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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廠高/轉爐礦泥的資源化-水質絮凝劑的
開發
Developing an Appropriate Flocculant for Recycling BF/BoF Sludge

歐 信 宏1  ■  吳 俊 辰2  ■  陳 信 雄3  ■  陳 安 勝4

  H.H. Ou, C.C. Wu, H.H. Chen, A.S. Chen

中鋼廠內每月回收高 /轉爐之製程礦泥

量共約 12,000噸，該股礦泥之產生即在高 /

轉爐洗塵水中添加水質絮凝劑 (達到水源循

環使用的目的 )，續經脫水濃縮後即後送至

廠內之廢雜料資源回收場，製程中再行添

加礦泥調理劑生成礦泥並進行脫水 /熱還原

程序以生產氧化鋅等副產品。中鋼於 105年

6月起雖高 /轉爐洗塵水之水質淨化效果仍

維持在水準之上，然廢雜料資源回收場之

脫水濾布卻開始嚴重受損，濾布壽命由平

均 800~1000小時降至 300~400小時，且廢

雜料回收處理場之礦泥產量亦僅為原本之

55~60%。經研究發現，中鋼廠內之轉爐礦

泥結構較不穩定，脫水時所衍生之剪應力較

高而容易造成濾布的毀損；另一因素在於水

質絮凝劑的特性選擇，水質絮凝劑的特性差

異在水質淨化的影響上雖不明顯，然殘留之

高電荷密度絮凝劑卻會影響廢雜料回收場所

生產礦泥之觸變特性，即會造成成型礦泥之

觸變遲滯現象 (G’(彈性 )>G”(黏性 ))，造成

脫水濾布的損傷。鑒於上述緣由，經開發適

當特性之水質絮凝劑並優化製程操作條件，

已使中鋼廠內之礦泥去化問題獲得大幅疏

解。研究結果除避免中鋼持續性的成本損失

外 (4~5個月間之產量損失及額外支付之礦泥

委外處理費用約為 2,700萬元 )，另貢獻每年

約 2200萬元之化學品產值。

關鍵詞： 礦泥調理劑、絮凝劑、礦泥減量、

流變性

In China Steel Corporation, some precious 

products (e.g. ZnO and Fe2O3) within the blast 

furnace/ basic oxygen furnace (BF/BoF) sludge 

are recycled through rotary hearth furnace (RHF) 

process. However,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ay 2016 

to Mar. 2017, the treatment capacity of BF/BoF 

sludge was reduced by 20~60% as the lifetime of 

filter clothes was shortened to 300~400 hours (regular 

lifetime of filter clothes was 700~800hrs). This study 

showed how the upstream flocculant used for BF/

BoF scrubbing water treatment affected the feature 

of BF/BoF sludge in the downstream recycling 

proces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indicated that 

the BoF sludge did not follow the typical rheology 

behavior of non-Newtonian fluid, which partly 

weakened the performance of f ilter clothes. The 

flocculant reagent with relatively high conductivity or 

surface charg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 thixotropic 

behavior of BoF sludge. The build-up of rebuilding 

energy within the sludge during the dewatering 

process was owing to the pesence of an inappropriate 

flocculant. This phenomenon mainly accounted for 

the poor performance of filter clothes. After using 

an appropriate flocculant in the upstream scrubbing 

water treatment, the lifetime of filter clothes is back 

to the regular level and the treatment capacity is 

enhanced to 11,000~13,000 tons per month.

Key words: Sludge conditioning, flocculant, 

rheology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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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中鋼一年所產出之製程廢棄物約 560萬噸，多年來一直在推動資源循環利用的使用網路，

除汽電共生及轉爐石資源化兩重大成果外，中鋼在廢水礦泥的資源化上亦著墨甚深。中鋼一年

所產出的廢水礦泥約為 24~30萬噸左右，其中將近 60~70%為高 /轉爐所產生之製程礦泥，此

製程礦泥經蒐集後即後送至中鋼廠內之廢雜料資源回收場進行有價產品的回收，其中包括氧化

鋅粉、集塵灰及還原鐵等副產品。在上述程序中，高 /轉爐污泥的產生即在於使用水源進行高

/轉爐氣之煙道洗塵（洗塵水），而為了加速洗塵水之回收使用，即會添加水質絮凝劑於沉降池

中以加速懸浮粒子的沉降動力，淨化洗塵水以達水源回收使用的目標，在沉降池中所蒐集的礦

泥經脫水後即進入廢雜料回收製程，於該製程中再行添加礦泥調理劑，以提高濃縮礦泥的流變

特性以利旋轉還原爐進行有價副產品的回收（圖 1）。現行經濟部所推動之循環經濟產業的其一

進路即為“提升資源純化技術”，本研究即由水化學品的特性角度出發，開發適性之水質絮凝

劑以建構中鋼廠內廢雜料回收副產品之純化技術，並希冀藉此研究結果的分享，作為產業界循

環經濟之技術資料庫。

高 /轉爐洗塵水之淨化藥劑主要為水質絮凝劑，而本篇研究則在於探討上游絮凝劑的特性

差異對於下游礦泥回收製程的影響，而水質絮凝劑主要分為無機型、有機型兩類別，其中無機

絮凝劑又包括無機凝聚劑和無機高分子絮凝劑，而有機絮凝劑又包括合成有機高分子絮凝劑、

天然有機高分子絮凝劑和微生物絮凝劑等，幾個典型的絮凝藥劑如表 1所示。

一般而言，水中懸浮粒子（即高 /轉爐粉塵）因表面帶負電荷，所衍生之靜電排斥力無法

因碰撞而聚集成大粒子進而沉降去除，因此為促使懸浮粒子快速沉降，首先需中和粒子電荷

（中和作用），降低 ζ-potential，如此粒子間之凡得瓦力大於電荷斥力而互相吸附，形成較大

聚集體，此階段為混凝作用，粒子大小約從 0.1~1.0µm聚集為 1~10µm。但因混凝作用所造成

圖 1　中鋼高 /轉爐礦泥回收製程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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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粒子尺寸亦不足以讓懸浮微粒達到快速沉降的目的，因此粒子間需二次聚集（架橋作用），

方能加速沉降，此階段為絮凝階段，粒子大小約從 1~10µm聚集為 100~10000µm。當藥劑持續

添加些微過量時，仍可有效的去除水中的懸浮微粒，此為因帶電荷的粒子會自行捲曲為顆粒與

顆粒間的碰撞核心，因而亦可加速水中顆粒的去除效果（補釘效應），由架橋作用至補釘效應

間所添加的藥劑劑量，均為有效的藥劑濃度區間，然一旦再行往上添加藥劑，則會導致所謂的

電性逆轉，亦即原本帶負電的懸浮微粒，會因為藥劑過度的貢獻電荷而轉趨為帶正電的顆粒，

而電性逆轉的結果則會導致懸浮微粒在水中又轉變為穩定的懸浮態，而導致去除效果不佳，

因此絮凝劑之其一使用要點即在於絮凝劑添加量的優化，其作用機制與加藥量的關係如圖 2

所示：

表 1　絮凝劑分類

組成 組成 絮凝原理 絮凝效果 價格

無機型 硫酸鋁鐵、氯化鋁鐵⋯ 中和電性降低粒子穩

定性 (ζ-potential)

使用量大、沉降慢、

Cl-及 SO4
-2加速蝕垢

低

無機聚合物 聚硫酸鋁鐵、氯化鋁鐵、聚

矽酸鋁鐵

高電荷離子以提高電

荷的中和能力，引入

羥基、磷酸根等以增

加配位絡合能力。

分子量較大、電荷較

高，凝集效果較小分

子量絮凝效果佳，添

加量較少

略高

有機高分子絮凝劑 High Molecular (5~20 x 106)

Weight – based on acrylamide/

acrylate derivatives

藉由高分子之極性基

配合長鏈 (10~50µm)

形成遠距交鏈

用量少，浮渣產量

少，絮凝能力強，沉

降快，絮體容易分離

高

圖 2　藥劑添加量與其作用機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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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驗方法與前置測試

因處理之目標水質包含高 /轉爐洗塵水，水質複雜難以處理，然為確實釐清對礦泥資源回

收製程的影響，遂對高 /轉爐礦泥之特性差異進行先期研究，圖 3(a)顯示轉爐礦泥之粒徑為單

一高斯分布，其中有將近 100%的粒徑均低於 4µm；相較下高爐粒徑分布較廣（僅 66%粒徑低

於 4µm）（圖 3(b)），礦泥比表面積小，含水量應較為稀少，較容易達到凝集脫水的效果。另就

其流變特性而言（圖 3(c)），高爐礦泥為典型之 shear thinning特性，亦即其礦泥黏度會隨著剪

應變率的增加而減小，礦泥結構比較容易隨著外部剪切力的變化而改變，對製程及後續的操作

影響較小；而轉爐礦泥經測試兩批次不同礦泥均顯示，其礦泥之流變特性較不穩定，其黏度與

剪切力並無絕對的函數關係，由中鋼水廠所收集之高、轉爐礦泥運送至廢雜料資源回收廠時，

回收廠之操作人員會再行調配適當的比例進行礦泥脫水，因此內部中的轉爐礦泥即可能導致礦

泥具有較高的抵抗力，因此後續實驗即以轉爐礦泥作為主要的測試樣品。

圖 3高 (a)/轉 (b)爐礦泥之粒徑分佈與 (c)流變特性

(a)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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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開發之水質絮凝劑特性除了對礦泥結構的要求需符合廢雜料資源回收場之製程要求外，

其他藥劑特性與效能亦需一併進行考量，如藥劑之溶解度、水質淨化效果以及礦泥脫水狀況等

（圖 4），均為水質絮凝劑在本案的開發過程中所需考量的評估要點，然鑒於重點式的研究介

紹，因此本篇文章中僅著重於水質絮凝劑對礦泥特性的影響，雖然其他特性並不敘及，然在研

究中所開發的水質絮凝劑經實驗測試後均可達成其餘各項的管制標準。研究中所使用之高分子

絮凝劑以聚丙烯醯胺為主，搭配其他無機型絮凝劑，其中高分子聚合物藥劑效能受其結構、分

子量分布及電荷密度影響，而無機型絮凝劑之藥劑特性主要掌控於藥劑本身所能提供的中和電

荷量。

三、結果與討論

3-1 水質絮凝劑對礦泥觸變特性的影響

圖 5所示為針對轉爐礦泥在不同絮凝劑（A：舊及B：新）及劑量的使用下，搭配礦泥調

理劑所形成之礦泥觸變特性比較圖，所形成之礦泥均會隨著剪切力的提高而導致黏度的下降，

此為因礦泥的結構逐漸被破壞而造成黏度的降低，然當由高剪切力往低剪切力作用時，可以發

現A礦泥組別有明顯之黏度遲滯的現象，此現象亦即代表該組礦泥在經各式剪應力後所造成

之礦泥觸變特性較不明顯，亦因此礦泥在廢雜料處理場進行脫水過濾的時候較容易造成濾布的

損壞；這一種礦泥結構的觸變行為在B組礦泥則甚為明顯（圖 5d、e、f之B組別中的陰影區

塊），亦即該組礦泥經濾布脫水時，其結構較容易受到濾布剪切力而變化，因而不容易讓濾布

遭受損傷。

圖 4 水質絮凝劑之評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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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B藥劑的過量添加仍會有明顯的礦泥觸變現象，且經剪切力作用之各組別礦泥黏度

仍約為 0.01PaS左右，相較而言 0.5、0.8及 1.5ppm之A藥劑搭配礦泥調理劑所形成之礦泥經剪

應力作用後，其礦泥黏度分別為 0.013、0.019及 0.03PaS，其礦泥的觸變行為越不明顯，亦即

表示A藥劑的過量添加會對濾布造成較大的衍生應力，此藥劑的使用即可能造成廢雜料資源回

收場之脫水濾布壽命的降低。由黏彈性分析的結果亦顯示，在不同頻率的形變下，A組別所形

成之礦泥複變剪力模數G*(G’(彈性 )/G”(黏性 ))高於B組別之礦泥，此結果亦驗證B組別之礦

泥可塑性較高 (1)，於濾布脫水時所衍生的剪應力較小，即不容易造成濾布損傷。此外，由圖 6

實驗結束後之礦泥圖亦可窺知礦泥結構的差異性，在經各式剪應力的作用後，A組礦泥仍傾向

凝集的狀況而B組礦泥則較為分散，此現象亦間接呈現A組礦泥之黏性高於B組礦泥，結構較

為穩定，亦即經濾布脫水時所衍生的應力容易造成濾布的損傷。

3-2 水質絮凝劑的藥劑特性分析

由以上結果得知，A與B水質絮凝劑雖然在水質淨化的成效上並無明顯的差異性，但兩

配方藥劑確實存在著決定礦泥結構的差異性，確實原因遂由高分子聚合物之物 /化性與絮凝劑

內之有機 /無機比例等兩因子進行探討。如前言所述，絮凝劑一般為有機 /無機鹽的搭配，其

中A、B之無機 /有機質之重量比值分別為 0.096及 0.044，另亦可發現A及B中的有機型絮凝

劑之離子度差異不大，此為因兩者導電度分別為 1.37及 1.39ms/cm（以導電度作為離子度之差

異性比較，在於所使用有機高分子部分均為陽離子有機絮凝劑，在水中會解離並釋放出陰離子

（多數以Cl-為主），鑒於此，遂行針對 1000ppm之有機絮凝劑進行導電度比較），此結果亦佐

圖 5　A (a、b、c)及B (d、e、f)絮凝劑所形成礦泥之觸變特性

(a) (c)(b)

(d)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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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上述以導電度所量測之結果，亦即A所含之有機型絮凝劑的離子度略高於B。此外，本研究

採用Mark-Houwink方程式大致推測聚合物的構型及分子量 (2)，結果如圖 7(a)所示，A及B之

黏度 /濃度關係經回歸後所呈現之線形斜率幾乎相等，此結果顯示兩支藥劑之構型差異並不明

顯，另其極限黏度顯示B之數值高於A，此結果呼應B藥劑配方比例中具有含量較多的高分子

絮凝劑。

另經以 IR分析A、B兩支藥劑之有機型部分（圖 7b），結果顯示 IR圖並無法明顯辨別出

兩支藥劑（有機部份）的差異性，各波峰位置及半高寬均相同，因此可得知其分子重量、官能

基種類及分子間之作用力均相仿，此結果亦顯示造成礦泥黏度變化的主要緣由應以物理因素為

主；另就其波峰之相對強度而言（如圖 7b所顯示之數值為各波峰之強度比值A/B），A樣品中

所偵測而得之官能基在以 IR振動過程中所產生之偶極矩變化較為明顯，代表A所擁有的官能

基更具極性，易言之，雖然A及B具有同樣的化學結構與官能基，然A所擁有之官能基可能具

有較高的極性（可能具有較高的電荷密度或離子度）。此結果證實兩者有機部分的藥劑比較，

如分子量分布、結構的差異性以及電荷密度皆沒有很明顯的差異。因此兩者藥劑之有機 /無機

比例的差異性應為決定礦泥結構狀況的主要關鍵因子。

因水質絮凝劑之主要原料為高分子聚合物，而高分子聚合物在水中之有無完全展鏈的結果

則影響藥劑功效的程度，而展鏈的關鍵性因子除了水質條件外，絮凝劑本身的配方亦為影響因

素，如無機型絮凝劑的使用即會影響聚合物的展鏈效果。圖 8所示為由兩支藥劑之流變曲線，

圖中清楚顯示A藥劑 (1670s-1)需要在比B藥劑 (1350s-1)較高的剪切力下才可達到完全展鏈的效

果，此為因A藥劑之陰離子無機鹽較多（硫酸鹽），而帶有陰離子的硫酸鹽則容易形成陽離子

高分子聚合物之黏結核心，因此A藥劑本身即可能不容易溶解且較易形成“魚眼”現象，影響

其原所設定的藥性。

圖 6 A (a、b、c)及B (d、e、f)絮凝劑所形成礦泥經剪切力後之結構變化

(a) (c)(b)

(d) (f)(e)



－57－鑛冶 62/1

如上所述，因而無機型絮凝劑皆具高電荷密度的特性，以快速破壞水中穩定性懸浮粒子的

電雙層結構，過量的陽離子鋁、鐵鹽可能被包覆於高 /轉爐礦泥內，因此吸附在礦泥內之鐵、

鋁鹽形成多個黏結核心，而這種黏結核心則讓陽離子絮凝劑無法完全展鏈而讓過多的陽離子累

積在一局部空間，而這局部空間中的陽離子亦會形成礦泥調理劑之陰離子聚丙烯酸胺之另一黏

結核心，除了導致藥劑的殘留外，另亦穩固了礦泥結構且強化礦泥黏性，因而導致礦泥過濾時

容易在濾布上造成阻塞。此即為何A藥劑所具有之高電荷密度特性會造成礦泥觸變特性的抑

制，因而導致廢雜料資源回收場之濾布損壞。其機制示意圖如圖 9所示。

3-3 現址測試

經上述實驗室之驗證結果後，即進行水質絮凝劑的更換測試，水質絮凝劑更換後可明顯發

現廢雜料資源回收場之直接還原鐵產量由原本每月之 ~3500噸提升至 5500~6000噸；而礦泥處

圖 8　A及B絮凝劑配方之流變曲線

圖 7　A及B絮凝劑之有機部分之 (a)IR圖譜比較及 (b)分子量 /結構比較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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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量則可提升 2.6倍（圖 10），此外，藥劑更換後之濾布效能良好，壽命可由原本之 300~400小

時延長至 > 850小時。由此線上測試即更可驗證水質絮凝劑A與礦泥調理劑的搭配確實會抑制

礦泥的觸變特性，因而導致礦泥脫水濾布的損傷，降低廢雜料場之回收副產品的產量及品質。

經分析使用A絮凝劑時之濾布狀況（圖 11(a、b)），可發現濾材間之孔隙處有黏結現象的

產生，經元素分析顯示此黏結區塊具有N、Cl等藥劑訊號，因所使用之水質絮凝劑即為陽離

子型之聚丙烯醯胺，有N及Cl元素的存在，此結果即可佐證過量藥劑的添加會導致藥劑在

濾材間孔隙的黏結現象，因而減少濾布的壽命，電子顯微鏡之照片清晰度不佳亦可作為有機

化合物黏結於濾材之證明（因電荷累積之故），此為因A水質絮凝劑中具有相對多量無機鹽

的存在，因而會導致聚合物無法順利展鏈並形成黏結核心使得其與礦泥調理劑（陰離子型之

聚丙烯醯胺）產生相吸的效應 (3)，對濾布之脫水效果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使用壽命大概為

250~350小時）。若再行觀察使用B藥劑之濾布狀況（圖 11c、d），可發現濾材表面處累積大量

圖 10　A(舊 )、B(新 )水質絮凝劑對廢雜料資源回收廠之生產狀況

圖 9　A及B 絮凝劑配方對礦泥影響之反應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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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氧化鐵，而此種氧化鐵的累積即逐步阻塞濾布孔洞（短時間內不阻塞，因此使用壽命大概為

800~1000小時），此結果顯示適性之水質絮凝劑並不會發生藥劑殘留於濾布的現象。

四、結　論

過往水質絮凝劑之相關研究均著重於其對於水中懸浮微粒的去除效果以及對礦泥的脫水性

影響，極其罕見有相關研究針對水質絮凝劑之溶解度及其對下游製程的影響，本研究內容除了

建立水質絮凝劑之溶解度評估技術外，對下游製程（礦泥資源化）的案例探討則為本研究的核

心價值，研究之摘要重點如下述：

1. 轉爐礦泥之粒徑為單一高斯分布，其中有將近 100%的粒徑均低於 4µm；相較下高爐粒徑

分布較廣（僅 66%粒徑低於 4µm），礦泥比表面積小，含水量應較為稀少，較容易達到凝

集脫水的效果。另就其流變特性而言，高爐礦泥為典型之 shear thinning特性，亦即其礦泥

黏度會隨著剪切率增加而減小，礦泥結構比較容易隨著外部剪切力的變化而改變，對製程

及後續的操作影響較小；而轉爐之礦泥結構較不穩定，過濾時所造成之抵抗力較高，較容

易造成濾布的毀損。

2. 不同特性之水質絮凝劑所形成之礦泥結構具有明顯之觸變效應差異性，此觸變效應亦即代

表該礦泥在經各式剪應力後，其礦泥結構回復原本狀態的容易與否，亦即為礦泥在廢雜料

資源回收廠進行脫水過濾的時，用以判斷對濾布造成損壞之容易與否的評估指標。

3. 上述之礦泥觸變效應的影響因子主要肇因於水質絮凝劑之無機絮凝劑的成份較多（高電荷

密度作為礦泥黏結的核心）且有機絮凝劑可能具有較高之偶極矩特性，因而造成礦泥結構

更行穩定（所產生的衍生應力較強）。此現象即可於實廠使用之退役濾布觀察而得，穩定

的礦泥結構與殘餘的水質絮凝劑會於濾材間之孔隙產生黏結現象，進而減少濾布的壽命。

4. 本研究不啻可達成礦泥去化問題，更呈現了中鋼在循環經濟下所採取調適作業的工作成

效，除貢獻每年約 2200萬元之化學品產值外，涉及礦泥資源化所導致之效益約為 2700萬 /

年，再行考量全球鋼廠之礦泥產量，不難估算後續的潛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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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a、b)A藥劑使用 350小時後之濾布狀況 (c、d) B藥劑使用 750小時後之濾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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