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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首先将粉煤灰加入球磨

机中球磨30-40min，得到粉煤灰细粉；B、将粉煤

灰细粉浸泡在乙醇溶液中10-15min后，用清水冲

洗干净，风干；C、将风干后的粉煤灰加入煅烧炉

中分段煅烧，之后冷却至室温，得到煅烧后的粉

煤灰；D、在煅烧后的粉煤灰中加入改性剂，之后

加入搅拌釜中加热搅拌，得到混合物；E、将混合

物加入水浴锅中恒温超声处理，得到改性后的粉

煤灰半成品；F、最后将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加

入干燥箱中干燥，即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本发

明采用的改性方法操作简单，能够提高粉煤灰的

分散性和稳定性，改性后的粉煤灰加入混凝土

中，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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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首先将粉煤灰加入球磨机中球磨30-40min，得到粉煤灰细粉；

B、将粉煤灰细粉浸泡在乙醇溶液中10-15min后，用清水冲洗干净，风干；

C、将风干后的粉煤灰加入煅烧炉中分段煅烧，之后冷却至室温，得到煅烧后的粉煤灰；

D、在煅烧后的粉煤灰中加入改性剂，之后加入搅拌釜中加热搅拌，得到混合物；

E、将混合物加入水浴锅中恒温超声处理，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

F、最后将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加入干燥箱中干燥，即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

煅烧炉一次煅烧温度为280-320℃，煅烧时间为40min-50min；之后将煅烧炉升温后进行二

次煅烧，煅烧温度为380-400℃，时间为50min-60min；之后将煅烧炉升温后进行三次煅烧，

煅烧温度为430-460℃，时间为30min-4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中

改性剂组份按重量份数包括水溶性聚亚烷基二醇10-20份、柠檬酸4-8份、焦磷酸钠3-9份、

月桂醇聚乙烯醚4-10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甲基硅烷5-1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D中

搅拌釜搅拌速率为300-600转/分，搅拌温度为60-80℃，搅拌时间为12-22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E中

超声温度为40-50℃，时间为10min-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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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粉煤灰改性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粉煤灰是一种工业废渣，我国历年累积堆放总量已达10亿吨以上，目前对粉煤灰

的利用率只有40％左右，大部分仍占用大量土地堆存起来，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平衡。

通过对粉煤灰物理化学性质的深入研究，其颗粒的形态和表面结构与活性炭相似，具有较

大的比表面积，同时粉煤灰中存在大量Al、Fe等活性点，使之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

[0003] 目前的粉煤灰改性方法存在以下不足：工艺复杂、成本较高、改性效果不好，因此，

有必要进行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

提出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

[0006] A、首先将粉煤灰加入球磨机中球磨30-40min，得到粉煤灰细粉；

[0007] B、将粉煤灰细粉浸泡在乙醇溶液中10-15min后，用清水冲洗干净，风干；

[0008] C、将风干后的粉煤灰加入煅烧炉中分段煅烧，之后冷却至室温，得到煅烧后的粉

煤灰；

[0009] D、在煅烧后的粉煤灰中加入改性剂，之后加入搅拌釜中加热搅拌，得到混合物；

[0010] E、将混合物加入水浴锅中恒温超声处理，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

[0011] F、最后将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加入干燥箱中干燥，即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

[0012] 优选的，所述步骤C中煅烧炉一次煅烧温度为280-320℃，煅烧时间为40min-

50min；之后将煅烧炉升温后进行二次煅烧，煅烧温度为380-400℃，时间为50min-60min；之

后将煅烧炉升温后进行三次煅烧，煅烧温度为430-460℃，时间为30min-40min。

[0013] 优选的，所述步骤D中改性剂组份按重量份数包括水溶性聚亚烷基二醇10-20份、

柠檬酸4-8份、焦磷酸钠3-9份、月桂醇聚乙烯醚4-10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甲基硅烷5-15

份。

[0014] 优选的，所述步骤D中搅拌釜搅拌速率为300-600转/分，搅拌温度为60-80℃，搅拌

时间为12-22min。

[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E中超声温度为40-50℃，时间为10min-15min。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1)本发明采用的改性方法操作简单，能够提高粉煤灰的分散性和稳定性，改性后

的粉煤灰加入混凝土中，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

[0018] (2)本发明中，煅烧时采用三种不同的温度进行分段煅烧，能够有效的增强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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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韧性和强度，进一步提高了其机械性能。

[0019] (3)本发明采用的改性剂能够有效的改善粉煤灰的性能，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早期

和后期强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

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1] 实施例一：

[0022] 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A、首先将粉煤灰加入球磨机中球磨30min，得到粉煤灰细粉；

[0024] B、将粉煤灰细粉浸泡在乙醇溶液中10min后，用清水冲洗干净，风干；

[0025] C、将风干后的粉煤灰加入煅烧炉中分段煅烧，之后冷却至室温，得到煅烧后的粉

煤灰；

[0026] D、在煅烧后的粉煤灰中加入改性剂，之后加入搅拌釜中加热搅拌，得到混合物；

[0027] E、将混合物加入水浴锅中恒温超声处理，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

[0028] F、最后将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加入干燥箱中干燥，即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

[0029] 本实施例中，步骤C中煅烧炉一次煅烧温度为280℃，煅烧时间为40min；之后将煅

烧炉升温后进行二次煅烧，煅烧温度为380℃，时间为50min；之后将煅烧炉升温后进行三次

煅烧，煅烧温度为430℃，时间为30min。

[0030] 本实施例中，步骤D中改性剂组份按重量份数包括水溶性聚亚烷基二醇10份、柠檬

酸4份、焦磷酸钠3份、月桂醇聚乙烯醚4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甲基硅烷5份。

[0031] 本实施例中，步骤D中搅拌釜搅拌速率为300转/分，搅拌温度为60℃，搅拌时间为

12min。

[0032] 本实施例中，步骤E中超声温度为40℃，时间为10min。

[0033] 实施例二：

[0034] 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5] A、首先将粉煤灰加入球磨机中球磨40min，得到粉煤灰细粉；

[0036] B、将粉煤灰细粉浸泡在乙醇溶液中15min后，用清水冲洗干净，风干；

[0037] C、将风干后的粉煤灰加入煅烧炉中分段煅烧，之后冷却至室温，得到煅烧后的粉

煤灰；

[0038] D、在煅烧后的粉煤灰中加入改性剂，之后加入搅拌釜中加热搅拌，得到混合物；

[0039] E、将混合物加入水浴锅中恒温超声处理，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

[0040] F、最后将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加入干燥箱中干燥，即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

[0041] 本实施例中，步骤C中煅烧炉一次煅烧温度为320℃，煅烧时间为50min；之后将煅

烧炉升温后进行二次煅烧，煅烧温度为400℃，时间为60min；之后将煅烧炉升温后进行三次

煅烧，煅烧温度为460℃，时间为40min。

[0042] 本实施例中，步骤D中改性剂组份按重量份数包括水溶性聚亚烷基二醇20份、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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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8份、焦磷酸钠9份、月桂醇聚乙烯醚10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甲基硅烷15份。

[0043] 本实施例中，步骤D中搅拌釜搅拌速率为600转/分，搅拌温度为80℃，搅拌时间为

22min。

[0044] 本实施例中，步骤E中超声温度为50℃，时间为15min。

[0045] 实施例三：

[0046] 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7] A、首先将粉煤灰加入球磨机中球磨32min，得到粉煤灰细粉；

[0048] B、将粉煤灰细粉浸泡在乙醇溶液中11min后，用清水冲洗干净，风干；

[0049] C、将风干后的粉煤灰加入煅烧炉中分段煅烧，之后冷却至室温，得到煅烧后的粉

煤灰；

[0050] D、在煅烧后的粉煤灰中加入改性剂，之后加入搅拌釜中加热搅拌，得到混合物；

[0051] E、将混合物加入水浴锅中恒温超声处理，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

[0052] F、最后将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加入干燥箱中干燥，即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

[0053] 本实施例中，步骤C中煅烧炉一次煅烧温度为290℃，煅烧时间为42min；之后将煅

烧炉升温后进行二次煅烧，煅烧温度为385℃，时间为52min；之后将煅烧炉升温后进行三次

煅烧，煅烧温度为440℃，时间为32min。

[0054] 本实施例中，步骤D中改性剂组份按重量份数包括水溶性聚亚烷基二醇12份、柠檬

酸7份、焦磷酸钠8份、月桂醇聚乙烯醚5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甲基硅烷8份。

[0055] 本实施例中，步骤D中搅拌釜搅拌速率为350转/分，搅拌温度为66℃，搅拌时间为

14min。

[0056] 本实施例中，步骤E中超声温度为44℃，时间为12min。

[0057] 实施例四：

[0058] 一种提高粉煤灰强度的改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9] A、首先将粉煤灰加入球磨机中球磨35min，得到粉煤灰细粉；

[0060] B、将粉煤灰细粉浸泡在乙醇溶液中12min后，用清水冲洗干净，风干；

[0061] C、将风干后的粉煤灰加入煅烧炉中分段煅烧，之后冷却至室温，得到煅烧后的粉

煤灰；

[0062] D、在煅烧后的粉煤灰中加入改性剂，之后加入搅拌釜中加热搅拌，得到混合物；

[0063] E、将混合物加入水浴锅中恒温超声处理，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

[0064] F、最后将改性后的粉煤灰半成品加入干燥箱中干燥，即得到改性后的粉煤灰。

[0065] 本实施例中，步骤C中煅烧炉一次煅烧温度为300℃，煅烧时间为45min；之后将煅

烧炉升温后进行二次煅烧，煅烧温度为390℃，时间为55min；之后将煅烧炉升温后进行三次

煅烧，煅烧温度为445℃，时间为35min。

[0066] 本实施例中，步骤D中改性剂组份按重量份数包括水溶性聚亚烷基二醇15份、柠檬

酸6份、焦磷酸钠6份、月桂醇聚乙烯醚7份、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甲基硅烷10份。

[0067] 本实施例中，步骤D中搅拌釜搅拌速率为450转/分，搅拌温度为70℃，搅拌时间为

17min。

[0068] 本实施例中，步骤E中超声温度为45℃，时间为12min。

[0069] 本发明中，煅烧时采用三种不同的温度进行分段煅烧，能够有效的增强粉煤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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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和强度，进一步提高了其机械性能；本发明采用的改性剂能够有效的改善粉煤灰的性

能，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早期和后期强度。

[0070] 综上所述，本发明采用的改性方法操作简单，能够提高粉煤灰的分散性和稳定性，

改性后的粉煤灰加入混凝土中，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

[0071]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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