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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垃圾焚烧飞灰合成晶体矿

物材料的方法。所涉及的方法包括：将垃圾焚烧

飞灰加入熔融态氯化钠中反应，反应过程中所生

成的飞灰熔盐渣沉淀于熔融态氯化钠底部；收集

氯化钠底部的飞灰熔盐渣，水洗后得到晶体矿物

材料。本发明的合成方法工艺简单，资源化利用

程度高。所制得的晶体矿物材料可作为水泥添加

剂，提高水泥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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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垃圾焚烧飞灰合成晶体矿物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方法包括：

将垃圾焚烧飞灰加入熔融态氯化钠中反应，反应过程中所生成的飞灰熔盐渣沉淀于熔

融态氯化钠底部；所述垃圾焚烧飞灰中添加有飞灰添加剂和熔盐助剂，所述飞灰添加剂为

膨润土、硅灰、粉煤灰和偏高岭土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飞灰添加剂的添加质

量小于等于垃圾焚烧飞灰质量的20％；所述熔盐助剂为氯化钾、氯化铝、氯化铁、氯化钙、氯

化镁、硫酸钠、硫酸钾、碳酸钠和碳酸钾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物，所述熔盐助剂的添加

量为氯化钠质量的5％-50％；

收集氯化钠底部的飞灰熔盐渣，水洗后得到晶体矿物材料。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垃圾焚烧飞灰合成晶体矿物材料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反应温度

为600-1000℃，反应时间为0.5-8小时。

3.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制备的晶体矿物材料作为水泥添加剂的应用。

4.权利要求1所述方法制备的晶体矿物材料作为混凝土掺合料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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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垃圾焚烧飞灰合成晶体矿物材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领域危险固体废弃物处置与综合利用，具体涉及一种垃圾焚

烧飞灰合成晶体矿物材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垃圾焚烧飞灰有许多处置技术。具体分为四大类：分离萃取技术；热处理技

术，固化稳定技术及其他技术。但是同时满足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以及经济合理、安全高

效的实际要求的方法几乎没有。

[0003] 固化稳定类技术，不仅增容，而且固化稳定材料价格高企，加上填埋储藏综合费用

高；

[0004] 分离萃类技术工艺复杂，成本高；

[0005] 热处理类技术存在高温、高能耗和高排放问题，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垃圾焚烧飞灰

热处理后资源化、减量化方面有一定优势，尤其是熔化技术的无害化和减量化十分明显，在

发达国家得到应用。

[0006]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的提高，垃圾焚烧飞灰的化学组成也发生了

明显的变化，突出特点是高含盐量和高氧化钙含量，使得传统的熔融技术遇到困难，在不添

加助溶剂的情况下，垃圾焚烧飞灰的熔融温度超过1500℃，加上二次飞灰处理，极高的能

耗，熔融工艺出现前所未有的技术困难。而即使采用烧结技术，烧结温度很高，飞灰中的盐

分直接影响烧结制品质量，烧结前需进行水洗脱盐处理，成本提高，工艺复杂，而且烧结制

品的重金属浸出风险依然存在。

[0007] 采用水洗后水泥掺烧工艺，面临水泥产能过剩，水泥烧成掺入量小，窑尾氯离子浓

度提高和窑尾预热器结皮的隐患增加，而且氯盐回收、过滤板结等诸多技术问题使得水泥

掺烧面临诸多困难。

[0008] 传统的固体氯化剂氯化挥发实现垃圾焚烧飞灰重金属离子分离，存在氯化剂使用

量波动大，低温氯化挥发不充分，高温氯化挥发容易出现熔融裹覆重金属离子的现象，使得

传统的氯化挥发很难工业化。

[0009] 其次，传统的氯化挥发法并没有研究氯化挥发后固体残渣的应用问题。

[0010] 而用垃圾焚烧飞灰制备阿里尼特水已经有很多研究，都是传统的固相烧结法，存

在烧结温度高，能耗高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11] 针对国内外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氯化挥发和无机材料合成技术相结

合的高温分离技术，能够在较低的温度下，通过垃圾焚烧飞灰在熔盐中消解合成材料的过

程中，实现高温氯化分离，同时将垃圾焚烧飞灰转化成阿里尼特晶体矿物材料。

[0012] 本发明所提供的垃圾焚烧飞灰合成晶体矿物材料的方法包括：将垃圾焚烧飞灰加

入熔融态氯化钠中反应，反应过程中所生成的飞灰熔盐渣沉淀于熔融态氯化钠底部；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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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收集氯化钠底部的飞灰熔盐渣，水洗后得到晶体矿物材料。

[0013] 一种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垃圾焚烧飞灰中添加有飞灰添加剂，所述飞灰添加剂

为膨润土、硅灰、粉煤灰和偏高岭土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飞灰添加剂的添加

质量为垃圾焚烧飞灰质量的0％-20wt％。

[0014] 一种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垃圾焚烧飞灰中添加有熔盐助剂，所述熔盐助剂为氯

化钾、氯化铝、氯化铁、氯化钙、氯化镁、硫酸钠、硫酸钾、碳酸钠、碳酸钾、碳酸盐和硫酸盐的

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物，所述熔盐助剂的添加量为氯化钠质量的5％-50％。

[0015] 一种实施方案中，本发明的反应温度为600-1000℃，熔盐反应时间为0.5-8小时。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方法制备的晶体矿物材料作为水泥添加剂或混凝土掺合料的

应用。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垃圾焚烧飞灰处理方法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本发明的处理方法工艺简单，资源化利用程度高；

[0019] (2)本发明的处理方法，热处理温度低，能耗低。

[0020] (3)本发明的处理方法，熔盐成本低，综合处理成本低；

[0021] (4)本发明的处理方法，绿色环保，无二次环境污染。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实施例1制得的晶体矿物材料的SEM图；

[0023] 图2为实施例2制得的晶体矿物材料的SEM图；

[0024] 图3为实施例3制得的晶体矿物材料的SEM图；

[0025] 图4为某原始垃圾焚烧飞灰的XRD图谱；

[0026] 图5为实施例1制得的晶体矿物材料的XRD图谱；

[0027] 图6为本发明的实施例3熔盐溶解前后重金属离子扩散和飞灰残渣形貌示意图，其

中：(a)反应结束并冷却后的上层氯化钠形貌，(b)为熔盐溶解后底部的飞灰熔盐形貌。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的垃圾焚烧飞灰为生活垃圾焚烧或者医疗垃圾焚烧获得的有毒飞灰，某垃

圾焚烧飞灰熔盐反应前主要的晶体矿物组成如下：氯化钠、碳酸钙、硫酸钙、石英、氯化钙

钾、羟基氯化钙，如图4所示。经过本发明方法处理后，垃圾焚烧飞灰转化成硅酸二钙、硅酸

三钙、阿里尼特等水硬性矿物晶体材料，如图5所示。

[0029] 以下是发明人提供的具体实施例，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解释说明。

[0030] 实施例1：

[0031] 按照垃圾焚烧飞灰与氯化钠重量比1:10将垃圾焚烧飞灰加入熔融态氯化钠中反

应，温度950℃,热处理时间4小时，反应过程中所生成的飞灰熔盐从熔融态氯化钠中排出并

沉淀于熔融态氯化钠底部得到飞灰熔盐渣，冷却后，收集氯化钠底部的飞灰熔盐渣，水洗后

得到晶体矿物材料，参考图4和5，合成的晶体矿物材料为：硅酸二钙、硅酸三钙、阿里尼特，

其中水硬性晶体含量60％，形貌SEM图如图1所示。

[0032] 将所合成晶体矿物材料经过磨细成小于200目后，按照30％的重量百分比加入

42.5R水泥中，水泥力学性能得到提高，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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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表1

[0034]

[0035] 实施例2：

[0036] 该实施例与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按照垃圾焚烧飞灰与氯化钠与氯化钙熔盐重

量比1:12，热处理温度600℃,热处理时间8小时，参考图4和5，合成的棒状晶体矿物为：硅酸

二钙、硅酸三钙、阿里尼特等，其中水硬性晶体含量49％，形貌SEM图如图2所示。

[0037] 所合成晶体矿物材料经过磨细成小于200目后，按照30％的重量百分比加入42.5R

水泥中，水泥性能如表2所示。

[0038] 表2

[0039]

[0040] 实施例3：

[0041] 该实施例与实施例1不同在于：将垃圾焚烧飞灰10克与2克硅灰加入100克氯化钠

熔盐中，热处理温度1000℃，热处理时间0.5小时，参考图4和5，合成的球状晶体矿物为：硅

酸二钙、硅酸三钙、阿里尼特等，其中水硬性晶体含量62％，形貌SEM图如图3所示：

[0042] 所合成晶体矿物材料经过磨细成小于200目后，按照30％的重量百分比加入42.5R

水泥中，水泥力学性能得到提高，结果见表3。

[0043] 表3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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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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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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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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