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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

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属于固体废弃物资源化与环

境技术领域。本发明将粉煤灰、赤泥和农林废渣

粒混合均匀，加入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泥B；混

合泥B进行造粒得到陶粒坯样C；将陶粒坯样C置

于温度为90~120℃条件下处理60~180min，再置

于温度为350~450℃条件下恒温处理30~60 min

得到预制陶粒；将预制陶粒置于温度为950~1150

℃条件下焙烧20~70min，随炉冷却得到多孔陶粒

D；将多孔陶粒D加入到碱性溶液中，再加入偏铝

酸钠并混合均匀得到陶粒处理体系，匀速升温至

陶粒处理体系的温度为80~140℃并恒温处理6~
24 h，取出陶粒并洗涤至中性、干燥即得多级孔

陶粒。本发明多级孔陶粒兼具大孔和微孔两种孔

道结构，具有良好的吸水性能、保水性能和离子

交换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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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如下：

（1）将粉煤灰和赤泥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A；将农林废渣烘干、粉碎得到农林废渣粒；将

混合物A与农林废渣粒混合均匀，加入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泥B；

（2）将步骤（1）的混合泥B进行造粒得到陶粒坯样C；

（3）将步骤（2）的陶粒坯样C置于温度为90~120℃条件下处理60~180min，再置于温度为

350~450℃条件下恒温处理30~60  min得到预制陶粒；

（4）将步骤（3）预制陶粒置于温度为950~1150℃条件下焙烧20~70min，随炉冷却得到多

孔陶粒D；

（5）将步骤（4）的多孔陶粒D加入到碱性溶液中，再加入偏铝酸钠并混合均匀得到陶粒

处理体系，匀速升温至陶粒处理体系的温度为80~140℃并恒温处理6~24  h，取出陶粒并洗

涤至中性、干燥至恒重即得多级孔陶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以质量

百分数计，步骤（1）混合物A中粉煤灰占55%~8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农林废渣粒与混合物A的质量比为(5~25):100；农林废渣为甘蔗渣、锯末、咖啡渣、玉米

芯的一种或多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2）中陶粒坯样C的粒径为5~20  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5）中碱性溶液的浓度为0.5~4  mol/L，碱性溶液为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钾溶液或碳酸钠

溶液，碱性溶液与多孔陶粒D的液固比mL:g为(4~10):1，偏铝酸钠的加入量为多孔陶粒D质

量的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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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属于固体废弃物资源

化与环境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采矿、冶金和发电等工业的快速发展，粉煤灰和赤泥等固体废弃物的产

生量不断增加。粉煤灰是粉煤经高温燃烧后形成的一种类似火山灰质混合材料。我国粉煤

灰的总堆存量已超过10亿吨，而且还在以每年5.6~6.1亿吨的速度增长。赤泥是铝土矿提炼

氧化铝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每生产一吨铝排出赤泥1~2.5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赤泥产生

国之一，据估计，我国赤泥排放量超过每年600万吨，累计赤泥堆积量已达数亿吨。大量的粉

煤灰和赤泥长期露天堆放，不仅占用大量的耕地，并且会造成大气、土壤以及水体的污染，

对其综合处置与利用是世界性重要研究课题。

[0003] 当前，我国粉煤灰主要用于生产水泥、砖以及铺路等低附加值用途，利用率在70%

左右；赤泥由于具有强碱性，其利用率尚不足15%。

[0004] 目前陶粒绝大部分都为闭孔陶粒，大小均匀、质地密实、表面有釉质生成，且具有

较高的强度，主要用于建筑材料或轻集料。开孔陶粒，具有肉眼可见的、丰富的大孔结构，主

要用作生物膜载体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中，但是现有多孔陶粒的孔道类型单一、比表面积

较小，对水中污染物的去除效率低，严重限制了其应用范围。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开孔陶粒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

方法，本发明可改变陶粒单一的大孔结构，引入微孔或介孔结构，形成多级孔陶粒材料，可

以大幅增加陶粒的比表面积，改善其离子交换与吸附性能，不仅可以提高其对水中污染物

的去除效率，还可以拓展到海绵城市渗蓄材料、人工湿地填料和污水吸附净化材料等应用

领域。

[0006] 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将粉煤灰和赤泥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A；将农林废渣烘干、粉碎得到农林废渣粒；将

混合物A与农林废渣粒混合均匀，加入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泥B；

（2）将步骤（1）的混合泥B进行造粒得到陶粒坯样C；

（3）将步骤（2）的陶粒坯样C置于温度为90~120℃条件下处理60~180  min，再置于温度

为350~450℃条件下恒温处理30~60  min得到预制陶粒；

（4）将步骤（3）预制陶粒置于温度为950~1150℃条件下焙烧20~70min，随炉冷却得到多

孔陶粒D；

（5）将步骤（4）的多孔陶粒D加入到碱性溶液中，再加入偏铝酸钠并混合均匀得到陶粒

处理体系，匀速升温至陶粒处理体系的温度为80~140℃并恒温处理6~24  h，取出陶粒并洗

涤至中性、干燥至恒重即得多级孔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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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量百分数计，所述步骤（1）混合物A中粉煤灰占55%~85%；

所述步骤（1）农林废渣粒与混合物A的质量比为(5~25):100；农林废渣为甘蔗渣、锯末、

咖啡渣、玉米芯的一种或多种；

所述骤（2）中陶粒坯样C的粒径为5~20  mm；

所述步骤（5）中碱性溶液的浓度为0.5~4  mol/L，碱性溶液为氢氧化钠溶液、氢氧化钾

溶液或碳酸钠溶液，碱性溶液与多孔陶粒D的液固比mL:g为(4~10):1，偏铝酸钠的加入量为

多孔陶粒D质量的0~10%。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本发明利用粉煤灰中的硅铝组分为主体原料、赤泥中的碱性成分作助熔剂以及农

林废渣中的有机物成分作为造孔剂进行高温焙烧，然后进行水热处理，实现微孔分子筛组

分在陶粒表面和大孔孔道中的原位负载而形成多级孔陶粒；

（2）本发明方法利用粉煤灰和赤泥制备的多级孔陶粒可以大幅增加陶粒的比表面积，

改善其离子交换与吸附性能，不仅可以提高其对水中污染物的去除效率，还可以拓展到海

绵城市渗蓄材料、人工湿地填料和污水吸附净化材料等应用领域；

（3）本发明可以有效地利用粉煤灰和赤泥，可减轻粉煤7灰和赤泥的环境危害，实现粉

煤灰和赤泥的高附加值资源化利用；

（4）本发明多级孔陶粒具有微孔和大孔两种孔道结构，具有吸水性强、保水性能优越、

离子交换性能高和污染物净化效果好等特点，其吸水率和阳离子交换容量分别可达57.3%

和2.3  meq/g。

附图说明

[0008] 图1为实施例1陶粒坯样的示意图；

图2为实施例1多孔陶粒的形貌图；

图3为实施例1多孔陶粒的XRD图；

图4为实施例1多级孔陶粒的形貌图；

图5为实施例1多级孔陶粒的XRD图；

图6为实施例2多级孔陶粒和市售陶粒保水性能对比图；

图7为实施例3多级孔陶粒的XRD图；

图8为实施例4多级孔陶粒对氨氮的吸附平衡等温线（30℃）。

具体实施方式

[000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

于所述内容。

[0010] 实施例1：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将粉煤灰和赤泥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A；将农林废渣（甘蔗渣）烘干、粉碎得到农林

废渣粒；将混合物A与农林废渣粒混合均匀，加入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泥B；其中以质量百

分数计，混合物A中粉煤灰占75%；农林废渣粒与混合物A的质量比为18:100；

（2）将步骤（1）的混合泥B进行造粒得到陶粒坯样C（见图1）；其中陶粒坯样C的粒径为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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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将步骤（2）的陶粒坯样C置于温度为110℃条件下处理90min，再置于温度为450℃条

件下恒温处理30  min得到预制陶粒；

（4）将步骤（3）预制陶粒以6℃/min的速率匀速升温至温度为1100℃条件下焙烧20min，

随炉冷却得到多孔陶粒D；

（5）将步骤（4）的多孔陶粒D加入到碱性溶液（氢氧化钾溶液）中混合均匀得到陶粒处理

体系，匀速升温至陶粒处理体系的温度为90℃并恒温处理12h，取出陶粒并洗涤至中性、干

燥至恒重即得多级孔陶粒；其中碱性溶液（氢氧化钾溶液）的浓度为2mol/L，碱性溶液（氢氧

化钾溶液）与多孔陶粒D的液固比mL:g为5:1；

本实施例多孔陶粒D的示意图见图2和XRD图见图3，多级孔陶粒的示意图见图4及XRD图

见图5，从图2~5中可知，陶粒胚样中的元素Fe在焙烧过程中完全转化为Fe2O3，焙烧获得的多

孔陶粒内部孔道多为微米级大孔，孔壁较为光滑；水热处理过程中多孔陶粒表面孔道中的

部分Si、Al组分被碱液溶解，从而使孔径增加从而形成多级孔，并且经碱液水热处理后的多

级孔陶粒内部孔道较为松散，孔壁上沉积着大量沸石分子筛微晶；

焙烧获得的多孔陶粒的主要物相组成为石英、莫来石和赤铁矿；经碱液水热处理后多

级孔陶粒中石英相明显降低，形成了以菱沸石为主要物相的沸石-陶粒复合结构；

吸水率检测：将8.857g多级孔陶粒放入过量的水中，保证多级孔陶粒全部淹没于水中，

浸泡1h取出多级孔陶粒，用湿抹布擦干多级孔陶粒表面的水滴，称量其质量为13.090  g，将

多级孔陶粒放回水中继续浸泡至24h，取出多级孔陶粒并用湿抹布擦干多级孔陶粒表面的

水滴，称量其质量为13.929  g；

计算吸水率：W1=(13.090-8.857)/  8.857×100%=47.8%；

W2=(13.929-8.857)/  8.857×100%=57.3%；

式中W1、W2分别为1h吸水率、24h吸水率；

而采用市售陶粒进行吸水率检测，24h吸水率为19.2%，本实施例的多级孔陶粒24h吸水

率为市售陶粒24h吸水率的2.98倍。

[0011] 实施例2：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将粉煤灰和赤泥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A；将农林废渣（锯末）烘干、粉碎得到农林废

渣粒；将混合物A与农林废渣粒混合均匀，加入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泥B；其中以质量百分

数计，混合物A中粉煤灰占71.4%；农林废渣粒与混合物A的质量比为14:100；

（2）将步骤（1）的混合泥B进行造粒得到陶粒坯样C；其中陶粒坯样C的粒径为10mm；

（3）将步骤（2）的陶粒坯样C置于温度为105℃条件下处理110  min，再置于温度为400℃

条件下恒温处理40min得到预制陶粒；

（4）将步骤（3）预制陶粒以5℃/min的速率匀速升温至温度为950℃条件下焙烧70min，

随炉冷却得到多孔陶粒D；

（5）将步骤（4）的多孔陶粒D加入到碱性溶液（碳酸钠溶液）中，再加入偏铝酸钠并混合

均匀得到陶粒处理体系，匀速升温至陶粒处理体系的温度为80℃并恒温处理24h，取出陶粒

并洗涤至中性、干燥至恒重即得多级孔陶粒；其中碱性溶液（碳酸钠溶液）的浓度为   4mol/

L，碱性溶液（碳酸钠溶液）与多孔陶粒D的液固比mL:g为4:1；偏铝酸钠的加入量为多孔陶粒

D质量的10%；

保水性能测试：室温条件下，取10  g本实施例的多级孔陶粒和30  g磨碎的红土粉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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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混合得到多级孔陶粒-红土混合体，取10  g市售陶粒和30  g磨碎的红土粉末充分混合得

到市售陶粒-红土混合体，取40  g红土粉末为红土参照试样，然后分别将多级孔陶粒-红土

混合体、市售陶粒-红土混合体、红土参照试样加入到足量的去离子水中浸泡24h，待多级孔

陶粒-红土混合体、市售陶粒-红土混合体、红土参照试样分别达到吸水饱和状态后，分别用

注射器吸除多级孔陶粒-红土混合体、市售陶粒-红土混合体、红土参照试样上层多余的水，

分别称量此时的初始质量M0，然后置于30℃ 的干燥箱里，测定t时刻的质量Mt，通过单位时

间水分蒸发量△Et，从而表征样品的保水性能；

单位时间水分蒸发量△Et：

△Et=(M0  -  Mt)/t                                            （2-2）

式中：△Et表示为到t时刻时，单位时间水分蒸发量，g；M0表示为置于干燥箱前混合体

与烧杯的总质量，g；Mt表示为t时刻混合体与烧杯的总质量，g；

本实施例多级孔陶粒-红土混合体、市售陶粒-红土混合体和红土参照试样单位时间水

分蒸发量随时间的变化曲线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多级孔陶粒-红土混合体与云南本地红土

试样和市售陶粒-红土混合体相比，单位时间蒸发量显著降低，保水性能显著提高。

[0012] 实施例3：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将粉煤灰和赤泥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A；将农林废渣（咖啡渣）烘干、粉碎得到农林

废渣粒；将混合物A与农林废渣粒混合均匀，加入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泥B；其中以质量百

分数计，混合物A中粉煤灰占84.7%；农林废渣粒与混合物A的质量比为14.4:100；

（2）将步骤（1）的混合泥B进行造粒得到陶粒坯样C；其中陶粒坯样C的粒径为15mm；

（3）将步骤（2）的陶粒坯样C置于温度为100℃条件下处理130  min，再置于温度为350℃

条件下恒温处理60min得到预制陶粒；

（4）将步骤（3）预制陶粒以6℃/min的速率匀速升温至温度为1150℃条件下焙烧20min，

随炉冷却得到多孔陶粒D；

（5）将步骤（4）的多孔陶粒D加入到碱性溶液（氢氧化钠溶液）中，再加入偏铝酸钠并混

合均匀得到陶粒处理体系，匀速升温至陶粒处理体系的温度为140℃并恒温处理6h，取出陶

粒并洗涤至中性、干燥至恒重即得多级孔陶粒；其中碱性溶液（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

2.5mol/L，碱性溶液（氢氧化钠溶液）与多孔陶粒D的液固比mL:g为8:1；偏铝酸钠的加入量

为多孔陶粒D质量的4.4%；

本实施例多级孔陶粒的XRD图如图7所示，从图7中可知，本实施例多级孔陶粒主要晶相

为NaP1的多级孔陶粒；

阳离子交换容量测试：在温度25℃条件下，将5  g本实施例的多级孔陶粒与100  mL的1 

mol/L乙酸铵溶液混合均匀，在速率为300r/min条件下震荡24  h，离心得到上清液，用纳氏

分光光度法测定上清液中铵离子的浓度为0.883  mol/L，

计算阳离子交换容量（CEC）为CEC  =  (1  mol/L  -0.883  mol/L)×0.1  L/5  g，本实施例

多级孔陶粒的阳离子交换容量（CEC）为2.3  meq/g。

[0013] 实施例4：一种利用赤泥和粉煤灰制备多级孔陶粒的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将粉煤灰和赤泥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物A；将农林废渣（玉米芯）烘干、粉碎得到农林

废渣粒；将混合物A与农林废渣粒混合均匀，加入水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泥B；其中以质量百

分数计，混合物A中粉煤灰占84.7%；农林废渣粒与混合物A的质量比为17.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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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步骤（1）的混合泥B进行造粒得到陶粒坯样C；其中陶粒坯样C的粒径为15mm；

（3）将步骤（2）的陶粒坯样C置于温度为  95  ℃条件下处理150  min，再置于温度为380

℃条件下恒温处理50min得到预制陶粒；

（4）将步骤（3）预制陶粒以5℃/min的速率匀速升温至温度为1100℃条件下焙烧40min，

随炉冷却得到多孔陶粒D；

（5）将步骤（4）的多孔陶粒D加入到碱性溶液（氢氧化钠溶液）中，再加入偏铝酸钠并混

合均匀得到陶粒处理体系，匀速升温至陶粒处理体系的温度为100℃并恒温处理15h，取出

陶粒并洗涤至中性、干燥至恒重即得多级孔陶粒；其中碱性溶液（氢氧化钠溶液）的浓度为

0.5mol/L，碱性溶液（氢氧化钠溶液）与多孔陶粒D的液固比mL:g为10:1；偏铝酸钠的加入量

为多孔陶粒D质量的10%；

氨氮饱和吸附容量测定：将1  g本实施例的多级孔陶粒分别放入一系列装有40  mL  氯

化铵溶液的离心管中，其中氯化铵溶液浓度分别为100  mg/L、200  mg/L、400  mg/L、600  mg/

L、800  mg/L和1000  mg/L，将离心管置入恒温摇床中，在温度为30℃、速率为300r/min的条

件下震荡48  h，将离心管取出，用0.22 μm的水系微孔滤膜过滤去除悬浮物质，所得清液采

用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测定氨氮含量；

计算平衡吸附容量Qe：

C i和C e分别是指溶液中初始离子浓度和平衡离子浓度（mg/L）；V是指含有吸附质离子

的溶液体积（L），m为吸附剂的质量（g）；

Q e-Ce的曲线如图8所示，采用Langmuir吸附等温线模型对该曲线进行非线性拟合，得

温度为30℃下多级孔陶粒对氨氮最大吸附容量Qm为11.3  m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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