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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烧结矿的质量评价指标



1、烧结矿主要的质量指标

物理性能 冶金性能化学成分

TFe、FeO、CaO
SiO2、MgO、
Al2O3、
S、P

GB6703－86标准

l 粒度和粒度组成
GB/T10322.7－2004
标准
l 转鼓强度

l 900℃还原性
GB/T13241-91
l 500℃ 低温还原

粉化指数
GB/T13242－91
l 荷重软化性能及

熔滴性能



l质量指标定义

1）、烧结矿品位

定义：指烧结矿含铁率(单位：％)。
公式：                                                      

子项：[∑每个试样所代表的烧结矿产出量（吨）×该试样化验含铁量

（%）]×100(吨)
 母项：∑烧结矿产出量（吨）

2）、烧结矿碱度（R） 
定义： 烧结矿中氧化钙含量与二氧化硅含量的比值（单位：倍） 。  
公式： 

子项：烧结矿中氧化钙含量（%） 
母项：烧结矿中二氧化硅含量（% 



l质量指标

3）、烧结矿碱度稳定率 
定义： 检验总量中碱度波动符合标准的量占检验总量的百分比（单位：%） 。 
公式： 

子项：检验总量中碱度波动符合标准的量（吨）×100 
母项：检验总量（吨）

4）、烧结矿转鼓指数 
定义： 试样检测后粒度大于规定标准(+6.3mm)的重量与总试样重量之比。

公式： 

子项：试样检测后粒度大于规定标准的重量（千克）×100
母项：试样总重量（千克）

母项：试样总重量（千克）



l质量指标

5）、烧结矿筛分指数 
定义： 试样筛分后小于标准规定粒度（-5 mm）的烧结矿占试样总重量的百分比。 
公式： 

子项：试样筛分后小于标准规定粒度的烧结矿总重量（千克）×100 

6）、烧结矿的还原度 
定义： 还原性是模拟炉料自高炉上部进入 高温区的条件，用还原气体从烧结矿中

排除与铁结合氧的难易程度的一种度量。 
公式： 
RI=[0.11W1/0.43W2+(m1-mt)/(m0χ0.43W2)χ100]χ100%

M0-试样质量    M1-还原前试样质量   Mt-还原后试样质量
       W1－试验前试样FeO含量      W2－试验后试样全铁含量    



l 质量指标

7）、低温还原粉化指数（RDI） 
定义：烧结矿进入 高炉炉身上部大约在500－600℃的低温区时，由于

热冲击及烧结矿的Fe2O3 还原（Fe2O3-Fe3O4-FeO）发生晶形转变等因素，

导致烧结矿粉化，产生粉率，影响高炉炉料顺行和炉内气流分布。

还原粉化指数（RDI）表示铁矿石在500℃下，在CO、CO2和N2组成 的还

原气体中还原后，再通过转鼓实验后得到的粉化程度。分别用转鼓实验

后筛分得到的大于 6.30 毫米、大于 3.15 毫米和大于 0.5毫米的物料质

量与还原后试样总质量之比的百分数表示，并分别用RDI+6.3 、RDI+3.15 

毫米和RDI-0.5 毫米来表示。



8）还原软化－熔融特性

        炉料在炉内从上而下，在受热还原作用下，会发生软熔到融化成液
体，这个过程对应区域称为软熔带，其形成及位置对炉料还原过程和炉
料透气性产生明显的影响。

        开始软化温度：炉料在加热过程中收缩4%或10%时的温度表示－
T4、T10
        T40－收缩40%时的温度，即软化终了温度

         Ts－压差陡升温度，即熔化温度

        TD－滴落温度

l质量指标



2、高质量烧结矿的具体表现

　（1）以提高铁品位为代表的化学组分要求 
　　降低有害元素，以提高含铁品位；减少入炉矿中的脉石（特别是

酸性脉石）含量，为高炉低渣量冶炼，减少造渣的能量损失，实现大

幅节能提供条件。 
　（2）好的物理性能 
　　最佳的粒度组成和均匀性；足够好的强度；最低的含粉量。

　（3）良好的冶金性能 
　　还原性、低温还原粉化性、软熔性能等等，这些都会对冶炼过程

造成较大的影响，影响冶炼的效率、能耗、产品的质量及成本。 



第二部分

高炉对烧结矿的质量要求



l 高产率
l 低能耗
l 低成本

高炉的要求

含铁品位高

化学成分稳定

 熟料比高

还原膨胀低
低温还原
粉化低

冶金性能好

有害元素含量少

 粒度适宜

冷态强度高

还原性好
软化温度高
软化区间窄

熔融滴落温度高
  熔滴区间窄

入
炉
料

1、高炉对入炉料的质量要求



n 化学成分

n提高含铁品位－精料技术核心

    
    炼铁原料铁品位升高1%

    炼铁焦比下降1~1.5%

    高炉产量提高1.5~2.5%

     吨铁渣量减少20~30kg

    允许高炉增喷10~15kg煤粉

   

全国炼铁会议曾提出烧结矿品位≥58%

l 含铁品位波动1%，影响产量3.9%－

9.7%，焦比变化2.5－4.6%

l R变化0.1，产量影响2.0－4.0%，焦

比变化 1.2－2.0%

l 2008年发布的烧结厂设计规范对烧结

矿成分波动的要求分别为：

         铁品位≤±0.5%，R ≤±0.08 %, 

              FeO ≤±1%

成分稳定



n 有害元素少，含量低

 S：钢铁材热脆     P：钢铁材冷脆    
K2O+Na2O：碱金属在炉内有“自动富集”倾向，会破坏炉衬，造成炉墙结厚和结瘤；破

坏焦炭的高温强度而发生熔损，导致焦比上升；降低人造富矿的热强度并易熔易凝，
破坏高炉顺行。

Pb：铅的密度大于铁水，极易渗入砖缝，破坏炉底砌砖。另外，铅在高炉内有富集现象，
造成高炉结瘤。

Zn：锌在高炉内有挥发现象，在炉内低温处可冷凝沉淀，使砖缝膨胀，破坏炉衬，堵塞煤
气管道     

Cu：降低钢铁材的强度     
As：破坏环境和人的呼吸器官

Ti：影响渣铁流动性和烧结矿质量    ≤0.4%
Cl：破坏环境和损坏金属构件    ≤0.001%

n 化学成分



l 机械强度提高，特别是热强度的提高，可减少冶炼过程中粉末

的产生，有效提高炉料的透气性、矿石的间接还原率和煤气利

用率，为提高高炉喷煤比创造条件。

l 转鼓强度提高1%，焦化可下降0.5%。生铁产量提高1%－1.9%。

l 高炉炼铁要求小于5mm粒级的比例小于5%。高炉入炉粉末减少

1%，利用系数可提高0.4%－1%，焦比下降 0.5% 。我国中型高

炉要求烧结矿转鼓强度大于71%，大型高炉要求大于78%。

n 机械强度高和入炉粉末少



l 炼铁炉料的粒度对高炉内的透气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炉料粒

度越均匀，料柱的透气性好，可提高矿石的间接还原反应。间

接还原反应提高1%，焦比可下降 6－7kg/t 。

l 大粒级和小粒级含量的增加，可能会使料柱的孔隙度下降，透

气性变差。

l 对烧结矿的粒级要求一般为5－50mm，其中5－10mm粒级所

占的比例要小于25%，不同粒级的烧结矿最好进行分级入炉。

n 粒度组成合理



l 还原性

      还原性要好，尤其是间接还原性。还原度改善10%，焦比可下

降 8－9%。还原度取决于炉料的矿物类型、气孔率及气孔大小等

物理性质。铁矿物的还原顺序：CF、赤铁矿易还原，磁铁矿较难

还原，铁橄榄石更难还原。

l 低温还原粉化

　  在高炉上部（500℃－600℃）低温区内Fe2O3被还原为Fe3O4

和FeO时，发生晶型转变，导致块状料易粉化，使高炉生产顺行

和煤气流分布受到影响；低温还原粉化率升高，会导致高炉产量

和煤气利用率下降 ，炼铁焦比升高。

n 冶金性能



l 荷重还原软熔性能

      荷重还原软熔性能对高炉冶炼过程中软熔带的形成－软

熔带的位置、形状、厚薄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有利于高

炉技术经济指标的角度看，要求入炉矿石的软化开始温度要

高，软熔温度区间窄一些，软熔过程气流通过时的阻力损失

要尽可能小一些。

n 冶金性能



炉容级别/m3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铁分波动 ≤±0.5 ≤±0.5 ≤±0.5 ≤±0.5 ≤±0.5

碱度波动 ≤±0.08 ≤±0.08 ≤±0.08 ≤±0.08 ≤±0.08

铁分和碱度波
动达标率

≥80
≥85 ≥90 ≥95 ≥98

FeO ≤9.0 ≤8.8 ≤8.5 ≤8.0 ≤8.0

FeO波动 ≤±1.0 ≤±1.0 ≤±1.0 ≤±1.0 ≤±1.0

转鼓指数，% ≥71 ≥74 ≥77 ≥78 ≥78

还原度,% ≥65 ≥65 ≥65 ≥65 ≥65

低温还原粉化
指数+3.15mm,%

≥65 ≥65 ≥65 ≥65 ≥65

高炉对烧结矿的质量指标要求

全铁量％ R SiO2%
Al2O3

%
FeO
%

TI% RDI+3.15mm%
5～50mm

%
-5mm
%

≥57 ≥1.8 5%左右 ≤2.0 5.0～
8.5 ≥80 ≥35 ≥85 ≤5



第三部分

烧结矿质量的影响因素及控制



1、原料性能

n 原料有效元素含量要高，有害元素含量低：含铁原料要求铁品位高（

≥56%），渣量元素低。熔剂中有效元素含量高（生石灰CaO≥83%）

，燃料固定碳含量要高（焦粉固定碳≥80%），灰份和挥发分低。

n 原料成分波动小：原料成分波动主要是来自于料本身成分中TFe、
SiO2、CaO、H2O等的不稳定。因此，一定要重视原料成分的波动。

尤其是生石灰CaO含量的波动，它不仅会带来碱度的波动，而且会使

工艺劣化，对混合料加水、制粒效果、过湿层厚度，以至产、质量指

标都会带来较大的影响。另外，料仓中仓位高低也会带来成分的波动

。满仓时给料粒度细、量大，底仓时给料粒度粗、重量轻，化学成分

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云石、灰石、燃料等如仓存量不够三分之一，再

继续使用容易发生下料量波动，成分发生偏析，均会影响质量。因此

，要求生产组织必须保仓存，保仓存量三分之一以上。

1.1化学成分及稳定性



n 成分稳定性控制措施

l 加强料的混匀作业

l 堆放有序，杜绝混料

l 强化混匀料堆积，一是优化堆积工艺，增加铺料层次；二是优化配料
矿槽装料配置。

1.1化学成分及稳定性



l 含铁品位要高

l 含SiO2和Al2O3酸性脉石量低，要求SiO2≤4.5%，Al2O3≤1.8%

l 含S、P、碱金属、重金属等含量要低，如：S≤0.3%，P≤0.07%，

(K2O+Na2O) ≤0.2%；要求含Cu、Pb、Zn、As有害元素越低越好。

l 粒度适宜于制粒，有利于烧结过程进行，粉矿要求0.25～1.0中

间颗粒含量≤20%

l 要求具有良好的烧结基础特性(指同化性、液相流动性、铁酸钙

生成能力、粘结相强度连晶固结特性等)。

1.2 对含铁原料质量要求



l 有效元素含量高。

l 碱金属含量低。

l 碱性熔剂中Si、Al含量要低。

l 发热值大，固定碳含量要高。

l 挥发分、灰分、硫含量要低，灰分的增加将降低烧结矿的品

位。焦粉和煤粉均应<15%；挥发分的增加将恶化烧结料层

透气性，降低烧结矿产量。同时粘附在风机转子上，降低风

机寿命，而且影响除尘效果。挥发分一般应小于5%。

1.2 对燃料、熔剂辅料的质量要求

固体燃料

熔剂



1.2 对燃料、熔剂等辅料的质量要求



1.3 优化配矿结构

n 对矿粉的高温基础性能进行研究掌握的基础上，进行配矿研究

。配矿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性能不同的矿粉进行搭配，使性

能实现互补，即配合矿同化性好，液相流动性适中，铁酸钙生

成量多，粘结相固结强度高等。

n 进行国内精矿与进口粉矿之间的搭配研究。磁铁精矿粉与赤铁

粉矿的配合研究。

n 回收料的适宜配比选择研究。除尘灰、钢粒、氧化铁皮等。

n 还要考虑配合料有助于制粒效果的改善。

n 同时兼顾成本。

从有利于烧结配矿、混合料制粒和成矿的行为出发，全面、系

统地对配矿方案进行客观的综合评价，实现低成本烧结生产 
目
的



p 烧结矿碱度对其性质的影响

     随着碱度的升高，有较多的CaO与赤铁矿发生反应，使强度和还

原性能较好的铁酸钙量增加，而还原性能较差的铁橄榄石和玻璃质熔

渣减少。有利于烧结矿还原性和转鼓强度提高，低温还原粉化率下降。

但碱度不宜过高，过高易生成铁酸二钙，不利于强度的提高。   另

外碱度的提高，会带来烧结矿含铁量的下降。

    必须按照高炉的要求，结合烧结工序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碱

度进行控制。

       

化学成分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p 碱度对烧结矿质量的影响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化学成分

从保证烧结矿质量角度考虑，烧结碱度应选择1.8－2.4%。



p  Al2O3含量对烧结矿的影响及选择

l 一般说来，Al2O3在高炉熔渣中以铝黄长石(2CaO. Al2O3.SiO2）等

硅铝酸盐形态出现，使炉渣的粘度增加，流动性变差，因此要求

高炉渣中Al2O3含量不得超过15%。考虑焦炭灰分中Al2O3含量比较高，

一般烧结矿中Al2O3含量最好不超过1.8%。为此，在烧结配料时，

对不同Al2O3含量的矿粉要作适当的搭配使用。

l 烧结矿中含有一定Al2O3，有利于复合铁酸钙的生成，可提高强度

和改善冶金性能。但含量太高，会有助于玻璃质的生成，使烧结

矿强度和低温还原粉化性能变坏。

化学成分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p 氧化镁（MgO）对烧结矿的影响

    

l 烧结矿存在MgO，会使磁铁矿稳定，不易氧化，不利于铁酸

钙的生成，影响烧结矿还原性和强度的提高。适当的MgO含

量可以降低烧结矿的低温还原粉化率和自然粉化率。　    

l 烧结矿中MgO的主要作用是满足高炉造渣的要求，但是因较

高的MgO含量对烧结矿质量造成较大影响时，要从保证烧结

矿转鼓强度和改善炉渣角度统筹考虑，可以考虑MgO的优化

配置，即降低烧结矿MgO含量，提高球团矿中的MgO含量，

以满足高炉造渣要求。

          

化学成分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p 当生产高硅烧结矿时，以橄榄石为主要粘结相，MgO含量可以适当

高一些（1.8%－2.0%）。

　　1）MgO含量的增加促进了镁硅钙化合物的生成，可减少或取代C2S
的生成。而且MgO固溶于C2S中，抑制了β-C2S向γ-C2S的转变。

　　2）由于Mg2+进入磁铁矿晶格后，提高了烧结矿主晶相的熔点而不

增加烧结矿中独立相的相数，提高了软熔温度。

p 当生产低硅烧结矿时，以铁酸钙为主要粘结相，MgO一般控制较低

（≤1.6%）。

　　1）Mg2+取代Fe2+或进入磁铁矿八面体中，使其难以氧化成赤铁矿，

从而阻碍了铁酸盐矿物的生成，影响其强度。

　　2）白云石矿物熔点较高，反应性也较弱，不易反应完全，也将造成

烧结矿强度下降和燃耗升高。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p SiO2含量对烧结矿质量的影响及适宜值选择

       烧结矿中含有一定的SiO2含量，可以增加粘结相量，

对保证烧结矿的强度有好处。但过高SiO2含量，易生成橄

榄石硅酸盐类粘结相，对于改善烧结矿性能不利。降低

烧结矿SiO2含量，不仅可减少高炉渣量和降低高炉燃料消

耗，同时还可以改善烧结矿高温性能，有利于稳定炉况

和实现低Si冶炼。

    一般烧结矿SiO2含量宜控制在4.7-5.5%。

化学成分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p 适宜FeO含量的选择

l烧结矿中FeO含量的高低，主要所用铁料、烧结过程中的氧化气

氛强弱及温度水平高低有关，反映出了烧结过程中的温度水平和

氧位的高低。与配碳量和燃料粒度有关系。配碳量增加，会使烧

结矿中FeO含量升高；燃料粒度粗，燃料在烧结料中的分散度小，

化学反应不均匀，会造成相同配比下，烧结矿FeO含量波动大。

l工艺条件不变时，FeO含量有一个适宜值。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微

调整，偏重于改善还原度和软熔性能，应适当低一点，偏重于改

善粒度组成和低温还原粉化时，可以稍高一点。低硅较高硅控制

要高一些。

       

2、烧结矿化学成分适宜值的选择



        

3、对烧结矿质量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料层厚度    
偏析

压实程度

机速

FeO、RI

RDI

粒度

点火温度
点火强度

转鼓强度

混合料水分

焦粉粒度和配比



3.1工艺参数

n 混合料水分的合理控制

      混合料适宜水分是保证烧结过程顺利进行，提高烧结矿质量必不

可少的条件（制粒作用、导热作用、润滑作用、助燃作用）。

       不同烧结料的适宜水分含量不同。物料粒度越细，比表面积越大

，所需适宜水分较高；适宜水分与物料类型及结构也有关系，表面松

散多孔的褐铁矿适宜水分较高，结构致密的镜铁矿适宜水分较小。

       烧结料最适宜的水分是使混合料达到最高成球率或最大料层透气

性来评定的。考虑到烧结过程中水分迁移，下部料层中的水分超过适

宜值，所以生产中选用的烧结料实际水分较适宜水分约低1%。

        

3、对烧结矿质量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3.1工艺参数

n 燃烧粒度－过大过小都与烧结不利

粒度过细时：小颗粒燃料燃烧时，一是由于烧的快，难以维持在

自身周围结成块；二是在气流作用下，会从上层吹到下层，让上

部热量不足，从而使烧结矿强度降低，成品率下降。而下部热量

过剩，红层加厚，恶化透气性，也易使炉篦粘料。

粒度过大时：一是使使燃料分布不均匀，大颗粒燃料周围熔化得

很厉害，而离燃料颗粒较远的物料则不能很好地烧结。同样用量

时，料层中碳的分布点少；二是布料时粒度易于偏析，集中在料

层下部，也使燃烧带变厚，料层透气性变差，产质量下降。

 

3、对烧结矿质量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一般适宜粒度：－3mm≥80%，小于1mm含量<35%；精矿粉

烧结小于3mm含量应适当增加。



3.1工艺参数

n 燃烧配比

     最适宜的燃料用量应保证所获得的烧结矿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良好

的还原性。对于不同的原料最适宜的燃料用量由试验确定。

燃料配比过小：达不到必要的烧结温度，导致烧结矿液相量不足

，烧结强度下降，返矿率增加。

燃料配比过大：使燃烧带变宽，恶化透气性，于烧结过程不太有

利；易使烧结矿呈大孔薄壁结构，大量橄榄石形成，强度和还原

性能变差，FeO升高。

3、对烧结矿质量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l一般配用赤铁矿粉燃料配比相对高一些，4.5%左右；

l配用磁铁矿粉，燃烧配比可以适当减少。

l菱铁矿、褐铁矿－般要求更高的燃料用量。



n 生石灰粒度及消化：粒度太粗，不容易消化，会残留在烧结矿中。

烧结矿中游离的CaO对烧结矿质量影响较大，在空气中受潮后，CaO

矿物吸水会迅速膨胀，使烧结矿不攻自破，发生粉化。粒度太细易

喷仓，影响配用量控制，更有甚者，会造成压皮带等安全隐患。

n 控制点火温度和点火强度－对于表面质量强化有好处。

n 控制冷却速度

     料面喷吹天然气、热风烧结、烟气循环烧结等有助于延缓冷却速

度；环冷却机上进行梯度冷却，有助于减少玻璃体产生和减轻热应

力，避免裂纹产生。使得强度、成品率提高，也有助于软化温度的

提高。

     

3、对烧结矿质量影响的关键工艺因素及强化

3.2 其它因素



n 对水分分散的影响

取样位置 圆筒混合/% 强力混合/%

上层

X-1 8.86 10.25
X-2 9.31 10.29
X-3 8.95 10.29
X-4 8.82 10.24
X-5 9.21 10.34
X-6 8.75 10.29
X-7 9.07 10.13
X-8 8.81 10.39
X-9 8.84 10.28

下层

X-10 8.87 10.24
X-11 9 10.49
X-12 9.01 10.42
X-13 8.7 10.36
X-14 9.13 10.2
X-15 9.29 10.27
X-16 8.97 10.48
X-17 9.02 10.52
X-18 9.01 10.51

整体平均值 8.98 10.33

　标准差 0.17 0.11

　离散系数 0.019 0.011

提高质量措施-强力混合在烧结中的应用研究



n 对生石灰分散的影响

强混前 强混后

取样位置
CaO含量/%

圆筒混合 强力混合

上层

X-2 9.70 9.61

X-4 8.61 9.20

X-6 10.42 9.26

X-8 9.63 9.17

X-9 10.22 9.42

下层

X-11 9.54 9.53

X-13 9.56 9.05

X-15 10.55 8.59

X-17 8.56 8.54

X-18 10.09 9.59

平均值 9.69 9.20

标准差 0.65 0.36

离散系数 0.067 0.039



粒度组成/% +3mm
含量
/%

平均
粒度
/mm

透
气
性
/Pa

+8
mm

5-8
mm

3-5
mm

1-3
mm

0.5-1
mm

-0.5
mm

圆筒 6.30 30.33 46.28 16.08 1.01 0.00 82.91 4.66 820

强力混合 8.93 27.96 54.27 8.84 0.00 0.00 91.16 4.88 670

n 对制粒效果的影响

强
混

条件
粒度组成/% 脱 粉

率
/%

平 均
粒 度
/mm+8mm 5-8mm 3-5mm 1-3mm 0.5-

1mm -0.5mm

否

- 6.30 30.33 46.28 16.08 1.01 0.00 - 4.66

落下三次后 5.99 31.70 45.27 12.15 4.09 0.79 3.87 4.63

干燥后 5.47 28.75 35.10 10.33 13.60 6.75 19.34 4.05

是

- 8.93 27.96 54.27 8.84 0.00 0.00 - 4.88

落下三次后 7.95 27.30 53.73 8.17 2.75 0.10 2.85 4.74

干燥后 7.10 26.20 51.63 7.15 7.15 0.77 7.92 4.54



提高质量措施-改善料层透气性试验研究

u 返矿后加

Ø 为了避免返矿对制粒的影响，一是影响混合料水分的稳定，二是对制
粒球的破坏作用，日本进行了返矿后加的技术研究，并应用于现场，取
得 了较好的效果。
Ø分配用进口粉和不配进口粉两种方案进行了返矿后加试验，后加的返
矿在制粒最后1分钟加入。

序号
配料比，% 技术经济指标

精矿B 巴混 精矿A 综合 后配高返 利用系数 TI 成品率 MS

1 37 15 43 5 0 1.554 68.34 82.44 18.63 

2 37 15 43 5 50% 1.575 69.34 84.35 19.78 

3 37 15 43 5 100% 1.586 67.34 83.25 19.39 

4 45 　 49 6 0% 1.496 67.33 83.7 18.83 

5 45 　 49 6 50% 1.353 65.67 77.35 17.39

6 45 　 49 6 100% 1.473 66.34 82.97 1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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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有15%进口粉时，50%高返用于后加，对于产、质量指标改善都有好处。

配进口粉

全精粉

43



n 一烧烧结栏板由700mm提高到830mm，二烧本月已完成除档板加高

以外的全部施工内容，计划下个月档板提高到850mm.
n 对点火炉、铺底料系统、布料系统相应进行了改造。

n 混合料水分 、配碳进行优化调整，烧结负压<15kpa。
n 取得效果：固体燃料消耗降低2-3kg/t，烧结日产量增加1000吨，烧结

返矿降低2%。

提高质量措施-提高烧结料层厚度

较好的透气性
良好的密封，漏风率低



n 将环冷机低温段烟气引到烧结机上，烟气温度为150-200度。

n 烧结矿成品率增加1个百分点，固体燃料消耗降低。

n 存在问题：罩内氧含量低，影响烧结速度。

n 应对措施 ：进行富氧烧结技术应用研究，计划下半年9月份投入使用

。

提高质量措施-热风烧结技术

烧结矿产、质量提升并满
足环保无组织排放要求



n 燃料破碎实现间隙自动控制。

n 混料加水自动控制。

n 生石灰采用差动卸灰阀，防止喷灰产生，保证碱度稳定率。

n 松料器的使用，与布料合理匹配，机尾红层同步。

n 设置混合料成分自动在线监测，为提前进行调整提供条件。

其它有效措施

满足质量提升要求



5、小结

      烧结矿质量控制的主要措施包括：  
         
l 原料成分及成分稳定性，有害元素少、含量低。

l 配矿结构的优化－化学成分适宜，利于制粒，高温性能互补。

l 强化混匀、造堆作用，降低 б值。

l 配料准确性控制。

l 强化混匀、制粒效果－强力混合技术、三段混料。水分在线监测、自
动加水控制。

l 布料合理偏析。

l 改善透气性－松料器、燃料配比及粒度合理控制、水分 
l 提高整体系统稳定性。

l 改善密封效果，减少漏风。

l 新技术应用－热风富氧技术、料面喷吹气体、厚料层烧结技术等。



谢谢各位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