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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

钝化剂，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的如下组分：矿渣

65～85%，熟料8～20%，碱性激发剂2～8%，羟基磷

灰石3～10%。该复合钝化剂原料采用工业固体废

物，廉价易得，降低成本，利废治污；而且本发明

提供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修复方法，操作简单，

通过矿物水化所产生的物质，对生活垃圾焚烧飞

灰中重金属阴离子团和两性重金属阳离子进行

固化稳定化，效果明显，固化早期即能降低重金

属浸出浓度，中长期能持续进行反应，重金属浸

出浓度保持降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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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其特征在于：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的如下组分：

矿渣65～85%，熟料8～20%，碱性激发剂2～8%，羟基磷灰石3～10%，所述矿渣和熟料两者中

的二氧化硅和三氧化铝的总含量占矿渣和熟料两者总质量不低于70%，二氧化硅和三氧化

铝的质量比为2～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矿渣为水淬粒

化高炉矿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碱性激发剂为

熟石灰、氢氧化钾、氢氧化钠、偏硅酸钠、偏硅酸钾中的一种或其中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复合

物。

4.基于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复合钝化剂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修复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65～85%的矿渣，8～20%的熟料均匀混合，再将混合料进行球磨成粉末，备用；

2)根据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最优含水率所需水量，配制pH为2.2的盐酸溶液，

将3～10%的羟基磷灰石溶于该盐酸溶液，然后均匀加入飞灰，强力搅拌均匀后静置，得到混

合物；

3)将步骤1)的混合料粉末和2～8%的碱性激发剂混合加入到步骤2)的混合物中，搅拌

混合均匀，并进行机械压实成型；

4)将步骤3)中成型的试块养护7～28天即可。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球磨后

的混合料粉末的比表面积大于或等于600m2/kg。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加入的

飞灰质量与复合钝化剂的质量比为3～6。

7.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羟基磷

灰石的比表面积大于或等于800m2/kg。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强力搅

拌时间为3min，静置时间为30min。

9.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压实系

数大于等于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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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及其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危险废物治理环保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

化剂及其修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大，经济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所产生的垃

圾量也在日益增大，焚烧法在处理城市生活垃圾中不但可以做到热回收利用，还具有明显

的减容化，无害化等优点，近年来正在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但是在焚烧过程中所产生的

垃圾焚烧飞灰因浓缩了大量的重金属，在很多国家都被认定为危险废物，对其进行最终处

置之前必须进行无害化处理。

[0003] 目前对城市垃圾焚烧飞灰无害化处理方法主要有热处理法（烧结，玻璃化和熔

融），化学药剂稳定法，重金属提取法（酸提取，碱提取以及生物试剂提取等）以及固化稳定

化4种处理方法。固化稳定化技术由于其良好的效果、处理时间短、适用范围广，尤其是适用

于含重金属浓度高的危险废物及土壤等优势，而备受关注。美国环保局曾将其称为有毒有

害废物的最佳处理技术。该技术不仅能将有害污染物变成低溶解性、低毒性和低移动性的

物质，而且处理后所形成的固化体还可被建筑行业所采用（路基、地基、建筑材料）。

[0004] 而在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中，水泥固化与玻璃固化、有机固化等相比，具有成本

低，应用方便的优点，已在国内外的危险废物填埋处置方面广泛应用且技术成熟。但此方法

存在对Zn2+、Pb2+等部分二价两性重金属阳离子和高价重金属阴离子团如CrO42-等固化稳定

束缚效率低的问题。两性金属Zn2+、Pb2+在高pH值条件下会形成锌酸盐或者铅酸盐而由沉淀

转化成可溶解的盐，而高价重金属的阴离子团如CrO42-等在高碱性的环境中具有很高的迁

移性。

[0005] 因此，寻找并研究能有效束缚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重金属阴离子团和两性重金属

阳离子的新化合物（矿物相）体系，是新的无机固化稳定化基质设计的基础，也是国际上危

险废弃物污染控制材料研究的热点。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重金属阴离子团和两性重

金属阳离子固化稳定束缚效率低的问题。

[0007] 为此，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包括按质量百分比计的

如下组分：矿渣65～85%，熟料8～20%，碱性激发剂2～8%，羟基磷灰石3～10%。

[0008] 进一步的，上述矿渣为水淬粒化高炉矿渣。

[0009] 进一步的，上述矿渣和熟料两者中的二氧化硅和三氧化铝的总含量占矿渣和熟料

两者总质量不低于70%，二氧化硅和三氧化铝的质量比为2～5。

[0010] 进一步的，上述碱性激发剂为熟石灰、氢氧化钾、氢氧化钠、偏硅酸钠、偏硅酸钾中

的一种或其中两种及两种以上的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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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另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修复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2] 1)将65～85%的矿渣，8～20%的熟料均匀混合，再将混合料进行球磨成粉末，备用。

[0013] 2)根据所要处理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最优含水率所需水量，配制pH为2.2的盐酸

溶液，将3～10%的羟基磷灰石溶于该盐酸溶液，然后均匀加入飞灰，强力搅拌均匀后静置，

得到混合物。

[0014] 3)将步骤1)的混合料粉末和2～8%的碱性激发剂混合加入到步骤2)的混合物中，

搅拌混合均匀，并进行机械压实成型。

[0015] 4)将步骤3)中成型的试块养护7～28天即可。

[0016] 进一步的，上述步骤1)中球磨后的混合料粉末的比表面积大于或等于600m2/kg。

[0017] 进一步的，上述步骤2)中加入的飞灰质量与复合钝化剂的质量比为3～6。

[0018] 进一步的，上述步骤2)中羟基磷灰石的比表面积大于或等于800m2/kg。

[0019] 进一步的，上述步骤2)中强力搅拌时间为3min，静置时间为30min。

[0020] 进一步的，上述步骤3)中压实系数(即实测干密度与最大干密度比值)大于等于

0.9。

[0021] 利用本发明提供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固化稳定化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的机理如下：

[0022] (1)羟基磷灰石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其具有某些特殊的性能，其附加阴离子所占据

的“结构通道”位置以及阳离子所存在的两种不同晶体化学环境，使羟基磷灰石对不同价态

重金属有着强大的吸附和交换作用，对飞灰中除As以外的其他元素，尤其是Pb污染元素有

较好的稳定能力。

[0023] (2)矿渣是具有潜在水硬性的玻璃态物质，在存有化学激发剂的情况下，可以依靠

自身的化学组成从而发生水化反应生成胶凝物质，还可与焚烧飞灰中的氯化物和硫酸盐生

成氯铝酸钙以及钙矾石，最终形成水化硅酸钙，氯铝酸钙，钙矾石，水化硅铝酸钙以及氢氧

化钙等矿物体系，此矿物体系可通过物理包裹，化学吸附沉淀形成新相以及离子交换形成

固溶等方式实现对As的有效束缚；另外其还可改变飞灰的理化性质，增强对重金属污染的

缓冲能力。

[0024] (3)羟基磷灰石与矿渣两者相结合，作用互补，为垃圾焚烧飞灰中重金属的固化稳

定化提供了保障。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6] (1)本发明提供的这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的原材料来源于典型的工业

固体废物，原材料廉价易得，达到了利废治污的目的，有利于降低成本，具有显著的经济和

环境效益。

[0027] (2)本发明提供的这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修复方法主要通过矿物水化的凝胶相对

重金属进行固化稳定化，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重金属阴离子团和两性重金属阳离子固化

稳定化效果明显，固化早期即能降低重金属浸出浓度，中长期能持续进行反应，重金属浸出

浓度保持降低趋势。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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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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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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29] 实施例1

[0030] 处理对象为广州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飞灰，其TCLP浸出数据表明，该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中的铅（12.32mg/L），钡（31.43mg/L），铬（11.27mg/L）严重超出阈值。

[0031] 配制本发明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以质量百分比含量计，矿渣77%，熟

料14%，偏硅酸钠4%，羟基磷灰石5%，其中，矿渣为具有活性的水淬粒化高炉矿渣，熟料为达

到水泥熟料国家标准产品，矿渣和熟料中二氧化硅和三氧化铝的总含量占矿渣和熟料两者

总质量的78%；上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与该复合钝化剂质量比3:1。

[0032] 按照本发明所述修复方法，首先将上述矿渣和熟料均匀混合，再将混合料进行球

磨成粉末，控制混合料粉末的比表面积大于或等于600m2/kg；然后，根据上述所要处理的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最优含水率所需水量，配制pH为2.2的盐酸溶液，将上述羟基磷灰石溶于该

盐酸溶液，然后均匀加入上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强力搅拌3min，静置30min，得到混合物1；

最后，将上述混合料粉末和偏硅酸钠混合加入到混合物1中，搅拌混合均匀，并进行机械压

实成型，压实系数达0.9以上，养护7d。

[0033] 按照《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醋酸缓冲溶液法》(HJ/T  300)程序制备的浸出

液，对固化稳定化后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行毒性测试，其结果表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

各重金属浓度均可以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中的污染浓度

限值。

[0034] 实施例2

[0035] 处理对象为武汉某垃圾焚烧发电厂飞灰，其TCLP浸出数据表明，该生活垃圾焚烧

飞灰中的铬，砷和铅的TCLP浸出浓度分别为13.43mg/L，6.12mg/L和8.32mg/L，超出阈值。

[0036] 配制本发明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以质量百分比含量计，矿渣65%，熟

料20%，熟石灰8%，羟基磷灰石7%，其中，矿渣为具有活性的水淬粒化高炉矿渣，熟料为达到

水泥熟料国家标准产品，矿渣和熟料中二氧化硅和三氧化铝的总含量占矿渣和熟料两者总

质量的83%；上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与该复合钝化剂质量比为5:1。

[0037] 按照本发明所述修复方法，首先将上述矿渣和熟料均匀混合，再将混合料进行球

磨成粉末，控制混合料粉末的比表面积大于或等于600m2/kg；然后，根据上述所要处理的生

活垃圾焚烧飞灰最优含水率所需水量，配制pH为2.2的盐酸溶液，将上述羟基磷灰石溶于该

盐酸溶液，然后均匀加入上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强力搅拌3min，静置30min，得到混合物1；

最后，将上述混合料粉末和偏硅酸钠混合加入到混合物1中，搅拌混合均匀，并进行机械压

实成型，压实系数达0.9以上，养护7d。

[0038] 本实施例固化稳定化后的垃圾焚烧飞灰TCLP测试结果表明，所有重金属浸出浓度

也均可以达到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以及生活垃圾填埋场入场标准。

[0039] 实施例3

[0040] 处理对象为深圳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飞灰，其TCLP浸出数据表明，该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中的铅和镉的TCLP浸出浓度分别为46.43mg/L和12.13mg/L，超出阈值。

[0041] 配制本发明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以质量百分比含量计，矿渣85%，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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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10%，氢氧化钙2%，羟基磷灰石3%。其中，矿渣为具有活性的水淬粒化高炉矿渣，熟料为达

到水泥熟料国家标准产品，矿渣和熟料中二氧化硅和三氧化铝的总含量占矿渣和熟料两者

总质量的80%；上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与该复合钝化剂质量比4:1。

[0042] 按照实施例1的修复方法，将本实施例的复合钝化剂和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行混

合搅拌，压实成型，养护28d。

[0043] 对固化稳定化后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行毒性测试，其结果表明固化稳定化后的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各重金属浓度均可以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

2008) 中的污染浓度限值。

[0044] 实施例4：

[0045] 处理对象为武汉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飞灰，其TCLP浸出数据表明，该生活垃圾

焚烧飞灰中的铅（6.43mg/L），砷（5.32mg/L），铬（6.27mg/L）严重超出阈值。

[0046] 配制本发明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复合钝化剂，以质量百分比含量计，矿渣76%，熟

料8%，氢氧化钾6%，羟基磷灰石10%，其中，矿渣为具有活性的水淬粒化高炉矿渣，熟料为达

到水泥熟料国家标准产品，矿渣和熟料中二氧化硅和三氧化铝的总含量占矿渣和熟料两者

总质量的73%；上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与该复合钝化剂质量比5:1。

[0047] 按照实施例1的修复方法，将本实施例的复合钝化剂和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行混

合搅拌，压实成型，养护28d。

[0048] 按照《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醋酸缓冲溶液法》(HJ/T  300)  程序制备的浸出

液，对固化稳定化后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行毒性测试，其结果表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

各重金属浓度均可以达到《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中的污染浓度

限值。

[0049] 综上所述，本发明提供的这种复合钝化剂原料采用工业固体废物，廉价易得，降低

成本，利废治污；而且其修复方法操作简单，通过矿物水化的凝胶相对重金属进行固化稳定

化，对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中重金属阴离子团和两性重金属阳离子固化稳定化效果明显，固

化早期即能降低重金属浸出浓度，中长期能持续进行反应，重金属浸出浓度保持降低趋势。

[0050] 以上例举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举例说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的限制，凡

是与本发明相同或相似的设计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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