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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

膨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采用等效阳离子交换

容量用于评价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润土质量指

标；所述等效阳离子交换容量将K+、Na+、Ca2+、Mg2+

阳离子总量折合为Na+总量；一价的K+、Na+阳离子

的物质的量分别折合为一个单位的Na+量，二价

的Ca2+、Mg2+阳离子的物质的量分别折合为两个

单位的Na+量；折合Na+总量为K+、Na+、Ca2+、Mg2+阳

离子折合的Na+量的总和。本发明采用了折合Na+

总量指标判断天然钙基膨润土是否适合开发用

于冶金球团粘结剂，开发的现有膨润土是否满足

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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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等效阳离

子交换容量用于评价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润土质量指标；所述等效阳离子交换容量将K+、

Na+、Ca2+、Mg2+阳离子总量折合为Na+总量；一价的K+、Na+阳离子的物质的量分别折合为一个

单位的Na+量，二价的Ca2+、Mg2+阳离子的物质的量分别折合为两个单位的Na+量；折合Na+总

量为K+、Na+、Ca2+、Mg2+阳离子折合的Na+量的总和；

膨润土质量评价步骤如下：

步骤1：按照GB/T20973‑2007标准中阳离子交换及交换性阳离子含量试验方法检测天

然钙基膨润土阳离子交换容量，计算天然钙基膨润土折合Na+总量；

步骤2：将步骤1中的钙基膨润土进行钠化处理；

步骤3：钠化处理的膨润土按照GB/T20973‑2007标准中阳离子交换及交换性阳离子含

量试验方法检测天然钙基膨润土阳离子交换容量，计算钠化处理的膨润土折合Na+总量；

步骤4：计算得到的钠化处理的膨润土折合Na+总量与天然钙基膨润土折合Na+总量相

同，或者偏离差小于5%；钠化处理的膨润土折合Na+总量的数值用于判断天然钙基膨润土是

否适合开发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开发的现有膨润土是否满足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质量要

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折合Na+总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按照GB/T20973‑2007标准中阳离子交换及交换性阳离子含量试验方法，交换性钠和钾

离子含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式中：

——试样的交换性钠含量，单位为mmol/100  g；

——试样的交换性钾含量，单位为mmol/100  g；

——滤液A的钠含量，单位为mg/L；

——滤液A的钾含量，单位为mg/L；

——空白试液中的钠含量，单位为mg/L；

——空白试液中的钾含量，单位为mg/L；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g；

交换性钙和镁离子含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式中：

——试样的交换性钙含量，单位为mmol/100  g；

——试样的交换性镁含量，单位为mmol/1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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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液A的钙含量，单位为mg/L；

——空白试液中的钙含量，单位为mg/L；

——滤液A的镁含量，单位为mg/L；

——空白试液中的镁含量，单位为mg/L；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g；

折合Na+总量，用符号CEC（折合Na+总量）表示，CEC（折合Na+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CEC（折合Na+总量）= + +2× +2× 。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钠化处理方法包括悬浮法、挤压钠化法、堆场钠化法、轮碾钠化法、双螺旋钠化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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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膨润土质量评定方法，更具体地，涉及一种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

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膨润土是自然界分布和研究应用最广泛的矿物之一，它的主要成分为蒙脱石。蒙

脱石(montmorillonite)又名微晶高岭石或胶岭石，是一种硅铝酸盐，其主要成分为八面体

蒙脱石微粒，是由颗粒极细的含水铝硅酸盐构成的层状矿物。

[0003] 一般说蒙脱石外观形态多是说膨润土原矿，膨润土原矿常呈土状隐晶质块状，电

镜下为细小鳞片状，一般说蒙脱石的微观形态多是说蒙脱石的晶体结构（如图1）、蒙脱石的

层状结构（如图2），蒙脱石的层状结构显示了蒙脱石片层电荷的分布。

[0004] 膨润土的特征性质，是由所含的蒙脱石决定的，因此蒙脱石含量是评价膨润土质

量最重要的指标。测定膨润土中蒙脱石含量的方法较多，但由于成分和结构复杂，蒙脱石含

量的精准测定一直是个较难的工作。常用方法包括化学成分分析法、吸蓝量法、粉晶X射线

衍射物相定量分析法(Rietveld全谱图拟合法、直接分析法和K值法)等多种方法。

[0005] 化学成分分析法通过化学成分分析法通过化学分析中各元素原子的百分含量，可

以计算膨润土中蒙脱石的含量，比较直观。但该方法计算蒙脱石含硅量是有假设前提的近

似计算，因此最后计算得到的蒙脱石含量也是一个近似值。如果样品中蒙脱石的铝氧八面

体阳离子存在较多空位，或者样品含有其他杂质，则蒙脱石的定量结果会偏低或偏高。

[0006] 吸蓝量法操作简单，但其经验公式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运用，且精确度不高，在蒙脱

石的含量相近时，吸蓝量法难以区分。吸蓝量会受阳离子交换容量（CEC）值影响，对于同一

产地的同一属性膨润土样品，吸蓝量随着CEC的升高而升高，二者成较好的正相关关系。

[0007] 直接分析法和K值法无法直接对膨润土中的蒙脱石定量。但对于只含方石英或石

英等少量结晶好的杂质的膨润土，可以计算杂质的含量，从而推算出蒙脱石的含量。该方法

对制样、试验条件要求较高。定量结果比蒙脱石真实含量偏大，这是由于样品可能含少量无

定形杂质物相。

[0008] 使用免费软件Fullprof，运用Rietveld全谱图拟合法，可以对膨润土样品进行定

量分析。虽然该方法定量过程较为复杂，但因为考虑了诸多影响因素，能较好的降低误差。

定量过程中重点是要选择合适的物相晶体结构模型和峰形函数，要考虑择优取向的影响。

根据拟合结果可靠性因子R的评价，以及与其他几种方法定量结果的比较，该方法定量分析

结果的可靠性和精准度都是这几种方法里最好的，而且适用性也强。

[0009] 膨润土做为造球用粘结剂应用于冶金球团工艺中，目前对于球团用膨润土的没有

统一的质量评估和检测标准，美国等球团大国只对球团本身有要求，没有对球团土制定专

门的标准。我国国家标准GB/T20973  —2007  中冶金球团用膨润土的质量指标与各钢铁企

业的质量指标规定也不一致，我  国钢铁企业一般采用吸蓝量、蒙脱石、膨胀容、胶质价、吸

水率、粒度与水分六项基本指标，来评估检测膨润土的质量，但各家的质量指标要求值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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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0010] 天然膨润土是一种主要含蒙脱石的粘土矿的混合物  ，由于蒙脱石具  有独特的矿

物结构和结晶化学性质，使天然膨润土具有良好的吸水性、膨胀性、吸附性、离子交换性  、

胶体性、分散性和润滑性等，因此传统认为蒙脱石含量的多少决定天然膨润土质量的好坏。

由于蒙脱石具有吸附亚甲基蓝的能力，因此吸蓝量成为粗略估计膨润土矿中蒙脱石相对含

量的质量指标。对于球团用膨润土，其蒙脱石含量指标并不能作为评判其好坏的依  据，很

多研究表明它对球团性能的影响没有一致对应性关系。

[0011] 由于球团性能影响因素复杂，关于膨润土哪个指标对球团的性能影响  最大，至今

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现行膨润土质量进行检测指标中除吸水  率略有相关性外，其他指标

与生球质量几乎无相关性。单一的吸水率及蒙脱石指标与球团性能没有对应关系  。

[0012] 鉴于现行膨润土检测指标与成球性及球团性能相关性差的实际情况，行业内的生

产厂家一般以膨润土配用比例的高低及其稳定性来选择、比较膨润土的质量，各企业标准

中规定的膨润土检测指标仅用于商务结算。

发明内容

[0013] 针对现有技术的以上缺陷或改进需求，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

膨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建立适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润土质量指标

体系，使得检测指标能直接指导球团生产，对生产指标进行预判。

[0014] 为实现上述目的，按照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

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该评价方法基于下述研究成果获得。

[0015] 天然产出的膨润土大部分为钙基膨润土，其品位和质量较差，须经深加工才能得

到应用。由于钠基膨润土相对钙基膨润土来说具有更好的强度、膨胀性、粘结性以及热稳定

性，其作为冶金球团粘结剂而大量应用于成球工艺中；通常对钙基膨润土进行钠化改型成

冶金球团用土。

[0016] 膨润土晶层中的阳离子具有可交换性能，在一定的物理‑化学条件下，  Ca2+、Mg2+、

Na+、K+等可相互交换，利用这一特性，可进行膨润土的改型，由钙基膨润土改型为钠基膨润

土。

[0017] 国家标准GB/T20973  —2007中阳离子交换容量是指100g膨润土可交换的阳离子

的物质的量，具体指按照GB/T20973  —2007附录A阳离子交换量及交换性阳离子含量的试

验方法测定的K+、Na+、Ca2+、Mg2+ 的阳离子总量，简称为CEC。膨润土矿阳离子交换容量和交

换性阳离子是判断膨润土矿质量和划分膨润土矿属型的关键依据，  CEC值愈大表示其带负

电量愈大，其水化、膨胀和分散能力愈强；反之，其水化、膨胀和分散能力愈差。

[0018] 基于上述膨润土的晶体特性的研究，本发明提出的一种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

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采用等效阳离子交换容量用于评价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润土质量

指标；所述等效阳离子交换容量将K+、Na+、Ca2+、Mg2+阳离子总量折合为Na+总量；一价的K+、Na
+阳离子的物质的量分别折合为一个单位的Na+量，二价的Ca2+、Mg2+阳离子的物质的量分别

折合为两个单位的Na+量；折合Na+总量为K+、Na+、Ca2+、Mg2+阳离子折合的Na+量的总和。

[0019] 所述折合Na+总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0020] 按照GB/T20973‑2007标准中阳离子交换及交换性阳离子含量试验方法，交换性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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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钾离子含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0021]

[0022] 式中：

[0023] ——试样的交换性钠含量，单位为mmol/100  g；

[0024] ——试样的交换性钾含量，单位为mmol/100  g；

[0025] ——滤液A的钠含量，单位为mg/L；

[0026] ——滤液A的钾含量，单位为mg/L；

[0027] ——空白试液中的钠含量，单位为mg/L；

[0028] ——空白试液中的钾含量，单位为mg/L；

[0029]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g；

[0030] 交换性钙和镁离子含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0031]

[0032] 式中：

[0033] ——试样的交换性钙含量，单位为mmol/100  g；

[0034] ——试样的交换性镁含量，单位为mmol/100  g；

[0035] ——滤液A的钙含量，单位为mg/L；

[0036] ——空白试液中的钙含量，单位为mg/L；

[0037] ——滤液A的镁含量，单位为mg/L；

[0038] ——空白试液中的镁含量，单位为mg/L；

[0039] ——试样的质量，单位为g；

[0040] 折合Na+总量，用符号CEC（折合Na+总量）表示，CEC（折合Na+总量）计算公式如下：

[0041] CEC（折合Na+总量）= + +2× +2× 。

[0042] 膨润土质量评价步骤如下：

[0043] 步骤1：按照GB/T20973‑2007标准中阳离子交换及交换性阳离子含量试验方法检

测天然钙基膨润土阳离子交换容量，计算天然钙基膨润土折合Na+总量；

[0044] 步骤2：将步骤1中的钙基膨润土进行钠化处理；

[0045] 步骤3：钠化处理的膨润土按照GB/T20973‑2007标准中阳离子交换及交换性阳离

子含量试验方法检测天然钙基膨润土阳离子交换容量，计算钠化处理的膨润土折合Na+总

量；

[0046] 步骤4：计算得到的钠化处理的膨润土折合Na+总量与天然钙基膨润土折合Na+总量

相同，或者偏离差小于5%；钠化处理的膨润土折合Na+总量的数值用于判断天然钙基膨润土

是否适合开发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开发的现有膨润土是否满足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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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0047] 所述钠化处理方法包括悬浮法、挤压钠化法、堆场钠化法、轮碾钠化法、双螺旋钠

化法。

[0048] 总体而言，通过本发明所构思的以上技术方案与现有技术相比，由于提供了一种

用于冶金球团粘结剂的膨润土质量检测评价方法，能够取得下列有益效果。

[0049] （1）本发明技术方案基于蒙脱石晶体结构特性，天然钙基膨润土在钠化处理前后

总的阳离子交换容量相当的情况下，采用了折合Na+总量指标评断天然钙基膨润土用于冶

金球团粘结剂的质量判断，折合Na+总量指标对膨润土成球性质量具备很大的一致性。

[0050] （2）本发明技术方案摒弃了直接利用蒙脱石含量高低判断膨润土质量的方法，本

方法有效评价了蒙脱石中的活性成分，本方法与膨润土含水率的质量判断方法具有一致

性。

附图说明

[0051] 图1是蒙脱石的晶体结构图。

[0052] 图2是蒙脱石的层状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

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此

外，下面所描述的本发明各个实施方式中所涉及到的技术特征只要彼此之间未构成冲突就

可以相互组合。

[0054] 如图1，蒙脱石的晶体结构、如图2蒙脱石的层状结构，蒙蒙脱石的层状结构显示了

蒙脱石片层电荷的分布。

[0055] 本发明技术方案是在研究蒙脱石的晶体结构特性的基础上提出的。

[0056] 实施例1，选取辽宁某市天然膨润土，按照GB/T20973  —2007附录A阳离子交换量

及交换性阳离子含量的试验方法测定的K+、Na+、Ca2+、Mg2+ 的阳离子，计算。

[0057] 钠化处理前

[0058] + =9.37mmol/100g

[0059] +=31.13mmol/100g

[0060] CEC（折合Na+总量）= + +2× +2× =71.63  mmol/100g。

[0061] 钠化处理后

[0062] + =35.39mmol/100g

[0063] + =19.82mmol/100g

[0064] CEC（折合Na+总量）= + +2× +2× =75.03  mmol/100g。

[0065] 根据蒙脱石特性，蒙脱石的片层中间的CEC通常在60‑120mmol/100G范围内，钠化

处理前后折合Na+总量偏离差为4.53%，实施例1的然膨润土质量等级较差。

[0066] 实施例2，选取吉林某市天然膨润土，按照GB/T20973  —2007附录A阳离子交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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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换性阳离子含量的试验方法测定的K+、Na+、Ca2+、Mg2+ 的阳离子，计算。

[0067] 钠化处理前

[0068] + =13.29mmol/100g

[0069] + =39.52mmol/100g

[0070] CEC（折合Na+总量）= + +2× +2× =92.33  mmol/100g。

[0071] 钠化处理后

[0072] + =76.21mmol/100g

[0073] + =8.56mmol/100g

[0074] CEC（折合Na+总量）= + +2× +2× =93.33  mmol/100g。

[0075] 根据蒙脱石特性，蒙脱石的片层中间的CEC通常在60‑120mmol/100G范围内，钠化

处理前后折合Na+总量偏离差为1.07%，实施例2的然膨润土质量等级中等。

[0076] 实施例3，选取内蒙某市天然膨润土，按照GB/T20973  —2007附录A阳离子交换量

及交换性阳离子含量的试验方法测定的K+、Na+、Ca2+、Mg2+ 的阳离子，计算。

[0077] 钠化处理前

[0078] + =22.35mmol/100g

[0079] + =55.16mmol/100g

[0080] CEC（折合Na+总量）= + +2× +2× =132.67  mmol/100g。

[0081] 钠化处理后

[0082] + =76.53mmol/100g

[0083] + =24.96mmol/100g

[0084] CEC（折合Na+总量）= + +2× +2× =126.45mmol/100g。

[0085] 根据蒙脱石特性，蒙脱石的片层中间的CEC通常在60‑120mmol/100G范围内，钠化

处理前后折合Na+总量偏离差为4.91%，实施例3的然膨润土质量等级较高。

[0086]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容易理解，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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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

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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