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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
剂制备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包括如下步骤：
将原
料赤泥、炉渣和水泥分别干燥、破碎、过筛、烘干
至恒重，
然后按一定配比均匀混合；
将混合物与
去离子水混合，
而后制成生料颗粒；
将生料颗粒
进行微波活化处理 ，
微波活化完成后冷却到室
温，
即得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本发明赤
泥、炉渣和水泥都含较高的氧化钙，
利用钙基组
分将水中磷酸盐以磷酸钙形式去除；
赤泥和炉渣
中的氧化铁在微波作用下迅速升温，
起到煅烧的
作用；
且赤泥和炉渣中的水合矿物和碳酸盐矿物
等易分解并释放出水分或气体，
在颗粒内部形成
孔隙结构；
同时炉渣含有一定比例的未燃灰分，
微波活化过程也可起到造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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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a：
将原料赤泥、
炉渣和水泥分别干燥、
破碎、
过筛，
然后烘干至恒重；
步骤b：
将步骤a中的赤泥、
炉渣和水泥均匀混合；
步骤c：
将步骤b中的混合物与去离子水混合，
而后制成生料颗粒；
步骤d:将步骤c中得到的生料颗粒进行微波活化处理，
微波活化完成后冷却到室温，
即
得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a
中，
所述赤泥为氧化铝厂烧结法赤泥 ,所述炉渣为炼铁厂炉渣，
所述水泥为建筑常用粘结
剂。
3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b
中，
所述原料质量配比为赤泥70～90％、
炉渣10-25％、
水泥0-5％。
4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c
中，
混合物与去离子水混合的水灰比为0 .5。
5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d
中，
所述微波活化的功率为130-800w，
活化时间为10-40min。
6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c
中，
所述生料颗粒的直径为5-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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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以赤泥、
炉渣和水泥为原材料，
微波活化制备除磷剂的方法，
属于
赤泥综合利用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过多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
导致藻类及其他浮游生物迅速
繁殖，
水体溶解量下降，
水质恶化，
鱼类及其生物大量死亡。水体富营养化严重影响水质，
破
坏生态环境。因此，
为防止水体富营养化的发生，
除了源头上控制磷的排放，
此外找到一种
既经济又环保的除磷剂非常重要。
[0003] 赤泥具有颗粒细小、
孔隙多、
比表面积大等特征，
以及以氧化钙、
铁/铝氧化物和二
氧化硅等为主的化学成分，
在一定条件下能对环境中的特定污染物具有去除作用，
且研究
表明赤泥可用于水中磷酸盐的去除。当前，
国内外众多学者采用不同手段对其活化并制备
新型材料用于磷的去除，
常用的方法包括化学活化和热活化法。通过化学手段改性制得的
赤泥粉末材料除磷性能良好，
但制备成本和条件要求较高，
材料在使用后回收再生方面有
一定困难；
且化学手段常采用加酸预处理，
对环境有一定的污染。热活化方式可以使赤泥颗
粒内部形成孔隙结构，
增大比表面积，
但是焙烧所需的温度较高，
升温过程会消耗能源，
且
热量以传导、对流或辐射的形式从材料表层向内传递，
如此则可能存在材料表面层和内部
的热梯度差，
造成材料内外活化程度不均，
而如果控制加热速度和延长活化时间，
这种方式
无疑又会消耗更多能源。
[0004] 微波活化作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方法，
在分子化学和材料合成领域有广泛的应
用。材料在微波电磁场的作用下通过偶极子旋转和离子传导的方式使电磁能转化为热能，
可以实现内外部同时快速加热，
不仅能使材料强度增大，
且达到催化反应的效果。
[0005] 因此，
为了实现磷的高效去除、
提高除磷材料的水化强度以及减少能耗，
本发明采
用微波法对赤泥-炉渣-水泥材料进行活化，
制备出一种高效的除磷剂，
以废治废，
具有较高
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是针对水体富养化问题，
以及目前赤泥的传统化学活化和热活化方法所存
在的问题，
提供一种以赤泥、炉渣和水泥为原材料，
通过微波活化制备除磷剂的方法。且吸
附磷后的材料可通过加酸再次释放磷，
作为土壤的磷肥施用，
实现了材料的再利用。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制备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0009] 步骤a：
将原料赤泥、
炉渣和水泥分别干燥、
破碎、
过筛，
然后烘干至恒重；
[0010] 步骤b：
将步骤a中的赤泥、
炉渣和水泥均匀混合；
[0011] 步骤c：
将步骤b中的混合物与去离子水混合，
而后制成生料颗粒；
[0012] 步骤d:将步骤c中得到的生料颗粒进行微波活化处理，
微波活化完成后冷却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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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即得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
[0013] 优选的，
步骤a中，
所述赤泥为氧化铝厂烧结法赤泥 ,所述炉渣为炼铁厂炉渣，
所述
水泥为建筑常用粘结剂。
[0014] 优选的，
步骤b中，
所述原料质量配比为赤泥70～90％、
炉渣10-25％、
水泥0-5％。
[0015] 优选的，
步骤c中，
混合物与去离子水混合的水灰比为0 .5。
[0016] 优选的，
步骤d中，
所述微波活化的功率为130-800w，
活化时间为10-40min。
[0017] 优选的，
步骤c中，
所述生料颗粒的直径为5-8mm。
[0018] 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选用氧化铝厂烧结法赤泥、
炼铁厂炉渣、
以及建筑常用水泥这三种固体
废物作为原料，
来源广、
简单易得。
[0020]
(2)本发明选用的赤泥、炉渣和水泥固体废物都含较高的氧化钙，
用于水体中磷酸
盐的去除，
达到以废治废的目的。
[0021]
(3)本发明选用的赤泥和炉渣中的Fe2O3在微波场中能够吸收大量的微波能，
使其
表面的金属氧化物位点周围迅速升温，
形成“高温热点”起到煅烧的作用，
且水合矿物和碳
酸盐矿物等易分解并释放出水分或气体，
在颗粒内部形成孔隙结构。
[0022]
(4)本发明选用的炉渣含有一定比例的未燃灰分，
微波加热下可增大颗粒比表面
积。
其本身是一种硅酸盐材料，
能提高材料的水化硬度。
[0023]
(5)本发明添加水泥后，
能进一步增大颗粒材料的强度，
提高抗水力冲击负荷能
力。
[0024]
(6)本发明材料凝并强度高，
凝并时间短，
相应的微波活化时长缩短，
能够降低能
耗。
[0025]
(7)本发明的除磷剂在用于磷的吸附后，
可再次释磷，
作为磷肥投加到土壤中，
改
善土壤的肥力，
实现材料的再利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实例对本发明做更进一步的解释。
[002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以赤泥、
炉渣和水泥为原材料，
通过微波活化制备除磷剂的方
法，
该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0028] 本发明采用氧化铝厂高钙烧结法赤泥、
炼铁厂高钙炉渣以及建筑常用粘结剂水泥
作为原料。将原料干燥、
破碎后，
过100目筛，
然后在105℃温度下烘干至恒重；
按原料质量配
比赤泥(70～90％)、
炉渣(10-25％)、
水泥粉(0-5％)，
添加适量的去离子水，
以水灰比0 .5进
行混合均匀，
通过造粒机制成直径5-8mm大小的生料颗粒；
将生料在功率为130-800w的微波
反应器中活化10-40min，
经室温冷却后得到赤泥-炉渣-水泥复合除磷剂。
[0029] 实施例1：
[0030] 将赤泥、
炉渣和水泥干燥、
破碎后，
过100目筛，
然后在105℃温度下烘干至恒重；
按
照赤泥、炉渣、
水泥质量比85％：
15％：
0％，
添加适量的去离子水，
以水灰比0 .5进行混合均
匀，通过造粒机制成直径为5-8mm大小均匀的生料颗粒 ；将生料在微波功率500w下活化
30min，
获得新型除磷剂，
应用于废水中磷酸盐的去除。
[0031] 称取0 .1g活化后的除磷剂，
投加于25mL，
50mg/L的含磷溶液中，
在恒温振荡箱中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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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除磷试验。在恒温测试条件为温度25℃，
运行时间4h，
振速100rpm。通过此方法的除磷效
率为86 .3％。
[0032] 实施例2：
[0033] 将赤泥、
炉渣和水泥干燥、
破碎后，
过100目筛，
然后在105℃温度下烘干至恒重；
按
照赤泥、炉渣、
水泥质量比85％：
10％：
5％，
添加适量的去离子水，
以水灰比0 .5进行混合均
匀，通过造粒机制成直径为5-8mm大小均匀的生料颗粒 ；将生料在微波功率500w下活化
20min，
获得新型除磷剂，
应用于废水中磷酸盐的去除。
[0034] 称取0 .1g活化后的除磷剂，
投加于25mL，
50mg/L的含磷溶液中，
在恒温振荡箱中进
行除磷试验。在恒温测试条件为温度25℃，
运行时间4h，
振速100rpm。通过此方法的除磷效
率为85％。(此例中适当添加水泥量，
在保证颗粒强度情况下，
可以适当减少微波时长)。
[0035] 实施例3：
[0036] 将赤泥、
粉煤灰和水泥干燥、
破碎后，
过100目筛，
然后在105℃温度下烘干至恒重；
按照赤泥、粉煤灰、
水泥质量比75％：
20％：
5％，
添加适量的去离子水，
以水灰比0 .5进行混
合均匀，
通过造粒机制成直径为5-8mm大小均匀的生料颗粒；
将生料在微波功率500w下活化
20min，
获得新型除磷剂，
应用于废水中磷酸盐的去除。
[0037] 称取0 .1g活化后的除磷剂，
投加于25mL，
50mg/L的含磷溶液中，
在恒温振荡箱中进
行除磷试验。在恒温测试条件为温度25℃，
运行时间4h，
振速100rpm。通过此方法的除磷效
率为84 .7％。
[0038] 实施例4：
[0039] 将实施例3中除磷后的材料，
用0 .5mg/L的盐酸溶液将其吸附的磷酸盐进行解析，
磷的溶出率达到了78％。对溶出的磷酸盐进行干燥结晶，
能再次用于土壤的磷肥使用。
[0040] 以上为本发明的技术实施例和技术特点，
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
制。然而本领域技术人员仍可能基于本发明的教示和揭示内容而作出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的修改和等同替换。
因此，
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不限于实施例所揭示的内容，
而应包括各种
不背离本发明的替代和修正，
并为上述权利要求书所涵盖。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