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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钢渣资源化系统,经过破碎、磁选等预

处理后的钢渣尾渣送入缓冲仓进行储存，仓下设

计量设备将钢渣送入粉磨设备进行粉磨，粉磨后

的钢渣粉经磁化焙烧后送入悬浮态磁选机进行

磁选；悬浮态磁选后的磁性料经湿法粉磨和湿法

磁选进一步处理，湿法磁选所得磁性料为富集了

惰性矿物的钢渣粉，湿法磁选所得非磁性料为生

产水泥用铁质原料；悬浮态磁选后的非磁性料经

气力分选后得到粗粉和细粉，细粉为活性钢渣

粉，粗粉继续粉磨至与细粉粒度相近，亦即为活

性钢渣粉。本实用新型将粉磨装置、磁化焙烧装

置、悬浮态磁选机、超细选粉机按照一定的逻辑

关系进行组合，达到了提高钢渣粉活性和富集惰

性矿物的效果，实现了钢渣的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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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渣资源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缓冲仓一(01)，缓冲仓一(01)出口通过计量

装置(02)和胶带输送机一(03)与粉磨装置一(06)的入口连接，粉磨装置一(06)的细粉出口

接旋风收尘装置(08)，旋风收尘装置(08)的物料出口接缓冲仓三(09)，缓冲仓三(09)的出

口接磁化焙烧装置(10)，磁化焙烧装置(10)的焙烧物料出口接缓冲仓四(12)，焙烧热源

(19)接磁化焙烧装置(10)为其提供焙烧用热风，离心风机一(11)接在磁化焙烧装置(10)和

粉磨装置一(06)之间，将焙烧后的热风送入粉磨装置一(06)提供粉磨烘干用热量；缓冲仓

四(12)的出口接悬浮态磁选机(13)，悬浮态磁选机(13)的非磁性料出口接气力分选装置

(14)，气力分选装置(14)的细粉出口接收尘装置(17)，气力分选装置(14)的粗粉出口接粉

磨装置二(15)，收尘装置(17)和粉磨装置二(15)的出口均连接活性钢渣粉储存库，悬浮态

磁选机(13)的磁性料出口接惰性钢渣粉储存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渣资源化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浮态磁选机(13)的磁性料

出口通过输送机(20)和斗式提升机二(21)接湿法球磨机(22)，湿法球磨机(22)的出口接湿

法磁选机(23)，湿法磁选机(23)的磁性料出口接压滤机一(25)，非磁性料出口接压滤机二

(28)，压滤机一(25)和压滤机二(28)的出口分别接独立的储存库。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钢渣资源化系统，其特征在于，系统为负压操作系统，离心风

机二(16)接在旋风收尘装置(08)的出风口，为粉磨装置一(06)和旋风收尘装置(08)提供动

力，离心风机三(18)接在布袋收尘装置(17)的出风口，为气力分选装置(14)和布袋收尘装

置(17)提供动力。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钢渣资源化系统，其特征在于，当出粉磨装置一(06)的钢渣粉中

磁性料的含量大于50％时，不进入磁化焙烧装置(10)，直接进入悬浮态磁选机(13)进行悬

浮态磁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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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渣资源化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钢渣综合利用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钢渣资源化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钢铁使用和生产大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粗钢产量

为83173万t。钢渣作为炼钢产生的固体废物，其产率一般为粗钢产量的13～15％，由此推

算，2017年产生钢渣约1亿吨。国家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钢渣综合利用率不超过

21％，日益增加的钢渣堆存需求既占用宝贵的土地资源，也造成环境污染。钢渣通过破碎、

磁选等处理后，可生产出占钢渣总量约10％的“精矿”和约85％的“尾渣”；“精矿”可再次返

回炼钢环节烧结使用，而大量的尾渣由于铁品位低无法直接循环利用。

[0003] 目前，尾渣利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将其粉磨制备成钢渣粉用于水泥混合材或混凝

土掺合料，但钢渣粉活性低是其在水泥或混凝土中应用的最大障碍。

[0004] 当前流行的粉磨工艺多为一段式粉磨工艺，即将钢渣通过粉磨设备粉磨到一定细

度即作为终端产品用于建材。由于钢渣尾渣的成分主要包括惰性矿物和活性矿物，此种粉

磨方式无法去除钢渣粉中的惰性矿物，只能通过提高细度的方式提高钢渣粉活性，既提高

了粉磨电耗，又无法从根本上提高钢渣粉活性。因此，国内大部分钢渣粉磨生产线均在停产

状态。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目前粉磨工艺能耗高、见效低等问题，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钢渣

资源化系统，将磁化焙烧、气力分选、磁选系统与传统粉磨系统有机结合，形成一种全新的

工艺，可显著提高钢渣粉活性，富集惰性矿物。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钢渣资源化系统，包括缓冲仓一01，缓冲仓一01出口通过计量装置02和胶带

输送机一03与粉磨装置一06的入口连接，粉磨装置一06的细粉出口接旋风收尘装置08，旋

风收尘装置08的物料出口接缓冲仓三09，缓冲仓三09的出口接磁化焙烧装置10，磁化焙烧

装置10的焙烧物料出口接缓冲仓四12，焙烧热源19接磁化焙烧装置10为其提供焙烧用热

风，离心风机一11接在磁化焙烧装置10和粉磨装置一06之间，将焙烧后的热风送入粉磨装

置一06提供粉磨烘干用热量；缓冲仓四12的出口接悬浮态磁选机13，悬浮态磁选机13的非

磁性料出口接气力分选装置14，气力分选装置14的细粉出口接收尘装置17，气力分选装置

14的粗粉出口接粉磨装置二15，收尘装置17和粉磨装置二15的出口均连接活性钢渣粉储存

库，悬浮态磁选机13的磁性料出口接惰性钢渣粉储存库。

[0008] 所述悬浮态磁选机13的磁性料出口通过输送机20和斗式提升机二21接湿法球磨

机22，湿法球磨机22的出口接湿法磁选机23，湿法磁选机23的磁性料出口接压滤机一25，非

磁性料出口接压滤机二28，压滤机一25和压滤机二28的出口分别接独立的储存库。

[0009] 系统为负压操作系统，离心风机二16接在旋风收尘装置08的出风口，为粉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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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6和旋风收尘装置08提供动力，离心风机三18接在布袋收尘装置17的出风口，为气力分

选装置14和布袋收尘装置17提供动力。

[0010] 所述经过预处理的钢渣尾渣全铁含量＜2％，粒度＜10mm，粉磨后的钢渣粉比表面

积不小于300m2/kg。

[0011] 当出粉磨装置一06的钢渣粉中磁性料的含量大于50％时，不进入磁化焙烧装置

10，直接进入悬浮态磁选机13进行悬浮态磁选处理。

[0012] 根据以上结构，其钢渣资源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3] 步骤1，将经过预处理的钢渣尾渣送入缓冲仓暂存，并通过设置在仓底的计量系统

将钢渣尾渣送入粉磨系统进行粉磨；

[0014] 步骤2，将粉磨后的钢渣粉送入磁化焙烧系统进行磁化焙烧，磁化焙烧的温度不小

于600℃；

[0015] 步骤3，将磁化焙烧后的钢渣粉送入悬浮态磁选机进行磁选，悬浮态磁选机选出的

磁性料中惰性矿物含量不小于45％；

[0016] 步骤4，将悬浮态磁选机选出的磁性料进一步湿法粉磨和湿法磁选，湿法磁选选出

的磁性料为富集了惰性矿物的钢渣粉，湿法磁选选出的磁性料中磁性料含量＞95％，满足

选煤用磁铁矿粉的技术要求，可用作选煤用重介质粉；同时磁性料中全铁含量大于40％，可

用作烧结用铁精矿粉；选出的非磁性料全铁含量不小于20％，可用于生产水泥用铁质原料

[0017] 步骤5，将悬浮态磁选机选出的非磁性料送入气力分选系统进行气力分选，选出的

细粉即为活性钢渣粉，气力分选后的细粉比表面积不小于420m2/kg，所述步骤6中，粉磨后

的细粉比表面积不小于420m2/kg；

[0018] 步骤6，将气力分选系统选出的粗粉送入粉磨系统进行粉磨，粉磨后的细粉亦为活

性钢渣粉。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20] 1)可有效提高钢渣粉活性；

[0021] 2)可在磁性粉中有效富集惰性矿物，提高磁性粉中铁元素的含量和磁性物比例，

增加了磁性粉的附加值，拓宽了磁性粉的资源化利用途径。

[0022] 3)与现有粉磨系统的兼容性好，可通过改造将现有粉磨系统升级为本实用新型所

述的工艺系统，从而盘活资产，节约社会资源。

[0023] 综上所述，本实用新型可有效提高钢渣粉活性，富集惰性矿物，将钢渣尾渣变废为

宝，减轻环境压力，有一定的社会价值。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流程示意图。

[0025]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形式之一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形式之二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

[0028]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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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结合图1和图2，钢渣尾渣被送入缓冲仓一01进行储存，经计量装置02和胶带输送

机一03送入粉磨装置一06进行粉磨，粉磨后的不合格粗料经胶带输送机二07和斗式提升机

一04送入缓冲仓二05缓存，再次送入粉磨装置一06循环粉磨，粉磨后的钢渣细粉经旋风收

尘装置08收集后送入缓冲仓三09缓存；然后被送入磁化焙烧装置10进行磁化焙烧，焙烧后

的物料送入缓冲仓四12进行缓存，焙烧热源19提供焙烧用热风，离心风机一11将焙烧后的

热风送入粉磨装置一06提供粉磨烘干用热量；缓冲仓四12中的物料经气流带入悬浮态磁选

机13进行磁选，选出的非磁性料再次经气流带入气力分选装置14分选成粗粉和细粉，细粉

经气流带入收尘装置17进行收集后与经粉磨装置二15粉磨后的粗粉即为活性钢渣粉；经悬

浮态磁选机13磁选后的磁性料通过输送机20和斗式提升机二21送入湿法球磨机22进行湿

法粉磨，粉磨后的湿物料进入湿法磁选机23进行湿法磁选；选出的磁性料通过皮带机24输

送至压滤机一25脱水，脱水后的磁性料再经皮带机26输送至精矿、尾矿堆棚进行储存；选出

的非磁性料通过泥浆泵27输送至压滤机二28脱水，脱水后的非磁性料再经皮带机29输送至

精矿、尾矿堆棚进行储存；脱水后的磁性料即为富集了惰性矿物的钢渣粉，脱水后的非磁性

料即为用于生产水泥的铁质原料。本实用新型所述系统为负压操作系统，离心风机二16为

粉磨装置一06和旋风收尘装置08提供动力，离心风机三18为气力分选装置14和布袋收尘装

置17提供动力，系统内的含尘气体经布袋收尘装置17净化后排入大气；喂料锁风装置30承

担卸料作用的同时确保系统为负压状态，保证系统工况稳定、减少系统电耗；风量调节阀

31、32、33调节系统内各环节间的风量平衡，同时起到调节系统工作参数的作用。

[0030] 实施例二

[0031] 结合图1和图3，钢渣尾渣被送入缓冲仓一01进行储存，经计量装置02和胶带输送

机一03送入粉磨装置一06进行粉磨，粉磨后的不合格粗料经胶带输送机二07和斗式提升机

一04送入缓冲仓二05缓存，再次送入粉磨装置一06循环粉磨，粉磨后的钢渣细粉经旋风收

尘装置08收集后送入缓冲仓三09缓存；然后被送入磁化焙烧装置10进行磁化焙烧，焙烧后

的物料送入缓冲仓四12进行缓存，焙烧热源19提供焙烧用热风，离心风机一11将焙烧后的

热风送入粉磨装置一06提供粉磨烘干用热量；缓冲仓四12中的物料经气流带入悬浮态磁选

机13进行磁选，选出的磁性料即为富集了惰性矿物的钢渣粉，选出的非磁性料再次经气流

带入气力分选装置14分选成粗粉和细粉，细粉经气流带入收尘装置17进行收集后与经粉磨

装置二15粉磨后的粗粉即为活性钢渣粉。本实用新型所述系统为负压操作系统，离心风机

二16为粉磨装置一06和旋风收尘装置08提供动力，离心风机三18为气力分选装置14和布袋

收尘装置17提供动力，系统内的含尘气体经布袋收尘装置17净化后排入大气；喂料锁风装

置30承担卸料作用的同时确保系统为负压状态，保证系统工况稳定、减少系统电耗；风量调

节阀31、32、33调节系统内各环节间的风量平衡，同时起到调节系统工作参数的作用。

[0032] 以上实例并不是本实用新型较佳的穷举，本实用新型还可以有多种实施形式。

[0033] 综上，本实用新型为一种钢渣资源化系统,经过破碎、磁选等预处理后的钢渣尾渣

送入缓冲仓进行储存，仓下设计量设备将钢渣送入粉磨设备进行粉磨，粉磨后的钢渣粉经

磁化焙烧后送入悬浮态磁选机进行磁选；悬浮态磁选后的磁性料经湿法粉磨和湿法磁选进

一步处理，湿法磁选所得磁性料为富集了惰性矿物的钢渣粉，湿法磁选所得非磁性料为生

产水泥用铁质原料；悬浮态磁选后的非磁性料经气力分选后得到粗粉和细粉，细粉为活性

钢渣粉，粗粉继续粉磨至与细粉粒度相近，亦即为活性钢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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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本实用新型将粉磨装置、磁化焙烧装置、悬浮态磁选机、超细选粉机按照一定的逻

辑关系进行组合，达到了提高钢渣粉活性和富集惰性矿物的效果，实现了钢渣的资源化利

用。

[0035]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例而已，并非本对发明做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虽然本实用新型已以较佳实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任何熟悉本实用

新型的技术人员，在不脱离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作出任何

些许更动或修饰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内容，依

据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的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

于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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