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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从高镁镍铁熔渣中回收

金属镁的方法，属于冶金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领

域。该方法主要是以高温熔融态高镁镍铁渣为原

料先将固体还原剂加入带有磁场的设备中；然后

将含镁镍铁熔渣加入到设备中，抽真空至炉内压

力为5-500Pa；反应，得到单质镁。本发明工艺简

单，能源、资源利用率高。在氧化剂配置合理以及

磁场条件选择得当合理的情况下，可实现镁

100％的回收。同时本发明所得尾渣中镁含量较

低，可大量用于水泥生产工业。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1页

CN 108048667 B

2019.08.23

CN
 1
08
04
86
67
 B



1.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先将固体还原剂加入带有磁场的设备中；在保护气氛下，将含镁镍铁熔渣从设备底部

加入到设备中，然后抽真空至炉内压力为5-500Pa；反应，得到单质镁；反应时控制炉内温度

为1400℃-1600℃；所述含镁镍铁熔渣含有Fe；所述磁场的强度为0.01-0.5T；所述磁场的方

向垂直于固体还原剂的所铺设面且向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固体还原剂为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抽真

空至炉内压力为10-300Pa；反应，得到单质镁；反应时控制炉内温度为1450℃-155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先将

固体还原剂加入带有磁场的设备中；将含镁镍铁熔渣从设备底部加入到设备中，定义固体

还原剂铺设面所处水平面的高度为A、定义含镁镍铁熔渣完全加入设备中后，其液面所处水

平面的高度为B；B-A＝-0.5-10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原

剂和含镁镍铁熔渣的质量比为0.92-20:1；

所述含镁镍铁熔渣中Si的含量大于等于25wt％；

所述含镁镍铁熔渣中Fe的含量为5-1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原

剂的粒度小于等于74微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反应

完成后，所得尾料进行水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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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冶金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

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国内外许多镍铁不锈钢企业采用世界先进的回转窑加矿热炉工艺生产镍铁

水，不锈钢年产量大幅增加，同时产生了大量镍铁水淬渣。镍铁水淬渣因MgO高，目前仅小部

份用作水泥的添加剂或者部分替代砂石的建筑填充料，绝大部分仍未能寻求更好的利用。

大量的水淬渣堆存不仅占用了大量空间，还可能存在潜在的环境危害。

[0003] 镍铁渣系红土镍矿还原提取镍和部分铁后产生的工业固废。随着我国冶炼镍铁合

金规模逐步扩大，镍铁渣排放量也逐渐增大。2016年我国镍铁渣年排放量达到1亿吨，目前

仍旧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处理如此产量的镍铁渣。故镍铁渣已成为我国继铁渣、钢渣、赤泥

之后第四大冶炼渣，大量镍铁渣堆砌处理或深海填埋，造成镍铁渣的大量堆积，不仅占用土

地、污染环境，还给镍铁冶炼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因此，大力开展镍铁渣综合利用

的相关科学研究，促进镍铁渣的增值利用对我国镍铁行业意义重大。镍铁渣综合利用研究，

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研究其在水泥、混凝土、微晶玻璃、无机聚合物等方面的应用。

[0004] 而水泥原料要求氧化镁含量低于6％，而镍铁渣中镁含量往往达到20％以上。而诸

如制造微晶玻璃、无机聚合物等的方法所处理利用的镍铁渣量相对于我国如此之大的镍铁

渣产量来说微乎其微，不具有广泛可行性。而制约镍铁渣在这些领域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

就是镍铁渣中的镁含量太高。

[0005] 目前，已有部分文献研究了从红土镍矿中提镁；其采用的技术路线为：将红土镍矿

颗粒与碳颗粒混合均匀后，在真空条件下，采用一定的升温速率升温至900℃以上；由于其

是从室温开始升温的，在还原氧化镁前，其铁的氧化物、镍的氧化物以及大部分二氧化硅就

已经被还原，并以蒸气形式被带走并收集；所以当其还原氧化镁时，其中几乎不含Fe、Ni等

杂质。但到目前为止，还未见以熔融状态的镍铁渣为原料，提炼高纯镁的相关报道。

发明内容

[0006] 熔融状态的镍铁渣，其温度一般为1400℃-1600℃；具有极高的热能；为了充分利

用这些热能；发明人曾尝试直接套用红土镍矿真空冶炼镁的方法(即直接将熔融状态的镍

铁渣倒入固体还原剂中，或将固体还原剂投加至熔融态的镍铁渣中)；但发现；一下问题：

[0007] 1.所得产品的纯度低；

[0008] 2.碳的利用率低；

[0009] 3.按照理论值配取碳后；镁的回收率低。

[0010] 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以及熔融态镍铁渣热能的充分利用问题；提出了本发明。

[0011] 本发明针对目前镍铁渣利用率低、无法高效益利用的技术空白，首次提供了一种

从高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同时本发明还首次尝试了在熔融状态下利用固液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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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制备高纯度镁。

[0012] 本发明首先将固体还原剂加入带有磁场的设备中；然后将含镁镍铁熔渣加入到设

备中，抽真空至炉内压力为5-500Pa；反应，得到单质镁；所述含镁镍铁熔渣含有Fe。采用该

方案，能解决产品纯度低的问题。

[0013] 本发明所指高Mg含量的熔融态镍铁炉渣为矿热炉冶炼红土镍矿生产镍铁水后产

生的冶金熔体，含Mg品位较高(含20％-40％MgO)。

[0014] 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包括以下方案来实现：

[0015] 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所述固体还原剂为炭。

[0016] 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先将固体还原剂加入带有磁场

的设备中；在保护气氛下，将含镁镍铁熔渣从设备底部加入到设备中，然后抽真空至炉内压

力为5-500Pa；反应，得到单质镁；反应时控制炉内温度为1400℃-1600℃。采用该方案既能

解决产品纯度低的问题，同时还能解决碳利用率低的问题以及镁回收率低的问题。

[0017]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抽真空至炉内

压力为10-300Pa；反应，得到单质镁；反应时控制炉内温度为1450℃-1550℃。

[0018]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先将固体还原

剂加入带有磁场的设备中；将含镁镍铁熔渣从设备底部加入到设备中，定义固体还原剂铺

设面所处水平面的高度为A、定义含镁镍铁熔渣完全加入设备中后，其液面所处水平面的高

度为B；B-A＝-0.5-10cm。

[0019] 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还原剂和含镁镍铁熔渣的质量

比为0.92-20:1。作为优选；还原剂的粒度小于等于74微米。

[0020] 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所述含镁镍铁熔渣中Si的含量

大于等于25wt％。

[0021] 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所述含镁镍铁熔渣中Fe的含量

为5-10％。优选为6-8％。

[0022]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所述磁场的强

度为0.01-0.5T。

[0023]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所述磁场的方

向垂直于固体还原剂的所铺设面且向下。

[0024] 作为优选方案，本发明一种从含镁镍铁熔渣中回收金属镁的方法；真空反应的时

间为10-45min。其反应时间和设备的尺寸有关；在同等还原剂用量的条件下；其还原剂平铺

后面积越大，其反应时间越短。但要综合考虑，为了更好的除杂；要是要适当的控制还原剂

的平铺面积。

[0025] 经优选后；本发明所得产品中Mg的含量大于等于95wt％；镁硅二者的含量达到了

产物的98.5wt％以上。通过真空冷凝后收集的镁/原料中的镁＝0.9-0.92；冶炼完成后，剩

余的中还含有零价Mg、零价Fe、零价Ni；同时剩余的为尾料中存在Fe、Ni富集区；铁镍富集区

靠近于设备的底部。同时当所用碳大量过量时；镍铁富集区的尾料可直接用于镍铁的冶炼。

[0026] 反应完成后，所得尾料进行水淬。得到多孔状的水淬渣。所得水淬渣经磁选后；可

实现铁镍富集区与其它尾料的分离。

[0027] 原理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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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本发明首次尝试了对液态或非固态含镁镍铁熔渣的高效率、高效益的处理。本发

明中，固体还原剂优选为炭，是直接铺设于设备底部的。当含镁镍铁熔渣加入时，固体还原

剂与含镁镍铁熔渣中的Fe的氧化物、二氧化硅、Ni的氧化物、氧化镁反应，并生成一氧化碳

以及相应的金属；在磁场的作用下，铁以及铁、镍与硅和少量的镁所形成合金会往设备的底

部富集；进而其中避免铁、镍以及大量硅进入蒸气中；所以能提高所得产品的纯度。本发明

采用底部引入镍铁渣的方式；避免了倾倒式引入镍铁渣时极易出现的镍铁渣包裹与其接触

的还原剂，进而导致还原剂有效利用率低的问题；最大程度上实现了还原剂的均匀分布；通

过控制还原剂的粒度以及冶炼温度和真空度；实现了所产生的一氧化碳能轻微的搅动熔

体；进一步促进了还原剂在冶炼过程中的均匀分布；进而起到提升镁的还原效果以及还原

剂的有效利用率。同时产生的一氧化碳还能迫使镁蒸气尽快脱离熔体进入冷凝系统，进而

提升镁的回收率和纯度。

[0029] 本发明采用上述方案；在还原剂配置合理、磁场条件选择得、冶炼温度控制合理以

及还原剂粒度选择得当得情况下；从理论上，可实现镁100％被还原并能高效回收。

[0030] 本发明巧妙的利用了磁场的设计；利用镍铁渣中固有的Fe、Ni的物理属性；利用

Fe、Ni和Si已形成合金并在磁场条件下；向炉低富集靠拢；这样既提升了产品的纯度也为后

续利用尾料时，提供了便利。同时该未了还具有另一个优势：回收有价元素镁之后的镍铁渣

经过水淬后得到水淬渣，该水淬渣经磁选后，所得铁镍富集区能直接用于冶炼；其它部分由

于镁含量极低，可大量用于制备高品质水泥。

[0031] 本发明流程简单，可以将镍铁熔渣中显热利用到极致，同时结合磁场、真空冶金以

及固液反应；实现了原料的最大价值利用。同时所用原料廉价易得，实现了变废为宝的巧妙

过渡。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实施例1中熔融镍铁渣熔池的拍摄图。

[0033] 实施例1

[0034] 本实施例所用含镁镍铁熔渣为镍铁生产企业实际产生的镍铁渣(温度为1550℃)，

其组成中镁含量17.9wt％、Si的含量为31.9％、Fe的含量为6.4％。

[0035] 先将碳(碳粉的粒度为13微米)平铺与加入带有磁场的设备的底部；在氮气气氛

下；将含镁镍铁熔渣从底部到设备中，抽真空至炉内压力为15Pa；反应，得到单质镁。反应时

控制炉内温度为1550℃。

[0036] 本实施例中，碳与含镁镍铁熔渣的质量比为2；

[0037] 本实施例中，所用磁场的强度为0.5T。

[0038] 所述磁场的方向垂直于固体还原剂的所铺设面且向下。

[0039] 本实施例所得产品中Mg的含量为98wt％、镁硅二者的含量达到了产物的

99.2wt％。

[0040] 按上述操作后，镁的回收率为96.6％。

[0041] 实施例2

[0042] 本实施例所用含镁镍铁熔渣为镍铁生产企业实际产生的镍铁渣(其温度为1550

℃)，其组成中镁含量17.9wt％、Si的含量为31.9％、Fe的含量为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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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先将碳(碳粉的粒度为13微米)平铺与加入带有磁场的设备的底部；在氮气气氛

下；将含镁镍铁熔渣从底部到设备中，抽真空至炉内压力为400Pa；反应，得到单质镁。反应

时控制炉内温度为1550℃.

[0044] 本实施例中，碳与含镁镍铁熔渣的质量比为12；

[0045] 本实施例中，所用磁场的强度为0.3T。

[0046] 所述磁场的方向垂直于固体还原剂的所铺设面且向下。

[0047] 本实施例所得产品中Mg的含量为95 .3wt％、镁硅二者的含量达到了产物的

99wt％。

[0048] 按上述操作后，镁的回收率为97.6％。

[0049] 实施例3

[0050] 本实施例所用含镁镍铁熔渣(其温度1430℃)为镍铁生产企业实际产生的镍铁渣，

其组成中镁含量17.9wt％、Si的含量为31.9％、Fe的含量为6.4％。

[0051] 先将碳(碳粉的粒度为13微米)平铺与加入带有磁场的设备的底部；在氮气气氛

下；将含镁镍铁熔渣从底部到设备中，抽真空至炉内压力为400Pa；反应，得到单质镁。反应

时控制炉内温度为1430℃.

[0052] 本实施例中，碳与含镁镍铁熔渣的质量比为12；

[0053] 本实施例中，所用磁场的强度为0.4T。

[0054] 所述磁场的方向垂直于固体还原剂的所铺设面且向下。

[0055] 本实施例所得产品中Mg的含量为98wt％、镁硅二者的含量达到了产物的

98.5wt％。按上述操作后，镁的回收率为97.5％.

[0056] 实施例4

[0057] 本实施例所用含镁镍铁熔渣(其温度1420℃)为镍铁生产企业实际产生的镍铁渣，

其组成中镁含量17.9wt％、Si的含量为31.9％、Fe的含量为6.4％。

[0058] 先将碳(碳粉的粒度为13微米)平铺与加入带有磁场的设备的底部；在氮气气氛

下；将含镁镍铁熔渣从底部到设备中，抽真空至炉内压力为450Pa；反应，得到单质镁。反应

时控制炉内温度为1420℃.

[0059] 本实施例中，碳与含镁镍铁熔渣的质量比为15；

[0060] 本实施例中，所用磁场的强度为0.1T。

[0061] 所述磁场的方向垂直于固体还原剂的所铺设面且向下。

[0062] 本实施例所得产品中Mg的含量为94wt％、镁硅二者的含量达到了产物的

99.1wt％。

[0063] 按上述操作后，镁的回收率为99.3％。

[0064] 对比例1

[0065] 原料组分和实施例1一致；操作除不加磁场外，其它所有操作及参数完全一致；按

上述操作后，本实施例所得产品中Mg的含量为91.6wt％。

[0066] 对比例2

[0067] 原料组分和实施例1一致；操作除不加磁场和不从底部进料外(其含镁镍铁渣进料

方式为从顶部倾倒)，其它所有操作及参数完全一致；按上述操作后，本实施例所得产品中

Mg的含量为91.3wt％。镁的回收率为50％。冷凝后，分析尾料；发现还存大量团聚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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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对比例3

[0069] 原料组分和实施例1一致；操作不从底部进料外(其含镁镍铁渣进料方式为从顶部

倾倒、且碳粉的粒度为2mm)，其它所有操作及参数完全一致；按上述操作后，本实施例所得

产品中Mg的含量为91.3wt％。镁的回收率为45％。冷凝后，分析尾料；发现还存大量团聚的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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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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