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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

处理工艺，具体步骤为：粉磨细化处理、水化活性

处理和耐久性处理。优点是：通过新型高效粉磨

除磁机构，可有效降低铁对辊压机的磨损，延长

使用年限，通过两次除铁，可有效除去镍渣中的

铁含量；采用高温真空炉内通入镍蒸气，并将镍

粉并进行过筛的方式，可有效控制镍粉的粒径大

小，并保证得到的镍渣粉粒径统一，从而可进一

步提高之后所生产的镍渣混凝土质量；通过调节

CaO/SiO2比、镍渣与高岭土的配伍组成和水热条

件，并通过晶种技术促进水热条件下水化产物的

形成，从而可得到具有胶凝性的水化物；通过采

用高温高压水热技术，形成水化硅酸钙、Mg(OH)2

等矿物，从而有效降低MgO含量，并提高镍渣混凝

土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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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1）粉磨细化处理：首先将镍渣放入粉磨除磁机构中，进行预粉磨、第一次除铁、终粉磨

和第二次除铁工作，得到镍渣粉；随后将镍渣粉放入高温真空炉内，加热至200～300℃，调

节真空度0.04～0.05Pa，保持5～8min；然后向高温真空炉内通入镍蒸气，控制压力20～

80KPa，并搅拌10～20min；之后将镍渣粉干燥和过筛处理，得到粒径一致的镍渣粉；

2）水化活性处理：首先向步骤1）得到的镍渣粉中添加CaO、SiO2和高岭土，搅拌10～

15min至充分混合；随后将混合物置于水热釜中，并添加晶种，在120～170℃下进行水热处

理，水热时间为10～15小时；然后待水热釜冷却，得到具有胶凝性的水化物；

3）耐久性处理：将步骤2）得到的水化物放入高温高压水热反应釜中，控制温度250～

350℃，压力10～15MPa，反应时间3～5h；随后取出并使用纯氩气进行高压气吹干燥，分2～5

次气吹，每次1～3s，气吹次数越多，每次气吹时间越短；最后空冷至室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步

骤1）粉磨细化处理中所述的粉磨除磁机构包括上料装置（1）、辊压装置（2）、第一除铁装置

（3）、球磨装置（4）和第二除铁装置（5），所述辊压装置入料口（21）设置在上料装置出料端

（12）下方，所述第一除铁装置入料口（31）设置在辊压装置出料口（22）下方，所述球磨装置

入料口（41）与第一除铁装置出料口（32）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除铁装置（3）包括倾斜支撑板（33），所述倾斜支撑板（33）上设有震动板（34），所述震

动板（34）底部通过震动块（35）与倾斜支撑板（33）连接，上端连接有入料板（37），所述倾斜

支撑板（33）上方设有与震动板（34）平行且适配的电磁除铁板（36），倾斜支撑板（33）下端连

接有出料板（38）。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震动板（34）顶面沿长度方向的纵截面呈锯齿状，且震动板（34）两侧还设有挡板。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球磨装置（4）包括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筒（44），所述第二球磨筒（44）套设在第一

球磨筒（43）外，所述第一球磨筒（43）的一端为球磨装置入料口（41），所述第二球磨筒（44）

的侧壁上设有球磨装置出料口（42），所述第一球磨筒（43）的侧壁上均布有过滤孔，所述第

一球磨筒（43）内以及第一球磨筒（43）与第二球磨筒（44）之间分别盛放有研磨用第一钢球

（45）和第二钢球（46），所述第一钢球（45）上均布有与过滤孔相适配的凸起（451），所述第一

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筒（44）的端部分别设有第一齿圈（47）和第二齿圈（48），所述第一齿

圈（47）和第二齿圈（48）分别配合连接有第一电机（49）与第二电机（5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球磨装置出料口（42）出设有过滤网。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二除铁装置（5）包括电磁除铁柱（51），所述电磁除铁柱（51）从第一球磨筒（43）的另一

端伸入第一球磨筒（43）内。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上料装置（1）包括倾斜设置的运输带（13）。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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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辊压装置（2）为辊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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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镍渣处理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

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镍渣是在冶炼金属镍过程中排放的一种工业废渣，主要成分为FeO和SiO2。镍渣中

的主要矿物相为辉石、铁镁橄榄石以及少量铜镍铁硫化物。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

的镍产量近几年增长迅速，由此产生的镍渣量也与日俱增。露天废渣的堆放，不仅占用了大

量土地资源，其含有的Ni、Co、Cu等重金属离子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据统计，由于长期得

不到合理的利用，目前国内堆存的镍渣量已超过千万吨，且每年以几百万吨的量递增，镍渣

的综合利用问题得到日益重视。

[0003] 目前，关于镍渣的工业化应用技术仍不成熟，相关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0004] （1）镍渣的易磨性差引起的加工处理问题；

[0005] （2）镍渣水化活性低引起的混凝土应用性能低的问题；

[0006] （3）镍渣氧化镁含量高引起的混凝土耐久性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能有效解决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易磨

性差、水化活性低以及膨胀潜力大的镍渣处理工艺。

[0008]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9] 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0010] 1）粉磨细化处理：首先将镍渣放入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中，进行预粉磨、第一次

除铁、终粉磨和第二次除铁工作，得到镍渣粉；随后将镍渣粉放入高温真空炉内，加热至200

～300℃，调节真空度0.04～0.05Pa，保持5～8min；然后向高温真空炉内通入镍蒸气，控制

压力20～80Kpa，并搅拌10～20min；之后将镍粉干燥和过筛处理，得到粒径一致的镍渣粉；

[0011] 2）水化活性处理：首先向步骤1）得到的镍渣粉中添加CaO、SiO2和高岭土，搅拌10

～15min至充分混合；随后将混合物置于水热釜中，并添加晶种，在120～170℃下进行水热

处理，水热时间为10～15小时；然后待水热釜冷却，得到具有胶凝性的水化物；

[0012] 3）耐久性处理：将步骤2）得到的水化物放入高温高压水热反应釜中，控制温度250

～350℃，压力10～15MPa，反应时间3～5h；随后取出并使用纯氩气进行高压气吹干燥，分2

～5次气吹，每次1～3s，气吹次数越多，每次气吹时间越短；最后空冷至室温。

[0013] 本发明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首先进行粉磨细化处理，采

用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依次对镍渣进行预粉磨、第一次除铁、终粉磨和第二次除铁工

作，并将得到的镍渣粉放置在高温真空炉内，通入镍蒸气，然后进行干燥和过筛，得到粒径

一致的镍渣粉。通过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一方面，使用辊压机进行预粉磨，可有效降低

铁对辊压机的磨损，延长使用年限，另一方面，采用第一除铁装置，通过震动，使得预粉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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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镍渣粉不断撞击电磁出铁板，可有效去除铁的含量，同时将第二除铁装置伸入球磨装置

内，可在球磨时，进一步去除铁粉，从而通过两次除铁，可有效除去镍渣中的铁含量，此外，

球磨装置采用两个内外套设的球磨筒，通过两个球磨筒反向旋转球磨，可进一步提高球磨

效率，从而将镍渣粉磨成镍渣混凝土所需要的细粉状；另外，采用高温真空炉内通入镍蒸

气，并将镍粉并进行过筛的方式，可有效控制镍粉的粒径大小，并保证得到的镍渣粉粒径统

一，从而可进一步提高之后所生产的镍渣混凝土质量。

[0014] 然后进行水化活性处理，首先向得到的镍渣粉中添加CaO、SiO2和高岭土，搅拌10

～15min至充分混合；随后将混合物置于水热釜中，并添加晶种，在120～170℃下进行水热

处理，水热时间为10～15小时；然后待水热釜冷却，得到具有胶凝性的水化物。通过调节

CaO/SiO2比、镍渣与高岭土的配伍组成和水热条件，并通过晶种技术促进水热条件下水化

产物的形成，得到具有胶凝性的水化物。

[0015] 最后进行耐久性处理，将得到的水化物放入高温高压水热反应釜中，控制温度250

～350℃，压力10～15MPa，反应时间3～5h；随后取出并使用纯氩气进行高压气吹干燥，分2

～5次气吹，每次1～3s，气吹次数越多，每次气吹时间越短；最后空冷至室温。由于镍冶金废

渣MgO含量高，通常高于10%，易引起制品的膨胀，通过采用高温高压水热技术，形成水化硅

酸钙、Mg(OH)  2等矿物，从而有效降低MgO含量，提高镍渣混凝土的耐久性。

[0016] 进一步的，步骤1）粉磨细化处理中所述的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包括上料装置、

辊压装置、第一除铁装置、球磨装置和第二除铁装置，所述辊压装置入料口设置在上料装置

出料端下方，所述第一除铁装置入料口设置在辊压装置出料口下方，所述球磨装置入料口

与第一除铁装置出料口连接。

[0017]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除铁装置包括倾斜支撑板，所述倾斜支撑板上设有震动板，所

述震动板底部通过震动块与倾斜支撑板连接，上端连接有入料板，所述倾斜支撑板上方设

有与震动板平行且适配的电磁除铁板，倾斜支撑板下端连接有出料板。

[0018] 进一步的，所述震动板顶面沿长度方向的纵截面呈锯齿状，且震动板两侧还设有

挡板。

[0019] 进一步的，所述球磨装置包括第一球磨筒和第二球磨筒，所述第二球磨筒套设在

第一球磨筒外，所述第一球磨筒的一端为球磨装置入料口，所述第二球磨筒的侧壁上设有

球磨装置出料口，所述第一球磨筒的侧壁上均布有过滤孔，所述第一球磨筒内以及第一球

磨筒与第二球磨筒之间分别盛放有研磨用第一钢球和第二钢球，所述第一钢球上均布有与

过滤孔相适配的凸起，所述第一球磨筒和第二球磨筒的端部分别设有第一齿圈和第二齿

圈，所述第一齿圈和第二齿圈分别配合连接有第一电机与第二电机。

[0020] 进一步的，所述球磨装置出料口出设有过滤网。

[0021]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除铁装置包括电磁除铁柱，所述电磁除铁柱从第一球磨筒的

另一端伸入第一球磨筒内。

[0022] 进一步的，所述上料装置包括倾斜设置的运输带。

[0023] 进一步的，所述辊压装置为辊压机。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一方面，

使用辊压机进行预粉磨，可有效降低铁对辊压机的磨损，延长使用年限，另一方面，采用第

一除铁装置，通过震动，使得预粉磨后的镍渣粉不断撞击电磁出铁板，可有效去除铁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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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时将第二除铁装置伸入球磨装置内，可在球磨时，进一步去除铁粉，从而通过两次除

铁，可有效除去镍渣中的铁含量，此外，球磨装置采用两个内外套设的球磨筒，通过两个球

磨筒反向旋转球磨，可进一步提高球磨效率，从而将镍渣粉磨成镍渣混凝土所需要的细粉

状；另外，采用高温真空炉内通入镍蒸气，并将镍粉并进行过筛的方式，可有效控制镍粉的

粒径大小，并保证得到的镍渣粉粒径统一，从而可进一步提高之后所生产的镍渣混凝土质

量；通过调节CaO/SiO2比、镍渣与高岭土的配伍组成和水热条件，并通过晶种技术促进水热

条件下水化产物的形成，从而可得到具有胶凝性的水化物；另外由于镍冶金废渣MgO含量

高，通常高于10%，易引起制品的膨胀，通过采用高温高压水热技术，形成水化硅酸钙、Mg

(OH)  2等矿物，从而有效降低MgO含量，并提高镍渣混凝土的耐久性。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中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标记列表：

[0027] 1-上料装置，11-上料装置入料端，12-上料装置出料端，13-运输带，2-辊压装置，

21-辊压装置入料口，22-辊压装置出料口，3-第一除铁装置，31-第一除铁装置入料口，32-

第一除铁装置出料口，33-倾斜支撑板，34-震动板，35-震动块，36-电磁除铁板，37-入料板，

38-出料板，38-挡板4-球磨装置，41-球磨装置入料口，42-球磨装置出料口，43-第一球磨

筒，44-第二球磨筒，45-第一钢球，451-凸起，46-第二钢球，47-第一齿圈，48-第二齿圈，49-

第一电机，50-第二电机，5-第二除铁装置，51-电磁除铁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具体步骤为：

[0031] 1）粉磨细化处理：首先将镍渣放入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中，进行预粉磨、第一次

除铁、终粉磨和第二次除铁工作，得到镍渣粉；随后将镍渣粉放入高温真空炉内，加热至200

℃，调节真空度0.05Pa，保持5min；然后向高温真空炉内通入镍蒸气，控制压力80Kpa，并搅

拌10min；之后将镍粉干燥和过筛处理，得到粒径一致的镍渣粉；

[0032] 2）水化活性处理：首先向步骤1）得到的镍渣粉中添加CaO、SiO2和高岭土，搅拌

15min至充分混合；随后将混合物置于水热釜中，并添加晶种，在120℃下进行水热处理，水

热时间为15小时；然后待水热釜冷却，得到具有胶凝性的水化物；

[0033] 3）耐久性处理：将步骤2）得到的水化物放入高温高压水热反应釜中，控制温度250

℃，压力15MPa，反应时间3h；随后取出并使用纯氩气进行高压气吹干燥，分5次气吹，每次

1s；最后空冷至室温。

[0034] 其中，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包括上料装置1、辊压装置2、第一除铁装置3、球磨装

置4和第二除铁装置5，辊压装置入料口21设置在上料装置出料端12下方，第一除铁装置入

料口31设置在辊压装置出料口22下方，球磨装置入料口41与第一除铁装置出料口31连接。

第一除铁装置3包括倾斜支撑板33，倾斜支撑板33上设有震动板34，震动板34底部通过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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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35与倾斜支撑板33连接，上端连接有入料板37，倾斜支撑板33上方设有与震动板34平行

且适配的电磁除铁板36，倾斜支撑板33下端连接有出料板38。震动板34顶面沿长度方向的

纵截面呈锯齿状，且震动板34两侧还设有挡板38。球磨装置4包括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

筒44，第二球磨筒44套设在第一球磨筒43外，第一球磨筒43的一端为球磨装置入料口41，第

二球磨筒44的侧壁上设有球磨装置出料口42，第一球磨筒43的侧壁上均布有过滤孔（未画

出），第一球磨筒43内以及第一球磨筒43与第二球磨筒44之间分别盛放有研磨用第一钢球

45和第二钢球46，第一钢球45上均布有与过滤孔（未画出）相适配的凸起451，第一球磨筒43

和第二球磨筒44的端部分别设有第一齿圈47和第二齿圈48，第一齿圈47和第二齿圈48分别

配合连接有第一电机49与第二电机50。球磨装置出料口42出设有过滤网（未画出）。第二除

铁装置5包括电磁除铁柱51，电磁除铁柱51从第一球磨筒43的另一端伸入第一球磨筒43内。

在本实施例中，上料装置1包括倾斜设置的运输带13，辊压装置2为辊压机。

[0035] 在加工时，镍渣首先通过上料装置1运输到辊压装置入料口21处，然后通过辊压装

置2进行预粉磨，随后预粉磨的镍渣粉从辊压装置出料口22落入到第一除铁装置入料口21

处的入料板37上，由于震动板34是倾斜震动，从而使得震动板34上的镍渣粉不断倾斜射出

并触碰到电磁除铁板36底部，铁粉和含铁量较高的镍渣粉被吸附在电磁除铁板36底部，而

其他镍渣粉在反弹力和重力的作用下再次落入到震动板34上，并且由于震动板34顶部沿长

度方向的纵截面呈锯齿状，使得镍渣粉在碰撞电磁除铁板36后，可逐渐从震动板34的顶部

运动到底部，并最终落入到第一除铁装置出料口22处的出料板38上，通过第一次除铁装置

有效去除了的铁粉和含铁量较高的镍渣粉，随后镍渣粉进入到球磨装置内，第一球磨筒43

旋转时，不断将镍渣粉粒径球磨至小于第一球磨筒43的过滤孔直径，并在第一钢球45的凸

起451作用下，被不断推过第一球磨筒43的过滤孔至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筒44之间，同

时当在第一球磨筒43内球磨时，第二除铁装置5的电磁除铁柱51将球磨时铁粉和含铁量较

高的镍渣粉进一步吸附出去，而通过第一球磨筒43的过滤孔至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筒

44之间的镍渣粉再在第二钢球46的作用下进一步研磨，并最终从第二球磨筒44侧壁上的球

磨装置出料口42排出。

[0036] 实施例2

[0037] 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具体步骤为：

[0038] 1）粉磨细化处理：首先将镍渣放入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中，进行预粉磨、第一次

除铁、终粉磨和第二次除铁工作，得到镍渣粉；随后将镍渣粉放入高温真空炉内，加热至300

℃，调节真空度0.04Pa，保持8min；然后向高温真空炉内通入镍蒸气，控制压力20Kpa，并搅

拌20min；之后将镍粉干燥和过筛处理，得到粒径一致的镍渣粉；

[0039] 2）水化活性处理：首先向步骤1）得到的镍渣粉中添加CaO、SiO2和高岭土，搅拌

10min至充分混合；随后将混合物置于水热釜中，并添加晶种，在170℃下进行水热处理，水

热时间为10小时；然后待水热釜冷却，得到具有胶凝性的水化物；

[0040] 3）耐久性处理：将步骤2）得到的水化物放入高温高压水热反应釜中，控制温度350

℃，压力10MPa，反应时间5h；随后取出并使用纯氩气进行高压气吹干燥，分2次气吹，每次

3s；最后空冷至室温。

[0041] 其中，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包括上料装置1、辊压装置2、第一除铁装置3、球磨装

置4和第二除铁装置5，辊压装置入料口21设置在上料装置出料端12下方，第一除铁装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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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口31设置在辊压装置出料口22下方，球磨装置入料口41与第一除铁装置出料口31连接。

第一除铁装置3包括倾斜支撑板33，倾斜支撑板33上设有震动板34，震动板34底部通过震动

块35与倾斜支撑板33连接，上端连接有入料板37，倾斜支撑板33上方设有与震动板34平行

且适配的电磁除铁板36，倾斜支撑板33下端连接有出料板38。震动板34顶面沿长度方向的

纵截面呈锯齿状，且震动板34两侧还设有挡板38。球磨装置4包括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

筒44，第二球磨筒44套设在第一球磨筒43外，第一球磨筒43的一端为球磨装置入料口41，第

二球磨筒44的侧壁上设有球磨装置出料口42，第一球磨筒43的侧壁上均布有过滤孔（未画

出），第一球磨筒43内以及第一球磨筒43与第二球磨筒44之间分别盛放有研磨用第一钢球

45和第二钢球46，第一钢球45上均布有与过滤孔（未画出）相适配的凸起451，第一球磨筒43

和第二球磨筒44的端部分别设有第一齿圈47和第二齿圈48，第一齿圈47和第二齿圈48分别

配合连接有第一电机49与第二电机50。球磨装置出料口42出设有过滤网（未画出）。第二除

铁装置5包括电磁除铁柱51，电磁除铁柱51从第一球磨筒43的另一端伸入第一球磨筒43内。

在本实施例中，上料装置1包括倾斜设置的运输带13，辊压装置2为辊压机。

[0042] 在加工时，镍渣首先通过上料装置1运输到辊压装置入料口21处，然后通过辊压装

置2进行预粉磨，随后预粉磨的镍渣粉从辊压装置出料口22落入到第一除铁装置入料口21

处的入料板37上，由于震动板34是倾斜震动，从而使得震动板34上的镍渣粉不断倾斜射出

并触碰到电磁除铁板36底部，铁粉和含铁量较高的镍渣粉被吸附在电磁除铁板36底部，而

其他镍渣粉在反弹力和重力的作用下再次落入到震动板34上，并且由于震动板34顶部沿长

度方向的纵截面呈锯齿状，使得镍渣粉在碰撞电磁除铁板36后，可逐渐从震动板34的顶部

运动到底部，并最终落入到第一除铁装置出料口22处的出料板38上，通过第一次除铁装置

有效去除了的铁粉和含铁量较高的镍渣粉，随后镍渣粉进入到球磨装置内，第一球磨筒43

旋转时，不断将镍渣粉粒径球磨至小于第一球磨筒43的过滤孔直径，并在第一钢球45的凸

起451作用下，被不断推过第一球磨筒43的过滤孔至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筒44之间，同

时当在第一球磨筒43内球磨时，第二除铁装置5的电磁除铁柱51将球磨时铁粉和含铁量较

高的镍渣粉进一步吸附出去，而通过第一球磨筒43的过滤孔至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筒

44之间的镍渣粉再在第二钢球46的作用下进一步研磨，并最终从第二球磨筒44侧壁上的球

磨装置出料口42排出。

[0043] 实施例3

[0044] 一种镍渣混凝土加工过程中镍渣的处理工艺，具体步骤为：

[0045] 1）粉磨细化处理：首先将镍渣放入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中，进行预粉磨、第一次

除铁、终粉磨和第二次除铁工作，得到镍渣粉；随后将镍渣粉放入高温真空炉内，加热至250

℃，调节真空度0.045Pa，保持7min；然后向高温真空炉内通入镍蒸气，控制压力50Kpa，并搅

拌15min；之后将镍粉干燥和过筛处理，得到粒径一致的镍渣粉；

[0046] 2）水化活性处理：首先向步骤1）得到的镍渣粉中添加CaO、SiO2和高岭土，搅拌

12min至充分混合；随后将混合物置于水热釜中，并添加晶种，在150℃下进行水热处理，水

热时间为13小时；然后待水热釜冷却，得到具有胶凝性的水化物；

[0047] 3）耐久性处理：将步骤2）得到的水化物放入高温高压水热反应釜中，控制温度300

℃，压力12MPa，反应时间4h；随后取出并使用纯氩气进行高压气吹干燥，分3次气吹，每次

2s；最后空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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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其中，新型高效粉磨除磁机构包括上料装置1、辊压装置2、第一除铁装置3、球磨装

置4和第二除铁装置5，辊压装置入料口21设置在上料装置出料端12下方，第一除铁装置入

料口31设置在辊压装置出料口22下方，球磨装置入料口41与第一除铁装置出料口31连接。

第一除铁装置3包括倾斜支撑板33，倾斜支撑板33上设有震动板34，震动板34底部通过震动

块35与倾斜支撑板33连接，上端连接有入料板37，倾斜支撑板33上方设有与震动板34平行

且适配的电磁除铁板36，倾斜支撑板33下端连接有出料板38。震动板34顶面沿长度方向的

纵截面呈锯齿状，且震动板34两侧还设有挡板38。球磨装置4包括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

筒44，第二球磨筒44套设在第一球磨筒43外，第一球磨筒43的一端为球磨装置入料口41，第

二球磨筒44的侧壁上设有球磨装置出料口42，第一球磨筒43的侧壁上均布有过滤孔（未画

出），第一球磨筒43内以及第一球磨筒43与第二球磨筒44之间分别盛放有研磨用第一钢球

45和第二钢球46，第一钢球45上均布有与过滤孔（未画出）相适配的凸起451，第一球磨筒43

和第二球磨筒44的端部分别设有第一齿圈47和第二齿圈48，第一齿圈47和第二齿圈48分别

配合连接有第一电机49与第二电机50。球磨装置出料口42出设有过滤网（未画出）。第二除

铁装置5包括电磁除铁柱51，电磁除铁柱51从第一球磨筒43的另一端伸入第一球磨筒43内。

在本实施例中，上料装置1包括倾斜设置的运输带13，辊压装置2为辊压机。

[0049] 在加工时，镍渣首先通过上料装置1运输到辊压装置入料口21处，然后通过辊压装

置2进行预粉磨，随后预粉磨的镍渣粉从辊压装置出料口22落入到第一除铁装置入料口21

处的入料板37上，由于震动板34是倾斜震动，从而使得震动板34上的镍渣粉不断倾斜射出

并触碰到电磁除铁板36底部，铁粉和含铁量较高的镍渣粉被吸附在电磁除铁板36底部，而

其他镍渣粉在反弹力和重力的作用下再次落入到震动板34上，并且由于震动板34顶部沿长

度方向的纵截面呈锯齿状，使得镍渣粉在碰撞电磁除铁板36后，可逐渐从震动板34的顶部

运动到底部，并最终落入到第一除铁装置出料口22处的出料板38上，通过第一次除铁装置

有效去除了的铁粉和含铁量较高的镍渣粉，随后镍渣粉进入到球磨装置内，第一球磨筒43

旋转时，不断将镍渣粉粒径球磨至小于第一球磨筒43的过滤孔直径，并在第一钢球45的凸

起451作用下，被不断推过第一球磨筒43的过滤孔至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筒44之间，同

时当在第一球磨筒43内球磨时，第二除铁装置5的电磁除铁柱51将球磨时铁粉和含铁量较

高的镍渣粉进一步吸附出去，而通过第一球磨筒43的过滤孔至第一球磨筒43和第二球磨筒

44之间的镍渣粉再在第二钢球46的作用下进一步研磨，并最终从第二球磨筒44侧壁上的球

磨装置出料口42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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