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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渣铁精粉生产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渣铁精粉生产工艺，将

固态炉渣磁选、粗破，再磁选、细破，然后进入球

磨机进行研磨，研磨后的产物经滚筒筛分离出粒

子钢和炉渣粉，粒子钢为终产品，炉渣粉经双转

子选粉机分离出尾渣和粗粉，尾渣为终产品，粗

粉经磁选滚筒分离出尾渣和钢渣铁精粉，用高温

风机引来的低温烟气在烟气炉内与高温烟气混

合后进入球磨机，既是烘干固态炉渣的干燥剂，

又是输送部分尾渣的载体，在布袋除尘器中实现

气固二相分离，气体经主排烟风机排放至大气

中，固体为尾渣。本发明除破碎工序以外，全过程

采用负压控制技术，具有不产生循环污水和粉

尘，生产不受气候影响，有效提高钢渣铁精粉品

位，降低炼钢生产成本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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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渣铁精粉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固态炉渣用1#除铁器进行磁选分离出磁选铁；

S2、将步骤S1得到的固态炉渣用1#颚式破碎机进行粗破处理为粒径小于等于80mm的固

态炉渣颗粒；

S3、将步骤S2得到的固态炉渣颗粒用2#除铁器进行磁选分离出磁选铁；

S4、将步骤S3得到的固态炉渣颗粒用振动筛筛选分离，得到粒径小于等于40mm的固态

炉渣颗粒，滤渣用2#颚式破碎机进行细破碎处理为粒径小于等于40mm的固态炉渣颗粒；

S5、将步骤S4中得到的所有的粒径小于等于40mm的固态炉渣颗粒送入球磨机进行研

磨，同时向球磨机中通入热烟气，研磨后的固态炉渣颗粒经滚筒筛分离出粒子钢和炉渣粉，

炉渣粉进入双转子选粉机，同时从球磨机出来的热烟气携带有少量的尾渣进入双转子选粉

机和布袋收粉器，炉渣粉经双转子选粉机分离出尾渣和粗粉，从双转子选粉机出来热烟气

携带大量尾渣进入布袋除尘器中实现气固二相分离，气体经主排烟风机排放至大气中，固

体为尾渣；其中主排风机通过布袋收粉器用于抽取球磨机和双转子选粉机内的热烟气从而

使球磨机和双转子选粉机内形成负压；

S6、将步骤S5中经双转子选粉机分离得到的粗粉经过磁选滚筒分离出尾渣从而得到钢

渣铁精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渣铁精粉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的热烟气是

用高温风机从热风炉或加热炉引来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钢渣铁精粉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S5中，在球磨机

附近设置一座烟气炉，使用煤气和助燃风经烧嘴在烟气炉前半段内燃烧产生高温烟气，然

后在烟气炉后半段内与高温风机低温热烟气混合后通入球磨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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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渣铁精粉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选矿领域，特别是一种钢渣铁精粉生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钢铁冶金固态炉渣是钢铁企业炼铁、炼钢工序产出的，其产量约为钢产量的13％

～20％，我国目前固态炉渣年产量超过1亿吨，含铁量达到15％～20％，约1500～2000万吨。

为此，国内外许多生产厂家对固态炉渣的循环综合利用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开发，但至今应

用最广泛的是经破碎、磁选后提取的钢渣铁精粉，其含铁量仅为35％～55％，用于炼铁烧结

配料，尾渣作为制造水泥的原料。

[0003] 如果固态炉渣中的铁不能有效地提取，不仅对超细粉工序增加了破碎与粉磨的难

度，影响产品质量，而且还造成大量铁资源的浪费。当前铁矿石资源紧张，售价居高不下的

情况下，采用经济合理的回收工艺，提高固态炉渣中铁的回收率，不仅取得十分显著的经济

效益，而且实现我国钢铁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0004] 目前，现有技术中有湿法回收固态炉渣中的铁：定量的固体炉渣进入球磨机进行

研磨，研磨后的产物经滚筒筛分离出粒子钢和炉渣粉，粒子钢为终产品，炉渣粉经磁选机分

离出钢渣铁精粉和尾泥。为了抑制防尘，在球磨机内加入大量的水，并循环使用。为了提高

磁选效率，在磁选机中加入大量循环水，磁选过程在浮力作用下进行。磁选机分离的钢渣铁

精粉和尾泥随着循环水流到各自的分离池中，经沉淀，用搅轮机边提升边空水实现脱水。其

整个工艺流程见图1。但是该工艺存在以下缺点：1、循环水易污染地下水；2、北方地区冬季

寒冷，生产线被迫停产；3、钢渣铁精粉和尾渣全铁含量差距小，磁场利用率不高，回收率低；

4、磷、铋等有害元素循环富集，炼钢成本升高；5、铁水成分难以满足部分特种钢的冶炼。

[0005] 现有技术中也有干法回收固态炉渣中的铁：固体炉渣经过两道除铁，三道破碎后

进入棒磨机研磨，再用滚筒筛选出大于8mm和小于8mm的物料，大于8mm的用磁选滚筒分离出

粗颗粒和粒子钢，粗颗粒返回棒磨机再次研磨，细颗粒经滚筒筛分离出粗粒子钢和细粒子

钢。小于8mm用控尾筛分离出钢渣铁精粉和初尾渣，初尾渣经磁选滚筒再次分离出钢渣铁精

粉和尾渣，其整个工艺流程见图2。但是该工艺也存在以下缺点：1、生产现场粉尘浓度高，工

作环境恶劣；2、钢渣铁精粉和尾渣全铁含量差距小，磁场利用率不高，回收率低；3、磷、铋等

有害元素循环富集，炼钢成本升高；4、铁水成分难以满足部分特种钢的冶炼；5、加工或运输

设备中易板结，清理困难。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要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不足，提供一种钢渣铁精粉生产工

艺，使生产不受天气影响，过程不产生循环污水和粉尘，减少磷、铋等有害元素循环富集及

过程倒运量，实现清洁连续生产，提高全铁回收率，降低倒运成本和高炉燃料成本。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是按照以下技术方案实施的：

[0008] 一种钢渣铁精粉生产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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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S1、将固态炉渣用1#除铁器进行磁选分离出磁选铁；

[0010] S2、将步骤S1得到的固态炉渣用1#颚式破碎机进行粗破处理为粒径小于等于80mm

的固态炉渣颗粒；

[0011] S3、将步骤S2得到的固态炉渣颗粒用2#除铁器进行磁选分离出磁选铁；

[0012] S4、将步骤S3得到的固态炉渣颗粒用振动筛筛选分离，得到粒径小于等于40mm的

固态炉渣颗粒，滤渣用2#颚式破碎机进行细破碎处理为粒径小于等于40mm的固态炉渣颗

粒；

[0013] S5、将步骤S4中得到的所有的粒径小于等于40mm的固态炉渣颗粒送入球磨机进行

研磨，同时向球磨机中通入热烟气，研磨后的固态炉渣颗粒经滚筒筛分离出粒子钢和炉渣

粉，炉渣粉进入双转子选粉机，同时从球磨机出来的热烟气携带有少量的尾渣进入双转子

选粉机和布袋收粉器，炉渣粉经双转子选粉机分离出尾渣和粗粉，从双转子选粉机出来热

烟气携带大量尾渣进入布袋除尘器中实现气固二相分离，气体经主排烟风机排放至大气

中，固体为尾渣；其中主排风机通过布袋收粉器用于抽取球磨机和双转子选粉机内的热烟

气从而使球磨机和双转子选粉机内形成负压；

[0014] S6、将步骤S5中经双转子选粉机分离得到的粗粉经过磁选滚筒分离出尾渣从而得

到钢渣铁精粉。

[0015] 具体地，所述步骤S5中的热烟气是用高温风机从热风炉或加热炉引来的，热烟气

既是烘干固态炉渣的干燥剂，又是输送部分尾渣的载体。

[0016] 作为对上述技术方案的改进，所述步骤S5中，在球磨机附近设置一座烟气炉，使用

煤气和助燃风经烧嘴在烟气炉前半段内燃烧产生高温烟气，然后在烟气炉后半段内与高温

风机低温热烟气混合后通入球磨机中。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8] 1、提高钢渣铁精粉全铁含量，能有效减少固态炉渣量及过程倒运量，有效提高混

匀矿中的配比和烧结矿的品位，有利于降低倒运成本和高炉燃料成本。

[0019] 2、减少磷、铋等有害元素循环富集，有效降低铁水中有害元素含量，能够满足部分

特种钢的冶炼要求和降低炼钢工序生产成本。

[0020] 3、生产过程无循环污水，避免污染地下水。

[0021] 4、除破碎工序以外，全程采用负压控制技术，生产现场无扬尘，改善工作环境。

[0022] 5、生产不受气候影响，北方地区可全年连续生产。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现有技术中的湿法回收固态炉渣中的铁的工艺流程图。

[0024] 图2为现有技术中的干法回收固态炉渣中的铁的工艺流程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在此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以及说明

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7] 首先对本发明中的缩略词和关键词的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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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磁选铁：指从固态炉渣中选出的磁性块状物。

[0029] 粒子钢：指固态炉渣经破碎、磁选、研磨后，筛选出粒度大于8mm的金属颗粒物。

[0030] 钢渣铁精粉：指固态炉渣经破碎、磁选、研磨后，磁选出粒度小于8mm、全铁含量大

于50％的粉状物或颗粒物。

[0031] 尾渣：指固态炉渣提取磁选铁、粒子钢、钢渣铁精粉后的产物。

[0032]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一种钢渣铁精粉生产工艺，具体步骤如下：

[0033] S1、将固态炉渣用1#除铁器进行磁选分离出磁选铁；

[0034] S2、将步骤S1得到的固态炉渣用1#颚式破碎机进行粗破处理为粒径小于等于80mm

的固态炉渣颗粒；

[0035] S3、将步骤S2得到的固态炉渣颗粒用2#除铁器进行磁选分离出磁选铁；

[0036] S4、将步骤S3得到的固态炉渣颗粒用振动筛筛选分离，得到粒径小于等于40mm的

固态炉渣颗粒，滤渣用2#颚式破碎机进行细破碎处理为粒径小于等于40mm的固态炉渣颗

粒；

[0037] S5、将步骤S4中得到的所有的粒径小于等于40mm的固态炉渣颗粒送入球磨机进行

研磨，同时向球磨机中通入热烟气，研磨后的固态炉渣颗粒经滚筒筛分离出粒子钢和炉渣

粉，炉渣粉进入双转子选粉机，同时从球磨机出来的热烟气携带有少量的尾渣进入双转子

选粉机和布袋收粉器，炉渣粉经双转子选粉机分离出尾渣和粗粉，从双转子选粉机出来热

烟气携带大量尾渣进入布袋除尘器中实现气固二相分离，气体经主排烟风机排放至大气

中，固体为尾渣；其中主排风机通过布袋收粉器用于抽取球磨机和双转子选粉机内的热烟

气从而使球磨机和双转子选粉机内形成负压；

[0038] S6、将步骤S5中经双转子选粉机分离得到的粗粉经过磁选滚筒分离出尾渣从而得

到钢渣铁精粉。

[0039] 其中，步骤S5中的热烟气是用高温风机从热风炉或加热炉引来的，热烟气既是烘

干固态炉渣的干燥剂，又是输送部分尾渣的载体；为补充热烟气的温度，在球磨机附近设置

一座烟气炉，向烧嘴中通入伴火煤气和助燃煤气以及通过助燃风机通入伴火风和助燃风，

在烟气炉前半段内燃烧产生高温烟气，然后在烟气炉后半段内与高温风机低温热烟气混合

后通入球磨机中，在通入球磨机之前根据需要设置放散阀和兑冷阀，对混合后的烟气做放

散和兑冷处理。

[0040] 本发明生产过程中不产生循环污水和粉尘，生产不受天气影响，避免污染地下水，

有效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钢渣铁精粉品位，减少磷、铋等有害元素循环富集及过程倒运量，

降低炼钢工序生产成本。

[0041]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不限于上述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凡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

出的技术变形，均落入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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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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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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