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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

的方法，步骤包括：1、向含Cr酸洗污泥中加入还

原剂、石灰并充分混合；2、将混合好的物料用压

球机压球，烘干；3、将干燥后的污泥球团掷入高

温冶金熔渣中反应；4、融渣冷却后经破碎、筛分、

磁选，分离回收金属颗粒。本工艺条件下，利用高

温冶金熔渣对含Cr酸洗污泥进行充分的还原解

毒，绝大部分硫元素固定在渣相中，过程无二次

排放，Cr/Fe等有价金属元素被充分还原至金属

相，后经磁选分离回收。本发明操作简单，在原有

炼钢过程中即可操作，过程无二次排放，真正实

现了含Cr酸洗污泥的在线循环利用及源头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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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在含铬酸洗污泥中加入还原剂和石灰，充分混合；

(2)将混合好的物料用压球机压球，烘干水分，制备成渣浴处理所需要的含Cr酸洗污泥

球团；

(3)取高温冶金熔渣加热熔融，将步骤(2)中干燥后的污泥球团掷于高温冶金熔渣中进

行渣浴反应；

(4)渣冷却后经破碎、筛分、磁选，分离出金属颗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洗污泥包括不锈钢企业生产过

程中使用硫酸清洗产品后的废液经过石灰中和而后晒干产生的污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中包括如下成分：25％～

35％Fe2O3、3％～5％SiO2、55％～65％CaSO4、2％～6％Cr2O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还原剂为碳质还原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还原剂、石灰和污泥的

质量百分比为16％～20％：7％～9％：72％～76％。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烘干温度为110～130

℃，烘干时间不少于3小时。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冶金熔渣为AOD渣、EAF

和转炉渣中的一种或多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污泥球团与所述高温

冶金熔渣质量比为3％～1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渣浴温度不低于1550

℃，渣浴处理时间为10～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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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酸洗污泥，也称酸洗废水处理污泥，是金属表面处理过程排出的酸洗废水经处理

产生的固体废物。目前，酸洗废水集中处理水平很低，大部分酸洗废水主要由产生企业自行

采用廉价易得的石灰中和沉淀，由于石灰对重金属沉淀效果差，反应过程中仍有大量石灰

未参与反应就被其他絮体包裹而沉于污泥中，导致污泥产生量大。同时，酸洗污泥中含有大

量未有效沉淀去除的镍、铬、铁等重金属和残酸，如果随意倾倒或者简易填埋，极易引发严

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目前，国内酸洗污泥的处理主要以堆存和简易填埋为主，这种处理方式

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其中的重金属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0003] 2018年，不锈钢生产的酸洗污泥被国家明确列入危险固体废弃物名录，不允许出

厂。我国不锈钢年产量近4000万吨，每年近百万吨含Cr酸洗污泥亟需处理。因此，实现含Cr

酸洗污泥的在线处理、实现源头减排，势在必行。相关处理技术中，湿法处理及固废制材等

在现行政策下限制出厂，基本不可行。并且，湿法处理利用分段回收污泥中的重金属元素和

SO42-，流程复杂、成本高，不适合推广应用；将含Cr酸洗污泥作为制备陶瓷、微晶玻璃等的原

材料，由于配入量过低，消纳量有限，且Cr的浸出行为当前条件下难以精确可控、存在安全

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的方法，解决含Cr酸洗污泥中污

染严重、重金属难回收的问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在含铬酸洗污泥中加入还原剂和石灰，充分混合；

[0008] (2)将混合好的物料用压球机压球，烘干水分，制备成渣浴处理所需要的含Cr酸洗

污泥球团；

[0009] (3)将步骤(2)中干燥后的污泥球团掷于高温冶金熔渣中进行渣浴反应；

[0010] (4)渣冷却后经破碎、筛分、磁选，分离出金属颗粒。

[0011] 优选的，所述酸洗污泥包括不锈钢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硫酸清洗产品后的废液经

过石灰中和而后晒干产生的污泥。

[0012] 进一步优选的，其特征在于，所述污泥中包括如下成分：25％～35％Fe2O3、3％～

5％SiO2、55％～65％CaSO4、2％～6％Cr2O3。

[0013]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还原剂为碳质还原剂。

[0014]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还原剂、石灰、污泥的质量比为16％～22％：7％～

9％：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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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烘干温度为110～130℃，烘干时间不少于3小时。

[0016]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步骤(3)在中冶金熔渣为AOD渣、EAF和转炉渣中的一种或多

种。

[0017]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含碳酸洗污泥球团掷入前，向熔渣中喷吹碳质还原

剂及硅铁粉，其中熔渣、碳质还原剂和硅铁粉质量之比为99％：0.8％～0.9％：0.1％～

0.2％。

[0018]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污泥球团与所述高温冶金熔渣质量比为3％～

10％。

[0019] 进一步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渣浴温度不低于1550℃，渣浴处理时间为10～20分

钟。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本发明开发了一种含Cr酸洗污泥渣浴

处理技术，利用长流程另一单元产生的固废(熔渣)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类危废，实现含

Cr酸洗污泥的彻底还原解毒，绝大部分硫元素固定在渣相中，过程无二次排放并还原分离

回收其中的有价金属元素。同时，充分利用了冶金熔渣渣的高温显热，达到“能”、“质”双利

用，实现了含Cr酸洗污泥类危险固废的源头减排。本发明操作简单，在原有炼钢过程中即可

操作，过程无二次排放，真正实现了含Cr酸洗污泥的在线循环利用及源头减排。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球团工艺的流程图；

[0022]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球团的技术路线图；

[0023] 图3是实施例2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球团得到的残渣和金属颗粒；

[0024] 图4是实施例2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释放气体的组分质谱图；

[0025] 图5是实施例2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释放气体中SO2质谱图；

[0026] 附图标记说明：1、污泥球团；2、冶金熔渣；3、渣包；4、破碎机；5、筛分/磁选装置；6、

残渣；7、金属颗粒；8、0-10分钟生成的气体；8-1、0-10分钟SO2气体；9、空气；9-1、空气中SO2

气体；10、10-15分钟生成的气体；10-1、10-15分钟SO2气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对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进行详细阐述，以使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能更容易被

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从而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做出更为清楚明确的界点。

[0028] 本发明的动作如图2所示，炼钢过程结束(转炉或AOD炉等)倒渣过程中，将按上述

要求制备好的污泥球团1与熔渣2一起掷入渣包3。借助于高温熔渣的冲刷产生的良好动力

学条件，污泥球团中的碳质还原剂、石灰与含Cr酸洗污泥等首先发生自还原反应，随后球团

溶解于熔渣中，多余的C等同时还原熔渣中的金属氧化物，两部分产生的金属相融为一体，S

等元素被固定在渣相中。熔渣冷却后经破碎机4破碎，随后进行筛分、磁选5后分离出残渣6

与金属颗粒7。

[0029] 实施例1

[0030] (1)在含铬酸洗污泥中加入还原剂石墨粉和石灰充分混合，其中石墨粉、石灰和酸

洗污泥的质量百分比为22％: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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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2)将混合好的物料用压球机压球，110℃烘干5小时，制备成渣浴处理所需要的含

Cr酸洗污泥球团；

[0032] (3)取AOD渣按熔渣、碳质还原剂和硅铁粉质量之比为98.9％：0.85％：0.25％混合

均匀，在1550℃下加热熔融，保温20分钟，确保温度恒定。将(2)中干燥后的污泥球团掷于

AOD渣中在1550℃进行渣浴反应，反应时间为15分钟，其中所取的污泥球团与AOD渣质量比

为3％；

[0033] (4)渣冷却后经破碎、筛分、磁选，分离出金属颗粒。

[0034] 实施例2

[0035] (1)在含铬酸洗污泥中加入还原剂石墨粉、添加剂和石灰充分混合，其中石墨粉、

石灰和酸洗污泥的质量百分比为18％:8％:74％；

[0036] (2)将混合好的物料用压球机压球，120℃烘干3小时，制备成渣浴处理所需要的含

Cr酸洗污泥球团；

[0037] (3)取AOD渣在1550℃下加热熔融，保温20分钟，确保温度恒定，将(2)中干燥后的

污泥球团掷于AOD渣中在1550℃进行渣浴反应，反应时间为20分钟，其中所取的污泥球团与

AOD渣质量比为5％；

[0038] (4)渣冷却后经破碎、筛分、磁选，分离出金属颗粒，图3为分离后的残渣和金属颗

粒。

[0039] 实施例3

[0040] (1)在含铬酸洗污泥中加入还原剂石墨粉和石灰充分混合，其中石墨粉、石灰和酸

洗污泥的质量百分比为16％:7％:77％；

[0041] (2)将混合好的物料用压球机压球，130℃烘干7小时，制备成渣浴处理所需要的含

Cr酸洗污泥球团；

[0042] (3)取转炉渣在1600℃下加热熔融，保温30分钟，确保温度恒定，将(2)中干燥后的

污泥球团掷于转炉渣中在1600℃进行渣浴反应，反应时间为15分钟，其中所取的污泥球团

与转炉渣质量比为10％；

[0043] (4)渣冷却后经破碎、筛分、磁选，分离出金属颗粒。

[0044] 实施例4

[0045] 分别对实施例1和2中渣样破碎，用磁铁吸取金属颗粒后，取渣样和金属样测S含量

及Fe/Cr含量。结果表明，80％以上的硫元素被固定在渣中，72％以上的Fe/Cr等有价元素以

金属颗粒的形式被回收。收集实施例2中渣浴处理含Cr酸洗污泥过程中释放的气体，对其气

体的成分进行分析。如图4所示为所释放气体的成分质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释放出的气体

为Ar、CO/N2、CO2、和SO2。

[0046] 从图5中可以看出，释放出的SO2大部分来自于空气，只有少部分是本实施渣浴处

理含Cr酸洗污泥过程中释放出的SO2，说明本发明在固硫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

[0047]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

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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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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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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