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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炼钢固废的集成处理工艺，包括

以下步骤：将炼钢废料破碎成粒度＜16mm的物

料；将上述物料湿法球磨后过15～30目的筛网筛

分，得到矿浆和粗矿料，矿浆经过磁选处理得到

铁矿粉和泥沙浆，泥沙浆再依次经过离心沉降得

到尾砂和泥浆，尾砂经过尾砂干排后得到特细

砂，泥浆经过浓缩和压滤后得到泥饼；筛余的粗

矿料经过磁滚处理后得到粒子钢和尾料，尾料经

过10mm筛网处理后得到尾矿石和尾矿砂，尾矿砂

经过跳汰处理后得到粒子钢和粗尾砂。本发明将

炼钢的废弃物经过处理后分别转化成了粒子钢、

铁矿粉等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泥浆、粗尾砂、特细砂等可直接作为路面砖或发

泡砖的制备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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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炼钢固废集成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将炼钢废料破碎成粒度＜16mm的物料；

将上述物料湿法球磨后过15～30目的筛网筛分，得到矿浆和粗矿料，矿浆经过磁选处

理得到铁矿粉和泥沙浆，泥沙浆再依次经过离心沉降得到尾砂和泥浆，尾砂经过尾砂干排

后得到特细砂，泥浆经过浓缩和压滤后得到泥饼；筛余的粗矿料经过磁滚处理后得到粒子

钢和尾料，尾料经过10mm筛网处理后得到尾矿石和尾矿砂，尾矿砂经过跳汰处理后得到粒

子钢和粗尾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炼钢固废集成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路面砖制造

工艺和发泡砖制造工艺，其中路面砖制造工艺中所用的原料包括尾矿砂处理后得到的粗尾

砂和脱水筛处理后的特细砂，发泡砖制造工艺中所用的原料包括压滤处理后的泥饼和脱水

筛处理后的特细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炼钢固废集成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路面砖制造工艺包

括以下步骤：将粗尾砂再次经过10mm的筛网处理后去除尾矿石，将上述处理后的粗尾砂390

～450份、特细砂200～260份、水泥130～160份加到搅拌机中搅拌混匀得到路面砖基体，将

路面砖基体与面料按照质量比(8～12):1在制砖机中制作成型，淋水自然养护3～7天即得，

其中面料包括水泥、中砂和颜料；

发泡砖制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将压滤后的泥饼经过球磨机球磨后并检测含水率，按

照干料1:(1～0.5)的比例加入特细砂，加水得到含水率在30～40％的浆液，检测浆液含水

率，向浆液中加入水泥、发泡配料、减水剂搅拌均匀并控制水料比在0.43以下，注入模具中，

静置发泡30～75min，得坯体，将坯体切割打包，养护14天以上即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炼钢固废集成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路面砖制造工艺中，面

料中水泥、中砂、颜料的质量比为1：1：0.3；

优选地，发泡砖制造工艺中球磨后的泥饼的粒度＜0.3mm；

优选地，发泡砖制备工艺中水泥、减水剂和发泡配料的质量比为(500～600):(1 .5～

2.5):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炼钢固废集成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球磨后得到的粗矿料中

大于80目粒级含量在30％以下；

优选地，磁滚处理时磁感应强度为200～600mT；

优选地，离心沉降时溢流粒度控制在小于0.01mm粒级含量在80％以上；

优选地，尾矿干排时脱水筛的筛网孔径为0.3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炼钢固废集成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泥沙浆在离心沉降之前

还经过洗砂处理，洗砂后得到的粗粒物料直接经过尾砂干排后得到特细砂，溢流料经过摇

床处理后得到的重金属和泥沙浆，重金属进入到矿池中，泥沙浆进行离心沉降；

优选地，粗粒物料的粒度控制在大于0.2mm粒级含量在90％以上，溢流料的粒度控制在

小于0.2mm粒级含量在90％以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炼钢固废集成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炼钢废料为炼钢电

炉渣、中频炉钢渣、棒磨料、生铁料尾渣、脱硫渣中的一种或多种。

8.一种炼钢固废集成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破碎机和球磨机，球磨机

的出料口与滚筒筛连接，滚筒筛底部的出料口与磁选机连接，磁选机的精矿出口得到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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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磁选机的尾矿出口与旋流器连接，旋流器底部的出口与脱水筛连接，脱水筛处理后得到

特细砂，旋流器的溢流口通过浓密机与压滤机连接；滚筒筛尾部的出料口与磁力滚筒连接，

磁力滚筒的尾料出口与筛网连接，筛网底部的出料口与跳汰机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炼钢固废集成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磁选机的尾矿出口通过

螺旋洗砂机连接，螺旋洗砂机的砂出口与脱水筛连接，螺旋洗砂机的流口与摇床连接，摇床

的出水口与旋流器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炼钢固废集成处理装置，其特征在于，破碎机串联设置有四

个，四个破碎机依次为400*600mm的破碎机、250*1000mm的破碎机、150*400mm的破碎机和

150*400mm的破碎机，各个破碎机的出料口均通过16*16mm的振动筛与球磨机料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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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固废集成处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体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炼钢固废的处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把生铁放到炼钢炉内按一定工艺熔炼，即得到钢。钢的产品有钢锭、连铸坯和直接

铸成的各种钢铸件等。炼钢的工艺包括加料、造渣、出渣、熔池搅拌、脱磷、电炉底吹、融化

期、氧化期、精炼期、还原期、炉外精炼、钢包喂丝、钢包处理、钢包精炼、气体处理、预合金

化、成分开工至、增硅、终点控制、出钢等步骤，在上述步骤中会产生炼钢电炉渣、中频电炉

渣、生铁料尾渣、脱硫渣等大量固体废弃物。

[0003] 若将上述固体废弃物直接丢弃，则会对环境产生极大的污染，同时这些废物中含

有丰富的铁矿等资源，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将这些废弃物通过合适的处理工艺

进行处理，对其加以回收利用，是炼钢企业一直在研究的重点。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炼钢固废集成处理系统，其将炼钢的废弃物

经过处理后分别转化成了粒子钢、铁矿粉等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泥浆、粗

尾砂、特细砂等可直接作为砖或发泡砖的制备原料，降低固废处理成本，同时为企业创收。

[0005]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上述技术目的：

[0006] 本发明提供一种炼钢固废集成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将炼钢废料破碎成粒度

＜16mm的物料；将上述物料湿法球磨后过15～30目的筛网筛分，得到矿浆和粗矿料，矿浆经

过磁选处理得到铁矿粉和泥沙浆，泥沙浆再依次经过离心沉降得到尾砂和泥浆，尾砂经过

尾砂干排后得到特细砂，泥浆经过浓缩和压滤后得到泥饼；筛余的粗矿料经过磁滚处理后

得到粒子钢和尾料，尾料经过10mm筛网处理后得到尾矿石和尾矿砂，尾矿砂经过跳汰处理

后得到粒子钢和粗尾砂。

[000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该工艺还包括路面砖制造工艺和发泡砖制造工艺，

其中路面砖制造工艺中所用的原料包括尾矿砂处理后得到的粗尾砂和脱水筛处理后的特

细砂，发泡砖制造工艺中所用的原料包括压滤处理后的泥饼和脱水筛处理后的特细砂。

[000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路面砖制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将粗尾砂再次经过

10mm的筛网处理后去除尾矿石，将上述处理后的粗尾砂390～450份、特细砂200～260份、水

泥130～160份加到搅拌机中搅拌混匀得到路面砖基体，将路面砖基体与面料按照质量比(8

～12):1在制砖机中制作成型，淋水自然养护3～7天即得，其中面料包括水泥、中砂和颜料；

发泡砖制造工艺包括以下步骤：将压滤后的泥饼经过球磨机球磨后并检测含水率，按照干

料1:(1～0.5)的比例加入特细砂，加水得到含水率在30～40％的浆液，检测浆液含水率，向

浆液中加入水泥、发泡配料、减水剂搅拌均匀并控制水料比在0.43以下，注入模具中，静置

发泡30～75min，得坯体，将坯体切割打包，养护14天以上即得。

[0009]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路面砖制造工艺中，面料中水泥、中砂、颜料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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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1：1：0.3；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发泡砖制造工艺中球磨后的泥饼的粒度＜0.3mm；

[001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发泡砖制备工艺中水泥、减水剂和发泡配料的质量

比为(500～600):(1.5～2.5):1。

[0012] 作为本发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球磨后得到的粗矿料中大于80目粒级含量在30％

以下；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磁滚处理时磁感应强度为200～600mT；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离心沉降时溢流粒度控制在小于0.01mm粒级含量在

80％以上。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尾矿干排时脱水筛的筛网孔径为0.3mm。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泥沙浆在离心沉降之前还经过洗砂处理，洗砂后得

到的粗粒物料直接经过尾砂干排后得到特细砂，溢流料经过摇床处理后得到的重金属和泥

沙浆，重金属进入到矿池中，泥沙浆进行离心沉降；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粗粒物料的粒度控制在大于0.2mm粒级含量在90％

以上，溢流料的粒度控制在小于0.2mm粒级含量在90％以下。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所述炼钢废料为炼钢电炉渣、中频炉钢渣、棒磨料、

生铁料尾渣、脱硫渣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炼钢固废集成处理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破碎机和球磨机，

球磨机的出料口与滚筒筛连接，滚筒筛底部的出料口与磁选机连接，磁选机的精矿出口得

到铁矿粉，磁选机的尾矿出口与旋流器连接，旋流器底部的出口与脱水筛连接，脱水筛处理

后得到特细砂，旋流器的溢流口通过浓密机与压滤机连接；滚筒筛尾部的出料口与磁力滚

筒连接，磁力滚筒的尾料出口与筛网连接，筛网底部的出料口与跳汰机连接。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磁选机的尾矿出口通过螺旋洗砂机连接，螺旋洗砂

机的砂出口与脱水筛连接，螺旋洗砂机的流口与摇床连接，摇床的出水口与旋流器连接。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实施方式，破碎机串联设置有四个，四个破碎机依次为400*

600mm的破碎机、250*1000mm的破碎机、150*400mm的破碎机和150*400mm的破碎机，各个破

碎机的出料口均通过16*16mm的振动筛与球磨机料仓连接。

[0022] 本发明所提供的炼钢固废集成处理系统，该系统可将炼钢废弃物经过处理后分别

转化成粒子钢、铁矿粉等可回收利用的资源，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泥浆、粗尾砂、特细砂等可

直接作为路面砖或发泡砖的制备原料，一方面降低了炼钢企业的固废处理成本，另一方面

可以为企业创收。对于一个年产250万吨钢的炼钢企业，该系统每年可为企业增加附加值约

2000万元。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

发明，并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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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本发明的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本文中在本发明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

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发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炼钢固废集成处理系统，具体操作如下：将进场的炼钢废料炼

钢电炉渣、中频炉钢渣、棒磨料、生铁料尾渣、脱硫渣等先经过振动给料机加入到400*600mm

的破碎机中进行一级破碎(粒度＜16mm的废料也可以不经过破碎直接进入到球磨机料仓

中)，之后再依次经过250*1000mm的破碎机进行二次破碎、150*400mm的破碎机进行三次破

碎和四次破碎，每个破碎机的出料口均与16*16mm的振动筛连接，振动筛筛分后的细物料均

通过球磨机料仓和链板机进入到球磨机中进行湿法球磨处理，球磨后的物料通过球磨机的

出料口进入到24目滚筒筛中进行筛分，得到矿浆和粗矿料，粗矿料粒度控制在大于80目粒

级含量在30％以下。

[0027] 矿浆从滚筒筛底部的出料口进入到磁选机中，其中本实施例中所用的磁选机为永

磁筒式磁选机，半逆流底箱，磁感应强度为200～600mT，磁选处理后得到铁矿粉(可回收资

源)和泥沙浆。泥沙浆从磁选机的尾矿出口排出后进入到旋流器中，旋流器溢流粒度控制在

小于0.01mm粒级含量在80％以上，经过旋流器处理后得到尾砂和泥浆，尾砂从旋流器底部

的出口排出后通过砂泵进入到脱水筛中进行尾砂干排处理，脱水筛的筛网孔径为0.3mm，脱

水筛处理后得到特细砂(路面砖和发泡砖的原料)，从旋流器溢流口出来的泥浆通过浓密机

和压滤机处理后得到泥饼(发泡砖原料)，脱水筛处理后的沙浆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浓密机中

进行处理。

[0028] 滚筒筛筛余后的粗矿料经过磁力滚筒进行磁滚处理后得到粒子钢(可回收资源)

和尾料，其中尾料从磁力滚筒的尾料出口排出后进入到10mm的筛网中，筛网筛分后得到尾

矿石(可回收资源)和尾矿砂，尾矿砂从筛网底部的出料口出来后进入到跳汰机中进行跳汰

处理，本实施例中所用的跳汰机为锯齿波跳汰机，跳汰处理后得到粒子钢(可回收资源)和

粗尾砂(路面砖原料)。

[0029] 本实施例中，泥沙浆进入到旋流器之前还经过螺旋洗砂机洗砂处理和摇床处理，

螺旋洗砂机处理后得到粗料物料和溢流料，其中粗粒物料的粒度控制在大于0.2mm粒级含

量在90％以上，溢流料的粒度控制在小于0.2mm粒级含量在90％以下，粗粒物料进入到脱水

筛中进行尾砂干排处理，溢流料通过螺旋洗砂机的流口进入到摇床中，摇床处理后摇床上

筛到的重金属进入到矿池中，摇床处理时的出水口与旋流器连接进行离心沉降。

[0030] 按照上述方式能够将炼钢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料进行回收处理，其中回收处理得

到的铁矿粉能够作为钢铁工业的原料应用；特细砂可以直接用于路面砖和发泡砖的制备；

粒子钢可以用于电路铸钢件和冶炼钢坯，易于熔化，节省电力，成本比废钢要低300～300

元；粗尾砂可以用于路面砖的制备；尾矿石可以用于生产建筑材料；泥饼可以直接用于发泡

砖的制备。

[0031] 实施例2

[0032] 将实施例1中尾矿砂处理后得到的粗尾砂和脱水筛处理后得到的特细砂直接用于

制造路面砖，具体制造工艺如下：将实施例1中得到的粗尾砂再次经过10mm的筛网处理后去

除尾矿石，将上述处理后的粗尾砂420份、特细砂230份、水泥160份加到搅拌机中搅拌混匀

得到路面砖基料，将路面砖基料与面料按照质量比10:1在制砖机中制作成型，淋水自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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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5天即得，其中，面料中水泥、中砂、颜料的质量比为1:1:0.3。

[0033] 将实施例1中压滤处理后的泥饼和脱水筛处理后的特细砂直接用于制造发泡砖，

具体制造工艺如下：将压滤后的泥饼经过球磨机球磨后并检测含水率，球磨机球磨后用于

生产的泥饼的粒度＜0.3mm，按照干料1:0 .8的比例加入特细砂，加水得到含水率在30～

40％的浆液，检测浆液含水率，向浆液中加入质量比为500:2:1.5的水泥、减水剂和发泡配

料，搅拌均匀并控制水料比为0.43以下，注入模具中，静置发泡60min，得坯体，将坯体切割

打包，养护14天以上即得，其中减水剂可选用木质素磺酸盐或萘系磺酸盐或磺化蜜胺树脂，

发泡配料可采用按照1:1的摩尔比配比的铝膏片碱。

[0034] 对实施例2中制备得到路面砖和发泡砖进行抗压强度、干体积密度等测试，测试结

果见下表1、表2：

[0035] 表1实施例2中制备得到Cc50路面砖性能测试结果

[0036]

[0037] 表2实施例2中制备得到的发泡砖的性能测试结果

[0038]

[0039]

[0040]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所提供的方法获得的特细砂、粗尾砂、泥浆等直

接用于路面砖或发泡砖的制备，制备得到路面砖性能指标能够达到GB/T  28635‑2012《混凝

土路面砖》中Cc50的要求，制备得到的发泡砖性能指标能够达到JC/T  1062‑2007《泡沫混凝

土砌块》中A2.5B07的要求，广泛用于市场中。

[0041] 申请人将上述各原料的配比进行了调整，发现当粗尾砂的用量在390～450份之

间、特细砂的用量在200～260份之间、水泥的用量在130～160份之间，路面砖基料与面料按

照质量比在(8～12):1范围内时，制备得到的路面砖均能满足上述要求；

[0042] 当球磨后的泥饼粒度小于0.3mm时，加入特细砂保证干料比为1:(1～0.5)之间时，

泥灰(泥饼和特细砂的混合)、水泥、减水剂、发泡配料的质量比在(750～850):(500～600):

(1 .5～2.5):(1～1.6)之间，水料比在0.43以下时，制备得到的发泡砖也均能满足上述要

求。

[0043] 采用上述炼钢固废处理系统对炼钢固废进行处理，对于一个年产量250万吨钢的

炼钢厂，其每年产生约50万吨钢渣，经过固废处理，约可以回收得到5000吨铁矿粉、1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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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细砂、5000吨粒子钢、15万吨吨粗尾砂、24万吨泥饼，能够满足生产30万方路面砖和70万

方发泡砖的需求，可为企业增加附加值2000万元。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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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