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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红土镍矿富集镍制备

镍铁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将破碎后的红土镍矿粉

与还原剂、助熔剂混合均匀，并压制成块，在高温

炉窑内升温预还原，再经过选择性氧化，最后通

过熔分方法获得镍含量高的镍铁。本发明实现了

对预还原产物中金属铁和镍的选择性氧化，可实

现大幅提高镍铁中的镍含量，同时实现高的镍回

收率，获得的高质量的镍铁有利于不锈钢的冶

炼。该方法具有原料适应性强、工艺流程简单、可

操作性强、产品质量高、镍回收效果好，能耗和处

理成本低等特点。为红土镍矿富集镍提供了一个

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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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红土镍矿富集镍制备镍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破碎后的红土镍矿与还原

剂煤粉和/或焦粉、助熔剂萤石粉和/或硼酸混合均匀，并压制成块，在高温炉窑内升温预还

原—选择性氧化，预还原产物的选择性氧化用于将金属铁的高温氧化，氧化温度为800℃～

1200℃，选择性氧化的时间应保证预还原产物中的过剩碳充分燃烧；最后通过熔分方法获

得镍含量高的镍铁；

所述还原剂的加入量必须保证红土镍矿内镍和铁的氧化物充分还原的同时，确保预还

原产物中存在10％～40％的过剩碳；萤石的加入量为红土镍矿质量的3～15％，硼酸的加入

量为红土镍矿质量的0～1.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用红土镍矿富集镍制备镍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经选择性氧化

后的产物在1350℃～1500℃下熔分，实现渣金充分分离，获得高镍含量的镍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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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红土镍矿富集镍制备镍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冶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红土镍矿富集镍制备镍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红土镍矿作为目前原生镍资源的主要来源，镍含量远低于铁含量，而镍与铁具有

相似的物理化学特性，都附存于含铝镁的硅酸盐中，嵌布十分细密，难于通过物理选矿等方

法将他们有效分离。因此，如何将红土镍矿中的镍有效富集成为当下对红土镍矿深加工研

究的热点和难点。目前，火法处理红土镍矿关于镍的富集主要集中在预还原过程中，主要方

法有：(1)选择性还原(通过降低内配碳比来控制还原气氛)(蒋曼、孙体昌、刘志国等.煤种

类及添加剂对红土镍矿选择性直接还原的影响规律[J]，矿冶工程，2012，32(5)：77～81)；

(2)预还原过程中加入添加剂抑制氧化铁的还原(用含硫添加剂将氧化亚铁硫化处理实现

选择还原，或添加钠盐抑制铁氧化铁的还原)(李光辉、饶明军、姜涛等.红土镍矿钠盐还原

焙烧—磁选的机理[J]，中国有色金属学报，2012，22，(1)：27～280；饶明军.红土镍矿选择

性还原/硫化制备粗镍铁的基础及新工艺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4)。文献中报道的与

上述两种方法相关的技术方案还有：

[0003] “一步还原焙烧—磁选”工艺制取镍铁，研究了还原煤加入量对焙烧效果的影响，

红土镍矿化学成分：Ni1.52％、Fe14.08％，Ni/(Ni+Fe)为9.74％；在加入一定量的还原煤和

添加剂、在温度1200℃通N2保护焙烧180min，使原矿中大部分的氧化镍和少量铁的氧化物

得到选择还原，制备出含Ni10 .74％的镍铁精粉，Ni的回收率为86 .23％。物相分析仅有

81.46％的金属镍相，另有13.25％的硅酸镍相，剩余为氧化镍相。选择性还原可以提高镍铁

镍含量，但是效果并不显著，而且由于配碳不足，原矿中以硅酸镍相存在的氧化镍没有充分

还原，影响了金属镍的回收率。(梁威、王晖、符剑刚等.从低品位红土镍矿中高效回收镍铁

[J]，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2，(8)：2173～2177)。

[0004] 发明专利(CN  102146511  A  2011.08.10)公开了一种选择性还原焙烧回收红土镍

矿中镍和铁的工艺方法，该方法将一定量的红土镍矿破碎为-10mm，加入10％～20％的还原

剂和5％～15％的助熔剂，混合后在1100℃～1150℃下焙烧40～80min，自然冷却后经过球

磨机磨矿，得到浓度60％粒度-0.074mm占85～95％的矿浆，在磁场强度为150～200KA/m条

件下进行磁选。原矿含镍1.43％、含铁13.21％，镍铁粉镍含量7.61％，镍回收率83.71％。该

工艺虽然流程简单，但是最终产品镍铁镍含量并不高，而且镍的回收率低。

[0005] 发明专利(CN  102605174  A  2012.07.25)公开了一种从低镍高铁红土镍矿中分别

回收镍和铁的工艺方法，该方法经过两步直接还原焙烧分别得到镍铁粉和铁粉两种产品，

原矿含Ni1.48％，Fe33.56％，还原剂煤粉加入量5％，添加剂用量20％，添加剂为氢氧化钠

与氯化钙的混合物，比例为1：0.5，混合后试样在1100℃下还原焙烧40min，冷却后在质量浓

度60％左右时磨细至粒度-0.074mm占90％，在磁场强度1.8KGs下磁选，得到含镍10.61％的

镍铁粉，镍回收率80.71％；在磁选尾矿中继续添加25％的煤粉8％的粘结剂，在1200℃下还

原焙烧50min，冷却后进行二次磁选得到铁粉。该工艺经过了两次的配料—还原焙烧—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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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工艺流程复杂，操作不易，添加剂使用量大，能耗和成本太高，同时镍的回收率低。

[0006] 发明专利(CN  104498733  A  2015.04.08)公开了一种提高红土镍矿碳热选择性还

原的方法。通过添加含硫助剂，在适宜的碳热还原制度下，含硫助剂中的硫优先与铁氧化物

的中间产物FeO反应生成FeS，从而抑制了氧化亚铁还原成金属铁。实施例中原矿含

Ni1.90％，Fe22.10％，得到的镍铁中Ni、Fe含量分别为10.39％和81.91％，Ni和Fe的回收率

分别为90.83％、68.84％。该方法对于镍铁镍含量的提高幅度不大，铁依然有较高的回收

率，同时由于含硫助剂的加入，必然使镍铁中的硫含量大幅提高，对于作为不锈钢冶炼的原

料镍铁，高硫镍铁必然增加不锈钢冶炼的难度。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用红土镍矿富集镍制备镍

铁的方法，该方法针对中低品位红土镍矿镍的富集，采用煤基预还原—选择性氧化—熔分

工艺制备镍铁的方法，突破了传统思想采用选择性还原方法来富集镍，在铁和镍对氧亲和

力大小不同的基础上，氧化过程通过控制氧化气氛和氧化时间实现了对金属铁与金属镍的

选择性氧化，再通过低温(1350～1500℃)熔分获得了高镍含量的镍铁。

[0008]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实现上述目的：

[0009] 一种用红土镍矿富集镍制备镍铁的方法，包括：将破碎后的红土镍矿与还原剂煤

粉和/或焦粉、助熔剂萤石粉和/或硼酸混合均匀，并压制成块，在高温炉窑内升温预还原—

选择性氧化，最后通过熔分方法获得镍含量高的镍铁。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还原剂的加入量必须保证红土镍矿内的镍和铁的氧化物

充分还原的同时，确保预还原产物中存在10％～40％的过剩碳；萤石的加入量为红土镍矿

质量的3～15％，硼酸的加入量为红土镍矿质量的0～1.5％。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内配碳比为还原剂中的固定碳的摩尔数与红土镍矿中镍和铁

的氧化物的氧的摩尔数之比大于1.0。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预还原产物的选择性氧化用于将金属铁的高温氧化，温度800

℃～1200℃。该条件为了保证选择性氧化过程中只氧化金属铁，而金属镍不被氧化，氧化气

氛和氧化时间的控制以还原产物中的过剩碳充分燃烧为止。

[0013] 在上述技术方案中，经选择性氧化后的产物在1350℃～1500℃下熔分，实现渣金

充分分离，获得高镍含量的镍铁。

[0014] 本发明的机理为：红土镍矿在足量还原剂作用下，铁的氧化物和镍的氧化物被充

分还原成金属铁和金属镍。预还原产物中金属铁和金属镍微粒弥散分布于渣相中，比表面

积很大。由于铁与氧的亲和力大于镍与氧的亲和力，在氧化气氛下，金属铁优先与氧反应生

成铁的氧化物；在氧化过程开始时，由于预还原产物中存在有过剩的还原剂，因此金属镍在

氧化初期不发生氧化，确保了金属镍的高效回收。因二次氧化后的产物中含有大量低熔点

的FeO和预还原前压块中配入的助熔剂萤石和/或硼酸，这样通过1350～1500℃熔分，将含

氧化铁高的熔渣与含镍高的金属相分离。镍铁中的镍得到大幅度富集。

[0015] 与现有红土镍矿富集镍的技术相比：本方法突破了在红土镍矿还原过程中富集镍

的习惯思维，避免了选择性还原富集镍效果不理想和镍回收率偏低的问题。本方法不添加

其他含硫、含钠添加剂，避免了这类添加剂对镍铁产品的污染和对设备的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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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综如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原料适应性强、工艺流程简单、可操作性强、镍

铁产品的镍含量高、镍回收效果好，能耗和处理成本低等特点。为红土镍矿富集镍打开了一

个新的方向。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用红土镍矿富集镍制备镍铁的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阐述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

于以下具体实施例。

[0019] 所用红土镍矿的化学成分如表1所示，红土镍矿经过预先干燥—破碎至-5mm，得到

红土镍矿粉，其制备流程如图1所示。

[0020]

[0021] 表1红土镍矿化学成分(％)

[0022] 本发明采用上述红土镍矿粉制备镍铁的流程如图1所示，所用红土镍矿中Ni/(Fe+

Ni)为7.96％，下面以具体的实施例进行详细说明。

[0023] 实施例1

[0024] 将红土镍矿烘干—破碎至-5mm，还原剂按内配碳过剩40％加入煤粉，助熔剂萤石

的加入量为红土镍矿量的5％，硼酸加入量为红土镍矿量的0.5％。各种原料经充分混匀后

压制成块，在隧道窑内温度为1100～1200℃下充分预还原，预还原产物在大气气氛下随炉

氧化，二次氧化温度1000～1150℃，氧化时间120分钟，氧化后的产物通过矿热炉在1450～

1500℃下熔分30分钟使渣金分离获得镍铁。经过实验分析，镍铁产品中镍、铁含量分别为

12.97％和79.97％，镍、铁回收率分别为92.64％和49.43％。

[0025] 实施例2

[0026] 将红土镍矿烘干—破碎至-5mm，还原剂按内配碳过剩20％加入煤粉，助熔剂萤石

的加入量为红土镍矿量的8％，硼酸加入量为红土镍矿量的1.5％。各种原料经充分混匀后

压制成块，在回转窑内温度为1100～1200℃下充分预还原，预还原产物在大气气氛下，于

900～1100℃完成选择性氧化，氧化时间30分钟，氧化后的产物通过矿热炉在1400～1450℃

下熔分30分钟使渣金分离获得镍铁。经过实验分析，镍铁产品中镍、铁含量分别为13.56％

和81.46％，镍、铁回收率分别为91.86％和48.88％。

[0027] 实施例3

[0028] 将红土镍矿烘干—破碎至-5mm，还原剂按内配碳过剩20％加入煤粉，助熔剂萤石

的加入量为红土镍矿量的15％，硼酸加入量为红土镍矿量的1.0％。各种原料经充分混匀后

压制成块，在回转窑内温度为1100～1150℃下充分预还原，预还原产物在大气气氛下，于

800～1150℃完成选择性氧化，氧化时间30分钟，氧化后的产物通过矿热炉在1350～1400℃

下熔分30分钟使渣金分离获得镍铁。经过实验分析，镍铁产品中镍、铁含量分别为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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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81.2％，镍、铁回收率分别为98.6％和46.37％。

[0029] 实施例1、2、3中，预还原产物经过氧化后镍的回收率均高于90％，而铁的回收率则

低于50％，镍铁中镍含量达到13～15％，较红土镍矿中Ni/(Fe+Ni)7.96％有了大幅提高，镍

金属富集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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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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