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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石英微波催化除铁增白工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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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我国浏阳粉石英矿为原料 ,在酸性条件下用液相微波催化反应 , 漂白除杂 ,最终得到高纯高白度

硅微粉。研究结果表明 ,在最佳条件(矿浆浓度为 25%,矿浆 pH值为 3.0, 保险粉用量为 1.5%, 微波处理 15

min, 微波处理功率为 800 W)下 , 不仅加快了反应速率 , 比常规酸化漂白时间缩短了一半多 ,同时除铁率可达

91.8%, 白度可达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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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Iron-removingandBleachingofTripolibyMicrowaveCatalysis

GEHe-song, LIZhou, LIHao, et.al
(JinmaSilicaIndustryCo., Ltd, Liuyang, Hu'nan410300, China)

Abstract:TakingtripolifromLiuyangofHu'nanprovinceasasample, highpurityandwhitesilica
powerwasobtainedusingbleachingandremovingimpuritiesbymicrowaveliquidphasecatalysisin
theacidicmedium.Theresultsshowedthattheoptimalconditionswasthepulpdensityof25%,
pH3.0, vatpowderdosageasmuchas1.5% andmicrowavepower800 W with15 min.This
processcouldacceleratethereactionrateandthebleachingtimewereshortenedbymorehalfcom-
paringwithroutineacidification.Theiron-removingrateoftheproductreached91.8% andthe
whitenessindexreached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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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阳粉石英是由天然石英经过自然界长期风化

形成粉末微结晶硅质岩 ,它具有自然粒度细 、晶内无

缺陷 、化学纯度高 、无离子性杂质以及加工较简单和

工业用途广泛等特点 ,被广泛用于涂料 、磨料 、玻璃

和玻纤 、陶瓷 、耐火材料 、建筑材料 、塑料 、橡胶以及

电子原件等工业中。但原料氧化铁含量较高和白度

较低限制了其在电子电工等工业领域的应用。

目前主要是用酸浸的方法降低粉石英中铁杂质

的含量 ,而酸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处理时间较长 ,

同时铁杂质含量降到一定程度也不容易降得更低 。

通过对微波催化除铁增白研究 ,表明微波可以有效

地 “打开”石英矿物中含铁的包裹体 ,加快含铁杂质

矿物的去除 ,提高漂白效果 ,促进高纯高白硅微粉的

生产 ,同时为微波技术在高纯高白硅微粉生产中的

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1]
。

本研究通过改变影响漂白除杂效果的试验条

件 ,探讨微波催化法除铁 、提高粉石英白度。

1　试验内容

1.1　试验原料及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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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原料成分

原料来自浏阳粉石英矿 ,蓝光白度 70.2%, SiO2

含量为 98%以上 。其次有少量高岭石等粘土矿物

及微量褐铁矿 、赤铁矿 、黄铁矿等铁矿物和钛矿物。

矿石中铁主要以褐铁矿的形式存在 ,分布极不

均匀 ,粒度变化较大 ,粗者大于 2.0mm,细小者小于

0.05mm。由于风化作用和淋滤作用的影响 ,通常

铁质自褐铁矿开始向外沿石英表面及裂隙扩散 ,被

铁质污染的部位大多为不规则状的红褐色或黄褐色

斑块 ,极大地影响了矿物的白度 。

矿石的化学成分见表 1。将原矿分别细磨到

1 250目 、2 500目 、5 000目 ,备用 。

表 1　原料的化学成分(%)

成分 SiO2 Al2O3 Fe2O3 TiO2 CaO MgO K2ONa2OC

含量 98.86 0.82 0.17 0.016 0.035 0.018 0.06 0.02 0.11

1.1.2　仪器

TD5B台式大容量离心机 , DN-B白度仪 ,家用

微波炉(功率可调), JJ-1精密电动搅拌器 , 101-

1A型电热鼓风恒温干燥箱 。

1.2　试验原理

微波是指波长从 1 mm到 1m、频率在 300MHz

～ 300 GHz范围的电磁波 ,微波的致热效应导致它

能加快化学反应速率
[ 2]
。微波利用材料在电磁场

中的介质损耗而产生热量 ,由于石英和含铁杂质矿

物具有不同的介电损耗因子从而造成在微波场中它

们的升温速率各异 ,这就会在它们之间的界面上产

生裂缝 ,从而促使石英中的包裹体开裂 ,使含铁杂质

矿物能有效地解离 、暴露出来 ,进而与还原剂反应生

成 Fe
2+
,之后 Fe

2+
与草酸络合生成络合物 ,最终经

过滤 、洗涤 、烘干 ,得到产品 。

1.3　试验方法

调浆 ,加酸调节 pH值 ,加入还原剂保险粉(连

二亚硫酸钠)后在微波炉中进行催化除铁反应 ,再

加络合剂草酸络合 ,过滤 、洗涤 、烘干后得产品 ,测试

其含铁量和白度 。取制好的试样 25 g于 200 ml烧

杯中 ,放入家用微波炉里 ,用精密电动搅拌器搅拌

(搅拌器用塑料制成 ,以免带入铁),通过改变矿浆

pH值 、浓度 、还原剂用量 、微波作用时间 、微波功率 、

络合剂用量 ,探求最好的工艺条件。

2　结果与讨论

2.1　矿浆 pH值对漂白效果的影响

取 1 250目试样 ,加水调浆至浓度 25%,用稀硫

酸(20%浓度)调节矿浆 pH值 ,加入还原剂 2.5%,

微波处理 30min、功率为 800 W,探求矿浆 pH值对

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结果如图 1所示 。

图 1　矿浆 pH值对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

　　由图 1可看出 , pH值在 3.0时漂白效果最好 ,

样品白度达 86.8%。pH值过低 ,酸性太强 ,保险粉

易发生分解反应 ,影响漂白效果;pH值过高 ,被保险

粉还原的 Fe
2+
会被空气中的氧所氧化 ,生成难溶于

水的 Fe(OH)3 ,漂白效果降低 。因此 ,最佳 pH值为

3.0左右。

2.2　还原剂用量对漂白效果的影响

图 2　还原剂用量对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

　　取 1 250目试样 ,加水调浆至浓度 25%,用稀硫

酸(20%浓度)调节矿浆 pH=3.0,加入不同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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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粉 ,微波处理 30 min、功率为 800 W,探求还原

剂用量对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 。结果如图 2所示。

由图 2可以看出 ,开始加入保险粉时随着保险

粉用量增大粉石英微粉白度增加;当用量超过 1.5%

后 ,微粉白度反而下降 ,主要是因为过量的保险粉在

酸性溶液中分解 ,产生副产品 S等有色物质 ,从而影

响产品的白度。因此 ,保险粉用量以 1.5%为宜。

2.3　矿浆浓度对漂白效果的影响

取 1 250目试样 ,加水调成不同浓度的矿浆 ,用

稀硫酸(20%浓度)调节矿浆 pH=3.0,加入保险粉

1.5%,微波处理 30 min、功率为 800 W,探求矿浆浓

度对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 。结果如图 3所示。

图 3　矿浆浓度对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

　　由图 3可以看出 ,矿浆浓度在 25%时漂白效果

最好。矿浆浓度过低 ,生产率降低 ,生产成本增加;

浓度过高 ,影响矿浆的分散性 ,反应不充分 ,影响漂

白效果 。

2.4　微波催化反应时间对漂白效果的影响

取 1 250目试样 ,加水调浆至浓度 25%,用稀硫

酸(20%浓度)调节矿浆 pH=3.0 , 加入保险粉

1.5%,用功率为 800 W的微波处理一段时间 ,探求

微波催化反应时间对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 。结果如

图 4所示。

由图 4可以看出 ,微波催化反应 15 min时漂白

效果最好 ,样品白度达 88.7%。微波时间过短 ,粉

石英晶体里含铁包裹体裂解不完全 ,影响了铁矿物

的解离和还原漂白反应的进行;微波时间过长 ,空气

中的氧会使已经还原后的 Fe
2+
再氧化 ,降低了漂白

效果。

图 4　微波催化反应时间对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

2.5　微波功率对漂白效果的影响

取 1 250目试样 ,加水调浆至浓度 25%,用稀硫

酸(20%浓度 )调节矿浆 pH=3.0, 加入保险粉

1.5%,调节微波功率 ,微波处理 15min,探求微波功

率对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

图 5　微波功率对微波漂白效果的影响

　　由图 5可以看出 ,微波功率为 800 W时漂白效

果最好。随着微波功率的增大 ,样品白度增加 ,这是

因为微波功率加大有助于粉石英包裹体开裂速度 ,

含铁矿物解离和还原速度加快 。当微波功率大于

800 W后 ,继续加大微波处理功率 ,样品白度无变

化 ,此时可以判断粉石英中包裹体中的含铁杂质矿

物大部分已经暴露出来 ,被保险粉还原成 Fe
2+
而被

除去 。

通过上述试验 ,最好的微波催化除铁漂白工艺

条件是:矿浆浓度为 25%,矿浆 pH值为 3.0,保险

粉用量为 1.5%,微波处理 15min,微波处理功率为

80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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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微波催化除铁漂白工艺 ,以最佳参数组合 ,

对不同粒度的粉石英进行试验 ,结果见表 2。

表 2　不同粒度的粉石英微波催化除铁漂白试验

粒度(目) 1250 2500 5000

白度(%) 88.7 90.2 92.1

含铁量(%) 0.018 0.016 0.014

　　由表 2中数据可以得出 ,粒度越细 ,漂白除杂效

果越好 。采用最佳漂白工艺条件处理 5 000目的样

品白度已达 92.1%, 含铁量为 0.014%, 除铁率

91.8%。

2.6　微波催化法与常规方法比较

以漂白 5 000目粉石英为例 ,对微波催化法与

常规方法
[ 3]
漂白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方法漂白除杂效果比较(%)

方法
时间

(min)
白度

漂白前 漂白后 增值

含铁量

漂白前 漂白后 除铁率

常规法 40 70.2 86.2 16.0 0.17 0.035 79.4

微波法 15 70.2 92.1 21.9 0.17 0.014 91.8

　　由表 3数据可以得出 ,在相同反应条件下 ,微波

催化法较常规方法产品的白度提高了 5.9%,除铁

率提高了 12.4%,时间缩短了一半多 ,充分发挥了

其高效 、省时 、节能的特点 ,在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好

的应用前景。

3　结论

(1)最佳的微波催化除铁漂白工艺条件是:矿

浆浓度为 25%,矿浆 pH值为 3.0,保险粉用量为

1.5%,微波处理 15 min, 微波处理功率为 800 W。

在最佳漂白工艺条件处理 5 000目的粉石英样品 ,

白度可达 92.1%,除铁率 91.8%。

(2)微波可以有效地 “打开 ”粉石英矿石中的含

铁包裹体 ,促进含铁杂质矿物的解离和去除 ,增白除

杂效果比常规方法好 ,且时间缩短 1 /2。

(3)利用微波催化除铁增白方法制备工工艺简

单 ,提纯后硅微粉具有白度高 、纯度高 、粒度细 、准球

性等特性 ,可应用于电子 、电工等工业领域 ,经济效

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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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矿业 》2010年征订启事

　　《现代矿业》原《矿业快报》杂志 , 1984年创刊 , 中国核心

期刊 , 行业内最具影响力期刊之一。为实现杂志做大 、做强 ,

跨越式发展的目标 , 2009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科技部批

准 , 正式更名为《现代矿业》 ,杂志定位高端 , 注重覆盖面和学

术性。主要报道:国内外现代信息技术 、新学科 、交叉学科在

矿业领域的应用理论与实践;国家科技攻关 、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研究成果;矿山企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技术工艺革

新成就;高效 、节能 、环保设备在矿山企业的新发展 、新应用;

矿业领域应用的新理论 、新技术 、新动态;绿色矿山;现代化

矿山典型案例分析等 。

主要栏目:专家论坛 ,综合述评 ,采选工程 , 矿山设备 ,数

字矿山 ,安全与环保 , 技术交流 ,国内外资源与政策 ,市场研

究报告 , 矿业数据传真 ,在建拟建项目与标讯等。

过去的 20多年 ,在杂志理事会 、编委会单位的领导 、专

家和广大作者 、读者及矿业界朋友的真诚帮助和大力支持

下 ,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现代矿业》杂志将以更名为契

机 , 与时俱进 , 开拓创新 , 努力把刊物办得更好 ,更具有特色 ,

更贴近矿业需求 ,更有理论深度 , 为广大读者呈现最好的矿

业杂志。

新期刊 , 将会给您带来新的惊喜! 欢迎广大作者 、读者

踊跃投稿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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