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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粉煤灰碳热还原制备硅铁铝合金的

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1)将粉煤灰、碳质还原

剂及添加剂分别粉碎筛分细粉；(2)将粉煤灰细

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添加剂细粉混合制成A混

合粉料，加水压制成A球团；(3)将粉煤灰细粉、碳

质还原剂细粉、添加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混合制成

B混合粉料，加水压制成B球团；(4)将A球团和B球

团烘干，按比例混合后进行碳热还原反应，温度

1400～2200℃，时间30～120min；(5)分离出渣料

后将合金熔体浇铸。本发明的方法提高粉煤灰的

回收率和经济附加值，充分利用粉煤灰中硅、铝、

铁等有价金属，减少资源浪费，变废为宝，实现资

源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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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粉煤灰碳热还原制备硅铁铝合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1）将粉煤灰、碳质还原剂及添加剂分别粉碎，再筛分出粒径≤500μm的部分，分别获得

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添加剂细粉；所述的碳质还原剂为木炭、石油焦、活性炭、有

机碳质还原剂和烟煤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的有机碳质还原剂选用蔗糖或葡萄糖；所述的

添加剂为Na2CO3、NaCl、BaCO3、NaOH和BaOH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的粉煤灰的成分按质量百

分比含SiO2+Al2O3+  Fe2O3≥75%；

（2）将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添加剂细粉混合均匀制成A混合粉料，混合比例

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0.8~2），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

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0.5~5%；向A混合粉料中加水并用压球机压制成A球团，水的用量为A混

合粉料总质量的7~15%；用压球机压制成A球团的压制压力为20~40MPa，球团的直径为25~
100mm；

（3）将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添加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混合均匀制成B混合粉料，

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25~60），含铁物质占粉煤灰细粉

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5~25%，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含铁物质

总质量的0.3~3%；所述的含铁物质为铁精矿、废铁屑、工业铁精粉、Fe2O3粉体和FeO粉体中的

一种或多种；向B混合粉料中加水并用压球机压制成B球团，水的用量为B混合粉料总质量的

1~3%；用压球机压制成B球团的压制压力为20~40MPa，球团的直径为25~100mm；所述的含铁

物质中，废铁屑为工业废铁屑，粒径≤1mm；铁精矿的铁品位TFe55~65%，粒径5~10mm；工业铁

精粉的铁品位TFe≥65%，粒径90~200μm；Fe2O3粉体的粒径≤1mm；FeO粉体的粒径≤1mm；

（4）将A球团和B球团烘干去除水分，再混合后置于矿热炉中进行碳热还原反应，反应温

度1400~2200℃，时间30~120min；其中A球团和B球团混合时的质量比为1:（0.4~2.5）；

（5）碳热还原反应完成后，将生成的渣料和合金熔体分离，合金熔体浇铸获得硅铁铝合

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粉煤灰碳热还原制备硅铁铝合金的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5）中，硅铝铁合金中铁、硅和铝以外的成分为杂质元素，其质量百分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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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粉煤灰碳热还原制备硅铁铝合金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冶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用粉煤灰碳热还原制备硅铁铝合金的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粉煤灰是能源及动力行业的主要固体排放物，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其排放量

也在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粉煤灰的主要成分是硅、铝、铁等金属的

氧化物，因此具有很大的回收利用价值；长期以来，企业主要采用堆积、填埋等方式处理粉

煤灰以减少其对环境的污染，在回收利用方面也是用作建筑材料等经济附加值很低的回收

方式；这样的处理方式一方面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

[0003] 硅铁铝合金作为炼钢脱氧剂和碳热法炼镁的还原剂具有广泛的工业前景，目前生

产硅铁铝合金的主要方法是熔融金属对掺法和高品质铝土矿碳热还原法；熔融金属对掺法

需要纯度极高的单质铝和工业硅，因此工艺复杂、能耗极高；高品质铝土矿碳热还原法受制

于当前日渐枯竭的自然资源现状，其发展前景也有很大的限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粉煤灰碳热还原制备硅铁铝合金的方法，针对目前粉

煤灰利用率低及硅铁铝合金制备工艺存在不足的现状，采用粉煤灰与还原剂和添加剂混合

制团，再高温还原的方式，使粉煤灰中的金属氧化物被还原成单质并在高温下互溶，生成高

附加值合金，同时减少环境污染。

[0005] 本发明的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06] (1)将粉煤灰、碳质还原剂及添加剂分别粉碎，再筛分出粒径≤500μm的部分，分别

获得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添加剂细粉；所述的碳质还原剂为木炭、石油焦、活性

炭、有机碳质还原剂和烟煤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的有机碳质还原剂选用蔗糖或葡萄糖；所

述的添加剂为Na2CO3、NaCl、BaCO3、NaOH和BaOH中的一种或多种；

[0007] (2)将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添加剂细粉混合均匀制成A混合粉料，混合

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0.8～2)，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

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0.5～5％；向A混合粉料中加水并用压球机压制成A球团，水的用

量为A混合粉料总质量的7～15％；

[0008] (3)将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添加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混合均匀制成B混合

粉料，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25～60)，含铁物质占粉煤

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5～25％，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

含铁物质总质量的0.3～3％；所述的含铁物质为铁精矿、废铁屑、工业铁精粉、Fe2O3粉体和

FeO粉体中的一种或多种；向B混合粉料中加水并用压球机压制成B球团，水的用量为B混合

粉料总质量的1～3％；

[0009] (4)将A球团和B球团烘干去除水分，再混合后置于矿热炉中进行碳热还原反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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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温度1400～2200℃，时间30～120min；其中A球团和B球团混合时的质量比为1:(0 .4～

2.5)；

[0010] (5)碳热还原反应完成后，将生成的渣料和合金熔体分离，合金熔体浇铸获得硅铁

铝合金。

[0011] 上述的步骤(2)中，用压球机压制成A球团的压制压力为20～40MPa，球团的直径为

25～100mm。

[0012] 上述的步骤(3)中，用压球机压制成B球团的压制压力为20～40MPa，球团的直径为

25～100mm。

[0013] 上述的含铁物质中，废铁屑为工业废铁屑，粒径≤1mm；铁精矿的铁品位TFe55～

65％，粒径5～10mm；工业铁精粉的铁品位TFe≥65％，粒径90～200μm；Fe2O3粉体的粒径≤

1mm；FeO粉体的粒径≤1mm。

[0014] 上述的步骤(5)中，硅铝铁合金中铁、硅和铝以外的成分为杂质元素，其质量百分

比≤3％。

[0015] 上述的粉煤灰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含SiO2+Al2O3+Fe2O3≥75％。

[0016] 与现有回收处理技术及硅铁铝合金制备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

[0017] (1)为解决粉煤灰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土地浪费等各种负面问题提供一条新的

途径；

[0018] (2)提高粉煤灰的回收率和经济附加值，充分利用粉煤灰中硅、铝、铁等有价金属，

减少资源浪费，变废为宝，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0019] (3)促进火电产业和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延伸煤炭产业链；

[0020] (4)较传统的铝硅铁合金生产工艺，流程更为简单、能耗更低，可有效节约成本。

[0021] (5)以粉煤灰为原料代替高岭土来制备硅铁铝合金，可有效节约铝土矿资源。

[0022] 以粉煤灰为原料制备硅铁铝合金，使粉煤灰中的A12O3、SiO2及Fe2O3在高温下碳热

还原形成金属单质，同时金属单质在高温下无限互溶形成合金；粉煤灰作为低廉的原材料

制成可利用的产品，不但可以降低硅铁铝合金的能耗及生产成本，而且还可降低自然资源

的消耗，将有害的粉煤灰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合金产品，变废为宝；回收利用粉煤灰，有利于

降低粉煤灰的管理费用和腾出大量土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可促进火电产业和煤炭

行业可持续发展，延伸煤炭产业链。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的用粉煤灰碳热还原制备硅铁铝合金的方法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粉煤灰来自新疆某热电厂。

[0025]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粉煤灰的成分按质量百分比含SiO2+Al2O3+Fe2O3≥75％。

[0026]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废铁屑为工业废铁屑，粒径≤1mm。

[0027]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铁精矿的铁品位TFe55～65％，粒径5～10mm。

[0028]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工业铁精粉的铁品位TFe≥65％，粒径90～200μm。

[0029]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Fe2O3粉体的粒径≤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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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FeO粉体的粒径≤1mm。

[0031] 本发明实施例中采用的Na2CO3、NaCl、BaCO3、NaOH和BaOH为市购分析纯产品。

[0032] 本发明施例中采用的木炭、活性炭、烟煤和石油焦为市购工业级产品。

[0033] 本发明实施例中获得的硅铝铁合金中铁、硅和铝以外的成分为杂质元素，其质量

百分比≤3％。

[0034] 本发明实施例中硅和铝的收率为50～65％。

[0035] 本发明实施例中烘干去除水分的温度100±5℃，时间10～24h。

[0036] 实施例1

[0037] 流程如图1所示；

[0038] 将粉煤灰、碳质还原剂及添加剂分别粉碎，再筛分出粒径≤500μm的部分，分别获

得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添加剂细粉；所述的碳质还原剂为木炭；所述的添加剂为

Na2CO3；

[0039] 将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添加剂细粉混合均匀制成A混合粉料，混合比例

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0.8，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

剂细粉总质量的0.5％；向A混合粉料中加水并用压球机压制成A球团，水的用量为A混合粉

料总质量的7％；其中用压球机压制成A球团的压制压力20MPa，球团的直径25mm；

[0040] 将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添加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混合均匀制成B混合粉

料，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25，含铁物质占粉煤灰细粉和

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5％，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总质

量的0.3％；所述的含铁物质为铁精矿；向B混合粉料中加水并用压球机压制成B球团，水的

用量为B混合粉料总质量的1％；其中用压球机压制成B球团的压制压力20MPa，球团的直径

25mm；

[0041] 将A球团和B球团烘干去除水分，再混合后置于矿热炉中进行碳热还原反应，反应

温度1400℃，时间120min；其中A球团和B球团混合时的质量比为1:2.5；

[0042] (5)碳热还原反应完成后，将生成的渣料和合金熔体分离，合金熔体浇铸获得硅铁

铝合金。

[0043] 实施例2

[0044]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45] (1)；碳质还原剂为石油焦；添加剂为NaCl；

[0046] (2)A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1，添加

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1％；制成A球团时水的用量为A混合粉料

总质量的8％；压制压力30MPa，球团的直径50mm；

[0047] (3)B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30，含

铁物质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10％，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

原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总质量的1％；含铁物质为废铁屑；制成B球团时水的用量为B混合粉料

总质量的1.5％；压制压力30MPa，球团的直径50mm；

[0048] (4)碳热还原反应的温度1600℃，时间100min；A球团和B球团的质量比为1:2.2。

[0049] 实施例3

[0050]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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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1)；碳质还原剂为活性炭；添加剂为BaCO3；

[0052] (2)A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1.2，添

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1.5％；制成A球团时水的用量为A混合

粉料总质量的9％；压制压力40MPa，球团的直径100mm；

[0053] (3)B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35，含

铁物质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15％，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

原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总质量的1.5％；含铁物质为工业铁精粉；制成B球团时水的用量为B混

合粉料总质量的2％；压制压力40MPa，球团的直径100mm；

[0054] (4)碳热还原反应的温度1700℃，时间90min；A球团和B球团的质量比为1:2。

[0055] 实施例4

[0056]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57] (1)；碳质还原剂为蔗糖；添加剂为NaOH；

[0058] (2)A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1.4，添

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2％；制成A球团时水的用量为A混合粉

料总质量的14％；压制压力25MPa，球团的直径30mm；

[0059] (3)B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40，含

铁物质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20％，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

原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总质量的2％；含铁物质为Fe2O3粉体和FeO粉体的等质量混合物；制成B

球团时水的用量为B混合粉料总质量的2.5％；压制压力25MPa，球团的直径30mm；

[0060] (4)碳热还原反应的温度1800℃，时间80min；A球团和B球团的质量比为1:1.6。

[0061] 实施例5

[0062]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63] (1)；碳质还原剂为葡萄糖；添加剂为BaOH；

[0064] (2)A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1.6，添

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2.5％；制成A球团时水的用量为A混合

粉料总质量的10％；压制压力35MPa，球团的直径60mm；

[0065] (3)B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45，含

铁物质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25％，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

原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总质量的2.5％；含铁物质为铁精矿、废铁屑和工业铁精粉的等质量混

合物；制成B球团时水的用量为B混合粉料总质量的3％；压制压力35MPa，球团的直径60mm；

[0066] (4)碳热还原反应的温度1900℃，时间70min；A球团和B球团的质量比为1:1.2。

[0067] 实施例6

[0068]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69] (1)；碳质还原剂为蔗糖、葡萄糖和烟煤的等质量混合物；添加剂为Na2CO3、NaCl、

BaCO3、NaOH和BaOH的等质量混合物；

[0070] (2)A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1.8，添

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3％；制成A球团时水的用量为A混合粉

料总质量的12％；压制压力30MPa，球团的直径50mm；

[0071] (3)B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50，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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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物质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20％，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

原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总质量的3％；含铁物质为Fe2O3粉体；制成B球团时水的用量为B混合粉

料总质量的2.5％；压制压力30MPa，球团的直径50mm；

[0072] (4)碳热还原反应的温度2000℃，时间60min；A球团和B球团的质量比为1:1。

[0073] 实施例7

[0074]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75] (1)；碳质还原剂为木炭、石油焦和活性炭的等质量混合物；添加剂为Na2CO3、NaCl

和BaCO3的等质量混合物；

[0076] (2)A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2，添加

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4％；制成A球团时水的用量为A混合粉料

总质量的13％；压制压力40MPa，球团的直径80mm；

[0077] (3)B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55，含

铁物质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15％，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

原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总质量的1.4％；含铁物质为FeO粉体；制成B球团时水的用量为B混合

粉料总质量的1.5％；压制压力40MPa，球团的直径80mm；

[0078] (4)碳热还原反应的温度2100℃，时间40min；A球团和B球团的质量比为1:0.8。

[0079] 实施例8

[0080] 方法同实施例1，不同点在于：

[0081] (1)；碳质还原剂为烟煤；添加剂为BaCO3、NaOH和BaOH的等质量混合物；

[0082] (2)A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1.5，添

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5％；制成A球团时水的用量为A混合粉

料总质量的15％；压制压力40MPa，球团的直径70mm；

[0083] (3)B混合粉料的混合比例按：碳质还原剂细粉和粉煤灰细粉的质量比为1:60，含

铁物质占粉煤灰细粉和碳质还原剂细粉总质量的10％，添加剂细粉占粉煤灰细粉、碳质还

原剂细粉和含铁物质总质量的2.8％；含铁物质为工业铁精粉、Fe2O3粉体和FeO粉体的等质

量混合物；制成B球团时水的用量为B混合粉料总质量的2％；压制压力40MPa，球团的直径

70mm；

[0084] (4)碳热还原反应的温度2200℃，时间30min；A球团和B球团的质量比为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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