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现阶段水渣立磨系统工艺介绍

水渣是由高炉炼铁产生的副产品，目前均采用

水淬 [1]的方式进行冷却，形成粒径 5 mm 的玻璃

体，致使水渣含水率一般维持在 25%，大部分的炼

钢铁公司都将水渣进行深加工处理，处理方法为

立磨机。
现有矿渣粉磨工艺均采用立磨[2]作为主体设备，

立磨集研磨、烘干、选粉为一体，具有自动化程度高、
维护简单等优点，配套以高效地收尘和热风制备系

统，大大提高了水渣的加工效率，经过多年的立磨运

行研究与分析，发现立磨对水渣的含水量较为敏感，

一般最佳含水量为 8%~10%，如果高于此区间则能

耗加大、产量降低、磨损严重，如低于此区间则会产

生磨床料层不稳、磨机振动大、生产不连续、产品质

量不稳定等不良现象，同时受制于工艺结构特点，立

磨的磨前总要设置一个大小不一的料仓，料仓一般

容量都在百吨以上，高含水的水渣在仓内受自身质

量挤压板结速度极快，根据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钢）立磨生产线以往经验总结，

每周就需停机人工清理一次板结料，极大的浪费了

立磨的产能。
2 水渣预脱水工艺的构思及实施

水渣经皮带机由高炉运到立磨深加工现场，中

间不停运，水渣落地后由立磨生产线上料皮带转运

到立磨磨前料仓，进入深加工环节，此时水渣含水量

约为 18%，当然有些水渣立磨深加工线采用自然晾

晒控水，但自然晾晒需要时间长、场地大，前期投入

高，另自然晾晒不利于环境保护，扬尘严重，主要为

立磨深加工的超细粉作为建材行业的掺合料其价值

为替代部分水泥，如果产线远离城市则运费太高，建

材行业的需求相对下降，水渣深加工的规模受到影

响，因此对于受销售半径制约的立磨生产线一般都

建在城市周边，如果不能很好地保护环境产线将得

不到发展。
立磨深加工超细粉既要紧靠城市，又要降低前

期投入和保护环境，则不能有太大的水渣堆场，意味

着水渣自然晾晒控水时间得不到保证。如何使水渣

短时间内脱水成为关键。为此，太钢加工厂超细粉生

产线工作人员经过长时间摸索和交流，主动研究水

渣结构[3]，发现水渣为多孔状，类似于海绵，其自身

内部的孔洞具有很强吸附能力，致使单纯的自然晾

晒脱水时间长，因此根据水渣的形态结构提出利用

高频振动脱水筛作为主体设备，通过振动筛的高频

振动产生的离心力实现水渣脱水，另辅之以高压水

清理筛孔，使之长期高效运行。
主要实施办法为：采用筛孔为 0.2 mm 的不锈钢

板长条筛，利用 4 台四级电机驱动振动器，电机功率

根据晒分量确定，筛板呈 15°上扬，在分筛过程中

水渣受筛子的振动作用由底部爬 15°坡完成脱水，

要求水渣在筛子的料层厚度根据含水量确定 （见表

1），分离的水进入沉淀池可用于筛孔清堵。
表 1 含水量与料层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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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多年的数据积累以及实践经验可知：立磨深加工水渣最佳含水率为 10%~13%；含水太高，产量低、能耗大、
立磨磨损严重；含水太低，则立磨料层不稳定、振动大，不利于连续生产。针对这种情况，研究探讨一种水渣预脱水工艺

与立磨高效生产的优化方法。该方法已经理论和实验论证，可行性高，可有效稳定产品质量，降低成本 1.6元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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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筛根据试用情况确定高压水清堵塞孔，高

压水压力 20 MPa，垂直于筛孔冲洗，可人工操作也

可设定导轨电气化操作。
经过预脱水处理的水渣含水量可以控制在 5%

以下，为了计算方便，下文就按 5%作为计算参考

依据。
3 水渣预脱水工艺与立磨高效生产的优化方法的

实施

经过预脱水处理的水渣设定含水量为 5%，而立

磨要求的最佳含水在 10%~13%，这就需要引入超细

粉作业区发明的“分层上料方法”来优化整个上料方

案。具体做法为：生产前预先将经过脱水处理的矿渣

上料 30 t，30 t 水渣进入中间仓形成一个较为干燥料

层，层高约为 2 m，然后选择未经脱水的矿渣，具体

上料量根据含水量确定。如果含水量在 18%则同样

需要 30 t，如果含水量为 15%，则上料量为 36 t。经过

研究 2 m 的料层高度适宜上部水渣水分的下渗，可

以实现 2 个料层的含水量基本维持在 11.5%左右，

有利于立磨的稳定运行。此两种方法的结合形成的

“一种水渣预脱水工艺与立磨高效生产的优化方

法”，使入磨含水量得到严格而且稳定的控制，保持

物料的稳定，减少在生产过程中因物料水分起伏较

大造成的操作频繁。
4 实施效果

该方法经过理论和现场实验论证具备非常高的

可行性，可广泛推广到类似的含水物料深加工的行

业当中，既节能减排又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设备维

护和运行成本，经过理论计算，采用该方法可有效稳

定产品质量（见图 1），降低成本 1.6 元 /t。

图 1 成品质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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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Water Slag Predewatering Process and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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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years of accumulated data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the optimum moisture of deep
processing slag by vertical mill was 10%~13%, which has too much water, low yield,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serious abrasion of vertical mill. When the water is too little, the material bed of vertical mill has instability, and
vibration,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continuous production.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a water slag predewatering process
and an optimization method for vertical mill efficient production are studied. The method has been proved by theory
and experiment. The quality of product can be effectively stabilized with high feasibility and the cost is reduced by 1.6
yua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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