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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钙镁工业煅烧废料制备污染治理袋

的方法及其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利用高钙镁工业煅烧废料制

备污染治理袋的方法及其应用，将白云土陶素烧

坯废料与钢渣或碱性高炉渣混合后装入无机材

料布袋中，制得污染治理袋，然后可将其用于污

水的污染物吸附，且在吸附同时可以对污染治理

袋进行改性处理，通过污水中的有机酸中和其碱

性，然后可以将污水吸附后的改性污染治理袋与

菌株混合制成菌类培养基，可使其具有了应用于

土壤污染的新价值，不仅兼顾了工业废渣去处处

理、污水净化、后续的边坡和农村垃圾堆治理的

三重功能，且其成本很低，种植模块覆盖性强，施

工简易，强度高，耐地表径流冲刷能力强,解决了

工业废料——污水——垃圾等治理问题,相当于

一份资金三份价值化，推广前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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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高钙镁工业煅烧废料制备污染治理袋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将白云土陶素烧坯

废料与钢渣或碱性高炉渣混合后装入布袋中，制得污染治理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高钙镁工业煅烧废料制备污染治理袋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白云土陶素烧坯废料与钢渣或碱性高炉渣混合的份数比为1∶0.1～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高钙镁工业煅烧废料制备污染治理袋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布袋为无碱玻纤纤维布、玄武岩纤维布或岩棉纤维布。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之一所述的方法制得的污染治理袋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污染

治理袋浸渍于生活污水或养殖污水中进行污染物吸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生活污水或养殖污水中含有有机

酸，所述污染治理袋中的白云土陶素烧坯废料与钢渣或碱性高炉渣与生活污水或养殖污水

中的有机酸发生中和反应，在处理污水完成后，副产制得改性污染治理袋。

6.一种复合矿料模块，其特征在于：将土壤用菌株和营养基加入到权利要求5所述应用

制得的改性污染治理袋中，使其和白云土陶素烧坯料与钢渣或碱性高炉渣的混合物进行混

合均匀后，再经发酵处理和自然干燥，制得用于菌类培养的复合矿料模块。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复合矿料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土壤用菌株包括酵母

菌、乳酸菌、放线菌、真菌。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复合矿料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复合矿料模块为片状或

颗粒状。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复合矿料模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复合矿料模块中还掺入

有蔗渣或棕榈纤维。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复合矿料模块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复合矿料模块相互

拼接形成阵列后，覆盖于待绿化治理的土壤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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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高钙镁工业煅烧废料制备污染治理袋的方法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技术领域，尤其是利用高钙镁工业煅烧废料

制备污染治理袋的方法及其后续资源化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农村环境治理中，污水、垃圾、人居聚落环境需要同步治理，才可能得到较好的新

农村环境，而不能直接沿用城市治理的方法。虽然目前该概念已被提出，但具体技术体系尚

未成型,尤其是循环化治理技术相当缺乏。

[0003] 目前水渣、炉渣、煤渣等碱性较弱、有明显火山灰反应的工业废料大部分被利用为

建材，高磷的还被加工为磷肥使用，其价格一般在50-200元/吨，销售状态良好。然而，碱性

较高的废渣如钢渣、高炉碱性渣、白云土陶素烧坯料等磷含量低，由于其作为肥料不适合，

反而会固定大量化肥施加的磷；作为火山灰材料水化固化后强度又低，不受客户满意；镁是

植物必须元素，但这些材料中镁以硅酸镁方式存在，释放速度很低价值不大。因环保压力不

易找到去处，大量堆积，经常被举报和报道，如沙钢几百万吨钢渣堆放在长江边的事件就为

中央环保督察组所专门处理。

[0004] 与此同时，城郊地区往往有大量生活废水或养殖废水需要处理，而关键是要去除

磷氮、可溶性有机物，恰好可以利用上述疏松的材料进行捕捉，来达到污水治理目的。

[0005] 再进一步，目前农村垃圾堆、垃圾填埋场透气性覆盖绿化土等技术难题一直难以

解决，使用行业最新颁布指南推广的覆土绿化技术操作中易冲刷滑坡，塌陷、甲烷积累伤害

植物根际微生境等问题一直存在。

[0006] 若是能将高钙镁工业的碱性较高的废渣和白玉土陶素烧坯料进行应用作为环保

治理材料，进而解决该环保治理材料使用后废料的资源化问题，那么不仅能够缓解高钙镁

工业生产废料的废物处理压力，还能够为当前垃圾治理提供一个新思路，然而目前却罕见

有此研究。

发明内容

[0007] 基于现有技术的情况，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成本低、实施可靠和处理效果

好的利用高钙镁工业煅烧废料制备污染治理袋，及该污染治理袋使用后的二次资源化的方

法及其应用。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的技术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利用高钙镁工业煅烧废料制备污染治理袋的方法，将白云土陶素烧坯废料与钢渣或碱

性高炉渣混合后装入布袋中，制得污染治理袋。

[0009] 进一步，所述白云土陶素烧坯废料与钢渣或碱性高炉渣混合的份数比为1∶0.1～

10。

[0010] 进一步，所述的布袋为无碱玻纤纤维布、玄武岩纤维布或岩棉纤维布。

[0011] 根据上述所述的方法制得的污染治理袋的应用，将污染治理袋浸渍于生活污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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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污水中进行污染物吸附，达到治理污水目的。

[0012] 进一步，所述的生活污水或养殖污水中含有磷和有机酸，所述污染治理袋中的白

云土陶素烧坯废料与钢渣或碱性高炉渣与生活污水或养殖污水中的磷和有机酸发生中和

反应，达到净水目的，副产得改性污染治理袋。

[0013] 一种复合矿料模块，将土壤用菌株和营养基加入到上述所述应用制得的改性污染

治理袋中，使其和白云土陶素烧坯料与钢渣或碱性高炉渣的混合物进行混合均匀后，再经

发酵处理和自然干燥，制得用于菌类培养的复合矿料模块。

[0014] 进一步，所述的土壤用菌株包括酵母菌、乳酸菌、放线菌、真菌。

[0015] 进一步，所述的复合矿料为片状或颗粒状。

[0016] 进一步，所述的复合矿料中还掺入有蔗渣或棕榈纤维。

[0017] 一种复合矿料模块的应用，将复合矿料模块相互拼接形成阵列后，覆盖于待绿化

治理的土壤表面。

[0018] 综合上述，本发明方案为一种新的三元耦合治理方法，通过将白玉土陶素烧坯料、

钢渣或碱性高炉渣进行多环节利用来充分实现其资源化价值：

第一，取得白云土陶素烧坯废料和钢渣、碱性高炉渣等，按照1:1-1:10的配比混合，装

入无碱玻纤纤维布、玄武岩纤维布、岩棉纤维布等难降解且有生物亲和性的纤维材料制成

的疏松袋中包装。

[0019] 将整个包装袋浸渍于生活/养殖污水池中进行微生物改性，通常可利用污水池、落

污井、下水道废水、农村湿地等，设施通常是池子或落水井。这一过程可利用白云土陶素烧

废料、钢渣的吸附能力净化污水，同时素烧分解的碱性钙镁氧化物也被生活污水中的有机

酸中和。该工艺已为湿地治理行业公知。但未报道存在预包装袋模块技术，且随后处理过的

废料目前环保业内难以处置基本为填埋。该工艺可作为湿地前置处理，大幅降低入湿地污

染，从而有利于湿地水体的渔业/农业回用。

[0020] 第二，对上述改性后污染治理袋注入土壤工程微生物（以酵母菌、乳酸菌为主的土

壤工程网微生物）、放线菌和真菌（另外通过掺杂腐熟森林凋落物形式加入）、和营养基（一

般可简易使用粗粮粉、蜜糖水），使其填料表面形成土壤微生物层。堆放待发出腐熟土壤味

道时终止培养，常温自然干燥，转化为肥沃的颗粒/片状复合矿料；其中，重量配比可以参考

为：100份第一步处理过的白云土陶素烧坯料/钢渣渣类混合物（不需严格配比，一般1:0.1-

10）；0.01-0.5份土壤用EM菌；0.5-5份腐熟森林凋落物粉末；0.5-5份营养基配置的水溶液。

[0021] 第三：使用如必要时，开袋掺入重量比0-10份蔗渣、棕榈纤维等易降解生物材料纤

维供早期强度增强及后期土壤微生物培养基使用。

[0022] 第四：治理操作实施时使用搭钩或绳子组装拼接袋装的复合矿料以形成若干模

块，覆盖在待治理目标上，必要时可使用打桩锚固的方法对模块组加强。在这些模块上即可

扎洞种植绿化植物，并在模块之间间隙撒播淤泥、绿化土等进行保护，形成力学强度高、营

养丰富、透气性良好的绿化护坡模块层。由于模袋的存在，种苗期保水能力优秀；由于模块

之间土壤存在，因此可有效渗透雨水；由于模袋的多孔性，植物根系极易穿透进入待治理目

标入垃圾堆。

[0023] 采用上述的技术方案，相比于现有较接近的发明CN201610807205.X、名称《一种用

于道路临时性应急处置的复合材料袋及其制作工艺》、发明人陈楷翰等，其所具有的有益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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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本发明在骨料（复合矿料）预处理形成了新突破，钢渣经过处理废水后转化为类似沙

壤土状富含营养物质的颗粒，片状材料则与之复合提供了较高机械强度。在牺牲了部分保

水能力的基础上，优化了植物根系分布的空间网络，富营养片状材料的存在使根系难以拔

出，相比于常见的覆盖生态袋而言，由于基本属于废料资源化，因此以低廉的成本实现了可

大规模综合治理的目标。其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及创造性在于：本发明这种工业疏松废弃物

改性资源化的新方法兼顾了工业废渣去处处理、污水净化、后续的边坡和农村垃圾堆治理

的三重功能，且其成本很低，种植模块覆盖性强，施工简易，强度高，耐地表径流冲刷能力

强。简单解决了工业废料——污水——垃圾等治理问题,相当于一份资金三份价值化，推广

前景巨大。另外，这种方式的造景能力也较强，适合农村其他用途如简易绿化墙体、简易垃

圾场构建等使用。

[0024] 本发明方案的应用并不局限于上述，其还可以有更多的特殊用途：当应用于有很

厚淤泥的河湖治理中，可利用重量压缩底泥厚度并通过底泥封闭大幅控制内源污染，避开

昂贵且重度污染的清淤和淤泥处置工序，同时提供水体净化所需菌群，另外，上覆水生植物

穿透的主根系在片状复合矿料中分布，其固定植物能力很强，能大幅提高抗洪抗风能力，从

而多方面极大幅度降低河湖底泥治理成本。当用于废矿山治理时，这种模块施工成本较低，

由于植物根系在片状材料中盘根错节形成交叉立体网络，很难拔出，因此植物抗风抗地表

径流风力远大于常规生态袋和植草毡方法。

[0025] 利用这些含镁材料弥补了矿山绿化时往往缺乏镁元素的问题，通常在这些高钙镁

工业废料中，镁元素以较为稳定的硅酸镁形式存在，难以被植物利用，直接使用意义不大，

而本发明方案通过污水中微生物活动产生的有机酸转化成为溶解度较高的有机酸镁钙，是

理论上最廉价的资源化方法。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本发明方案为一种新的三元耦合治理方法，通过将白玉土陶素烧坯料、钢渣或碱

性高炉渣进行多环节利用来充分实现其资源化价值：

第一，取得白云土陶素烧坯废料和钢渣、碱性高炉渣等，按照1:1-1:10的配比混合，装

入无碱玻纤纤维布、玄武岩纤维布、岩棉纤维布等难降解且有生物亲和性的纤维材料制成

的疏松袋中包装。

[0027] 将整个包装袋浸渍于生活/养殖污水池中进行微生物改性，通常可利用污水池、落

污井、下水道废水、农村湿地等，设施通常是池子或落水井。这一过程可利用白云土陶素烧

废料、钢渣的吸附能力净化污水，同时素烧分解的碱性钙镁氧化物也被生活污水中的有机

酸中和。该工艺已为湿地治理行业公知。但未报道存在预包装袋模块技术，且随后处理过的

废料目前环保业内难以处置基本为填埋。该工艺可作为湿地前置处理，大幅降低入湿地污

染，从而有利于湿地水体的渔业/农业回用。

[0028] 第二，对上述改性后污染治理袋注入土壤工程微生物（以酵母菌、乳酸菌为主的土

壤工程网微生物）、放线菌和真菌（另外通过掺杂腐熟森林凋落物形式加入）、和营养基（一

般可简易使用粗粮粉、蜜糖水），使其填料表面形成土壤微生物层。堆放待发出腐熟土壤味

道时终止培养，常温自然干燥，转化为肥沃的颗粒/片状复合矿料；其中，重量配比可以参考

为：100份第一步处理过的白云土陶素烧坯料/钢渣渣类混合物（不需准确配比）；0.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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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土壤用EM菌；0.5-5份腐熟森林凋落物粉末；0.5-5份营养基配置的水溶液。

[0029] 第三,使用如必要时，开袋掺入重量比0-10份蔗渣、棕榈纤维等易降解生物材料纤

维供早期强度增强及后期土壤微生物培养基使用。

[0030] 第四,治理操作实施时使用搭钩或绳子组装拼接袋装的复合矿料以形成若干模

块，覆盖在待治理目标上，必要时可使用打桩锚固的方法对模块组加强。在这些模块上即可

扎洞种植绿化植物，并在模袋之间间隙撒播淤泥、绿化土等进行保护，形成力学强度高、营

养丰富、透气性良好的绿化护坡模块层。由于模袋的存在，种苗期保水能力优秀；由于模袋

的多孔性，植物根系极易穿透进入待治理目标入垃圾堆。

[0031] 实施例1

对泉州安海积压大量淤泥的乡村池塘进行简易治理。

[0032] 该池塘由于受到皮革废水污染，黑臭无水草。在投放酸处理褐铁矿粉进行水体/底

泥絮凝抑毒，并充分下沉之后，首先投放竹框—无纺布基板覆盖底泥表面，然后取白云土陶

素烧废料和钢渣按照1:4配比混合，用玻纤布包装形成污染治理袋，继而经过生活污水浸渍

处理之后，按照前述工艺处理制得复合矿料模块，然后将其沉放覆盖在底泥上方的竹

框——无纺布基板上。

[0033] 经处理1个月后发现该区域水质明显优化，黑臭消失，由于底泥被压缩，且模块中

的片状材料承力，人可在该模块上行走施工，这表明了该复合矿料形成的模块层有效封闭

了底泥污染物的释放。随后在模块上铺设粘土层和扎孔种植挺水植物成功，并抵御了当年2

次台风，未出现挺水植物根系被拔出现象。相比其他种植挺水植物的池塘，台风后大部分挺

水植物被拔出底泥。

[0034] 经处理1年后，发现挺水植物根系部分贴着防渗层骨料穿透构建成致密空间网络，

土工布袋部分破损处也被植物根系覆盖穿透，水质监测发现淤泥中污染物基本不能穿透该

可控防渗层。投放模块内的片状骨料表面EM菌在大试中也体现出明显的净水功能。

[0035] 实施例2

对泉州晋江某废弃采石场垃圾堆进行实验。

[0036] 场地为裸露石质坡地，有斜度和裂纹，无供水但有汇集雨水冲刷，由于表面有大量

农村废弃垃圾，质地疏松，传统采用梯田填土绿化成本很高且不可靠。

[0037] 第一，取得当地白云土陶素烧废料和钢渣按照重量1:3装玻纤无纺布疏松袋子，将

其浸渍在当地农村污水中60天，表面形成灰色稳定菌膜。取出常温晒干，此时农村污水也被

大幅净化。

[0038] 第二，对上述改性后的袋子内扎洞喷洒土壤EM菌和蜜糖水，使其表面形成微生物

层，晒干。

[0039] 按重量配比为：100份第一步处理过的废料混合物；0.1份土壤EM菌；1份蜜糖。

[0040] 第三，用绳将这些模块袋角绑为一体，铺设到垃圾堆场，在这些模块上扎洞种植绿

化植物，并在模袋之间间隙撒播土，定期浇湿。

[0041] 治理实验区经历了多次洪水汇集冲刷、曝晒、落石、台风等破坏，取得良好的绿化

效果，不出现塌方、冲刷等问题。

[0042] 对比组常规生态袋装土直接覆盖地面组绿化状况一般，且袋子多数破损，测试中

发现生态袋装土后较为致密，隔气能力较强，导致垃圾堆场下方产生的甲烷积累，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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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根际生境的质量；

对比组梯田堆土部分未冲刷区域绿化效果不好，受地表径流冲刷处失土崩塌严重。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凡依照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做的均等变化

与修饰，皆属于本发明的涵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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