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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

工艺，将低品位钒废渣和配料置于矿热炉中熔

融，熔融温度为1600-1650℃，所述配料包括兰

炭、硅石和工业硅。本本发明通过向低品位钒废

渣中添加一定量的硅石和工业硅用于低品位钒

废渣熔融还原生产硅钒合金，以硅钒合金的形式

提炼出向低品位钒废渣中的钒，通过兰硅石和工

业硅的相互协同作用，实现低品位钒废渣中钒的

回收，钒回收率约为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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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将低品位钒废渣和配料置于矿热炉

中熔融，熔融温度为1600-1650℃，所述配料包括兰炭、硅石和工业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其特征在于，以重量计，每

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80-100Kg兰炭、100-150Kg硅石和100-150Kg工业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其特征在于，以重量计，每

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90Kg兰炭、150Kg硅石和150Kg工业硅。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品

位钒废渣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组分：

V2O5  1 .8-3 .5％，FeO  17-23％，CaO  37％，SiO2  13-14％，MgO  10％，Al2O3  3％，P 

0.5％，余量为其它杂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品位钒

废渣和配料充分混合均匀后再放入矿热炉中熔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品位钒

废渣和配料充分混合的具体步骤如下：

1)、分别将兰炭、硅石和工业硅进行粉碎过筛处理；

2)、将粉碎过筛后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搅拌混合均匀；

3)、将混合后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加入低品位钒废渣中，再次搅拌混合均匀。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过筛采用

20-50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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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含钒废渣处理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含钒废渣是一种工业废渣，含有可回收利用成分，具有较高的回收利用价值。通过

对含钒废渣的提炼可由可以生产硅钒合金、尾渣、钒铁和高纯生铁。

[0003] 低品位钒渣为转炉炼钢产生的含钒废渣，是一种高钙渣，渣铁不分，且碱度高不发

弧。所述低品位钒废渣包括以下百分比组分：

[0004] 五氧化二钒(V2O5)1.8-3.5％，氧化铁(FeO)17-23％，氧化钙(CaO)37％，二氧化硅

(SiO2)13-14％，氧化镁(MgO)10％，三氧化二铝(Al2O3)3％，磷(P)0.5％，余量为其它杂质。

[0005] 目前，还没有针对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相关技术，研究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

意义重大，对低品位钒废渣的处理不仅能实现废物回收利用，且能避免环境污染，具有巨大

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前景，同时也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该方法向低品位钒废渣

中添加兰炭、硅石和工业硅提炼钒，实现低品位钒废渣中钒的回收，钒回收率约为80-85％。

[0007] 本发明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实现：

[0008] 一种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工艺，将低品位钒废渣和配料置于矿热炉中熔融，熔

融温度为1600-1650℃，所述配料包括兰炭、硅石和工业硅。

[0009] 低品位钒废渣由于具有高钙，渣铁不分，且碱度高不发弧的特点，目前还没有从低

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的相关技术，但是低品位钒废渣含有可回收利用成分，具有较高的回

收利用价值。通过对含钒废渣的提炼可由可以生产硅钒合金、尾渣、钒铁和高纯生铁，研究

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意义重大。

[0010] 本发明所述兰炭、硅石和工业硅均为市售产品。

[0011] 在使用过程中，向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一定量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后，混合均匀

放入矿热炉中进行提炼处理，矿热炉中配套设置有电极棒，电极棒插入低品位钒废渣中，低

品位钒废渣高温熔融后产生硅钒合金铁水和尾渣，生铁水由矿热炉下部的出口排出，尾渣

由上部的排渣口导出矿热炉。

[0012] 本发明所述兰炭的作用为还原，将低品位钒废渣中的五氧化二钒还原成单质，所

述硅石能够降低炉渣(低品位钒废渣)碱度，提高炉渣流动性，为放热过程，利于低品位钒废

渣的充分熔融和还原，从而充分还原钒，工业硅有强还原钒的效果，以及形成单质硅用于生

产硅钒合金，以硅钒合金的形式提炼出向低品位钒废渣中的。

[0013] 本发明通过向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一定量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用于低品位钒废

渣熔融还原生产硅钒合金，以硅钒合金的形式提炼出向低品位钒废渣中的钒，通过兰炭、硅

石和工业硅的相互协同作用，钒的回收效果突出，钒回收率约为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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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地，以重量计，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80-100Kg兰炭、100-150Kg硅石和

100-150Kg工业硅。

[0015] 申请人通过试验发现，按上述比例添加兰炭、硅石和工业硅，不仅能够实现钒的高

回收率，且利于节约兰炭、硅石和工业硅。

[0016] 进一步地，以重量计，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90Kg兰炭、150Kg硅石和150Kg工业

硅。

[0017] 进一步地，所述低品位钒废渣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组分：

[0018] V2O5  1 .8-3.5％，FeO17-23％，CaO  37％，SiO2  13-14％，MgO  10％，Al2O3  3％，P 

0.5％，余量为其它杂质。

[0019] 进一步地，低品位钒废渣和配料充分混合均匀后再放入矿热炉中熔融。

[0020] 上述操作利于确保配料均匀分散在低品位钒废渣中，利于通融提炼钒。

[0021] 进一步地，低品位钒废渣和配料充分混合的具体步骤如下：

[0022] 1)、分别将兰炭、硅石和工业硅进行粉碎过筛处理；

[0023] 2)、将粉碎过筛后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搅拌混合均匀；

[0024] 3)、将混合后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加入低品位钒废渣中，再次搅拌混合均匀。

[0025] 上述操作利于将低品位钒废渣和配料充分混合均匀。

[0026] 进一步地，过筛采用20-100目。

[0027] 颗粒较小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利于均匀分布在低品位钒废渣中，利于提高回收

效率。

[002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的优点和有益效果：

[0029] 1、本发明通过向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一定量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用于低品位钒

废渣熔融还原生产硅钒合金，以硅钒合金的形式提炼出向低品位钒废渣中的钒，通过兰炭、

硅石和工业硅的相互协同作用，实现低品位钒废渣中钒的回收，钒回收率约为80-85％。

[0030] 2、本发明所述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均为市售，原料易得且价格低廉，使得向低品

位钒废渣中提炼钒的成本较低，易于工业推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

进一步的详细说明，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方式及其说明仅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作为对本

发明的限定。

[0032] 实施例1：

[0033] 一种通过矿热炉用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方法，分别将兰炭、硅石和工业硅进行

粉碎50目过筛处理；将粉碎过筛后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搅拌混合均匀；将混合后的兰炭、

硅石和工业硅加入低品位钒废渣中混合均匀后置于矿热炉中熔融，熔融温度为1600℃，所

述配料以重量计，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80兰炭、150Kg硅石和150Kg工业硅，所述低品位

钒废渣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组分：

[0034] V2O5  3.5％，FeO  22％，CaO  37％，SiO2  13％，MgO  10％，Al2O3  3％，P  0.5％，余量

为其它杂质。

[0035] 按照本实施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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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5.76％，钒的回收率约为

84％左右。

[0036] 按以下公式计算：

[0037] 铁水的中钒＝V2O5含量*品位钒废渣重量*0.56*钒的回收率，那么钒的回收率＝铁

水的中钒/(V2O5含量*低品位钒废渣重量*0.56)，其中铁水的中钒和低品位钒废渣中V2O5含

量可以通过测试获得。

[0038] 例如：本实施例中，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5.76％，低品位钒废渣重量为3.5吨，低品

位钒废渣中V2O5含量为3.5％，那么么钒的回收率＝5.76/(3.5*3.5*0.56)＝84％。

[0039] 实施例2：

[0040] 一种通过矿热炉用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方法，分别将兰炭、硅石和工业硅进行

粉碎50目过筛处理；将粉碎过筛后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搅拌混合均匀；将混合后的兰炭、

硅石和工业硅加入低品位钒废渣中混合均匀后置于矿热炉中熔融，熔融温度为1650℃，所

述配料以重量计，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100Kg兰炭、100Kg硅石和100Kg工业硅；所述低

品位钒废渣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组分：

[0041] V2O5  1.8％，FeO23％，CaO  37％，SiO2  14％，MgO  10％，Al2O3  3％，P  0.5％，余量为

其它杂质。

[0042] 按照本实施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2.92％，钒的回收率约为

83％左右。

[0043] 实施例3：

[0044] 一种通过矿热炉用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方法，分别将兰炭、硅石和工业硅进行

粉碎20目过筛处理；将粉碎过筛后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搅拌混合均匀；将混合后的兰炭、

硅石和工业硅加入低品位钒废渣中混合均匀后置于矿热炉中熔融，熔融温度为1650℃，所

述配料以重量计，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90Kg兰炭、150Kg硅石和150Kg工业硅；所述低品

位钒废渣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组分：

[0045] V2O5  3.0％，FeO23％，CaO  37％，SiO2  13％，MgO  10％，Al2O3  3％，P  0.5％，余量为

其它杂质。

[0046] 按照本实施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5.0％，钒的回收率约为

85％左右。

[0047] 实施例4：

[0048] 一种通过矿热炉用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方法，分别将兰炭、硅石和工业硅进行

粉碎40目过筛处理；将粉碎过筛后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搅拌混合均匀；将混合后的兰炭、

硅石和工业硅加入低品位钒废渣中混合均匀后置于矿热炉中熔融，熔融温度为1650℃，所

述配料以重量计，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80Kg兰炭、100Kg硅石和100Kg工业硅；所述低品

位钒废渣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组分：

[0049] V2O5  2.5％，FeO  22％，CaO  37％，SiO214％，MgO  10％，Al2O3  3％，P  0.5％，余量为

其它杂质。

[0050] 按照本实施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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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4.12％，钒的回收率约为

82％左右。

[0051] 实施例5：

[0052] 一种通过矿热炉用低品位钒废渣提炼钒的方法，分别将兰炭、硅石和工业硅进行

粉碎30目过筛处理；将粉碎过筛后的兰炭、硅石和工业硅搅拌混合均匀；将混合后的兰炭、

硅石和工业硅加入低品位钒废渣中混合均匀后置于矿热炉中熔融，熔融温度为1650℃，所

述配料以重量计，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100Kg兰炭、150Kg硅石和150Kg工业硅；所述低

品位钒废渣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组分：

[0053] V2O53.0％，FeO  22％，CaO  37％，SiO2  14％，MgO  10％，Al2O3  3％，P  0.5％，余量为

其它杂质。

[0054] 按照本实施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5.11％，钒的回收率约为

86％左右。

[0055] 对比例1：

[0056] 本对比例基于实施例5，与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60Kg兰

炭、80硅石和80工业硅。

[0057] 按照本对比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4.0％，钒的回收率约为

68％左右。

[0058] 对比例2：

[0059] 本对比例基于实施例5，与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60兰炭、

180Kg硅石和180Kg工业硅。

[0060] 按照本对比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4.7％，钒的回收率约为

80％左右。

[0061] 对比例3：

[0062] 本对比例基于实施例5，与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60Kg兰

炭、150Kg硅石和150Kg工业硅。

[0063] 按照本对比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4.6％，钒的回收率约为

78％左右。

[0064] 对比例4：

[0065] 本对比例基于实施例5，与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120Kg兰

炭、80Kg硅石和80Kg工业硅。

[0066] 按照本对比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4.21％，钒的回收率约为

70％左右。

[0067] 对比例5：

[0068] 本对比例基于实施例5，与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120Kg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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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100Kg硅石和100Kg工业硅。

[0069] 按照本对比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4.23％，钒的回收率约为

72％左右。

[0070] 对比例6：

[0071] 本对比例基于实施例5，与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每吨低品位钒废渣中添加120Kg兰

炭、180Kg硅石和180Kg工业硅。

[0072] 按照本对比例所述配料加入所述低品位钒废渣中提炼钒(提炼过程中使用3.5吨

低品位钒废渣)，由矿热炉下部出口排出的铁水中钒的含量约为5.12％，钒的回收率约为

87％左右。

[0073] 低品位钒废渣提炼过程如下：

[0074] 向低品位钒废渣中按比例添加兰炭、硅石和工业硅后，混合均匀放入矿热炉中进

行提炼处理，提炼温度为1600-1650℃，低低品位钒废渣高温熔融后产生硅钒合金铁水和尾

渣，生铁水由矿热炉下部的出口排出，尾渣由上部的排渣口导出矿热炉。

[0075] 综上，低品位钒废渣中按比例添加兰炭、硅石和工业硅生产硅钒合金，钒的回收率

约为80-85％左右。当兰炭、硅石和工业硅的添加量较少时，钒的回收率明显下降，当兰炭、

硅石和工业硅的添加量较多时，钒的回收率不会明显上升，综合考虑钒的回收率和经济成

本，将兰炭、硅石和工业硅的添加量设置在本发明所述范围内为最优方案。

[0076] 以上所述的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进行了进一步

详细说明，所应理解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而已，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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