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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通过对澳斯主特炉锝熔炼特点的分析和同反射炉熔炼的时比，蛄合生产实践经验，井汇总相关

资料，以FeO—Si02--CaO三元系炉渣为基础，分析归蚋了常见炉渣成分对炉渣性质和熔炼过程的影响，

为澳斯麦特妒拐熔炼过程的渣型选择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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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云锡公司成功地引进了目前世界最先迸的锡

强化熔炼技术——澳斯麦特技术，对原有的反射炉

车间进行改造，用一座澳斯麦特炉取代现有的所有

反射炉和其它锡熔炼炉。澳斯麦特炉技术的核心，

是通过特殊设计的喷枪插入熔体，将粉煤和燃烧空

气喷入熔体，在炉内形成剧烈“搅动”的熔池，是一

种典型的强化喷吹熔池熔炼技术。与传统的平静熔

池反射炉熔炼过程相比，澳斯麦特炉技术可以灵活

地改变炉内气氛、温度和在同一炉内进行多段熔

炼，更有效地实现对锡冶炼过程的控制。因此在给

渣成分带来新的要求的同时也给造渣更宽的选择

余地。本文试图通过澳斯麦特熔炼过程同反射炉熔

炼过程的对比，及对澳斯麦特技术特点的分析，结

合生产实践经验，以FeO—SiOz-CaO三元系炉渣为

基础，分析、归纳常见成分对炉渣性质和熔炼过程

的影响，为澳斯麦特炉锡熔炼过程的渣型选择提供

启示。

2锡冶炼过程的物理化学特点
2．1锡铁在渣相和金属相之间的平衡

由于锡精矿往往含有大量的铁，而铁和锡与氧

有极相近的亲合力，在熔炼过程中有相似的行为，

因此在锡冶炼过程中如何控制铁的还原，历来是锡

冶金工作者致力研究的课题。

在熔炼过程中锡和铁在金属和炉渣两相之间

[作者简舟]黄书泽(1944一)，男，教授缎高级工程师．云锯集团公

司10总工程师。

可看作形成以下平衡：

(SnO)＆+【Fe】叠_=[Sn]女a+(FeO)a (1)

在反射炉熔炼过程中，由于反应在一个完全平

静的熔池中进行，特别在后期升温渣锡沉降分离阶

段，炉渣和金属层之间宴际上达到了热力学平衡，

因此在渣和金属锡层中，铁、锡的含量完全受热力

学平衡规律的控制。在澳斯麦特炉熔炼过程中，虽

然多次放锡会破坏渣锡问的平衡，但由于熔体受到

剧烈的搅动，加速了传质过程，使新的平衡很快建

立，因此澳斯麦特熔炼过程的渣一锡层间基本上仍

然受上述热力学平衡规律的控制。反应(1)的平衡

常数为：

K=当虹里【幽L (2)
air,]‘af∞)

旦鼬=K．旦女m=K．1四：№
aM a(M) "／reO’Ⅺ∞

=K．卫丛蛔柴韭 (3)
Tr,,o·∞√M∞

⋯

式中：8MaIre]为金属层中sn和Fe的活度；
a【∞)、a(Ⅻ)为炉渣中FeO、SnO的活度；XF,O、xⅫ和

‘0∞、(Og．o分别为渣相中FeO、SnO的摩尔分数和质量

分数；M。和M。则分别为SnO和FeO的分子量。

考虑到炉渣中各成分对SnO和FeO的作用相

近，可近似认为二者的活度系数比1。～哳=1。M。=

134．7，Mm=71．8，由(2)式可得

峙警’嚣则‘88 (4)

据资料01，1 200℃时1／K=O．0133；若限定粗锡

含Fe为一定值，如[FeJ_O．62％时，这时的8目／aIg。l=
9．34，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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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0．23×(FeO)(1 200℃) (5) 两段熔炼方法有效地控制了铁的还原，可得到

即在平衡，Ni}tT，当粗锡含铁量保持一定时， 高质量的粗锡。

炉渣SnO含量々炉渣中FeO的含量成正比。也就是 3．2容易形成泡沫淹

说．高铁精矿反射炉熔炼过程中，为得到高品质的 泡沫渣是沉没喷枪喷吹熔池熔炼过程的特有

粗锡，必须保持较高的渣含锡；即为得到含铁较低 现象，由于炉内条件的突然变化，渣池内骤生的气

的金属锡产品，要么严格控制精矿中的含铁量，要 体不能及时冲破炉渣的表面而形成气泡，造成炉渣

么把渣中的锡含量控制在较高的水平(10％以上)， 体积急剧膨胀，它不但能迅速占据炉子的整个体

这也是为什么反射炉熔炼必须对渣进行专门处理 积，甚至大量的高温炉渣会从炉顶的各个开口冒

的／g,N。 出，是一种极危险的破坏性事故。泡沫渣的产生必

澳斯麦特熔炼仍然受热力学平衡规律控制，也 须具备两个条件：

遵循这一规律。 (1)有大量气体产生。在操作过程中，由于燃

2．2锡铁在金属相和渣相之闻的分配系数K 料与空气比例不当，或还原煤的供给被意外停止，

锡冶炼过程中常用经验型的分配系数Ko来判 造成渣池过氧化，使炉渣中发生了如下反应，生成

断锡铁的还原程度，用以控制粗锡的质量。 大量的具有较高氧势的Fe，0。：

K：监。垫 (6)
3FeO+l／20fFe灿 (7)

。H’叶m，
、’

这时如果突然加入大量还原剂；或是在炉内形

式中：“孙“州和“㈨、03'(n)分别为金属相中和渣相 成具有不定氧势的非匀质熔池，这些层面被突然混

中的Sn、Fe质量分数。 合(如喷枪向深处浸没)时，发生如下剧烈的反应，

有人通过实验证实巴当K=300时能得到含铁最 产生大量的CO、C02气体：

低的高质量锡；当K=50时得到的金属成分接近于 Fe：,O,。+C=3FeO+CO t (8)

Fe—Sn二元系相图混溶区(～20％Fe)的偏晶成分硬 2Fe304+C=6FeO+COz t (9)

头。 (2)炉渣粘度和表面张力较大。由于渣中大量

澳斯麦特公司在其工艺设计中推荐的K值，精 Fe304的生成或其它原因使炉渣的粘度和表面张力

矿熔炼阶段为300．渣还原阶段为125。 增大，致使上述反应产生的气体无法冲破炉渣表面

3 澳斯麦特炉炼锡过程的特点塞时翟泡沫。
3．1炼锡过程分两段进行

澳斯麦特沉没喷枪喷吹熔池熔炼技术的本质
澳斯麦特技术通过喷枪鼓入粉煤和燃烧空气，

决定了它有如下特点：
形成剧烈搅动的熔池，这不但极大地改善了反应的

(1)粉煤中几乎所有的灰份全部进入熔池。云
传热、传质过程，加速了各类还原反应和造渣反应

锡使用的燃煤灰份高达20％以上，而灰份中含有相

堂速度，造就了．极高的熔炼强度，而且可以通过控 当量的SiO：、A120，和CaO、Fe：O，等脉石氧化物(见
制喷枪中的风煤比，灵活地控制炉内气氛，或通过

表1)，使之成为影响渣化学的重要因素；
及时排放生成的金属锡对炉渣进行单独处理实现

(2)熔池的剧烈搅拌增大了炉渣层和金属相与
分段熔炼。云锡的澳斯麦特炉炼锡过程分两阶段进

炉气的接触，强化了金属锡氧化生成SnO进入炉渣
行：

以及炉渣中SnO挥发的动力学条件，加大了锡化合
(1)精矿熔炼阶段。该阶段主要对精矿进行还

物挥发的可能性，增大了烟尘产出率；
原熔炼，为得到高品质的粗锡·渣含锡保持在15％

(3)搅拌的高温熔池加大了对炉体耐火材料的

左右，并在6“的熔炼萼警中分3次放出生成的锡。 冲刷。除冲刷之外，炉渣的酸碱性对耐火材料的化

一(2：掌薹矍苎壁。耋箩孽阶曼兰苎，苎里一次苎 学腐蚀的强弱也成为影响耐火材料寿命非常重要
锡后，适当提高温度，单独加入还原煤，对渣进行深 。。。；

垦兰譬：掌箩!竺妻{5兰I堂犁：置左妻眵，结束孥 (4)在熔池剧烈翻腾的情况下，为保证渣中锡

登苎兰篓苎，、该阶段生成的锡铁合金则留在炉内参 颗粒晶凝聚和渣磊分离，对炉渣的表；簇力磊毒委
勺r阶段厦垭。

提出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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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粉煤的成分 ％

SiO：

(5)为使喷枪不过快受损和保护耐火材料，希

望炉渣有较好的附壁挂渣性能。

4炉渣主要成分的作用和影响
锡精矿还原熔炼炉渣基本上是FeO和CaO的

硅酸盐，并含有数量不定的其它碱性氧化物如

MgO、ZnO，以及中性氧化物Al如，等，锡渣自然还含

有不少的SnO。其中SiO：、FdO和CaO的含量之和

约占炉渣重量的80％-90％。因此通常把炼锡渣看

作为SiOz--CaO—FeO三元系炉渣。

4．1 Si02的作用和影响

由于si吼是酸性氧化物，在熔炼过程中几乎能

与锡精矿中所有的碱性脉石氧化物(CaO、FeO、Mgo

等)生成低熔点的硅酸盐，并能有效降低炉渣的比

重，有利于金属层与炉渣层的分离，因此SiO。是金

属熔炼过程最重要的熔剂。

si02在高温下与Fe0形成铁橄榄石2FeO·

si02。si02一C．O(MgO)-FeO系中FeO的活度明显随

SiO：量的增大而减tb(图1)，这在锡熔炼过程中降低

了FeO被还原的倾向，有利于提高粗锡的质量。

由于si02是一种酸性氧化物，增大si02的量会

使炉渣粘度(见图2)变大和增大渣景，增加随渣带走

的锡量，同时过量SiO：的存在会加大对诸如镁铬砖

之类的碱性耐火材料的化学腐蚀。显然过量的SiO：

对熔炼过程是不利的。

⋯．◆70
30

(+MgO)x(c**ol+M㈣m

图1 Si02-CaO(MgO)一FeO系中FeO的括度

Ⅵm膈 ca0’2Fc0

图2 FeO—CaO～Si02系熔体1573 K时
的等粘度线(单位Pa-s)

但同时SiOz也使SnO的活度下降，这是因为

SnO溶于炉渣后生成锡的硅酸盐：

SnO+SiOFSnSi03

AGqJ=-59078．57+34．88 T (10)

这有利于在熔炼阶段渣中锡含量较高情况下

抑制SnO的挥发，但从上述反应标准自由能可知。

SiO：与SnO生成硅酸盐的可能性随温度的升高而

降低，因此过高的熔炼温度将对SnO的挥发起双重

影响。

此外，如图3所示，在FeO—CaO—Si02三元系炉

渣中，在一定的FeO含量的情况下，SiO：有利于炉渣

表面张力的降低。

IJActO／％

图3 SiOz-CaO(MgO)一FeO三元系
】623 K时的表面张力(单位kN·m。)

4．2 FeO的作用和影响

由于锡精矿中Fe通常以Fe：O，的形态存在，在

熔炼过程中Fe20，不直接进人炉渣，而是先被还原

成啪后才进入炉渣。FeO可使炉渣的粘度变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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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动性变好，熔点下降，但会使炉渣的比重
和炉渣量增大。

此外，炉渣中FeO量的增大会增大Fe被还原

的可能性，尽管在澳斯麦特熔炼过程中可以通过两

段熔炼的方法控制Fe的还原，但控制炉渣中的F。

量也是必要的，可以根据上述分配系数的概念对两

阶段的渣含铁量作如下估算：

设熔炼阶段K=300，t-OIhF90％，tolr,l=0．5％一1％，

∞。。，=15％，则可算出允许渣的铁含量为：

(1)(k)*#=K‘∞嘲。(1)(‰舳嘲=300×(0．5％一1％)×
15，90=25％～50％

设渣还原阶段K=125，tOm,r=4％-7％、to‰r=90％

∞。‰】_5％，同样可算出在渣还原阶段的渣铁含量为：

山tn)《m=125x(4％一7％)x5／90=27．8％一48．6％

即在熔炼阶段，当粗锡品位为90％、粗锡含铁

控制在0．5％～1％、渣含锡保持在15％时，渣中含铁

可允许在25％-50％之内；而在渣还原阶段，渣含锡

保持在5％，粗锡含锡含铁分别在4％-7％时，允许

渣含铁在27．8％48．6％。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澳斯麦特炉两个熔炼阶段

允许有较高的渣含铁量。

研究证明[41，炉渣中FeO量的增大，会使SnO的

活度系数明显变小，尽管这不利于降低渣含锡．但

有利于抑制渣中SnO的挥发，而后者似乎对澳斯麦

特过程更重要。

4．3 AlaO，的作用和影响

A120，是一种高熔点的化合物，它能与CaO和

Si02生成一系列稳定化合物5CaO·3A1203、CaO·

A1203、CaO-2A120,、CaO·A1203·2Si02、2CaO·A1203·

Si02和不稳定化合物3CaO·A1203、CaO·6A120，、

3A120，·2SiOz，这些化合物都有较高的熔点。不过一

般认为Al舰在炉渣中的量不超过12％时，不会对
冶炼过程产出明显的影响，如继续增多会提高炉渣

的熔点m。

4．4 SnO的作用和影响

实践证明SnO对炉渣而言是一种良好的熔剂，

能明显降低炉渣的熔点。如上所述，保持炉渣高浓

度的SnO有利于得到高品质的粗锡，澳斯麦特技术

正是通过两段熔炼，在熔炼阶段保持炉渣中较高的

SnO含量从而得到高品质的粗锡。但是，同时渣中

SnO的提高也提高了SnO的活度，而SnO是挥发性

很强的物质，其活度的提高必然增大它从炉渣中的

挥发量。因此，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渣含

锡浓度对澳斯麦特炉熔炼是很重要的课题。

4．5 MgO的作用和影响

从CaO—Mgo—SiO：系状态图可知，Mgo与CaO

和si02能生成一系列如镁橄榄石2Mgo·SiOz之类

熔点非常高的化合物，它会使炉渣的熔点升高、粘

度变大，因此，Mgo作为炉渣成分是不希望的。但

是，由于耐火材料使用了镁铬砖，在许多因素的作

用下必然有一部分Mgo进入炉渣。不过，生产实践

表明，当渣中Mgo含量在2％一3％时，没有对炉渣性

质产生明显影响。

4．6 ZnO的作用和影响

云锡锡精矿中含有一定量的Zn，在澳斯麦特炉

熔炼过程中，由于在熔池表面形成比反射炉熔炼过

程更强的还原性气氛和强烈的搅动，更有利于Zn

的挥发。根据生产数据估算，约有80％一85％的Zn

挥发并在烟气中再氧化成ZnO并富集于烟尘，仅有

10％-15％的Zn以ZnO的形态进入炉渣。按现有工

艺，大部分zn随烟尘直接返回熔炼，从而使人炉物

料中Zn量有逐渐积累上升的趋势。

ZnO对炉渣性质的影响，如同在铅冶炼中能看

到的那样，ZnO在渣中的溶解度与渣中铁的含量有

关(见表2)，炉渣中Fe的含量越大，在其他条件相

同时．能溶解的ZnO越多[61。

表2铅熔炼炉渣的成分与
其中氧化锌含量的关系 ％

ZnO在渣中的作用类似于A120，，在总量不大的

情况下，不会对炉渣产生明显的影响，相反少量ZnO

的存在有降低炉渣粘度的倾向[71。但ZnO毕竟是一

种熔点很高的物质，大量ZnO存在会使炉渣牯度急

剧上升，因此炉渣中大量ZnO存在显然是不适宜

的。根据表2铅熔炼炉渣中ZnO含量与FeO含量关

系的推测：在目前云锡锡精矿熔炼条件下，炉渣中

ZnO的含量低于5％时，不会对熔炼过程产生明显

的影响。
4．7 CaO的作用和影响

CaO是比FeO和SnO碱性更强的化合物，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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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能与SiO：生成一系列更稳定的化合物，在炉渣 制了Fe的还原，因而可以采用高铁质炉渣，这有利

中起．种把Fe0或s。O从它们的硅酸盐中置换出 于减少熔剂的加入量和渣量，有利于抑制炉渣中

来的作用。因此CaO能提高渣中SnO和FeO活度， SnO的挥发，有利于ZnO的溶解，但总含Fe量不应

从而起到降低渣含锡的作用。但根据拉乌尔定律： 大于50％+；

P自0：f”∞·a∽ (10)

式中：P。、P。和a。分别为SnO的蒸气压、纯SnO

的蒸气压和SnO的活度。

SnO活度的提高增大了炉渣中SnO挥发的可

能性，特别对于熔池剧烈搅动和第一阶段保持较高

渣含锡的澳斯麦特过程将增大锡的挥发，增大烟尘

量．降低直收率，这显然是不利的。同时澳斯麦特技

术町通过单独渣还原过程，以足够的还原强度把渣

含锡降低到足够低的水平，没有必要通过添加CaO

来降低渣含锡。此外CaO提高FeO的活度不利于抑

制Fe的还原。另外，图3也表明，当炉渣中FeO含量

一定的情况下，CaO的加入将提高体系的表面张力。

因此在澳斯麦特炉熔炼过程中不应过多地加入

CaO。

(2)在澳斯麦特熔炼过程中，由粉煤和其它炉

料带人的CaO量已足以满足取得良好渣型的需要，

过多加入CaO是不必要的；

(3)在渣中保持一定量的SiO：对降低渣的熔

点提高渣的高温流动性、抑制Fe的还原、降低炉渣

密度和表面张力、提高渣的附壁挂渣能力等均起良

好的作用，但过量的SiO：的存在会增大炉渣粘度和

加大渣的酸度。si02的量以保持硅酸度在1—1．2为

宜：

(4)少量ZnO、MgO、A120，等高熔点化合物的

存在，不会对炉渣性质产生明显影响，但达到一定

量时会使炉渣的熔点和粘度急剧上升。

{编委注：作者认为镍精矿熔炼时，曾出现过清古Fe 47％，因此

50％也r玎以操作。但云锅为了采用澳斯麦特方j击，增建了磁选除铁

的炼前处理的工艺．使镐精矿含Fe降至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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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锌产量约为204万t

据海外媒体报道，业内分析师表示，中国2003

年锌产量将总计为204万t，较去年产量有所下降。

去年，中国锌产量总计为208万t。

分析师称，目前全球锌价仍显疲软，锌精矿供给

吃紧可能导致产量减少。自去年以来，锌价表现持

续疲软。今年3月．伦敦金属交易所3月锌价维持

在810美元^左右．较2001年7月份900美元／t大

幅下跌。

在目前形势下，中国一些锌生产商维持产量目

标不变，另一些生产商计划下调产量。据称，中国第

二大锌生产商——柳州锌业公司计划在4月份启

动扩建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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