

[0008] （3）冷冻：将一次磁选旧砂冷冻10~12小时，避免传统的高温焙烧消耗的大量能量，

冷冻后提高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的脆度，便于研磨去除，降低对抛丸的损伤，提高研磨效

率，得冷冻旧砂；

[0009] （4）研磨：将冷冻旧砂进行真空研磨，真空度为-50~-60kPa，避免研磨过程中温度

升高，有效去除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避免得研磨旧砂；

[0010] （5）二次过筛：将研磨旧砂过160~200目筛，得二次过筛旧砂；

[0011] （6）二次磁选：将二次过筛旧砂置于磁场中，磁场强度为7000~9000高斯，得二次磁

选旧砂；

[0012] （7）包装：包装，检验，得混合再生砂。

[0013] 所述步骤（3）的冷冻，温度为-46~-44℃。

[0014] 所述步骤（4）的真空研磨，研磨时加入抛丸，抛丸重量是冷冻旧砂重量的13~15%。

[0015] 所述步骤（6）的二次磁选，进砂量为6~7T/h。

[0016] 所述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制备的混合再生砂。

[0017] 所述混合再生砂的使用方法，用作铸型的原砂或砂芯的原砂。

[0018] 本发明的优点是：本发明提供的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方法简单，便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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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推广，旧砂回收率达到94 .7%，增加了一种新的混合旧砂再生方法，节约铸造成本

10.4%；先将混合旧砂进行一次过筛，去除旧砂中的粉煤及死粘土，提高旧砂密度，能够提高

后期处理过程中的磁选效果及冷冻效果；一次过筛后进行一次磁选，去除旧砂中的强磁性

杂质，加快后期冷冻过程中温度的传递，缩短冷冻时间，提高处理效率；一次磁选后进行冷

冻，避免传统的高温焙烧消耗的大量能量，冷冻后提高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的脆度，便于

研磨去除，降低对抛丸的损伤，使鲕化率降至1.02%，耗酸量降至1.66ml，灼烧减量降至

0.03%，明显提高了研磨效率；研磨后进行二次过筛和二次磁选，充分去除研磨产生的废弃

物，提高再生砂的强度，扩大再生砂的使用范围，节约大量生产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用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

[0020] 实施例1

[0021] 一种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2] （1）一次过筛：将混合旧砂过250目筛，去除旧砂中的粉煤及死粘土，提高旧砂密

度，能够提高后期的处理效果，得一次过筛旧砂；

[0023] （2）一次磁选：将过筛旧砂进行磁选，磁场强度为12000高斯，进砂量为3T/h，去除

旧砂中的强磁性杂质，加快后期冷冻过程中温度的传递，缩短冷冻时间，提高处理效率，得

一次磁选旧砂；

[0024] （3）冷冻：将一次磁选旧砂冷冻10小时，温度为-46℃，避免传统的高温焙烧消耗的

大量能量，冷冻后提高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的脆度，便于研磨去除，降低对抛丸的损伤，

提高研磨效率，得冷冻旧砂；

[0025] （4）研磨：将冷冻旧砂进行真空研磨，研磨时加入抛丸，抛丸重量是冷冻旧砂重量

的13%，真空度为-50kPa，避免研磨过程中温度升高，有效去除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避免

得研磨旧砂；

[0026] （5）二次过筛：将研磨旧砂过160目筛，得二次过筛旧砂；

[0027] （6）二次磁选：将二次过筛旧砂置于磁场中，进砂量为6T/h，磁场强度为7000高斯，

得二次磁选旧砂；

[0028] （7）包装：包装，检验，得混合再生砂。

[0029] 所述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制备的混合再生砂。

[0030] 所述混合再生砂的使用方法，用作铸型的原砂或砂芯的原砂。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一次过筛：将混合旧砂过280目筛，去除旧砂中的粉煤及死粘土，提高旧砂密

度，能够提高后期的处理效果，得一次过筛旧砂；

[0034] （2）一次磁选：将过筛旧砂进行磁选，磁场强度为13000高斯，进砂量为3.5T/h，去

除旧砂中的强磁性杂质，加快后期冷冻过程中温度的传递，缩短冷冻时间，提高处理效率，

得一次磁选旧砂；

[0035] （3）冷冻：将一次磁选旧砂冷冻11小时，温度为-45℃，避免传统的高温焙烧消耗的

大量能量，冷冻后提高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的脆度，便于研磨去除，降低对抛丸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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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研磨效率，得冷冻旧砂；

[0036] （4）研磨：将冷冻旧砂进行真空研磨，研磨时加入抛丸，抛丸重量是冷冻旧砂重量

的14%，真空度为-55kPa，避免研磨过程中温度升高，有效去除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避免

得研磨旧砂；

[0037] （5）二次过筛：将研磨旧砂过180目筛，得二次过筛旧砂；

[0038] （6）二次磁选：将二次过筛旧砂置于磁场中，进砂量为6.5T/h，磁场强度为8000高

斯，得二次磁选旧砂；

[0039] （7）包装：包装，检验，得混合再生砂。

[0040] 所述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制备的混合再生砂。

[0041] 所述混合再生砂的使用方法，用作铸型的原砂或砂芯的原砂。

[0042] 实施例3

[0043] 一种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4] （1）一次过筛：将混合旧砂过300目筛，去除旧砂中的粉煤及死粘土，提高旧砂密

度，能够提高后期的处理效果，得一次过筛旧砂；

[0045] （2）一次磁选：将过筛旧砂进行磁选，磁场强度为14000高斯，进砂量为4T/h，去除

旧砂中的强磁性杂质，加快后期冷冻过程中温度的传递，缩短冷冻时间，提高处理效率，得

一次磁选旧砂；

[0046] （3）冷冻：将一次磁选旧砂冷冻12小时，温度为-44℃，避免传统的高温焙烧消耗的

大量能量，冷冻后提高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的脆度，便于研磨去除，降低对抛丸的损伤，

提高研磨效率，得冷冻旧砂；

[0047] （4）研磨：将冷冻旧砂进行真空研磨，研磨时加入抛丸，抛丸重量是冷冻旧砂重量

的15%，真空度为-60kPa，避免研磨过程中温度升高，有效去除砂粒表面膨润土及树脂，避免

得研磨旧砂；

[0048] （5）二次过筛：将研磨旧砂过200目筛，得二次过筛旧砂；

[0049] （6）二次磁选：将二次过筛旧砂置于磁场中，进砂量为7T/h，磁场强度为9000高斯，

得二次磁选旧砂；

[0050] （7）包装：包装，检验，得混合再生砂。

[0051] 所述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制备的混合再生砂。

[0052] 所述混合再生砂的使用方法，用作铸型的原砂或砂芯的原砂。

[0053] 对比例1

[0054] 去除步骤（1），其余方法，同实施例1。

[0055] 对比例2

[0056] 去除步骤（2），其余方法，同实施例1。

[0057] 对比例3

[0058] 步骤（3）中的冷冻改为焙烧，其余方法，同实施例1。

[0059] 对比例4

[0060] 去除步骤（4）中的真空，其余方法，同实施例1。

[0061] 对比例5

[0062] 去除步骤（5），其余方法，同实施例1。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7457352 B

5



[0063] 对比例6

[0064] 去除步骤（6），其余方法，同实施例1。

[0065] 对比例7

[0066] 现有传统热-机械法再生系统的再生方法。

[0067] 实施例和对比例混合旧砂再生方法的再生效果：

[0068] 选择同一批次的混合旧砂11吨，混合均匀后随即分为11组，分别为实施例组、对比

例组和对照组，实施例组和对比例组分别使用该组的方法进行再生处理，对照组不进行任

何处理，检测各组再生砂的特性，实施例和对比例混合旧砂再生方法的再生效果见表1。

[0069] 表1：实施例和对比例混合旧砂再生方法的再生效果

[0070]

项目 回收率/（%） 鲕化率/（%） 耗酸值/（ml） 灼烧减量/（%）

实施例1 94.7 1.02 1.66 0.03

实施例2 93.9 1.07 1.68 0.05

实施例3 94.5 1.04 1.73 0.04

对比例1 91.6 1.13 1.84 0.08

对比例2 91.8 1.17 1.95 0.07

对比例3 89.7 5.86 7.82 0.34

对比例4 90.3 3.52 5.61 0.21

对比例5 92.6 2.93 4.77 0.16

对比例6 92.9 2.57 3.85 0.08

对比例7 90.8 2.84 4.84 0.12

对照组 — 42.07 23.12 —

[0071] 注：“—”表示无。

[0072] 从表1的结果表明，实施例的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回收率明显较对比例高，

鲕化率、耗酸值和灼烧减量明显较对比例少，说明本发明提供的铸造混合旧砂的再生方法

具有很好的再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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