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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

渣陶粒及其制备方法。一种发泡型城镇污水处理

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是由以下的原料组成：城镇

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掺合料和发泡剂。一

种烧结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是

由以下的原料组成：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

光渣和掺合料。同时也公开了这些城镇污水处理

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的制备方法。本发明综合利

用城镇污水处理污泥和陶瓷工业固废陶瓷抛光

渣粉，提供一种固废资源化新技术，该技术对处

理难度较大的城镇污水处理污泥，提供了一种避

免二次污染的有效途径。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具有

废渣利用率高、原料来源广泛、工艺清洁环保、步

骤简单、生产周期缩短、节约能源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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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其特征在于：是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

城镇污水处理污泥10～30份，陶瓷抛光渣35～70份，掺合料15～25份，发泡剂0.5～15份；所

述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的化学组成如下：35.10～35.78wt％SiO2，2.18～3.73wt％MgO，5.40

～7.44wt％CaO，2.80～4.68wt％Fe2O3，7.20～8.47wt％Al2O3，0.69～0.82wt％K2O，0.51～

0.62wt％Na2O，1.35～2.90wt％全氮，0.7～0.8wt％全磷，35.26～36.30wt％烧失量；

所述陶瓷抛光渣中的SiC质量含量≥3.5％；所述陶瓷抛光渣除SiC外，其他按质量百分

比计的组成为：16％～18％Al2O3，60％～70％SiO2，0.4％～0.7％Fe2O3，0.7％～4.0％CaO，

3.0％～5.0％MgO，1.0％～2.1％K2O，2.5％～4.0％Na2O，0.23％～0.32％TiO2，3.1％～

4.2％烧失量；

所述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符合GB/T  25031和GB  18918的标准要求；所述掺合料为建筑基

坑泥、废瓷土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发泡剂为碳化硅泥、铁泥中的一种或两种；

所述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的制备方法是：按照所述的原料组成配料，混

料，成球，干燥，焙烧，发泡，出料，得到发泡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各原料配

料前均制成粒径<1mm的粉料。

2.一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其特征在于：是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

城镇污水处理污泥15～40份，陶瓷抛光渣35～70份，掺合料15～20份，发泡剂3～15份；

所述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的化学组成如下：35.10～35.78wt％SiO2，2.18～3.73wt％MgO，

5.40～7.44wt％CaO，2.80～4.68wt％Fe2O3，7.20～8.47wt％Al2O3，0.69～0.82wt％K2O，

0.51～0.62wt％Na2O，1.35～2.90wt％全氮，0.7～0.8wt％全磷，35.26～36.30wt％烧失

量；

所述陶瓷抛光渣中的SiC质量含量<3.5％；所述陶瓷抛光渣除SiC外，其他按质量百分

比计的组成为：16％～18％Al2O3，60％～70％SiO2，0.4％～0.7％Fe2O3，0.7％～4.0％CaO，

3.0％～5.0％MgO，1.0％～2.1％K2O，2.5％～4.0％Na2O，0.23％～0.32％TiO2，3.1％～

4.2％烧失量；

所述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符合GB/T  25031和GB  18918的标准要求；所述掺合料为建筑基

坑泥、废瓷土中的一种或两种；所述发泡剂为碳化硅泥、铁泥中的一种或两种；

所述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的制备方法是：按照所述的原料组成配料，混

料，成球，干燥，焙烧，发泡，出料，得到发泡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各原料配

料前均制成粒径<1mm的粉料。

3.一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其特征在于：是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

城镇污水处理污泥30～50份，陶瓷抛光渣35～60份，掺合料15～20份；所述城镇污水处理污

泥符合GB/T  25031和GB  18918的标准要求；

所述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的化学组成如下：35.10～35.78wt％SiO2，2.18～3.73wt％MgO，

5.40～7.44wt％CaO，2.80～4.68wt％Fe2O3，7.20～8.47wt％Al2O3，0.69～0.82wt％K2O，

0.51～0.62wt％Na2O，1.35～2.90wt％全氮，0.7～0.8wt％全磷，35.26～36.30wt％烧失

量；

所述陶瓷抛光渣中的SiC质量含量<3.5％；所述陶瓷抛光渣除SiC外，其他按质量百分

比计的组成为：16％～18％Al2O3，60％～70％SiO2，0.4％～0.7％Fe2O3，0.7％～4.0％CaO，

3.0％～5.0％MgO，1.0％～2.1％K2O，2.5％～4.0％Na2O，0.23％～0.32％TiO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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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烧失量；

所述掺合料为建筑基坑泥、废瓷土中的一种或两种；

所述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的制备方法是：按照所述的原料组成配料，混

料，成球，干燥，焙烧，烧结，出料，得到烧结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各原料配

料前均制成粒径<1mm的粉料。

4.一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权利要求1或

2所述的原料组成配料，混料，成球，干燥，焙烧，发泡，出料，得到发泡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

陶瓷抛光渣陶粒；各原料配料前均制成粒径<1mm的粉料。

5.一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权利要求3所

述的原料组成配料，混料，成球，干燥，焙烧，烧结，出料，得到烧结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

抛光渣陶粒；各原料配料前均制成粒径<1mm的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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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陶粒是一种人造无机轻集料，主要用于建筑工程中保温、隔热、轻质墙体、轻集料

混凝土、结构用轻质混凝土、建筑装饰等方面，也可用于环保过滤、农业种植等领域。目前，

制备陶粒的原料主要来源有，包括粘土、页岩、矿山剥离物、黄土、工业固废、河涌、生活污泥

等，经加入膨胀材料、配料等辅助添加剂制备而成。由于开挖粘土、页岩等天然资源会造成

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因此粘土陶粒属淘汰类产品。当前采用各种工业固废、建筑

淤泥、河道淤泥、生活污泥为基本原料制造陶粒，成为开发热点。

[0003] 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的资源化是每个城市都关注的重大课题。2015年统计，我国城

镇污水处理厂湿污泥(含水率80％)，年产生量约为3359万吨。按照一年300元左右的平均运

营费用计算，我国污泥处理的运营潜在市场达百亿以上。2017年我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

了全国城镇建成近4000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能力约1.7亿立方米/日，年产生约4964万

吨污泥(含水率80％)。长期以来，国家重视污泥资源化问题，作为绿色建材、新墙材资源已

建立了相关标准，均对污泥及其生产的人造轻集料和应用到绿色建材产品提出了严格的评

价指标要求。近年来我国推出相关标准如下：GB  1891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23484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分类》，GB/T  264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单独

焚烧用泥质》，  GB/T  25031‑2018《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制砖用泥质》，CJ/T  221《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泥检验方法》，GB/T  35605‑2017《绿色建材评价技术要求墙体材料》。

[0004] 陶瓷抛光渣是建筑陶瓷板生产过程排出的废渣，主要由建筑陶瓷板基料和磨头材

料组成，其产生量大，颗粒细，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例如广东省清远地区年排放量约200万

吨，将其资源化利用是当务之急。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以城镇污水处理污泥

和陶瓷抛光渣为主料的陶粒制备方法，以克服现有的污泥陶粒需加入较多自然资源——粘

土为配料来制备污泥陶粒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利用陶瓷抛光渣在高温煅烧过程

中内发泡机理，产生微小封闭气泡的特性，使之与市政污泥配伍，在提供一种协同处理污泥

的技术的同时，又制造一种性能较高的陶粒，克服目前污泥陶粒存在密度大、筒压强度小和

吸水率高等问题；本发明的目的之三在于提供一种用于制备建筑构件的污泥瓷渣陶粒，特

别是适用于配制钢筋陶粒混凝土制品(1200～1800kg/m3)等的高性能(C15～C40)陶粒混凝

土的强度较高的陶粒。

[0006] 本发明提供的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有两类，包括发泡型城镇污水处

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和烧结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其中发泡型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根据原料中污泥的掺量和陶瓷抛光渣中的SiC质量含量，又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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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污泥含量的污泥瓷渣陶粒和高污泥含量的污泥瓷渣陶粒，两种发泡型污泥瓷渣陶粒。

[0007] 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是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10～30份，陶瓷抛光渣35～70份，掺合料15～25份，发泡剂0.5～15份；所述陶瓷抛

光渣中的SiC质量含量≥3.5％。本发明中称这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为陶粒

Ⅰ，也即低污泥含量的发泡型陶粒。

[0009] 一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是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15～40份，陶瓷抛光渣35～70份，掺合料15～20份，发泡剂3～15份；所述陶瓷抛光

渣中的SiC质量含量<3.5％。本发明中称这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为陶粒Ⅱ，

也即高污泥含量的发泡型陶粒。

[0010] 一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是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30～50份，陶瓷抛光渣35～60份，掺合料15～20份；所述陶瓷抛光渣中的SiC质量

含量<3.5％。本发明中称这种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为陶粒Ⅲ，也即烧结型陶

粒。

[0011] 在本发明中，陶粒Ⅰ或陶粒Ⅱ为发泡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陶粒Ⅲ

为烧结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

[0012]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中，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符合GB/T  25031和GB 

18918 的标准要求。

[0013]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中，城镇污水处理污泥是将城镇污水处理收集的

污泥经消毒，去杂，压榨，干燥，粉碎处理后得到的；进一步的，城镇污水处理收集的污泥(或

称为市政污泥)原料的含水量为70％～85％。

[0014]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中，陶瓷抛光渣除SiC外，其他按质量百分比计的

组成为：16％～18％Al2O3，60％～70％SiO2，0.4％～0.7％Fe2O3，0.7％～4.0％CaO，3.0％～

5.0％MgO，  1.0％～2.1％K2O，2.5％～4.0％Na2O，0.23％～0.32％TiO2，3.1％～4.2％烧失

量。

[0015] 进一步的，陶瓷抛光渣中的SiC质量含量为1.3％～4.8％，其中，陶粒Ⅰ所用的陶瓷

抛光渣中的SiC质量含量X为：3.5％≤X≤4.8％；陶粒Ⅱ或陶粒Ⅲ所用的陶瓷抛光渣中的

SiC质量含量Y为：1.3％≤Y<3.5％。

[0016]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中，掺合料为建筑基坑泥、废瓷土中的一种或两

种。

[0017]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中，掺合料的建筑基坑泥或废瓷土经去杂、干燥、

粉碎成粉末状物料后再使用。

[0018]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中，掺和料所述的建筑基坑泥为粘性土，按质量百

分比的化学组成如下：55％～80％SiO2，2％～15％Al2O3，5％～25％Fe2O3，0～15％CaO，0～

5％MgO，  0～3％SO3，3％～15％烧失量。

[0019]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中，掺和料所述的建筑基坑泥粒径<0.5mm。

[0020]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中，掺和料所述的废瓷土按质量百分比的化学组

成为：  63.34％～69.58％SiO2，16.15％～22.88％Al2O3，6.62％～8.84％Fe2O3，0.21％～

0.36％CaO，  0 .12％～0.23％MgO，1.25％～2.51％K2O，0.10％～0.35％Na2O，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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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烧失量。

[0021]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中，发泡剂为碳化硅泥(SiC泥)、铁泥(Fe2O3铁泥) 

中的一种或两种；进一步优选的，碳化硅泥中的SiC质量含量>60％；铁泥中的Fe2O3质量含量

>60％。

[0022] 本发明还提供了陶粒Ⅰ、陶粒Ⅱ和陶粒Ⅲ的制备方法。

[0023] 陶粒Ⅰ或陶粒Ⅱ的制备方法，是按照陶粒Ⅰ或陶粒Ⅱ所述的原料组成配料，混料，成

球，干燥，焙烧，发泡，出料，得到发泡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

[0024] 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是按照陶粒Ⅲ所述的原料组成配料，混料，成球，干燥，焙烧，

烧结，出料，得到烧结型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

[0025]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中，各原料配料前均制成粒径<1mm的

粉料。

[0026] 优选的，陶粒Ⅰ或陶粒Ⅱ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7] 1)原料处理：分别将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掺合料和发泡剂制成粒径小

于  1mm的粉状材料；

[0028] 2)配料：采用封闭式计量设备进行配料，用紊流式搅拌机进行匀料；

[0029] 3)混料：采用封闭式搅拌设备将配料后的原料加入水，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

[0030] 4)成球：采用造粒设备将混合料制成球状颗粒；

[0031] 5)焙烧：用回转窑对球状颗粒进行干燥，焙烧，发泡处理；

[0032] 6)出料：冷却出料，得到发泡型陶粒产物。

[0033] 优选的，陶粒Ⅲ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4] 1)原料处理：分别将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和掺合料制成粒径小于1mm的

粉状材料；

[0035] 2)配料：采用封闭式计量设备进行配料，用紊流式搅拌机进行匀料；

[0036] 3)混料：采用封闭式搅拌设备将配料后的原料加入水，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

[0037] 4)成球：采用造粒设备将混合料制成球状颗粒；

[0038] 5)烧结：用回转窑对球状颗粒进行干燥，焙烧、烧结处理；

[0039] 6)出料：冷却出料，得到烧结型陶粒产物。

[0040]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2)中，封闭式计量设备为封闭式

螺旋计量设备。

[0041]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3)中，混合料的含水率为26wt％

～34wt％。

[0042]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4)中，造粒设备具体为强力挤压

成条、旋转切割、滚动筛网造粒设备。

[0043]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5)中回转窑采用清洁能源，如天

然气。

[0044] 优选的，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5)中，焙烧设备为瀑落式回转窑，该回转窑采用清

洁能源，如天然气。

[0045]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5)中，干燥具体为将物料输入干

燥带，300℃～600℃下干燥3min～20min；进一步优选的，干燥具体为在350℃～450℃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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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  3min～10min。

[0046] 进一步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5)中，干燥装置设置于回转窑

的尾部，经干燥后的渣粒不经冷却连续输送至回转窑的烧结室中，陶粒Ⅰ、陶粒Ⅱ进行焙烧

至熔融半熔融状进行膨化发泡；陶粒Ⅲ进行烧结。

[0047]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5)中，经过干燥前的物料(球状颗

粒)粒径为1mm～8mm。

[0048] 优选的，陶粒Ⅰ或陶粒Ⅱ的制备方法步骤5)中，焙烧具体为在500℃～1000℃下烧

结  20min～50min；进一步优选的，焙烧具体为先在500℃～800℃下粘接烧结20min～

30min，再在  800℃～1000℃下半熔融烧结10min～15min。

[0049] 优选的，陶粒Ⅰ或陶粒Ⅱ的制备方法步骤5)中，发泡具体为在1000℃～1200℃下发

泡  3min～20min；进一步优选的，发泡具体为在1000℃～1150℃下发泡3min～5min。

[0050] 优选的，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5)中，烧结具体为在400℃～1050℃下烧结5min～

30min。

[0051]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5)中，通过回转窑产生的尾气经

净化后再排放。

[0052] 优选的，陶粒Ⅰ、陶粒Ⅱ或陶粒Ⅲ的制备方法步骤6)中，冷却出料采用的是节能型

冷却装置，回收热风循环使用。

[0053] 下面进一步对本发明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所用的原料说明如下：

[0054] 城镇污水处理污泥：本发明所用的污泥达到国家标准以下要求，嗅觉、稳定化指

标、理化指标、烧失量、放射性核素指标、污染物浓度限值、卫生学指标、大气污染物排放指

标以及污泥掺量应少于10％。本发明按污泥泥质不同级别，将污泥掺量分别控制在10～

40％，提高污泥掺量。

[0055] 陶瓷抛光渣：按现有陶瓷抛光渣成份，据SiC质量含量不同，当SiC低于3.5％，采用

辅助发泡剂SiC泥或铁泥，制备轻质陶粒；或不掺入辅助发泡剂铁泥，制备烧结型高强陶粒。

[0056] 掺合料：主要增加物料粘塑性，采用干粉状，充分均匀分散于混合料中。

[005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58] 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具有废渣利用率高、原料来源广泛、工艺清洁环保、步骤简单、

生产周期缩短、节约能源等优点。

[005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公开的城镇污水处理污泥陶瓷抛光渣陶粒具有以下优

点：

[0060] 第一，综合利用城镇污水处理污泥和陶瓷工业固废陶瓷抛光渣粉，提供一种固废

资源化新技术，固废总掺量达70％或以上。该技术对处理难度较大的城镇污水处理污泥，提

供了一种避免二次污染的有效途径。

[0061] 第二，利用陶瓷抛光渣可制备高性能陶粒的特点，在保证陶粒产品性能的条件下，

掺入一定量的污泥，既起到协同处理污泥的作用，又可得到较高性能的污泥瓷渣陶粒产品。

[0062] 第三，为了充分利用不同品质的陶瓷抛光渣，分别利用不同发泡机理制备污泥瓷

渣陶粒。对SiC含量高的陶瓷抛光渣，采用加入废陶土类掺合料和利用本身的SiC发泡制得

轻质污泥瓷渣陶粒；对SiC含量小的陶瓷抛光渣，采用加粘土类掺合料和铁泥发泡剂，制得

轻质污泥瓷渣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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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第四，对SiC含量小的陶瓷抛光渣，采用不掺发泡剂，利用烧结机(瀑落式窑)工艺，

制备烧结型高强污泥瓷渣陶粒。

具体实施方式

[0064] 以下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内容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实施例中所用的原

料/设备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常规商业途径得到。

[0065] 实施例1

[0066] 本例的发泡型陶粒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污泥Ⅰ30份；SiC质量含量为2％的瓷

渣Ⅱ  55份；基坑泥15份；铁泥发泡剂10份。

[0067] 实施例2

[0068] 本例的发泡型陶粒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污泥Ⅱ20份；SiC质量含量为4％的

瓷渣Ⅰ  65份；废瓷土15份；SiC泥发泡剂3份。

[0069] 实施例3

[0070] 本例的发泡型陶粒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污泥Ⅲ10份；SiC质量含量为4％的

瓷渣Ⅰ  70份；基坑泥20份；SiC泥发泡剂1份。

[0071] 实施例4

[0072] 本例的发泡型陶粒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污泥Ⅰ30份；SiC质量含量为2％的瓷

渣Ⅱ  55份；废瓷土15份；铁泥发泡剂13份。

[0073] 实施例5

[0074] 本例的发泡型陶粒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污泥Ⅱ30份；SiC质量含量为4％的

瓷渣Ⅰ  55份；基坑泥15份；SiC泥发泡剂2份。

[0075] 实施例6

[0076] 本例的发泡型陶粒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污泥Ⅲ15份；SiC质量含量为2％的

瓷渣Ⅱ  65份；基坑泥20份；铁泥发泡剂8份。

[0077] 实施例7

[0078] 本例的发泡型陶粒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污泥Ⅰ40份；SiC质量含量为2％的瓷

渣Ⅱ  55份；基坑泥15份；铁泥发泡剂13份。

[0079] 实施例8

[0080] 本例的烧结型陶粒由以下质量份的原料组成：污泥Ⅰ40份；SiC质量含量为2％的瓷

渣Ⅱ  45份；基坑泥20份。

[0081] 实施例1～8的陶粒所用的原料分别说明如下：

[0082] 所用的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相关的检测数据可见表1(化学组成)和表2(重金属含

量)。表1的检测结果为3年监测的数据，表2的检测结构为5年监测的数据。

[0083] 表1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的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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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0085] 表2城镇污水处理污泥的重金属含量

[0086]

[0087] 污泥按GB/T  25031大气污染物排放最高允许浓度(分一级、二级、三级标准)，分污

泥Ⅰ、污泥Ⅱ、污泥Ⅲ三种。

[0088] 所用的陶瓷抛光渣SiC质量含量为1.3％～4.8％，根据其质量含量分为SiC含量为

4％的瓷渣Ⅰ和SiC含量为2％的瓷渣Ⅱ。瓷渣除SiC外的其他组成如下(质量百分比)：16.5％

～17.5％  Al2O3，62.5％～65.8％SiO2，0.5％～0.6％Fe2O3，1.2％～2.5％CaO，4.0％～

5.0％MgO，1.0％～2.1％  K2O，2.5％～4.0％Na2O，3.1％～4.2％烧失量。

[0089] 所用的建筑基坑泥按质量百分比的化学组成如下：55％～80％SiO2，2％～15％

Al2O3，5％～25％  Fe2O3，0～15％CaO，0～5％MgO，0～3％SO3，3％～15％烧失量；建筑基坑泥

的粒径<0.5mm。

[0090] 所用的废瓷土按质量百分比的化学组成为：63.34％～69.58％SiO2，16.15％～

22.88％Al2O3，  6.62％～8.84％Fe2O3，0.21％～0.36％CaO，0.12％～0.23％MgO，1.25％～

2.51％K2O，0.10％～0.35％  Na2O，3.34％～4.20％烧失量。

[0091] 实施例1～7这类发泡型陶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2] 1)原料处理：①瓷渣：取陶瓷抛光渣浆料，经去杂、压柞、干燥、粉碎成为粉状(粒径

在1mm以下)；②污泥：取市政污泥(含水率80％)，经消毒、去杂、压柞、干燥、粉碎成粉状(粒

径在1mm以下)；③掺合料：取废瓷泥(等外品瓷泥)或粘性土(建筑基坑泥)，经去杂、干燥、粉

碎成粉末  状(粒径在1mm以下)；④发泡剂：粉状SiC泥或Fe2O3泥。

[0093] 2)配料：采用封闭式螺旋计量设备按表1的组成进行配料，用紊流式搅拌机进行匀

料；

[0094] 3)混料：采用封闭式搅拌设备将配料后的原料加水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混合料

的含水率为26％～34％；

说　明　书 6/8 页

9

CN 109704725 B

9



[0095] 4)成球：采用强力挤压、旋转切割、滚动筛网造粒设备将混合料制成粒径为2～6mm

的球状颗粒；

[0096] 5)焙烧：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节能型回转窑进行烧成，先将球状颗粒在回转窑

尾部的干燥装置中，在350～450℃下干燥3min～10min，干燥后的颗粒粒径为1mm～8mm；再

将物料颗粒转移至烧结室中，在500～800℃条件下粘连烧结20～30min，然后转移至800～

1000℃条件下半熔融烧结10～15min，最后转移至1000～1150℃条件下膨化发泡3～8min，

制得发泡陶粒；陶粒粒径为4mm～18mm。

[0097] 6)出料：采用节能型冷却装置冷却出料，得到陶粒产物。

[0098] 实施例8这类烧结型陶粒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9] 1)原料处理：①瓷渣：取陶瓷抛光渣浆料，经去杂、压柞、干燥、粉碎成为粉状(粒径

在1mm以下)；②污泥：取市政污泥(含水率80％)，经消毒、去杂、压柞、干燥、粉碎成粉状(粒

径在1mm以下)；③掺合料：取废瓷泥(等外品瓷泥)或粘性土(建筑基坑泥)，经去杂、干燥、粉

碎成粉末  状(粒径在1mm以下)。

[0100] 2)配料：采用封闭式螺旋计量设备按表1的组成进行配料，用紊流式搅拌机进行匀

料；

[0101] 3)混料：采用封闭式搅拌设备将配料后的原料加水混合均匀，得到混合料，混合料

的含水率为26％～34％；

[0102] 4)成球：采用强力挤压成条、旋转切粒、滚动筛网造粒设备将混合料制成粒径为 

2mm～8mm的球状颗粒；

[0103] 5)焙烧：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节能型回转窑(瀑落式)进行烧成，先将球状颗粒

在回转窑烧结室尾部的干燥装置中，在350～450℃下干燥3min～10min，干燥后的渣粒粒径

为1mm～8mm；再将渣粒转移至烧结室中，在500～1050℃下烧结20～30min，制成烧结陶粒；

[0104] 6)出料：采用节能型冷却装置冷却出料，得到陶粒产物。陶粒粒径为2mm～10mm。

[0105] 经检测，实施例1制成的陶粒密度为500kg/cm3，强度为2.5MPa；实施例2制成的陶

粒密度为400kg/cm3，强度为2.8MPa；实施例3制成的陶粒密度为500kg/cm3，强度为4.0MPa；

实施例4制成的陶粒密度为400kg/cm3，强度为2.0MPa；实施例5制成的陶粒密度为600kg/

cm3，强度为5.0MPa；实施例6制成的陶粒密度为700kg/cm3，强度为5.5MPa；实施例7制成的陶

粒密度为400kg/cm3，强度为2.0MPa；实施例8制成的陶粒密度为900kg/cm3，强度为7.5MPa。

检测所用的方法均为国家标准，为本领域的公知常识。

[0106] 实施例1～8制得的陶粒经检测，各性能的参数如下：粒径2mm～18mm，筒压强度 

1.5MPa～7.5MPa，堆积密度300kg/m3～900kg/m3，吸水率4％～8％。

[010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以下的优点：

[0108] 一、本发明的陶粒使用了污泥和瓷渣，可以克服单一污泥陶粒存在的性能偏低，如

天然资源粘土掺量高、密度大、筒压强度小和吸水率高以及污泥限掺量等问题。

[0109] 本发明采用陶瓷抛光渣和污泥配伍，目的是充分利用固废。此外，利用陶瓷抛光渣

中所含SiC独立内发泡原理，形成微小、封闭、独立的气泡，提高陶粒的强度、减少密度和降

低吸水率。

[0110] 二、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陶粒的绿色制造方法，以克服污泥陶粒制备过程中原料存

在的环境污染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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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 1)对污泥提出了绿色产品用泥质技求要求，按GB/T  25031和GB  18918标准(嗅觉、

稳定化指标、理化指标、烧失量、放射性核素指标、污染物浓度限值、卫生学指标、大气污染

物排放指标以及污泥掺量应少于10％)。目前CN106830890A、CN104876540A、CN101531500A 

等文献均未见对污泥原料提出此项要求。

[0112] 2)对污泥提出了限量要求，按GB/T  25031污泥掺量占总质量比(wt％)应少于

10％。本发明据污泥具体状况掺量控制在大于10％。

[0113] 3)对污泥为原料的陶粒，要满足绿色建材产品，对烧结制品技术指标要求。

[0114] 三、本发明克服污泥陶粒制备过程存在的环境污染等问题，降低能耗，同时可以提

高产品均质性。

[0115] 1)本发明对生产工艺提出全封闭式生产线，包括原材料处理、存放、运输、混合、成

球至煅烧全过程封闭式生产。

[0116] 2)本发明采用粉状原料(污泥、抛光渣、掺合料、发泡剂)，目的是达到混合料质量

均匀、免除陈伏工序，既可得到材质均匀的陶粒，又可提高工效。

[0117] 3)本发明采用天然气为燃料煅烧。

[0118] 4)本发明采用现代尾气处理技术。

[0119] 5)本发明采用瀑落式回转窑，提离热交换换效率，缩短烧成时间。

[0120] 6)本发明采用冷却装置，回收热风循环使用，提高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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