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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矿渣脱硫方法及其在生产矿渣

粉中的应用。所述矿渣脱硫方法包括：烘干，将所

述矿渣分离为固体物和烟气；将所述固体物通入

立磨中研磨，同时将所述烟气通入研磨后的固体

物中，利用所述固体物中的钙元素与所述烟气中

的硫元素反应，进行一级脱硫；研磨后，所述固体

物的比表面积不低于415m2/kg；所述研磨的温度

为200℃～230℃；所述烟气的温度为250℃～350

℃。所述方法利用矿渣自身含有的钙与自身含有

的硫进行固化，避免了额外使用脱硫工艺和产生

废弃物，简单高效，而且脱硫后烟气内含有的二

氧化硫远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可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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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渣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步骤：

烘干，将所述矿渣分离为固体物和烟气；

将所述固体物通入立磨中研磨，同时将所述烟气通入研磨后的固体物中，利用所述固

体物中的钙元素与所述烟气中的硫元素反应，进行一级脱硫；

研磨后，所述固体物的比表面积不低于415m2/kg；

所述研磨的温度为200℃～230℃；

所述烟气的温度为250℃～35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渣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研磨的温度为2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渣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烟气的温度为30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渣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固体物的细度不超过45μm筛

1.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渣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立磨中的压差为2800～

2900Pa；

优选地，所述立磨中的压差为2830Pa。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渣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将经过一级脱硫的烟气通

过收尘器进行二级脱硫的步骤。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矿渣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经过至少一次一级脱硫后，部

分烟气循环回所述立磨，所述循环至少进行一次；和/或

在经过至少一次二级脱硫后，部分烟气循环回所述立磨，所述循环至少进行一次。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矿渣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尘器的布袋条数为2800～

2900条；所述布袋的总长为8800～8900m；所述布袋的直径为125～135mm；

优选地，所述收尘器的布袋条数为2860条；所述布袋的总长为8866m；所述布袋的直径

为13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渣脱硫方法，其特征在于，以二氧化硫含量计，最终排放的

烟气中的硫含量不高于5.0mg/m3。

10.权利要求1至9任一项所述的矿渣脱硫方法在生产矿渣粉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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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渣脱硫方法及其在生产矿渣粉中的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矿渣领域，具体而言，涉及矿渣脱硫方法及其在生产矿渣粉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矿渣一般为钢铁产业产生的废渣，这类固体废渣积存量和年排放量巨大，其回收

利用成为必然，例如将矿渣生产成为矿渣粉，继而进一步循环利用于建筑材料，如水泥、砖、

路基材料等。但这类固体废渣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含量的硫元素，在将其生产为矿渣粉的过

程中，硫元素会以气体形式脱离固体矿渣，如果直接进入大气中，将带来十分严重的环境问

题。因此，矿渣脱硫十分必要。

[0003] 现有技术中，脱硫方式主要为通过石灰石/石灰-石膏法烟气脱硫工艺，采用钙基

脱硫剂吸收二氧化硫后生成的亚硫酸钙、硫酸钙，产生废弃物，上述脱硫工艺需要额外设置

脱硫工艺，而且脱硫工艺中需要额外添加钙元素，并会有额外的废弃物产生，工艺繁琐且不

利于环境保护。

[0004]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第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矿渣脱硫方法，所述方法无需额外设置脱硫工

艺，而且无需额外添加钙元素，利用矿渣自身含有的钙与自身含有的硫进行固化，实现高效

脱硫，方法简单高效，脱硫后烟气内含有的二氧化硫远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可直接排放。

[0006] 本发明的第二目的在于提供上述方法矿渣脱硫方法在生产矿渣粉中的应用。

[0007] 为了实现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矿渣脱硫方法，其包括步骤：

[0009] 烘干，将所述矿渣分离为固体物和烟气；

[0010] 将所述固体物通入立磨中研磨，同时将所述烟气通入研磨后的固体物中，利用所

述固体物中的钙元素与所述烟气中的硫元素反应，进行一级脱硫；

[0011] 研磨后，所述固体物的比表面积不低于415m2/kg；

[0012] 所述研磨的温度为200℃～230℃；

[0013] 所述烟气的温度为250℃～300℃。

[0014] 可选地，所述研磨的温度可以独立地选自200℃、205℃、210℃、215℃、220℃、225

℃、230℃。

[0015] 可选地，所述研磨的温度为210℃。

[0016] 可选地，所述烟气的温度可以独立地选自250℃、260℃、270℃、280℃、290℃、300

℃、310℃、320℃、330℃、340℃、350℃。

[0017] 可选地，所述烟气的温度为300℃。

[0018] 可选地，所述固体物的细度不超过45μm筛1.0％。

[0019] 本发明中，细度以“筛余”的形式表示，其单位“μm筛1.0％”表示的是：在特定μm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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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筛上进行筛分后，留在筛上的部分的质量比为1.0％。例如，“细度为45μm筛1.0％”意指

“在45μm标准筛上进行筛分后，留在筛上的部分的质量比为1.0％”对应的细度。

[0020] 本发明中，矿渣经过烘干会分离为固体物和烟气。固体物中含有较大含量的钙元

素，这些钙元素以钙化合物的形式存在于矿渣中，例如氧化钙。同时，矿渣中的硫元素则会

以气体形式脱离固体矿渣，进入烟气中。

[0021] 本发明中，进入立磨后，矿渣固体物被研磨，从而获得较小的细度/粒径和较大的

比表面积，为固体物与烟气的充分接触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高温烟气为固体物中钙元素与

烟气中的硫元素之间进行固化反应提供了有利的温度条件，以实现固体物中钙元素高效吸

收和固化烟气中硫元素，生成硫酸钙等脱硫灰分，成功将烟气中气体形式的硫元素固化并

脱除。

[0022] 可选地，所述立磨中的压差为2800～2900Pa。

[0023] 可选地，所述立磨中的压差为2830Pa。

[0024] 可选地，所述方法还包括将经过一级脱硫的烟气通过收尘器进行二级脱硫的步

骤。

[0025] 可选地，在经过至少一次一级脱硫后，部分烟气循环回所述立磨，所述循环至少进

行一次；和/或：在经过至少一次二级脱硫后，部分烟气循环回所述立磨，所述循环至少进行

一次。

[0026] 本发明中，经过脱硫后的烟气循环回立磨，一方面可以在立磨中再次与固体物进

行脱硫处理，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高温烟气所携带的热量为立磨中的脱硫提供温度保

障，实现热量的循环利用。

[0027] 可选地，所述收尘器的布袋条数为2800～2900条。

[0028] 可选地，所述布袋的总长为8800～8900m；所述布袋的直径为125～135mm。

[0029] 可选地，所述收尘器的布袋条数为2860条。

[0030] 可选地，所述布袋的总长为8866m；所述布袋的直径为130mm。

[0031]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布袋的成分为亚克力。

[0032]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布袋的尺寸为Φ130×3100mm。

[0033] 可选地，以二氧化硫含量计，最终排放的烟气中的硫含量不高于5.0mg/m3。

[0034] 根据本申请的另一目的，提供了上述任一矿渣脱硫方法在生产矿渣粉中的应用。

[0035] 在采用上述方法进行矿渣的脱硫后，脱硫处理后的烟气经过热量交换得到低温烟

气，低温烟气内含有的二氧化硫远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可以进行清洁排放；而矿渣的固体

物则形成矿渣粉，实现回收和再利用，用作其他材料，如建筑材料等。

[0036] 可选地，以二氧化硫含量计，最终排放的烟气中的硫含量不高于5.0mg/m3，颗粒物

含量不高于18.0mg/m3。

[0037] 可选地，最终排放的烟气可以实现硫元素含量趋零。

[003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39] (1)本发明提供的矿渣脱硫方法无需额外设置脱硫工艺，而且无需额外添加钙元

素，利用矿渣自身含有的钙与自身含有的硫进行固化，实现高效脱硫，方法简单高效，脱硫

后烟气内含有的二氧化硫远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可直接排放。

[0040] (2)本发明提供的矿渣脱硫方法用于生产矿渣粉时，烟气可以实现清洁排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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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矿渣粉生产和脱硫工艺一线式完成。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将会

理解，下列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应视为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

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

可以通过市购获得的常规产品。

[0042]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矿渣脱硫方法包括步骤：

[0043] 烘干，将所述矿渣分离为固体物和烟气；

[0044] 将所述固体物通入立磨中研磨，同时将所述烟气通入研磨后的固体物中，利用所

述固体物中的钙元素与所述烟气中的硫元素反应，进行一级脱硫；

[0045] 研磨后，所述固体物的比表面积不低于415m2/kg；

[0046] 所述研磨的温度为210℃；

[0047] 所述烟气的温度为300℃。

[0048]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烘干后所述矿渣分离的固体物的细度不超过45μm筛1.0％。

[0049]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立磨中的压差为2830Pa。

[0050]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矿渣脱硫方法包括步骤：

[0051] 烘干，将所述矿渣分离为固体物和烟气；

[0052] 将所述固体物通入立磨中研磨，同时将所述烟气通入研磨后的固体物中，利用所

述固体物中的钙元素与所述烟气中的硫元素反应，进行一级脱硫；

[0053] 将经过一级脱硫的烟气通过收尘器进行二级脱硫的步骤；

[0054] 在经过至少一次二级脱硫后，部分烟气循环回所述立磨，所述循环至少进行一次。

[0055]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所述收尘器的布袋条数为2860条；所述布袋的总长为8866m；

所述布袋的直径为130mm。

[0056] 作为一种实施方式，以二氧化硫含量计，最终排放的烟气中的硫含量不高于

5.0mg/m3。

[0057] 实施例1矿渣的脱硫

[0058] 矿渣的成分具体如下：

[0059] LOSS(烧失量)：―1.03％；

[0060] Fe2O3：0.54％；

[0061] Al2O3：15.15；

[0062] CaO：40.68％；

[0063] MgO：7.00％；

[0064] SiO2：31.79％；

[0065] SO3：1.30％。

[0066] 烘干矿渣，形成固体物和烟气；将固体物通入立磨中研磨，同时将高温烟气通入研

磨后的固体物中，利用固体物中的钙元素与烟气中的硫元素反应，进行脱硫；脱硫后的烟气

可以部分循环回立磨，也可以全部循环回立磨。

[0067] 其中，立磨中压差为2830Pa，研磨温度为210℃；经研磨后，固体物的细度为45μm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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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比表面积为415m2/kg，高温烟气的温度为300℃。

[0068] 经脱硫处理的高温烟气经过热量回收转变为低温烟气，以二氧化硫含量计，低温

烟气中的硫含量不高于5.0mg/m3，颗粒物含量不高于18mg/m3，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可直接

排放。

[0069] 经过脱硫处理后，固体物回收，得到矿渣粉。

[0070] 实施例2矿渣的脱硫

[0071] 本实施例中脱硫方法与实施例1中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在立磨中进行一级脱

硫后，还包括将经过一级脱硫的烟气通过收尘器进行二级脱硫的步骤。经过二级脱硫的高

温烟气可以部分循环回立磨，也可以全部循环回立磨。

[0072] 其中：

[0073] 收尘器的布袋为亚克力布袋，布袋尺寸为Φ130×3100mm，布袋条数为2860条，布

袋总长为8866m。

[0074] 经脱硫处理的高温烟气经过热量回收转变为低温烟气，以二氧化硫含量计，低温

烟气中的硫含量可以实现趋零，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可直接排放。

[0075] 经过脱硫处理后，固体物回收，得到矿渣粉。

[007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各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其限制；尽

管参照前述各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其

依然可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或者全部技术特征

进行等同替换；而这些修改或者替换，并不使相应技术方案的本质脱离本发明各实施例技

术方案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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