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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分离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化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分离烧

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方法。本发明为解决目前

没有高效分离烧结机头灰中有价元素钾、铅、铁

方法的问题，提供了一种高效分离烧结机头灰中

钾、铅、铁的方法，该方法主要包括：a.将烧结机

头灰调制矿浆并搅拌；b.过滤并固液分离得到含

钾液和浸出渣；c.在浸出渣中加水重选调制浆

料；d.多级重选并过滤后获得含铁料和含铅料。

本发明具有工艺简单、成本低、分离效果好及效

率高的特点，其中钾的浸出率大于97％，含铅料

PbO的含量可达35％以上，含铁料TFe的含量可达

49％以上，铅、铁回收率分别达到95％、85％以

上。在大幅提高产品价值的同时，实现了烧结机

头灰高效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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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烧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将烧结机头灰加入水调制成矿浆；所述矿浆在20~95℃下搅拌浸出10~60分钟，烧结

机头灰的质量与调制成的矿浆体积固液比是1:1~5；

b.将步骤a所述矿浆固液分离，得到含钾溶液和浸出渣；所述浸出渣的含水率在40%以

下；

c.向步骤b所述浸出渣中加入水，再次调制成矿浆，在水力旋流器中重选分离，得到含

铁料矿浆和含铅料矿浆；所述矿浆应满足的条件为：浸出渣的质量与调制成的矿浆体积固

液比是1:3~20；所述水力旋流器外径的直径为70～200mm，沉沙嘴直径为12～40mm；所述重

选分离的给料压力为0.1~0.3MPa；

d.将步骤c中所述含铅料矿浆过滤，得到含铅料及其滤液；将步骤c中所述含铁料矿浆

过滤，得到含铁料及其滤液。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烧结机

头灰的成分包括PbO  3~30%，Cl  5~30%，K2O  5~30%，Na2O  1~5%，TFe  10~3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所

述重选分离的级数1~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烧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所得

滤液充分混合得到混合液，将所得混合液返回步骤a代替水用于调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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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分离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分离烧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烧结机头灰是烧结过程产生的烟尘之一，随烧结烟气进入除尘系统，然后由电除

尘器收集得到。因烧结生产所用矿石大多含有钾、钠、铅、氯等元素，在烧结的高温过程中极

易挥发形成氯化物等烟气，而后冷却为极细的粉尘，被电除尘器收集，从而得到烧结机头

灰。

[0003] 传统工艺中，烧结机头灰作为除尘灰的一种，直接用于返烧结使用，但因其粒度

细，不易润湿，碱金属含量高，成分波动大，易再次进入除尘系统，对烧结过程的稳定运行存

在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碱金属及铅难以找到出口而在烧结工序恶性循环，不仅加重除尘

器的负担，增加烧结工序能耗，还使烧结矿中碱金属含量偏高，进入高炉后极易导致高炉壁

腐蚀，对高炉的使用寿命和钢铁的质量都有一定影响。绿色高效的机头灰利用技术有待开

发。

[0004] 现有技术提供了一种水浸‑固液分离‑硫化钠除杂‑分步结晶工艺，回收机头灰中

氯化钾资源。将机头灰加入水和添加剂进行浸出，浸出液净化后分步结晶，母液循环，浸渣

洗涤后返烧结，洗液用于浸出，该工艺处理的机头灰铅含量低，因而未涉及铅的回收问题。

[0005] 另有现有技术公开了一种利用烧结机头灰制取硫酸钾及氮磷钾复合肥的工艺：常

温下，将2～4#电场机头灰制浆后直接梯度磁选，得到铁精矿、含铅尾泥和含钾溶液，铁精矿

与1#电场机头灰返烧结使用；含钾溶液经循环含集钾后经CO2除杂、活性炭脱色，配入硫酸

铵经蒸发结晶得到硫酸钾，母液继续蒸发后与磷肥复合得到氮磷钾复合肥；含铅尾泥则采

用氯化钠‑盐酸体系浸出，所得含铅溶液经冷却结晶‑再溶解净化后用纯碱沉淀，然后煅烧

得到一氧化铅产品。该工艺复杂，流程长，且含铅尾泥的处理仍停留在研究阶段。

[0006] 因此急需开发一种高效分离烧结机头灰浸渣中的有价元素钾、铅、铁的方法，以提

高其综合经济价值。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目前还没有高效分离烧结机头灰中有价元素钾、铅、

铁的方法。

[0008]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烧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分离

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09] a.将烧结机头灰加入水调制成矿浆；所述矿浆需要在20～95℃下搅拌浸出10～60

分钟；烧结机头灰的质量(kg)与调制成的矿浆体积(L)固液比是1:1～5；

[0010] b.将步骤a所述矿浆固液分离，得到含钾溶液和浸出渣；

[0011] c.向步骤b所述浸出渣中加入水，再次调制成矿浆，在重选设备中重选分离，得到

含铁料矿浆和含铅料矿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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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d .将步骤c中所述含铅料矿浆过滤，得到含铅料及其滤液；将步骤c中所述含铁料

矿浆过滤，得到含铁料及其滤液。

[0013] 本发明所述烧结机头灰的成分包括PbO  3～30％，Cl  5～30％，K2O  5～30％，Na2O 

1～5％，TFe  10～35％。

[0014] 进一步地，步骤b所述固液分离方式是包括过滤、沉降和浓缩。

[0015] 进一步地，步骤b所述浸出渣的含水率在40％以下。

[0016] 进一步地，步骤b所述含钾溶液是指钾离子浓度大于40g/L的溶液。

[0017] 进一步地，步骤c所述矿浆应满足的条件为：浸出渣的质量(kg)与调制成的矿浆体

积(L)固液比是1:3～20。

[0018] 进一步地，步骤c中所述的重选设备是水力旋流器、摇床、跳汰机或螺旋溜槽中的

一种或几种，优选为水力旋流器。其中，所述水力旋流器外径的直径为70～200mm，其沉沙嘴

直径为12～40mm。

[0019] 进一步地，步骤c中所述重选分离的级数1～3。

[0020] 进一步地，步骤c所述重选分离的给料压力为0.1～0.3MPa。

[0021] 进一步地，步骤d所述含铁料中TFe的含量大于40％；所述含铅料中PbO的含量大于

15％。

[0022] 进一步地，将步骤d所得两种滤液充分混合得到混合液，将所得混合液返回步骤a

代替水用于调浆。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由本发明得到的钾的浸出率可达到80％以上，所得含铅料

PbO的含量可达35％以上，含铁料TFe的含量可达49％以上，铅、铁回收率分别达到95％、

85％以上。为进一步提高钾的浸出率，可将所得滤液代替水用于调浆，以此得到钾的浸出率

大于97％。本发明在大幅提高产品价值的同时，实现了烧结机头灰高效资源化利用，此外，

本发明还具有工艺简单、成本低、分离效果好及效率高的特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烧结机头灰中，钾的存在形式主要是可溶的氯化钾；铁的存在形式主要为赤铁矿、

磁铁矿，粒度较粗，密度较重；铅的存在形式则主要为羟基氯化氢，粒度细，密度较轻。用重

选分离浸出渣中含铅料、含铁料，工艺成熟，效果稳定。

[0025] 具体地，一种烧结机头灰中钾、铅、铁的分离方法，其包括以下步骤：

[0026] a.将烧结机头灰加入水调制成矿浆；所述矿浆需要在20～95℃下搅拌浸出10～60

分钟且烧结机头灰的质量(kg)与调制成的矿浆体积(L)固液比是1:1～5；

[0027] b.将步骤a所述矿浆固液分离，得到含钾溶液和浸出渣；

[0028] c.向步骤b所述浸出渣中加入水，再次调制成矿浆，在重选设备中重选分离，得到

含铁料矿浆和含铅料矿浆；

[0029] d .将步骤c中所述含铅料矿浆过滤，得到含铅料及其滤液；将步骤c中所述含铁料

矿浆过滤，得到含铁料及其滤液。

[0030] 本发明所述烧结机头灰的成分包括PbO  3～30％，Cl  5～30％，K2O  5～30％，Na2O 

1～5％，TFe  10～35％。针对该组成的烧结机头灰，本发明通过两次调浆，相当于两次浸出

过程，配合调浆时的固液配比、温度、搅拌时间等参数最大限度提升了钾的浸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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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进一步地，本发明步骤a所述矿浆在适宜的浸出固液比可获得较高的钾浸出率，及

钾离子浓度较高的浸出液。钾更多的进入溶液，利于后续分离；温度越高，越利于钾的浸出，

以此可以保证钾的高浸出率。

[0032] 进一步地，本发明步骤b所述固液分离方式是包括过滤、沉降和浓缩。

[0033] 进一步地，本发明步骤b所述浸出渣的含水率控制在40％以下。40％是含水率的上

限值，浸出渣中含水率越低，表明浸出渣夹带的氯化钾越少，钾浸出率则越高。

[0034] 进一步地，本发明步骤c所述矿浆应满足的条件为：浸出渣的质量(kg)与调制成的

矿浆体积(L)固液比是1:3～20；适宜的重选固液比可使物料充分分散，所得物料具有较高

的品位和元素回收率。

[0035] 进一步地，本发明步骤c中所述的重选设备是水力旋流器、摇床、跳汰机或螺旋溜

槽中的一种或几种，优选为水力旋流器。其中，所述水力旋流器外径的直径为70～200mm，其

沉沙嘴直径为12～40mm。旋流器的沉沙嘴对分离粒度的影响很大，一般来说，沉沙嘴的直径

增大，沉沙量增大，溢流粒度降低。本发明通过实验发现，将沉沙嘴直径设定为所述范围，能

使较小及较轻的含铅物料进入溢流的同时，使较大及较重的含铁物料最大程度进入底流，

从而实现铅、铁的最优分离；

[0036] 进一步地，本发明步骤c中所述重选分离的级数1～3；提高级数可提高元素回收

率，降低品位，级数大于3以后对元素回收率的影响逐渐减小。通过监测含铁料矿浆和含铅

料矿浆的粒度组成来确定是否使用多级重选。

[0037] 进一步地，本发明步骤c所述重选分离的给料压力为0.1～0.3MPa；该压力范围根

据分离效果确定，若压力增大，会使更多的含铅物料进入含铁料中，从而提高含铅料的铅品

位，然而这样会降低铅回收率，因此综合考虑铁、铅物料的品位和回收率设定出该压力范

围。

[0038] 进一步地，为了更大程度提高钾的浸出率，可以将本发明中步骤d所得两种滤液充

分混合得到混合液，将所得混合液返回步骤a代替水用于调浆。滤液中含有较低浓度的氯化

钾，返回调浆可以略微提高钾回收率，同时减少水消耗。

[0039]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并不因此将本发明保护范围限制

在所述的实施例范围之中。

[0040] 本实施例所用烧结机头灰由西南某钢铁厂提供，其主要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其

PbO、K2O、TFe含量分别达到6.8％、14.0％、26.5％，具有较高利用价值。

[0041] 表1烧结机头灰主要成分

[0042]

[0043] 其中，TFe中的O未记录在表中，K以K2O计重。

[0044] 本发明中，所用百分比均为质量百分比。

[0045] 实施例1

[0046] 将表1中烧结机头灰与水按固液比1:3混合，调制成矿浆，在50℃下搅拌浸出

30min，过滤得到含钾溶液和浸出渣；

[0047] 将浸出渣按固液比1:6加水混合，调制成矿浆，用泵将其输送至FX150型旋流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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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单级旋流分级，浆料输送的给料压力为0.16MPa，旋流器沉砂嘴直径为22mm，得到含铅

料矿浆和含铁料矿浆；

[0048] 过滤所得含铅料矿浆和含铁料矿浆，得到含铅料PbO含量为37.2％，铅回收率为

93％，所得含铁料TFe含量为44.9％，PbO含量为2.3％，铁回收率81％，所得含钾溶液钾离子

浓度43g/L，钾的总浸出率98％。

[0049] 实施例2

[0050] 将表1中烧结机头灰与水按固液比1:2混合，调制成矿浆，在70℃下搅拌浸出

15min，过滤得到含钾溶液和浸出渣；

[0051] 将浸出渣按固液比1:8加水混合，调制成矿浆，用泵将其输送至FX100型旋流器中

进行一级旋流分级，浆料输送的给料压力为0.12MPa，旋流器沉砂嘴直径为14mm，得到一级

重选轻相料浆和一级重选重相料浆。

[0052] 将一级重选重相料浆与水按固液比1:15调制成矿浆，用泵将其输送至FX175型旋

流器中进行二级旋流分级，浆料输送的给料压力为0.15～0.18MPa，旋流器沉砂嘴直径为

32mm，得到二级重选轻相料浆和二级重选重相料浆。

[0053] 所得一级重选轻相料浆与二级重选轻相料浆混合即得含铅料矿浆，二级重选重相

料浆即含铁料矿浆。将含铅料矿浆和含铁料矿浆分别过滤，得到含铅料及其滤液、含铁料及

其滤液。一级、二级重选轻相料浆的PbO含量分别为36.3％和19.1％，铅的总回收率95％；含

铁料矿浆中TFe含量为49.2％，铁回收率为85％；所得含钾溶液钾离子含量62g/L，钾的总浸

出率97％。

[0054] 实施例3

[0055] 将表1中烧结机头灰与水按固液比1:2混合，调制成矿浆，在30℃下搅拌浸出

45min，过滤得到含钾溶液和浸出渣；

[0056] 将浸出渣按固液比1:5加水混合，调制成矿浆，用泵将其输送至FX175型旋流器中

进行一级旋流分级，浆料输送的给料压力为0.15MPa，旋流器沉砂嘴直径为14mm，得到一级

重选轻相料浆和一级重选重相料浆；

[0057] 将一级重选重相料浆与水按固液比1:5调制成矿浆，在相同条件下进行二级旋流

分离，得到二级重选轻相料浆和二级重选重相料浆。

[0058] 所得一级重选轻相料浆与二级重选轻相料浆混合即得含铅料矿浆，二级重选重相

料浆即含铁料矿浆。将含铅料矿浆和含铁料矿浆分别过滤，得到含铅料及其滤液、含铁料及

其滤液。所得一级、二级重选轻相料浆的PbO含量分别为35.6％和18.9％，铅的总回收率

96％；含铁料矿浆中TFe含量为48.5％，铁回收率84％，所得含钾溶液钾离子含量61g/L，钾

的总浸出率97％。

[0059] 对比例4改变烧结机头灰与水的固液比

[0060] 将表1中烧结机头灰与水按固液比1:6混合，调制成矿浆，在50℃下搅拌浸出

30min，过滤得到含钾溶液和浸出渣；

[0061] 将浸出渣按固液比1:6加水混合，调制成矿浆，用泵将其输送至FX150型旋流器中

进行单级旋流分级，浆料输送的给料压力为0.35MPa，旋流器沉砂嘴直径为22mm，得到含铅

料矿浆和含铁料矿浆；

[0062] 过滤所得含铅料矿浆和含铁料矿浆，得到含铅料PbO含量为38.7％，铅回收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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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含铁料矿浆中TFe含量为37.6％，PbO含量为5.6％，铁回收率92％，所得含钾溶液钾离

子浓度21g/L，钾的总浸出率97％。

[0063] 对比例5改变给料压力

[0064] 将表1中烧结机头灰与水按固液比1:2混合，调制成矿浆，在30℃下搅拌浸出5min，

过滤得到含钾溶液和浸出渣；

[0065] 将浸出渣按固液比1:6加水混合，调制成矿浆，用泵将其输送至FX175型旋流器中

进行一级旋流分级，浆料输送的给料压力为0.06MPa，旋流器沉砂嘴直径为14mm，得到一级

重选轻相料浆和一级重选重相料浆；

[0066] 将一级重选重相料浆与水按固液比1:6调制成矿浆，在相同条件下进行二级旋流

分离，得到二级重选轻相料浆和二级重选重相料浆。

[0067] 所得一级重选轻相料浆与二级重选轻相料浆混合即得含铅料矿浆，二级重选重相

料浆即含铁料矿浆。将含铅料矿浆和含铁料矿浆分别过滤，得到含铅料及其滤液、含铁料及

其滤液。所得一级、二级重选轻相料浆的PbO含量分别为25.6％和19.9％，铅的总回收率

86％；含铁料矿浆中TFe含量为38.5％，铁回收率76％，所得含钾溶液钾离子含量57g/L，钾

的总浸出率97％。

[0068] 由此可见，以本发明所述方法分离钾、铁、铅，钾的总浸出率稳定且高达97％，而铁

的回收率最高超出对比例近10个百分点，铅的回收率最高超出对比例3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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