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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资源再生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从

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本

发明首先用选择性破碎设备将含铁20％～30％

的钢渣磁选尾矿破碎至10mm～13mm，选择性解离

出粗粒单质铁粒。之后在300Gs～1500Gs场强下

磁选，粗粒单质铁以磁选精矿的形式被去除并用

作炼钢原料。再用辊式破碎设备将磁选尾渣细碎

至0.5mm～3.5mm、利用硬度差异选择性解离出铁

酸钙和铁酸镁。之后在500Gs～3200Gs场强下磁

选，分离出细粒单质铁合并入炼钢原料，剩余的

铁酸钙和铁酸镁粗产品以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

提纯，生产出最终产品。合并上述过程中产生的

无特定用途的尾渣用于生产胶凝材料，最终实现

钢渣的全组分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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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锤式、颚式破

碎设备破碎钢渣磁选尾矿，选择性解离出粗粒单质铁；之后在300Gs～1500Gs场强下磁选，

分离出上述粗粒单质铁颗粒；再用辊式破碎设备细碎尾渣，利用硬度差异选择性解离出铁

酸钙和铁酸镁；之后在500Gs～3200Gs场强下磁选，分离出铁酸钙和铁酸镁粗产品；最后以

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提纯粗产品，提升铁酸钙和铁酸镁产品等级。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原料为含铁20％～30％的钢渣磁选尾矿，而不是钢渣原颗粒。

3.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磁选分离出含铁量>63％的粗粒单质铁粒后，采用高压辊磨机、辊式破碎机等对脆性颗粒具

有选择性破碎效果的辊式破碎设备将磁选尾渣进一步破碎至0.5mm～3.5m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采用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提纯粗产品，提升铁酸钙和铁酸镁质量等级，最终产品杂质矿物

含量<2.5％。

5.如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涉及的震动床涡电流分选设备的给料槽震动冲程为1.5mm～35mm、冲次60～90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提取铁酸钙和铁酸镁后残余的尾渣用于生产胶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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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再生资源领域，涉及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铁酸钙和铁酸镁生产工序复杂，对原料品质的要求高，在化学工业和电子工业中

有众多应用。与此同时，我国钢渣堆存量和产量都十分巨大，但综合利用率仅为17％左右。

不仅影响钢铁生产，还容易造成周边环境污染。铁酸钙和铁酸镁是钢渣中RO相的重要组成

部分，属于惰性组分。从钢渣中精细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具有现实的应用价值。

[0003] 中国发明专利CN107721211A公开了一种钢渣中RO相的高效分离回收方法，其中包

括以下步骤：步骤1)钢渣破碎；步骤2)电荷加载；步骤3)RO相分选；步骤4)分离回收；本发明

以钢渣为处理对象，首先对钢渣进行破碎筛分，粒径小于100目，然后使钢渣微粉通过电荷

加载装置，使细粉颗粒带上同性电荷，从而产生相斥静电斥力，实现超分散处理，再鼓风使

细粉颗粒在悬浮状态下通过电磁分选器，RO相被分选去除，剩余物料回收利用。

[0004] 中国发明专利CN106755650A公开了钢渣生产高活性钢渣粉和惰性矿物产品的工

艺。该工艺包括干法粉磨、气力分选、干法磁选、湿法粉磨、湿法磁选、脱水六个步骤。干法粉

磨是将回收渣铁后的尾渣粉磨制成钢渣粉，实现惰性矿物解离；气力分选是用超细选粉机

将钢渣粉以粒度分级来实现惰性矿物在粗粉中富集，细粉即为高活性钢渣粉产品；干法磁

选是利用惰性矿物磁性将粗粉提纯为粗精矿，粗尾渣返回到干法粉磨；粗精矿经湿法粉磨

制成细矿浆；由湿法磁选分选细料浆为湿惰性矿物和湿水泥铁质原料；两种湿料分别经脱

水制成惰性矿物产品和水泥铁质原料，水返回到湿法粉磨；该发明将钢渣加工成高活性钢

渣粉和高铁品位的惰性矿物产品以及水泥铁质原料。

[0005] 中国发明专利CN104888948A公开了一种流态化钢渣微粉专用RO相磁选机，它包括

流态化部分和磁选部分，所述流态化部分包括流态化槽、进料斗、出料口、气泵、进气口、抽

气口和除尘器。磁选部分包括回转磁盘、外壳体、磁系盘、立轴、轴套、传动部和电机，所述立

轴竖向设置，所述立轴下端延伸至分选腔内，在立轴的下端固定一个静止的磁系盘，在磁系

盘上镶嵌有磁块形成磁系，轴套套置在立轴下段并通过齿轮传动由电机驱动，其中轴套与

立轴之间设有回转组件，并设有不锈钢材质的外壳体。应用该发明后，RO相分选后钢渣微粉

中的惰性物含量可由原来的35％左右降低到15％，选别RO相后的钢渣微粉活性指标大幅提

高，可满足建材市场对钢渣微粉的质量需求。

[0006] 中国发明专利CN109554552A公开了一种炉渣RO相分选系统及工作方法。该发明储

料装置下面配合设置有出料装置；出料装置下面配合设置有磁选装置，磁选装置下面分别

配合设置有第一出口和第二出口，第一出口对应设置有第一搅拌装置，第二出口配合设置

有第一研磨装置，第一研磨装置下面设置有磁选装置、磁选装置下面设置有前侧出口和后

侧出口，前侧出口和后侧出口的下面分别设置有压滤装置；压滤装置下面设置有收集装置；

第二搅拌装置对应设置有输出装置：该发明能够对炉渣中的RO相进行快速的分选，并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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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之前对炉渣进行烟气处理，提高该分选系统的稳定性，同时也有利于对炉渣进行回收利

用。

[0007] 中国发明专利CN108031539A公布了一种热闷、热泼钢渣加工金属回收工艺，选用

电磁吸盘、重落锤、液压翻转筛、液压鄂式破碎机和棒磨机、新型宽带磁选机、宽布料器等组

成的钢渣破碎、除铁、预处理和钢渣磁选、除铁预粉磨两个闭路循环工艺技术，实现对由热

泼和热闷多种冷却方式得到的钢渣的金属回收工艺。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可同时进

行热闷钢渣、热泼钢渣的加工和金属回收生产工艺，使生产线产量倍增达到100万吨/年，尾

渣的品质满足国产立磨机生产高价值的钢渣微粉要求。

[0008] 中国发明专利CN109365106A公开了一种不锈钢钢渣干式磁选装置及工艺，属于冶

金和矿物工程技术领域，装置包括原料仓、废钢收集装置、破碎筛选装置和磁选装置包括磁

选机组、筛分机构和磨料机构，破碎筛选装置包括破碎机构、分离机构和打散机构；工艺包

括一次破碎筛分、二次破碎筛分及除铁、物料打散、一次磁选筛分、二次磁选分离。该发明在

不锈钢钢渣处理过程中，58～60％的不锈钢钢渣不需进行磨细，处理中不消耗水、不需要设

置尾矿库。

[0009] 中国发明专利CN106694517B公开了一种钢渣磁选粉提纯协同制备钢渣微粉的生

产工艺，属于钢渣综合利用技术领域。步骤为：将磁选粉倒入受料斗中，依次经振动给料机、

皮带秤和斗式提升机进入烘干选粉工序；在选粉机中与热风逆流换热，然后进入粗破工序

或后续粉磨工序；粗破后的物料进入打散分级工序，产生的粗料采用磁选机进行磁选；用蒸

汽磨进行粉磨；粉磨工序后的细粉平均粒径≤30微米，然后采用钢渣微粉专用RO相磁选机

进行磁选，最后收粉。可在将钢渣磁选粉中的金属资源提纯的同时，将其中的非金属物质进

行处理，分离出高活性的钢渣微粉和非活性的钢渣微粉，利于后续分类利用。

[0010] 可见，现有的钢渣RO相分选工艺只能利用磁选分离RO相粗产品，不能进一步从RO

相中分离出较高品质的铁酸钙和铁酸镁产品。

[0011] 中国发明专利CN108862402A公开了一种回收钢渣中铁资源的方法，包括有如下步

骤：步骤一、对钢渣进行熔融操作，采用可调控的氧化性气体，喷吹至所述钢渣的液面上，将

钢渣中FeO进行氧化；步骤二、对反应后的钢渣进行降温操作，待温度稳定后进行保温；步骤

三、对保温后的钢渣冷却。经过上述步骤后，最终生成的MgFe2O4尖晶石相与Fe3O4均为本发

明中利用的钢渣中主要的含铁物相。通过本发明提供的处理步骤，(1)磁选后钢渣中的铁品

位提高，可作为铁矿资源用于钢铁生产；(2)相比于目前常用的钢渣铁资源回收处理方法，

该方法提高了钢渣中铁的收得率；(3)降低了后处理的钢渣量，起到了钢渣固废减量化的作

用。

[0012] 中国发明专利CN109225614A公开了一种增强钢渣RO相磁性以及钢渣中分离惰性

矿物的方法。具体为将某一粒度范围的内的钢渣粉在一定温度和一定气氛下进行磁化焙

烧。焙烧后的钢渣RO相质量磁化率可提高3～10倍，大幅度增加了钢渣RO相的磁力选别性。

[0013] 可见，现有的钢渣RO相化学处理-分选工艺只能通过物相转化提高磁选分离效率，

不能进一步生产和分离出较高品质的铁酸钙和铁酸镁产品。

发明内容

[001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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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一种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采用锤式、颚式

破碎设备将钢渣磁选尾矿破碎，选择性解离出粗粒单质铁；之后在300Gs～1500Gs场强下磁

选，分离出上述粗粒单质铁颗粒；再用辊式破碎设备将尾渣细碎，利用硬度差异选择性解离

出粗颗粒铁酸钙和铁酸镁；之后在500Gs～3200Gs场强下磁选，分离出铁酸钙和铁酸镁粗产

品；最后以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处理铁酸钙和铁酸镁粗产品、提升产品等级。

[0016] 进一步地，原料为含铁20％～30％的钢渣磁选尾矿，而不是钢渣原颗粒。

[0017] 进一步地，磁选分离出含铁量>63％的粗粒单质铁粒后，采用高压辊磨机、辊式破

碎机对脆性颗粒具有选择性破碎效果的辊式破碎设备将磁选尾渣破碎至0.5mm～3.5mm。

[0018] 进一步地，采用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处理粗产品，提升铁酸钙和铁酸镁产品等级，

最终产品杂质矿物含量<2.5％。

[0019] 进一步地，所述震动床涡电流分选设备的给料槽震动冲程为1.5mm～35mm、冲次60

～900。

[0020] 进一步地，提取铁酸钙和铁酸镁后残余的尾渣用于生产胶凝材料。

[0021] 与现有的RO相分离技术相比较，本发明以钢渣特性为依据，采用选择性解离方法

分段破碎钢渣，最终利用颗粒导电性和磁性差异借助涡电流分选技术提升铁酸钙和铁酸镁

产品等级。在原料、分选原理、分选设备，分选方法和最终产品等方面都有创新，是一种新

的、高效分离方法。

附图说明

[0022] 图1从钢渣磁选尾矿中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的工艺流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实例用于说明本发明的实施过程，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使用方法和适用范

围。

[0024] 实例1：

[0025] 湖北省某钢厂综合钢渣磁选尾矿，主要成分(多次测试范围值)为：TFe26.22％～

27 .61％，CaO  37 .10％～38.98％，MgO  7 .50％～8.22％，Al2O3  4 .23％～5.24％，SiO2 

11.59％～14.20％，SO3  0.16％～0.27％。

[0026] 使用过程：

[0027] (1)选择性解离粗粒单质铁。取原料钢渣磁选尾矿5kg，首先用颚式破碎机将原料

钢渣磁选尾矿破碎至9.8mm～11.2mm(多次测量平均值，下同)，选择性解离出粗粒单质铁

粒。

[0028] (2)分离粗颗粒单质铁。在795Gs～810Gs(多次测量平均值，下同)场强下采用干式

粉体磁选机磁选，以磁选精矿的形式去除粗粒单质铁，后者含铁69.01％～70.12％(多次测

量平均值，下同)、用作炼钢原料。

[0029] (3)选择性解离铁酸钙和铁酸镁。利用辊式破碎设备将尾渣细碎至2.5mm～3mm、利

用硬度差异选择性解离出铁酸钙和铁酸镁。

[0030] (4)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粗产品。在990Gs～1005Gs场强下磁选，分离出铁酸钙和

铁酸镁粗产品。分离后剩余的细粒单质铁含铁71.22％～71.86％、合并入炼钢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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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5)产品提纯。以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提纯铁酸钙和铁酸镁。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

的给料槽冲程为3mm、冲次600，产品中杂质矿物含量<2％。分离产生的尾渣用于生产胶凝材

料。

[0032] 实例2：

[0033] 河北省某钢厂综合钢渣磁选尾矿，主要成分为：TFe  22 .14％～22 .37％，

CaO36 .15％～37.03％，MgO  8 .77％～9.09％，Al2O3  2 .22％～2.38％，SiO2  16 .35％～

16.41％，SO3  0.21％～0.32％。

[0034] 使用过程：

[0035] (1)选择性解离粗粒单质铁。取原料钢渣磁选尾矿20kg，首先用颚式破碎机将原料

钢渣磁选尾矿破碎至12.82mm～12.96mm，选择性解离出粗粒单质铁粒。

[0036] (2)分离粗颗粒单质铁。在540Gs～552Gs场强下采用干式粉体磁选机磁选，以磁选

精矿的形式去除粗粒单质铁，后者含铁68.27％～68.76％、用作炼钢原料。

[0037] (3)选择性解离铁酸钙和铁酸镁。利用辊式破碎设备将尾渣细碎至2 .45mm～

2.68mm、利用硬度差异选择性解离出铁酸钙和铁酸镁。

[0038] (4)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粗产品。在880Gs～905Gs场强下磁选，分离出铁酸钙和铁

酸镁粗产品。分离后剩余的细粒单质铁含铁73.26％～74.44％、合并入炼钢原料。

[0039] (5)产品提纯。以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提纯铁酸钙和铁酸镁。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

的给料槽冲程为5mm、冲次230，产品中杂质矿物含量<1.63％。分离产生的尾渣用于生产胶

凝材料。

[0040] 实例3：

[0041] 辽宁省某钢厂综合钢渣磁选尾矿，主要成分为：TFe  27 .31％～27 .93％，

CaO31 .35％～31 .08％，MgO  9 .77％～9.89％，Al2O3  1 .93％～2.16％，SiO2  16 .82％～

16.97％，SO3  0.30％～0.31％。

[0042] 使用过程：

[0043] (1)选择性解离粗粒单质铁。取原料钢渣磁选尾矿10kg，首先用颚式破碎机将原料

钢渣磁选尾矿破碎至12.91mm～13.77mm，选择性解离出粗粒单质铁粒。

[0044] (2)分离粗颗粒单质铁。在1139Gs～1157Gs场强下采用干式粉体磁选机磁选，以磁

选精矿形式去除粗粒单质铁，后者含铁70.05％～70.23％、用作炼钢原料。

[0045] (3)选择性解离铁酸钙和铁酸镁。利用辊式破碎设备将尾渣细碎至1 .05mm～

1.11mm、利用硬度差异选择性解离出铁酸钙和铁酸镁。

[0046] (4)分离铁酸钙和铁酸镁粗产品。在990Gs～1110Gs场强下磁选，分离出铁酸钙和

铁酸镁粗产品。分离后剩余的细粒单质铁含铁72.11％～72.85％、合并入炼钢原料。

[0047] (5)产品提纯。以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提纯铁酸钙和铁酸镁。震动床涡电流分选机

的给料槽冲程为2.5mm、冲次800，产品中杂质矿物含量<2.41％。分离产生的尾渣用于生产

胶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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