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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

冶化短流程工艺，采用原料为含镍0.8～3％、含

铁15～30％的天然红土低品位镍矿，添加含碳物

料，与原料混合，在一条回转窑内，完成含水混合

物料的干燥、沸腾脱水、低温水煤气化还原、中温

干煤气还原、高温强还原，高温富氧吹炼，以及回

转窑前端金属与粘土的分离导出的全流程连续

作业；其中，低温温度不超过400℃，中温温度不

超过700℃，高温强还原温度为1100℃～1300℃，

高温吹炼温度为1300℃～1600℃。本发明工艺是

在一条回转窑上，完成从混合含碳物料进窑，最

后在对含碳混合物料进行高温冶化工艺处理的

短流程工艺，最终获得的是高质量的金属产品、

高稳定性的高温煅烧粘土产品以及高纯烟尘微

粒，产品全部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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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采用原料为含镍0.8～3％、含铁15

～30％的天然红土低品位镍矿，其特征在于，添加含碳物料，与原料混合，在一条回转窑内，

完成含水混合物料的干燥、沸腾脱水、低温水煤气化还原、中温干煤气还原、高温强还原，高

温富氧吹炼，以及回转窑前端金属与粘土的分离导出的全流程连续作业；其中，低温温度不

超过400℃，中温温度不超过700℃，高温强还原温度为1100℃～1300℃，高温吹炼温度为

1300℃～1600℃；所述混合物料中含水量为8％～30％，含碳量为10％～30％，含硫量为0～

2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其特征在于，以

连续加料的方式向进料端加料，以连续出料的方式在出料端收集物料；出料端物料为金属

流束、金属液体熔块和金属液体团粒状态；分离出的粘土呈软化半融融块状，金属液体熔块

和金属液体团粒被软化粘土块包裹或夹带，以不同位置、相互穿插互不干扰的形式呈周期

性排出。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其特征在于，分

离出的高纯度高活性的金属氧化物微粒和高纯度高活性的非金属氧化物微粒由回转窑筒

体端口设置的烟尘收集装置收集，并定期取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混合物料在回转窑中贴附于回转窑内表面，进行螺线旋转轨迹，沿内表面滚动前进爬高

再折转跌落，运行过程使金属集聚成为独立的金属流束，和粘土进行剥离，形成回转窑前端

滚动式金属熔池和金属流束，使金属和粘土在回转窑不同的空间位置出料。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回转窑窑头配置燃烧器对回转窑内进行高温喷吹，同时向回转窑内喷射空气或者氧气，

使窑内烟气温度达到1400℃～1600℃高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其特征在于，在

回转窑出料端设置保温接包，分离物料脱离回转窑后，分离出的金属流束进入保温接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其特征在于，所

述回转窑前段高温区采用不锈钢制作，配置水冷套。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所述的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其特征

在于，配置全流程智能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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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流程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化工冶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

流程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镍是一种银白色金属，具有很多优良的物理和化学性质，高熔点(1453℃)，强磁

性，良好的催化性，抗腐蚀以及容易电镀。正因为这些优良的性能，镍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不

锈钢、石油、化工和机械制造业中的耐腐蚀合金钢，航空航太领域的高温合金钢，磁性电工

合金、催化剂及电镀等行业。随着这些领域的发展，特别是不锈钢工业的快速发展，镍的需

求量将进一步提高。目前可供开发利用的镍资源主要是硫化镍矿和红土镍矿。

[0003] 红土镍矿是一种含镍1～3％、含铁15～30％的镁橄榄石性质的含镍高铁粘土质矿

产。在红土中掺配煤或焦粉，经过还原和高温熔融分解，可以提取镍铁合金。镍铁合金是生

产不锈钢的铁合金原料。在我国，红土镍矿资源缺乏，基本依靠进口。

[0004] 红土冶化工艺的主要的目的是提取红土中的镍。

[0005] 现行的红土镍矿冶化工艺过程，主要分为三种：

[0006] 第一种是采用原料干燥+含碳混合原料次高温预还原+物料高温熔融沉降的三步

进行的冶化工艺，这种冶化方法也称为“RKEF”法。这种冶化方法最终得到产品是镍铁水，剩

余80％的粘土渣为成为重金属超标的“固体废料”还需要进行二次处理。在“RKEF”法中，至

少需要运用三个冶金炉窑：在干燥和物料活化预还原工艺中分别采用二条回转窑，在物料

高温熔融沉降采用密闭矿热电炉。

[0007] 第二种是二段冶化工艺的熔池吹炼法：采用原料干燥+含碳混合物料富氧高温吹

炼，将物料熔融后，在炉体下部熔池中沉降分离，最终产品也是镍铁水，剩余80％左右的重

金属超标的粘土渣，还属于“固体废料”，需要二次处理。在“熔池吹炼法”中，至少需要运用

二个冶金炉窑：在原料干燥中采用回转窑，在对物料高温吹炼中采用富氧熔池吹炼炉。

[0008] 第三种是一种一步冶化工艺：这个工艺使用比较少。具体工艺设置为：原料干燥+

含碳混合物料在高温回转窑内形成半熔融状态，打破了红土的分子结构，镍铁粒子团出现，

然后物料出窑水淬，水淬后物料经过几道磨细磁选出镍铁，一步冶化工艺后面跟着多道机

械加工磨选，生产线拉长，能源浪费大，工艺操作范围狭窄难以控制，因此此工艺难以推广。

这种工艺由日本大江山钢铁公司首创和实施，又称为“大江山法”。

[0009] 现有技术红土冶化工艺中的回转窑往往作为原料干燥设备，忽略或丢弃的一部分

红土原料中的综合回收，这种工艺设置的目的性相对简单，而没有考虑到冶化工艺留存的

渣的无害化处理。而红土(干矿)中的粘土成分占据原矿成分的70％以上，传统上把冶化工

艺的目的性和实施路线、操作工艺设置的相对简单。稀土成分，经过各种冶化工艺提炼出镍

铁，用于不锈钢的镍铁合金的来源。由于红土中SiO2等非金属矿的含量数倍于Fe的含量，数

十倍于Ni的含量，所以在提取镍铁的过程中，是否以尽量短的工艺生产线和投资代价，以更

加节约和更加环保的可控的工艺形式，在红土中提取工艺中，使金属镍铁合金完全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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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中彻底剥离，是衡量冶化提取工艺是否科学合理的唯一标准。以镍铁的回收率表示。若

镍+铁的综合回收率大于97％，那么残留的红土冶金渣中的金属氧化物杂质含量就达到了

国家非金属粘土的成分标准，“残留的红土冶金渣”可以作为高温煅烧后的优质建材材料全

额使用；否则，残渣中所含的剩余镍铁的重金属成分使残渣成为“固体废料”污染环境，还必

须进行二次处理，代价巨大。

[0010] 基于上述问题，仍需研发节能环保、高质高效、易于操作的工艺方法及设备。

发明内容

[0011]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红土镍矿回转窑吹炼冶金短流程工艺，解

决现有技术中需单独进行原料脱水操作，多设备或多步骤，以及产物需二次处理的问题。

[0012]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13]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红土镍矿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采用原料为含镍

0.8～3％、含铁15～30％的天然红土低品位镍矿，添加含碳物料，与原料混合，在一条回转

窑内，完成含水混合物料的干燥、沸腾脱水、低温水煤气化还原、中温干煤气还原、高温强还

原，高温富氧吹炼，以及回转窑前端金属与粘土的分离导出的全流程连续作业；其中，低温

温度不超过400℃，中温温度不超过700℃，高温强还原温度为1100℃～1300℃，高温吹炼温

度为1300℃～1600℃；所述混合物料中含水量为8％～30％，含碳量为10％～30％，含硫量

为0～20％。

[0014] 优选的，以连续加料的方式向进料端加料，以连续出料的方式在出料端收集物料；

出料端物料为金属流束、金属液体熔块和金属液体团粒状态；分离出的粘土呈软化半融融

块状，金属液体熔块和金属液体团粒被软化粘土块包裹或夹带，以不同位置、相互穿插互不

干扰的形式呈周期性排出。

[0015] 优选的，分离出的高纯度高活性的金属氧化物微粒和高纯度高活性的非金属氧化

物微粒由回转窑筒体端口设置的烟尘收集装置收集，并定期取出。

[0016] 优选的，所述混合物料在回转窑中贴附于回转窑内表面，进行螺线旋转轨迹，沿内

表面滚动前进爬高再折转跌落，运行过程使金属集聚成为独立的金属流束，和粘土进行剥

离，形成回转窑前端滚动式金属熔池和金属流束，使金属和粘土在回转窑不同的空间位置

出料。

[0017] 优选的，所述回转窑窑头配置燃烧器对回转窑内进行高温喷吹，同时向回转窑内

喷射空气或者氧气，使窑内烟气温度达到1400℃～1600℃高温。

[0018] 优选的，在回转窑出料端设置保温接包，分离物料脱离回转窑后，分离出的金属流

束进入保温接包。

[0019] 优选的，所述回转窑的前段高温区采用不锈钢制作，配置水冷套。

[0020] 优选的，配置全流程智能监控系统。

[0021]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工艺是在一条回转窑上，完成从混合含碳物料进窑，最后

在对含碳混合物料进行高温冶化工艺处理的短流程工艺。根据物料的不同性质和最终的产

品要求，对回转窑进行专门设计和进行定制式制作加工，而非常规市售回转窑。定制的回转

窑用横式回转窑高温回转短流程工艺最终获得的是高质量的金属产品、高稳定性的高温煅

烧粘土产品以及高纯烟尘微粒，产品全部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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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本发明的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中，没有原料热烘干脱水工艺，反而直

接将原料中的水引入回转窑短工艺之中；水作为配料组分进入到冶化工艺物料平衡计算和

冶化工艺能源效率转化折算中，并且发挥重要作用。

[0023] 本发明的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在实施过程中，可以满足回转窑筒体

内的红土冶化过程中，金属与粘土分离的物质性工作环境的要求。所使用的回转窑前端高

温区用不锈钢制作，有强制水冷套。在所使用的回转窑前端配置火焰喷射装置和补充空气

和氧气的装置，在回转窑中后部设置补充热烟气开孔，在回转窑后部进料端料配置热烟气

补充装置。在回转窑前端设置镍铁水保温接包和高温粘土干渣接料装置，粘土干渣接料装

置上配套使用热烟气热量收集传送节能设备，一方面对高温煅烧后的粘土进行快速冷却，

一方面对传输带上的煅烧粘土进行磁选除铁。然后，高温煅烧粘土进入准备好的干渣坑，自

然冷却，破粉碎，进一步磁选除铁，检验。若铁含量和残炭含量达到国家标准，干渣全部转化

为高温煅烧粘土制品销售。高温煅烧粘土冷却过程中收集的热量，可以进入工厂的热循环

利用系统。本发明在回转窑前端上部设置高温烟气回收系统，按照烟气微粒的物质性特点

分区间对烟气微粒进行收集，包装、出售等。

[0024] 本发明的高温冶化短流程工艺，不仅仅应用于红土镍矿提炼，也可以应用于各种

低品位贫矿的短流程。

附图说明

[0025] 构成本发明的一部分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本发明的示意性实

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26] 图1为本发明回转窑还原-吹炼冶化短流程工艺示意图；

[0027] 1-干燥段；2-沸腾脱水段；3-低温水煤气化还原段；4-中温干煤气还原段；5-高温

强还原段；6-高温富氧吹炼段；7-分离导出段；8-燃烧器；9-保温接包；10-水冷套；11-金属

流束；12-烟尘收集装置；13-磁选。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了使本技术领域的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方案，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

的特征可以相互组合。

[0029] 本发明使用的原料可在市场上购买。

[0030] 实施例1

[003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红土镍矿回转窑吹炼冶金短流程工艺，如图1所示，在含镍1～

3％、含铁15～30％的含硫或者不含硫的天然红土低品位镍矿原料中，添加含碳物料一起混

合，在一条回转窑内进行，依次通过干燥段1、沸腾脱水段2、低温水煤气化还原段3、中温干

煤气还原段4、高温强还原段5、高温富氧吹炼段6、分离导出段这七个工作区段，完成含水混

合物料的干燥、沸腾脱水、低温水煤气化还原、中温干煤气还原、高温强还原，高温富氧吹

炼，已及回转窑前端金属与粘土的分离导出七种工艺形态的原矿至金属分离的全流程连续

作业。具体包括如下步骤：将含有水分的混合物料送入到回转窑中，依次经低温沸腾焙烧、

中温还原焙烧、高温强还原煅烧、高温吹炼，使混合物料中包含镍铁的重金属分离出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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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镍铁水流束，还分离得到包含镁的轻金属和高温半融的镁橄榄石质粘土煅烧料，所述

镁的轻金属被氧化形成微尘进入烟气被收集。其中，低温焙烧温度不超过400℃，中温还原

焙烧温度不超过700℃，高温强还原煅烧温度为1100℃～1300℃，高温吹炼温度为1300℃～

1600℃；其中所述混合物料中含水量允许值为8％～30％，含碳允许值为10％～30％，含硫

允许值为0～20％。

[0032] 为了达到在一条回转窑内对红土镍矿进行金属与粘土的分解分离所要求的能源

能量，在加碳混合的红土原料中保留了原矿的固有水分，这些水是发明人专意在本流程中

引进的外加能源。水引入短流程以后，引导、激活和加强了整个回转窑短流程的还原反应强

度。在不同的温度阶段，水分别转化为蒸汽能和化学能，和原料中的碳、硫等活性物一起，激

发、引导和加强加快了物料的反应过程和反应能级。在短流程过程中，在100℃～350℃温度

段，水沸腾转化为水蒸气，水蒸气的升腾带动物料产生沸腾、摩擦、活化、升温等诸多激活反

应，这些反应，促成了低温水煤气的合成，从而造成在不超过400℃的较低温下水煤气与相

互摩擦中的物料的低温还原反应，随之，引发和出现了不超过700℃下不断加强加速的物料

与水煤气的中温还原反应、持续升温至物料与干煤气发生高温还原反应，直至促成和发生

了在高达1100℃～1300℃的高温下，对高温物料强能级的还原反应。这些由水引发和激活

强化的还原反应，直接摧毁和破坏了红土原矿中的材料结构，金属元素被还原，剩余高温粘

土。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混合物料的加料、出料方式为连续加料，连续出料，出料端物料为

金属流束、金属液体熔块和金属液体团粒状态；剩余粘土呈软化半融融块状，金属熔块和金

属团粒被软化粘土块包裹或夹带，以不同位置、相互穿插互不干扰的形式呈周期性排出。回

转窑筒体端口设置的烟尘收集装置12中定期取出高纯度高活性的金属氧化物微粒和高纯

度高活性的非金属氧化物微粒，三类物料的有效回收率在90％以上，均达到国家环保排放

标准。

[0034] 本发明将回转窑自带的旋转机械能，带入本流程，根据回转窑旋转中物料进行螺

线旋转轨迹，和物料在回转窑内是贴附于回转窑内表面，沿内表面滚动前进爬高再折转跌

落的固有设备特点，利用金属与粘土的比重差异和运行中的运行轨迹差异，使金属集聚成

为独立的金属流束，和粘土进行剥离，形成回转窑前端滚动式金属熔池和金属流束，使金属

和粘土在回转窑不同的空间位置出料。

[0035] 此外，本实施例中，所述回转窑前端的高温区用不锈钢制作，设置有强制水冷套

10；在回转窑窑头配置燃烧器8对窑内进行高温喷吹的同时，向窑内喷射空气或者氧，使窑

内烟气温度达到1400℃～1600℃高温，回转窑物料中的碳元素高温下迅速与氧结合，窑内

混合物料冶化状态从高温强还原状态迅速转为强氧化状态，红土结构被分解崩溃，金属破

壁而出向回转窑底部下沉，最后形成金属流束11，在回转窑出料端面底部流出回转窑。其余

浮着在金属流束表面的半熔融态的粘土，随着金属流束的流出和回转窑某一端面的节点旋

转升高，半融融状态的粘土在落后一个时序后在端面较高位置旋出回转窑外，其旋出位置

与金属流束流出空间位置不重合，实现渣铁分离。脱离回转窑后，金属合金流束大部分进入

保温接包9，个别零散的金属颗粒，冷却速度和体积收缩速率大于熔融粘土，虽然夹杂在粘

土物料之中却互相并不粘合，随着温度降低金属和非金属物质性差异逐步加大相互分离，

成为二种完全不同的高稳定性物质，只需正常分选磁选13一、二次就完全干净。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10144470 A

6



[0036] 本实施例的短流程工艺中，没有原料热烘干脱水工艺，反而直接将原料中的水引

入回转窑短工艺之中。水作为配料组分进入到冶化工艺物料平衡计算和冶化工艺能源效率

转化折算中，并且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本短流程工艺，最终获得的是高质量的金属产品、高

稳定性的高温煅烧粘土产品以及高纯烟尘微粒，产品全部无害化。工艺运行过程中，配置好

的混合原料从窑尾进料端进料，在窑头高温出料端达到金属和非金属直接分离出料，得到

三种有价资源物质：完整的金属镍铁水流束、达到国家环保标准的镁橄榄石质高温煅烧粘

土和高活性氧化镁、氧化铁、二氧化硅烟尘微粒。

[0037] 本发明红土镍矿回转窑吹炼冶金短流程工艺的核心热设备仅仅是一条回转窑。从

配好的原料到进入回转窑时开始，待到从回转窑窑头的特殊综合配置使其具有多种冶化工

艺环境的生成和承载能力。窑内分为预热干燥功能区、低温沸腾功能区、低温预还原反应

区、中温还原反应区、高温强化还原反应区、窑前部高温强化吹炼区和窑头高温金属分离出

料区，这七个不同的工作区段，窑内物料长期使用最高反应温度可以在1500℃以上，达到镍

铁金属与非金属粘土分离的温度条件和分离的时间条件，利用炉窑回转窑自有的旋转运行

机械能，实现镍铁合金与粘土的完全分离在窑口以不同位置旋出的结果。

[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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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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