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 

《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设备 

目录（2021 年版）》供需对接指南之六： 

钢铁冶炼渣综合利用技术装备 

 

（一）全自动伺服液压钢渣粒子钢热压成型机 

 

1.适用范围 

钢厂废炉料里分选出来的粒子钢的回收再利用 

2.技术原理及工艺 

将钢厂废炉料里分选出来的粒子钢、铸铁屑、钢屑、铜

屑、优质矿粉等金属原料置于热压成型机上，通过高压直接

压成圆柱或其他形状的饼块，用作高炉冶炼原料。主要装备

为热压成型机。 

 

 

 

 

 

 

 

热压成型机实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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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指标 

设备从上料、压制、出料全工序循环时间≤20s；粒子钢

投炉回收损耗≤10%。 

4.技术功能特性 

该设备既可以热压也可用于冷压。热压后的粒子钢在投

炉的过程中不容易被吹出，有利于高炉降温，提高铁水出水

量；冷压后的压块，便于运输、投炉，损耗低。 

5.应用案例 

山东日照鑫祥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00 万吨粒子钢回

炉压制成型再利用项目，应用了天水锻压机床（集团）有限

公司研发的全自动伺服液压钢渣粒子钢热压成型机，有效提

高废炉料综合利用水平。 

6.未来推广前景 

应用该装备可有效提高废炉料的综合利用水平，根据企

业预测，估计在“十四五”末市场需求量可达到 1000 台以上。 

 

 

 （二）含钒钢渣资源化利用 

 

1.适用范围 

含钒钢渣综合利用 

2.技术原理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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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钒钢渣通过破碎磁选设备去除其中的金属铁后得到

钢渣粉。将钢渣粉和钛白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稀硫酸加入酸

浸反应釜与含钒钢渣粉混合反应，去除钒钢渣中的铁、镁、

铝等，得到高钒石膏，然后进入高钒石膏分离器，与硫代硫

酸钠、石灰等进行反应后得到低钒渣和石膏。低钒渣用于和

商品钒渣混合焙烧，制取五氧化二钒；石膏可用于建材生产。

生产工艺流程如下图所示。 

工艺流程示意图 

 

3.技术指标 

（1）酸浸反应釜可实现后续石膏硫酸钙含量＞85%； 

（2）高钒石膏分离器可实现石膏分离率＞90%。 

4.技术功能特性 

该技术可有效去除含钒物料中的钙，确保后续钠化提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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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的顺利进行，实现低价值含钒物料的高价值利用，并可

有效利用钛白废酸，实现液体和固体废弃物的协同利用。 

5.应用案例 

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应用了自主研发的含钒

钢渣综合利用工艺及设备，对酸浸反应釜和高钒石膏分离器

进行了试验，石膏硫酸钙含量与石膏分离率均达到设计指

标。 

6.未来推广前景 

该工艺技术能有效去除含钒物料中的钙，实现低价含钒

物料的高价值利用。 

 

 

（三）钢铁烟尘及有色金属冶炼渣资源化清洁利用技术 

 

1.适用范围 

钢铁冶炼、有色金属冶炼行业产生的含重金属固废综合

利用 

2.技术原理及工艺 

该技术以钢铁烟尘灰及有色金属冶炼渣为原料，通过火

法富氧燃烧挥发与湿法综合回收有价金属，生产锌锭、锌合

金、铟锭、粗镉、硫酸铅、铋精矿、锡精矿，铁精粉等产品；

并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进行处理，从废水中回收粗碘、

硫酸铯、硫酸钠、氯化钾和氯化钠等产品。技术工艺原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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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 

工艺流程图 

3.技术指标 

（1）火法处理温度 1200℃左右，脱除氟氯的碱性水溶

液温度为 95℃左右；中性酸浸提取液 pH 值控制 5.2～5.4。 

（2）锌冶炼总回收率＞88%，火法锌回收率＞93%，湿

法炼锌回收率＞95%，熔铸回收率＞99.7%。 

（3）铟冶炼回收率＞82%；铅回收率＞99%。 

（4）镉直收率＞98%；湿法炼锌直流电耗为 2850～

2950kWh/tZn，湿法炼锌电解效率＞92.5%，新水消耗＜

5m3/tZn。 

4.技术功能特性 

（1）该技术可从含锌烟尘中提炼出多种金属产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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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资源化利用，经济效益和节能减排效果显著。 

（2）实现对次氧化锌粉中碘的回收，为钢铁烟尘的资

源化综合利用开发新产品。 

5.应用案例 

鑫联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泗水庄新区固废物炼铁烟

尘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应用了其自主研发的钢铁烟尘及有

色金属冶炼渣资源化清洁利用技术。根据企业统计，2020 年

生产总量锌锭 53791 吨，锌合金 8017 吨，镉 368 吨，粗铟

46 吨，硫酸铅 7146 吨，粗碘 22 吨。 

6.未来推广前景 

“十四五”鑫联环保将陆续公司旗下其他 9 条回转窑火

法处理基地进行技术改造，并向全行业推广该技术。我国年

钢铁烟尘灰、金属冶炼渣产生量大，固危废的合规处置利用

需求不断上升，技术推广前景广阔。 

 

 

（四） 钢渣风淬雾化处理技术 

 

1.适用范围 

钢渣综合利用 

2.技术原理及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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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液态钢渣通过渣包装入雾化装置，采用吹风装备对熔融

钢渣喷射空气，液态钢渣在空中被高速空气流雾化的瞬间，

产生良好的动力学和热力学条件，使渣液雾化成小液滴并迅

速凝固成细颗粒落至地面，成为较为稳定的氧化物，经收集

堆积后得到产品风淬渣颗粒。 

工艺流程示意图 

3.技术指标 

钢渣的综合利用率达 70%左右。 

4.技术功能特性 

（1）该技术所用冷却介质完全采用空气，较液态钢渣

热泼或水淬，更加安全，且无废水产生。 

（2）经风淬处理后的钢渣渣球几乎无游离氧化钙，呈

稳定的玻璃体结构，解决钢渣不稳定性高的问题，可用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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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建材，经济效益良好。 

5.应用案例 

浙江万泰特钢有限公司钢厂应用南京鹏昆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研发的钢渣风淬雾化处理技术，建成年处理能力最大

约 20 万吨/年的钢渣处理项目，处理后的渣球销往周边地区

用于生产建材产品 

6.未来推广前景 

我国钢渣年产生量大，利用难度大，该技术已经过实践

验证，未来推广前景广阔。 

 

 

（五）液态热熔渣规模化制备矿渣棉及制品技术 

 

1.适用范围 

利用铁合金渣、硅锰合金渣、高炉渣、锰渣等高温液态

固废生产矿渣棉 

2.技术原理及工艺 

将 1500℃左右的液态热熔渣直接热装至保温电炉内，调

质后送入离心机生产矿渣棉，过程中产生的固体边角料或渣

球直接回用至相关工序，大大降低了能源消耗量。工艺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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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示意图 

3.技术指标 

（1）产棉率＞75%，产品合格率 95%，产品质量符合国

家有关标准；  

（2）有效利用液态热熔渣余热，节能减排效果好。 

4.技术功能特性 

（1）该技术实现“一炉双线”生产，即一台电熔制炉

供两条矿渣棉生产线； 

（2）具有热装工艺流程短、设备少、投资少、能耗低

等优点。 

5.应用案例 

唐山惠唐新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岩棉制品分公司调质高

炉渣成纤及建筑保温板生产线项目应用交城义望铁合金有

限责任公司研发的液态热熔渣规模化制备矿渣棉及制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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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该项目建成 1 条年产 2.16 万吨矿棉板生产线，直接以液

态炉渣成纤制备矿棉板，每年消耗高炉渣 3.6 万吨，年节约

循环水约 3.6 万吨，年节约标煤 7026.68 吨，年减排 CO21.08

万吨，年减排 SO2约 62.91 吨。 

6.未来推广前景 

预计未来 3 年，推广应用比率可达 60%，年可减排铁合

金渣 180 万吨，年节约标准煤 36.6 万吨。 

 

 

（七）钢渣辊压破碎—余热有压热焖资源化成套技术装备 

 

1.适用范围 

钢渣综合利用。 

2.技术原理及工艺  

该技术可分为钢渣辊压破碎和余热有压热闷两个阶段。

辊压破碎阶段主要对熔融钢渣进行快速冷却、破碎，时间约

30min，处理后熔融钢渣的温度由 1600℃下降至 600℃左右，

粒度破碎至 300mm 以下。余热有压热闷阶段主要对钢渣进

行稳定化处理，热闷工艺工作压力 0.2～0.4MPa，比常压池

式热闷工艺的工作压力提高约 100～200 倍，热闷 1.5～3h，

处理后钢渣的稳定性良好，游离氧化钙含量＜2.5%，浸水膨

胀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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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钢渣高效罐式有压热闷工艺流程示意图 

3.技术指标 

（1）处理后钢渣的粉化率高，稳定性良好，-20mm 粒

级钢渣粉量达到 70%左右，游离氧化钙含量＜3%，浸水膨胀

率＜2%。 

（2）吨钢渣回收蒸汽量超过 0.15t，吨钢渣余热发电量

5kWh 左右。 

4.技术功能特性 

（1）该技术热闷周期短，处理效率高，自动化水平高。 

（2）整个过程均在密闭体系进行，清洁生产水平高。 

5.应用实例 

河南济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0 万吨/年的钢渣处理

生产线应用江苏省镔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研发的钢渣辊压

破碎—余热有压热闷资源化成套技术设备，生产经验表明，

采用该技术钢渣处理效率高，热闷处理周期短，不足 2 小时；

钢渣处理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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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来推广前景 

我国钢渣产生量大，目前大量钢铁企业仍采用简单的热

闷法和热泼法处理工艺，该技术优势明显，市场需求大，推

广前景广阔。 

 

 

（七）矿渣/钢渣立磨 

 

1.适用范围 

钢渣、矿渣综合利用 

2.技术原理及工艺 

矿渣/钢渣立磨由磨身、磨盘、磨辊、加载系统、选粉机、

摊铺板、空气密封系统、螺旋输送机、喷水系统、主减速机、

主电机、立磨液压润滑系统、智能电控系统等部件组成。该

装备将辅辊变为摊铺板，通过智能控制，优化进料模式，改

进布料装置，有效提高钢渣、矿渣粉磨效率和产量。 

主要工艺过程： 

（1）矿渣或钢渣经皮带秤配料由皮带机送至喂料装置，

再均匀输送至磨内，落到磨盘上。 

（2）进入磨盘的物料在离心力作用下进行周向和径向

运动进入粉磨区域。 

（3）摊铺板对物料进行摊铺、排气、初步压实。 

（4）进入磨辊对物料进行碾压粉磨。 

（5）碾压粉磨后的物料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甩出磨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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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来自喷吹环高速上升的热气流带入选粉机中进行分选，较

大颗粒物料落回磨盘循环碾磨。 

（6）细粉随热气流排出磨机进入除尘器收集，经输送设

备送入成品粉库。 

矿渣/钢渣立磨主机布置图 

3.技术指标 

矿渣/钢渣粉平均比表面积≥4200cm²/g；磨矿渣时系统

能耗（主电机+选粉机+主风机）38～42kWh/吨粉。 

4.技术功能特性 

（1）优化主辊轴承设计，在重载荷工况下有效缓解因

主轴摆动工对轴承造成的磨损，提高了轴承的使用寿命。 

（2）进料系统采用螺旋输送机，减少因物料含水率高

情况下的堵料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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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摊铺板设计，有效稳定磨内料层。 

（4）增加智能控制系统，对粉磨系统的工艺参数进行

控制，当运行状态偏离正常范围时，系统快速智能反馈，推

荐合理的工艺参数调整方案。 

5.应用案例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制造的 LGMS5727 矿

渣立磨应用在柳州市强实科技有限公司防城港钢铁基地年

产 240 万吨矿渣微粉生产线工程，设备运行良好，节能高效。 

6.未来推广前景 

该立磨在钢渣粉磨作业上增产、高效已经得到实践验

证，能满足建材行业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要求，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八）智能高压压球系统 

 

1.适用范围 

各种矿渣和矿粉、冶金污泥、煤泥等的粉状物料压制成

型 

2.技术原理及工艺 

智能高压压球机主要工作部件为两个同步相向转动的

挤压辊，两辊面均加工有一定形状的凹形坑。细粉、小颗粒

状物料自两辊上方给入，进至两挤压辊的咬入角内，在两辊

及强挤压力作用下，被预压装置强制挤入两辊辊面的凹形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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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压实、成型后随两辊向下转动脱球。 

 

 

 

 

 

 

智能高压压球系统 

3.技术指标 

线压力可达 300kN/cm，球团强度≥400N/球，成球率

≥90%。 

4.技术功能特性 

（1）节能效果显著，吨耗电量是普通压球机的二分之

一，设备重量是同规格设备的三分之二。 

（2）成型球团的抗压强度高，可达到 1300N，球团抗

跌落、抗挤压性能好，在存储、特别是运输过程中，不再发

生对环境的严重污染。 

（3）操作过程中全自动，可实现远程操控，有效降低

人工成本。 

（4）线压力可达 300kN/cm，解决在不加添加剂情况下

难压物料的成型问题。 

5.应用实例 

中实洛阳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研制的 2 套 JNHB 智能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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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球系统于 2021 年 8 月在江西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投入

使用，截至目前共利用钢厂尘泥 17 万吨。 

6.未来推广前景 

智能高压压球机有助于实现钢铁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污泥和粉尘的资源化利用，也可避免尘泥中所含的重金属

等有害物质造成的环境污染。此外，该工艺技术设备还可广

泛应用于矿山、煤炭、冶金、医药、化工等行业的固废处置

及综合利用。 

 

 

（九）利用镍铁渣装备镍铁渣微粉的粉磨生产线 

 

1.适用范围 

红土镍矿火法冶炼废渣综合利用 

2.技术原理及工艺 

按一定比例将高炉镍铁渣、矿热炉镍铁渣、精炼混合渣

等冶炼废渣混合为原料，由皮带输送系统投入至磨机研磨，

原料在磨内进行研磨的过程中按生产需要添加助磨剂。由热

风炉输入的热风将原料烘干，并提供升力将磨细的粉体代入

选粉机筛选。细度合格的产品输送到成品库，较粗颗粒返回

磨机继续研磨。通过以上研磨工艺产出的镍铁渣微粉，可用

于水泥混合材或混凝土掺合料的生产。工艺流程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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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铁渣微粉的粉磨生产线的主要组成及工艺流程 

3.技术指标 

产品比表面积≥410m2/kg 以上，符合《用于水泥和混凝

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GB/T 18046—2008）、《混凝土

用符合掺合料》（JG/T 486—2015）、《用于水泥和混凝土

中的镍铁渣粉》（JC/T 2503—2018）有关要求。 

4.技术功能特性 

（1）生产线采用物理研磨的工艺，对镍铁冶炼排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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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渣进行处理，生产过程无固废排放，安全环保。 

（2）解决了多废渣来源不同、品质不同对资源化利用

带来的难题，实现对镍铁企业排放所有废渣的全部利用。 

（3）采用钕铁硼高磁性材料制造的除铁器，可有效清

除生产过程中的金属铁，减少磨损，提升生产效率。 

（4）热风炉采用可煤、气分别燃烧或混烧技术，可充

分利用镍铁冶炼企业废弃高炉煤气资源，可有效降低成本。 

5.应用案例 

阳江市大地环保建材有限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利用镍

铁渣装备镍铁渣微粉的粉磨生产线已建成年处理镍铁废渣

210 万吨的生产线。目前生产线运行正常，主要产品有矿渣

粉、复合矿物参合料、镍铁渣微粉、商品粉煤灰等。 

6.未来推广前景 

目前全国镍铁冶炼企业镍渣产生量约 3000 万吨/年，处

置方法多为贮存和填埋，不仅占用大量土地，也对环境造成

严重影响。该工艺技术通过协同利用、梯级利用，实现了多

种镍渣的有效利用。 

 

 

（十）含铁、锌固废转底炉直接还原成套工艺及装备 

 

1.适用范围 

含铁、锌固废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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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原理及工艺 

转底炉成套技术及装备包括原料预处理技术、粘结剂压球

成型技术、转底炉直接还原技术、金属化球团冷却技术、烟

气回收氧化锌粉技术等。各种含铁、锌固废被压制成含碳球

团，在转底炉内 1000～1300℃的温度下被还原为金属铁成为

金属化球团，可作为高炉、转炉、电炉原料使用。球团中被

还原的锌（Zn）、铅（Pb）等元素高温下挥发进入烟气，通

过烟尘收集系统得到富含氧化锌（ZnO）的粉尘，可作为锌、

铅等有价元素提取的原料。 

转底炉处理含铁锌固废工艺流程图 

3.技术指标 

球团金属化率 70～92%，抗压强度 2000～3000N/个，可

作为高炉炼铁原料、转炉或电炉炼钢原料；回收的次氧化锌

粉中锌含量 40%以上，平均作业率超过 90%，平均脱锌率超

过 90%，金属化球能耗约 200kgce/t。 

4.技术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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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底炉处理含铁锌成套工艺及设备适用性强，可全部利

用钢铁厂固废，高效提取其中的铁、锌元素，实现钢铁厂固

废资源综合利用与循环经济。 

5.应用案例 

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将自主设计的含铁、锌

固废转底炉直接还原成套工艺及设备应用于江苏永钢 25 万

吨/年含铁锌尘泥项目，年产富铁料 14000 吨，氯化钾 1200

吨，氯化钠 5000 吨，DRI 球/粉 15.9 万吨，氧化锌粉 5700

吨，蒸汽 15.9 万吨/年，项目整体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环境

效益和社会效益。 

6.未来推广前景 

我国已投产转底炉处理含铁锌固废总量为 383 万吨/年，

其中，宝武市场占有率 52%。目前，多家钢铁企业都在筹建

转底炉处理含铁锌固废项目，预计未来 3 年将会增加 6～8

条转底炉处理含铁锌固废生产线，未来推广前景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