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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ª42m 沉降槽稳定运行的几个因素
皮国民
( 南方冶金学院职业技术学院南昌校区,

摘

江西 南昌 330013)

要: 论述了矿物特征、石灰用量、溶出效果、稀释浓度、除砂、温度、絮凝剂质量和添加量等是影响 ª42m 沉降槽

稳定运行的主要因素, 并提出相对应的措施。

关键词: 沉降槽; 絮凝剂; 沉降速度
中图分类号: TD926. 2 + 1

文献标识码 : B
泥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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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石灰添加量对沉降性能的影响。适当添加石

铝土矿用碱溶后得出的矿浆由铝酸钠溶液和赤

灰使溶出速度加快, 提高氧化铝溶出率, 还可降低赤
泥中碱含量, 但添加过量反而造成 Al2O 3 溶出率下

泥组成, 必须将二者分离, 以获得符合晶种分解要求

降, 增加赤泥量。针铁矿型铝土矿加入 CaO 还会生

的纯净溶液。分离后的赤泥要经过洗涤, 尽可能减

成赤铁矿泥渣, 石灰还可使方钠石转变为钙霞石, 并

少以附液形式损失于赤泥中的 Na O 和 Al O 。因
此, 赤泥沉降分离、
洗涤是氧化铝生产中必需的工艺

减小了赤泥比表面, 石灰可以吸附一些有机物, 主要
是草酸盐, 因而使赤泥沉降性能有较明显的改善。

过程。沉降槽能否稳定运行直接关系到拜尔法的正

需要指出的是严禁使用没烧透的石灰石, 因为石灰

常生产, 影响沉降槽稳定运行的因素有很多。笔者
收集山西铝厂 ª42m 沉降槽多年的部分生产实践数

石会严重影响赤泥沉降性能。生产中石灰加入量要
根据反应条件、矿石中针铁矿含量、矿物中 TiO2 含

据, 论述影响 ª42m 沉降槽稳定运行的几个关键因

量、
石灰活性、碱耗等因素考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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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对于拜尔法生产具有实际意义。

1

矿物特性及石灰用量对沉降性能
的影响

2

溶出效果对沉降性能的影响
溶出效果的好坏是影响沉降槽稳定运行的关键

( 1) 生产实践证明, 铝土矿物组成和化学成分是

因素, 影响溶出效果的因素很多, 如合格矿浆、溶出
温度、反应时间、搅拌强度、满罐率等都能影响溶出

影响赤泥浆液沉降、压缩性能的主要因素。铝土矿

效果。效果好时, 产生赤泥量少, 赤泥沉降压缩性能

中, 常见黄铁矿、
针铁矿、
高岭石、
金红石等矿物生成

好, 就为沉降槽稳定运行创造了条件, 否则溶出效

的赤泥, 这些矿物具有亲水性, 能降低赤泥沉降速
度。其中, 高岭石在溶出过程中生成亲水性很强的

果不好时, 铝土矿没有充分反应, 赤泥沉降性能差,
严重时沉降速度几乎没有, 导致沉降槽跑浑。山西

含水铝硅酸钠沉淀, 不利于沉降。当原矿中 SiO 2 含

铝厂 1997 年 6 月中旬至 6 月底, 就是溶出效果差、

量高于 10% 时, 赤泥的沉降性能和压缩性能都很

溶出率低、赤泥量大、赤泥沉降性能差, 导致沉降槽

差。石英对赤泥沉降速度的影响比高岭石小。矿物
中的有机物多, 赤泥浆液粘度越大, 赤泥沉降速度越

半个月运行不稳定。1997 年至 1998 年 4 月溶出矿浆
月平均 Na 2OT 浓度 272. 2 g / L, Al 2O3 浓度 267. 9g / L,

慢, 而赤泥矿、
菱铁矿、磁铁矿、
锐钛矿等则有利于赤

Na 2Ok 浓度 244. 4g/ L, 固体含量 113g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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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结果表明: 溶出效果好时, Al 2O3 浓度均在 250 g/ L
以上, 固体含量较低( 为 110g / L 以下) ,

Ak 较低( 为

23

影响赤泥过滤机的正常运行, 生产中发现, 大量的砂
子对底流泵、饲料泵、滤饼泵、赤泥泵的过流件磨损

1. 47~ 1. 52) 。
总之, 配料后溶出效果好坏是影响沉降槽能否

加快, 并影响这些设备的检修周期。所以, 除去进入

稳定运行的首要因素。

能力的有效措施。
生产上采用水力旋流器和分级机把粗砂除去,

3

沉降槽的粗砂是改善沉降槽的运行条件和提高生产

稀释浓度对沉降性能的影响

效果明显。

山西铝厂溶出后矿浆 Al 2O3 浓度一般都在 250

5

g/ L 以上, 固体含量在 110g/ L 左右, 这种浓赤泥浆液
粘度大, 直接分离非常困难, 实际上是不能进行的。
稀释的结果, 使溶液浓度降到中等浓度, 浓度降低,
比重下降, 且赤泥溶剂化程度降低, 促进了粒子聚

温度对沉降性能的影响
铝酸钠溶液的粘度随温度升高而减小。铝酸钠

溶液粘度的对数与绝对温度的倒数呈直线关系, 即
l g G= f ( 1/ T) 为直线关系 112, 见图2。

结。因而, 赤泥沉降速度增加, 分离洗涤效率提高, 图
1 为 30e 下溶液浓度与粘度的关系的变化曲线 112。
由图 1 可见, 铝酸钠溶液粘度与浓度关系很大。

图1

30e 下铝酸钠溶液浓度与粘度的关系

为了减少蒸发负担, 精液 Al 2O3 浓度应控制在
170g / L 左右, 稀释 Al 2O3 浓度要控制在 175g/ L 左
右。生产实践证明, 浓度越高, 沉降速度越低, 当
Al 2O3浓度高于200g/ L 时, 沉降速度在0. 3~ 0. 4m/ h,
对沉降槽操 作极为不 利。稀释 浓度控制 在 160~
180g / L 为宜。

4

除砂对沉降槽的影响
赤泥中大于 150Lm 的大颗粒往往称之为砂。由

于赤泥在沉降槽中的沉降过程属于重力沉降, 沉降

图2

NaOH 浓度为 125g/ L 的铝酸钠溶液
lg G= f ( 1/ T) 关系

1. 溶液 Al 2O3 浓度 100g /L; 2. 溶液 Al2O3 浓度 75g /L; 3. 溶液
Al 2O3 浓度 50g / L; 4. 溶液 Al 2O3 浓度 25g/ L

赤泥沉降过程是液固分离过程, 温度越高, 粘度
越小, 赤泥沉降速度越快。另外, 温度高, 溶液越稳
定, 氧化铝水解损失少, 所以保证沉降槽温度至关重
要。生产实践上, 要求分离温度不低于 95 e , 洗涤温
度不低于 90 e 。
溶 出 开车 运转 期间 , 分 离 温度 都 能保 证在
100 e 左右, 可满足工艺要求。但溶出停车期间, 分离

的速度与赤泥粒径的平方成正比, 沉降槽运行过程,
大粒砂子不仅沉降速度快而在槽底沉积, 增大沉降

槽温度会很快降低。生产中发现: 分离槽温度一旦

槽负荷, 影响沉降槽稳定运行, 而且增大沉降槽进料

低于 90 e , 粗液送往叶滤, 叶滤机布会很快结硬, 影
响生产。目前, 采取措施是溶出停车, 尽快把粗液送

固体含量和总泥量, 影响沉降槽的生产能力。此外,
大量粗砂很容易在赤泥过滤机半月槽中形成沉淀,

走, 把分离槽液位降到最低, 溶出出料后, 把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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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槽, 利用溶出来料把分离温度提到 95e 以上,

配制时可以迅速整袋倒入, 而不会生成/ 鱼眼0。

再给叶滤送料, 这种方法切实可行。

对絮凝剂加入量原则上在保证赤泥沉降速度和
澄清度前提下要尽量少加。若加量过大会增大溶液

絮凝剂质量和添加量对沉降性能
的影响

中有机含量, 溶液粘度增大, 反而影响赤泥沉降和压

赤泥沉降过程中添加絮凝剂是目前工业上普遍

降速度减小, 再则在赤泥浆中存在时间长, 还会引起

采用的且行之有效的加速赤泥沉降的办法。在絮凝

赤泥变性。另外, 在分离槽中加入量过大, 絮凝剂随

剂作用下, 处于分散状态的小赤泥颗粒互相联合成
团, 粒度增大, 使沉降速度大大增加。对于高分子絮

粗液带入叶滤机, 在叶滤机布上形成一层粘膜, 严重
影响叶滤机处理量, 同时加入量大, 还会影响精种分

凝剂作用机理, 一般认为絮凝剂的作用可划分为吸

解。生产上采用有效对策是在粗液中加入石灰乳,

附和絮凝两个阶段。絮凝剂吸附于固体粒子表面是

效果明显。

絮凝剂作用的必要条件和关键, 但吸附并不一定都
能导致有效的絮凝作用, 只是在固体粒子表面吸附

生产上, 絮凝剂加入量不够是引起沉降槽跑浑
的主要原因, 也是最常见的事故, 这种事故特点是发

了某种适宜数量的絮凝剂时, 才能进行有效的絮凝。

生得快, 处理得也快。目前, 随着溶出进料量不断增

因此, 絮凝剂质量和添加量一定要满足工艺要求。
山西铝厂 ª42m 沉降槽, 在 1997 年曾用过常见

大, 生产上为解决絮凝剂加入量不够问题, 往往增大
了絮凝剂配制浓度。生产需要注意的另一方面是絮

的 4 种絮凝剂: 天然絮凝剂 ( 麦麸) 、英国絮凝剂

凝剂配制, 必须注意两点: 一是用水一定要清洁, 不

ALCLAR600、河南韦辉絮凝剂 PAS- 1、山西铝厂的

要带料; 另一方面, 边配边用。

PPR- Na1000( 胶体) 。
下面就以上述 4 种絮凝剂在 ª42m 沉降槽使用

总之, 絮凝剂质量和添加量, 是影响沉降槽稳定
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6

缩性能, 甚至还会形成稳定性高、密度小的絮凝团,
不但自身不易沉降, 而且增大赤泥粒子沉降阻力, 沉

情况作比较。
( 1) 天然絮凝剂即麦麸, 由于它对细小颗粒沉降
起较大作用, 现只用在分离槽上, 用量没有固定数
量, 视分离槽状况适时调整, 一般配制浓度在0. 01%

7

工艺管理
对沉降工艺来说关键在于操作, 要根据各项指

~ 0. 02% , 由于可以边配制边加入, 在分离槽出现跑

标进行调整, 并注意以下几点。

浑时, 可以加大量, 短时间内即可见效( 针对因絮凝
剂加入量小而引起的跑浑) 。

( 1) 溶出进料量时要维持各分离槽进料相等均
衡。由于分离槽进料量是靠分料箱上的塞子开动调

( 2) 英国的 ALCLAR600, 其分离、洗涤均可用, 配

整的, 稀释后泵开动不一样, 会引起分离进料量变

制浓度一般在 0. 025% , 最大优点是澄清度好、溶解
时间短、搅拌 1h 即可, 沉降速度一般为 0. 5~ 1. 0

化, 通过塞子力争进料平衡。
生产中发现, 出现进料
不均衡, 进料多的容易跑浑, 这是因为进料多的超过

m/ h, 赤泥压缩性能也较好, 半小时后液固比可达到

了分离槽产能。

2 左右, 配制时需分散加入, 防止出现/ 鱼眼0。

3

( 2) 每2h 测一次沉降速度, 如果溶出按900m / h
3

( 3) PAS- 1, 分离洗涤均可用, 配制浓度和英国
ALCLAR600 一样, 为 0. 025% , 最大优点是沉降速度

进料时, 两个分离槽每个要产粗液600m / h 左右, 分
离槽 面 积 1 380m 2, 据 此 来 料沉 降 速 度 至 少 达 到

快 , 可 以 达 到 1~ 2m/ h, 是 ALCLAR600和 PPR-

0. 44m/ h 方能保证粗液合格, 发现沉降速度不好, 要

Na1000 的 2 倍以上, 10min 液固比即可达到 2 以上,

从来料、
絮凝剂等方面寻找原因, 及时调整。
最常见

溶解也较快, 搅拌 1~ 2h 即可, 缺点是 10min 内清液
层不清, 20min 方可澄清, 配制时需要一点一点地分

的办法是加大麦麸, 调大合成絮凝剂。
( 3) 泥层调整, 每 2h 测 量一次泥层, 正常 情况

散加入, 防止出现/ 鱼眼0。

下, 分离泥层控制在2m 以下, 一洗2. 5m( 溢流有可能

( 4) PPR- Na1000分离洗涤均可使用, 配制浓度
在0. 016% ~ 0. 02% , 沉降速度慢, 一般在0. 5m/ h 左

浑浊) , 分 离可适当 拉底流, 但 分离泥 层不要超 过
2. 5m, 超过2. 5m 分离有可能造成溢流浑浊。

右, 赤泥压缩性能1h 后液固比可达到 2左右, 溶解时

( 4) 分离底流 固体含量控制在300~ 400g / L 之
间, 为了提高洗涤效率, 不要低于300g/ L, 也不要超

间长, 需搅拌4~ 5h, 配制时间长, 优点是澄清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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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450g/ L, 拉分 离底流 要兼顾 一洗 Na 2OT 浓度 , 以
60~ 80g / L 为宜, 低于60g / L, 容易造成分离积泥; 超

制在5. 0m 左右, 一方面保证溶出洗液易供应, 另一
方面, 洗涤槽溢流箱内容易积泥, 高料位可以保证周

过80g / L, 会造成一洗浓度高, 赤泥沉降性能下降。
( 5) 要力求提高末次底流固体含量, 因为只有提

边出料。

高末次固体含量, 赤泥过滤机产能提高, 沉降槽的泥
才能及时排走。

回沉降赤泥不易沉降, 尤其是碱赤泥影响更大。

( 6) 分离槽尽可能低料位控制, 一方面可以有较
大缓冲能力, 另一方面出现跑浑容易处理。
洗涤槽控

( 7) 过滤两段滤饼槽、饲料槽不要冒槽, 过滤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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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63236946

( 5) 承办单位: 神策展览服务公司。

Email: cento@ china. com, cento@ sina. com

( 6) 展览会主题: 用新技术新装备改造金属材料传统工

联系人: 王灏川先生、冯朝先生

业, 发展金属材料新产品新制品, 开拓金属材料新应用。
( 7) 展览会工作方针: 致力于提高展览会品位, 包括展

主办单位: 上海市有色金属学会
地

址: 上海市中州路 101 号

邮

览会主题品位、参展厂商品位、各种会议活动品位; 致力于提

电话/ 传真: 021- 33010632

高展览会服务质量, 包括观众听众的有效组织, 各种会务优

联系人: 张友蕙女士、姚祖敏女士

编: 200080

Email: ys jsxh@ onl ine. sh. cn

质服务; 把本会办成中国金属材料业界最具质量、最具规模
的展览盛会。

( 欢迎来电、来函索取展览会招展书及有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