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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钢渣粉加工的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原料钢渣直接破碎成一定粒径的颗粒

料，此颗粒料选除部分铁后，送入蒸汽流粉碎机

粉碎加工，经分级收集而得钢渣粉；所述钢渣粉

d50为3-15μm。粉碎加工中，蒸汽流粉碎机所用

蒸汽压力0.32～0.45MPaMPa、温度270～400℃，

同时向蒸汽流粉碎机通入CO2气体。蒸汽流粉碎

机底部沉降的钢渣富铁底料，底料通过磁选分离

出总铁量≤30％的底料尾料，混入钢渣颗粒料中

再次进入蒸汽硫粉碎机粉碎。该方法用出钢后熔

融钢渣经急冷处理后无需干燥直接加工处理为

钢渣粉；所得的钢渣粉产品活性高、游离氧化钙

含量低；原位实现钢渣的直接产品化，节省了运

输成本，简化了加工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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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渣粉加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原料钢渣直接破碎而得钢渣颗粒料，将此颗粒料选除部分铁后，送入蒸汽流粉碎机进

行粉碎，通过分级控制由除尘器收得d50为3-15μm钢渣粉；蒸汽流粉碎机底部沉降的钢渣富

铁底料，底料通过磁选分离出总铁量≤30％的底料尾料，混入钢渣颗粒料中再次进入蒸汽

硫粉碎机粉碎；

在所述蒸汽流粉碎处理过程中，向蒸汽流粉碎机通入CO2气体；蒸汽流粉碎机所用蒸汽

压力0.32～0.45MPa、温度270～400℃；

所述原料钢渣直接破碎后颗粒料粒径为3mm筛余≤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铁后钢渣颗粒料的金属

铁质量含量≤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经所述加工方法得到的钢渣粉

金属铁质量含量≤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钢渣为出钢后熔融钢

渣经急冷处理后的钢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除铁为通过磁选机进行磁

选的方法除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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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渣粉的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钢渣加工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钢渣粉的加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渣微粉化是拓宽钢渣利用途径和提高其附加值利用的重要方向，钢渣微粉可以

用作水泥或混凝土的矿物外加剂，也可以用于涂料、玻璃钢、人造大理石、纸张和肥料等的

填料。钢渣微粉用作建材时，其具有有耐磨、水化热量小、耐盐碱腐蚀，且同矿渣微粉相比具

有一定的价格优势。由于钢渣既难破又难磨，粉磨效率低，电耗高，粉磨成本高，如何提高粉

磨效率，降低粉磨电耗，直接影响到钢渣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0003] 传统钢渣微粉化加工技术主要有机械磨(球磨、辊压磨、辊磨+球磨)和气流磨两种

加工技术，前者存在着需预烘干、设备磨损大和能耗高的缺点；后者存在预烘干、产能小和

能耗高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钢渣粉加工的方法，该方法用出

钢后熔融钢渣经急冷处理后无需干燥直接加工处理为钢渣粉；本发明在加工过程具有分离

金属铁和降低钢渣中游离氧化钙的作用，有利于钢渣粉的直接应用；本发明所得的钢渣粉

产品活性高、游离氧化钙含量低；本发明原位实现钢渣的直接产品化，节省了运输成本，简

化了加工过程。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钢渣粉加工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07] 原料钢渣直接破碎至合适粒径而得钢渣颗粒料，将此颗粒料选除部分铁后，送入

蒸汽流粉碎机进行粉碎，通过分级控制由除尘器收得d50为3-15μm钢渣粉；蒸汽流粉碎机底

部沉降的钢渣富铁底料，底料通过磁选分离出总铁量≤30％的底料尾料，混入钢渣颗粒料

中再次进入蒸汽硫粉碎机粉碎；

[0008] 在所述蒸汽流粉碎处理过程中，向蒸汽流粉碎机通入CO2气体；蒸汽流粉碎机的蒸

汽压力0.32～0.45MPa、温度270～400℃。

[0009] 根据本发明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所述原料钢渣直接破碎后颗粒料粒径为3mm

筛余≤5％。

[0010] 根据本发明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所述除铁后钢渣颗粒料的金属铁质量含量≤

3％。

[0011] 根据本发明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经所述加工方法得到的钢渣粉金属铁质量含

量≤2％。

[0012] 根据本发明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所述原料钢渣为出钢后熔融钢渣经急冷处理

后的钢渣。

[0013] 根据本发明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优选的是，所述除铁为通过磁选机进行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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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除铁。

[0014] 根据本发明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优选的是，经所述加工方法得到的钢渣粉为

d50为3-15μm，金属铁质量含量≤2％；进一步优选的是d50为5-12μm，金属铁质量含量≤

1.0％。

[0015] 根据本发明所述钢渣粉加工的方法，所述蒸汽流粉碎机的底部沉降得到富铁钢渣

底料，  所述富铁底料经磁选分离而得总铁质量含量≤30％底料尾料，混入钢渣颗粒料中送

入蒸汽流粉碎机再次粉碎；得到总铁质量含量>30％富铁料返回冶金生产利用。

[0016] 发明详述：

[0017] 本发明的技术构思为：一方面如传统机械粉碎加工方法一样微粉化激发钢渣的活

性，使得钢渣粉成为活性材料；利用蒸汽流粉碎机来粉碎加工钢渣，控制进料钢渣的一定粒

径，使其无需预烘干即可直接加入到粉碎机中，从而省却传统的机械磨需预烘干的环节。另

一方面加工过程中创造有利条件，利用磁选、化学转化手段分离、转化钢渣中的非活性相，

进而使得钢渣粉活性高、稳定性好。

[0018] 蒸汽流粉碎加工技术利用过热蒸汽作为载体，过热蒸汽经超音速喷嘴加速到近千

米/秒形成高速蒸汽流，使加入到其中的钢渣因相互间碰撞、摩擦等多力耦合作用而粉碎，

样品无需预烘干，能很好克服机械和气流粉碎的缺点，可以低成本、规模化的加工钢渣粉，

且特别适于加工超细粉体。同时钢渣的蒸汽流粉碎加，钢渣粉在饱和蒸汽环境下粉碎加工，

对消解钢渣的游离氧化钙有积极作用，对钢渣中游离氧化钙含量相对较高的钢渣特别适用

如滚筒渣、热泼渣等。钢渣加工过程中部分含铁量高的钢渣料因为沉降的作用为降落在粉

碎机的底部，进而可以收集回收另作他用，具有自然的分选作用。

[0019] 本发明钢渣破碎除铁至适宜的粒径，一方面适宜的粒径可保证磁选除金属铁的效

果，破碎除铁可以回收钢渣中的金属铁，同时也起到分离钢渣中非活性相的作用。另一方面

蒸汽流粉碎的原理是过热蒸汽作为载体，蒸汽经蒸汽流粉碎机的喷嘴加速高速蒸汽流，同

时形成高强卷吸动力，使加入到粉碎机中的物料被卷吸进入蒸汽流中，蒸汽流粉碎机中喷

嘴对称布置，蒸汽流携带的钢渣颗粒料经相互间碰撞等作用而粉碎；因为钢渣的比重大且

原始颗粒一般在  5mm以上，适宜的粒径才能使高速蒸汽流卷吸钢渣，使钢渣不至于重力过

大而过多沉的落到粉碎机底部；钢渣的粒径也不能过小，一方面钢渣之间相互碰撞的作用

力差，另一方面，钢渣粒径过小时，因原始钢渣本身含有一定的水分，过小时水会和钢渣的

游离氧化钙等发生反应，造成钢渣颗粒料间相互间粘附，如不烘干很难直接加入到粉碎机

中去。

[0020] 在本发明中对作为载体的蒸汽温度和压力需要一定的要求是因为：一定的温度和

压力下的蒸汽才能在喷嘴的作用下产生近千米/秒的蒸汽流，进而才能卷吸钢渣颗粒料。另

一方面一定的蒸汽组分和温度条件才能保证钢渣中游离氧化钙的消解和转化效果。

[0021] 钢渣中的非活性物相主要是游离氧化钙相(fCaO)、氧化亚铁相、金属铁相和游离

氧化镁相等，蒸汽流粉碎加工时，过热蒸汽中的水份和钢渣中的游离氧化钙(fCaO)会发生

反应生成Ca(OH)2，生成的Ca(OH)2、钢渣本身原含有的Ca(OH)2会和通入的CO2及空气中的CO2

发性反应生成CaCO3，过热蒸汽的组分和温度条为这种连锁反应的进行创造了条件，同时钢

渣颗粒料粉碎成微米级的加工过程又为此这种反应的加速进行创造了条件。此种连锁反应

一方面部分消解了钢渣存在的fCaO，对钢渣的稳定化和后续利用有利；另一方面反应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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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CaCO3为活性混和材，对提高钢渣粉的活性有利。

[0022] 钢渣蒸汽流粉碎加工过程中，粉碎机中通入CO2的原因是提高粉碎机中CO2组份的

含量，强化和促进钢渣本身和生成的Ca(OH)2转化为CaCO3，进而提高钢渣粉产品的活性和稳

定性。

[0023] 钢渣粉碎加工过程中，一些富铁相的颗粒因为比重大的原因，在重力、分级区离心

力和抽力平衡等作用下沉降落到粉碎机底部，形成了伴生的分离效果。此富铁相总铁、金属

铁含量均较高，通过磁选可分离其中的富铁相，用作冶金返生产料，其余尾料部分可重新加

入破  碎后的钢渣颗粒料中再次加工利用。

[0024] 钢渣的微粉化才能激发钢渣的活性，钢渣的活性不像钢渣那样越细越好，钢渣在

一定粒径区间内活性才能满足国家标准的要求，采用本技术发明的思路，有效地分离和转

化了钢渣中的非活性相，提高了钢渣的活性相组分含量，从而拓宽了活性满足国家标准要

求的钢渣粉粒径范围。

[0025] 优选地，原始钢渣经破碎除铁后的粒径为3mm筛余≤5％，金属铁含量小于3％。为

了钢渣料无需预烘干加入到粉碎机中，且保证粉碎的效果，进入粉碎机的钢渣料颗粒粒径

一般要求小于3mm,最好为1-2mm。

[0026] 优选地，所述蒸汽流加工粉碎后钢渣粉粒径d50为3～15μm；钢渣粉在一定的粒度

范围内活性较佳，同时考虑加工的经济性及满足国家标准GB/T20491-2006用于水泥和混凝

土中的钢渣粉相关指标要求，钢渣粉的粒径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最好d503～15μm。

[0027] 优选地，蒸汽压力0.32～0.45MPaMPa、温度270～400℃；为了保证进入粉碎机钢渣

颗粒的粉碎效果，和钢渣中非活性相的转化效果，蒸汽的压力和温度需要满足上述条件。

[0028] 优选地，为了强化和促进蒸汽流粉碎机中钢渣在粉碎加工过程中非活性相的转化

效果，粉碎机中通入CO2气体。

[0029] 本发明方法应用出钢后熔融钢渣经急冷处理的钢渣，无需干燥直接加工处理，较

传统的机械磨方式；加工过程具有分离金属铁作用，有利于钢渣粉的直接应用；可原位实现

钢渣的直接产品化，较传统的易地加工再产品化方式，节省了运输成本，简化了加工过程。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1]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钢渣粉加工方法，其加工程序简单，易操作，能耗低，可规模化

应用，可实现钢渣的原地直接产品化；同时加工过程可实现分离和转化钢渣中的非活性相

的作用，  对提高钢渣粉的活性和稳定性，直接回收金属铁有利。应用本发明方法所生产的

钢渣粉产品活性高、游离氧化钙含量低。加工过程具有消解游离氧化钙的作用，较传统的机

械磨方式，有利用钢渣粉的稳定和活性提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33] 实施例1：钢渣粉加工方法：

[0034] 某钢厂出钢后的熔融态钢渣，采用滚筒法处理，原料钢渣及加工而成的钢渣粉的

理化性质如表1所示，滚筒渣由料仓通过皮带输送的方式，采用辊压磨破碎处理，处理后

2.5mm筛余小于5％，钢渣颗粒通过磁选机进行磁选后，钢渣中金属铁含量为1.5％,通过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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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流粉碎机入口加入粉碎机中，按设计的5t/h加入钢渣颗粒料,使用温度为280℃、压力

0.40MPa的蒸汽作为加工介质，通过分级机的转速控制加工而成的钢渣粉d50为7.5μm，钢渣

粉的表面积为486m2/kg，7d和28d活性指数分别为82％和93％，达到了GB20491“用于水泥和

混凝土中钢渣粉”1级品的要求；钢渣粉的化学成分见表1。加工过程中不间断通入含量99％

的CO2气体.蒸汽粉碎机底部收集的底料约为0 .2t/h ,通过磁选方式分离出总铁含量

34.85％且金属铁含量12.32％的钢渣富铁料0.12t/h，剩余0.08t/h钢渣料从混入到经破碎

磁选的钢渣原料中再次粉碎。

[0035] 钢渣原料和钢渣粉化学成分(％)

[0036]

  SiO2 Al2O3 CaO MgO MnO P2O5 F.CaO M.Fe FeO TFe 

钢渣原料 11.40 1.25 38.97 10.94 1.89 1.79 4.15 3.30 10.9 24.61 

钢渣粉 12.58 1.28 43.27 10.56 1.83 2.01 2.51 0.98 9.46 18.90 

[0037] 实施例2：钢渣粉加工方法：

[0038] 某钢厂出钢后的熔融态钢渣，采用热泼法处理，处理钢渣的理化性质如表1所示，

热泼渣由料仓通过皮带输送的方式，采用辊压磨破碎处理，处理后3mm筛余小于5％，钢渣颗

粒通过磁选机进行磁选后，钢渣中金属铁含量为1.8％,通过蒸汽流粉碎机入口加入粉碎机

中，按设计的6t/h加入钢渣颗粒料,使用温度为310℃、压力0.34MPa的蒸汽作为加工介质，

通过分级机的转速控制加工而成的钢渣粉d50为10μm，钢渣粉的表面积为448m2/kg，7d和

28d活性指数分别为80％和87％，达到了GB20491“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钢渣粉”1级品的要

求；钢渣粉的化学成分见表1。加工过程中不间断通入含量99％的CO2气体.蒸汽粉碎机底部

收集的底料约为0.3t/h,通过磁选方式分离出总铁含量35.76％且金属铁含量13.71％的钢

渣富铁料0.14t/h，剩余0.16t/h钢渣料从混入到经破碎磁选的钢渣原料中再次粉碎。

[0039] 钢渣原料和钢渣粉化学成分(％)

[0040]

  SiO2 Al2O3 CaO MgO MnO P2O5 F.CaO M.Fe FeO TFe 

原料钢渣 11.34 1.39 39.10 10.51 1.82 1.78 3.72 5.30 11.57 25.13 

钢渣粉 12.03 1.31 42.84 10.48 1.85 1.89 1.98 1.33 9.61 19.22 

[0041]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钢渣粉加工方法，其加工程序简单，易操作，能耗低，可规模化

应用，可实现钢渣的原地直接产品化；同时加工过程可实现分离和转化钢渣中的非活性相

的作用，对提高钢渣粉的活性和稳定性，直接回收金属铁有利。应用本发明方法所生产的钢

渣粉产品活性高、游离氧化钙含量低。加工过程具有消解游离氧化钙的作用，较传统的机械

磨方式，有利用钢渣粉的稳定和活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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