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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固体废渣制备人造

砂子、石子、砂粉料的方法，其应用工业废渣、激

发剂、促进剂、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和水制成无机

胶凝材料，再将无机胶凝材料制成砖块坯体，再

进粉碎、筛分等后续加工制成人造砂子、石子、砂

粉料。本发明生产过程无需煅烧，成本低廉，所得

产品性能好，可替代天然砂子用来配制抹面、砌

筑等干粉砂浆。有利于实现建筑废渣建材化，从

而大幅度提高固体废渣大宗利用企业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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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固体废渣制备人造砂子、石子、砂粉料的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a、无机胶凝材料的制备：

a‑1、将激发剂和水按重量比12∶80～95混合，搅拌4～8分钟后即得激发剂液体，开启活

化机，将工业废渣送入活化机中，然后将激发剂液体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到活化机

中，活化4～10分钟后放出得到组分A；其中，所用工业废渣与激发剂液体的重量比为90∶1～

5；所述工业废渣为粉煤灰、钢渣、磷矿渣、燃烧煤矸石、磷石膏、脱硫石膏、建筑垃圾、煤渣、

锰渣、电石渣、滩涂淤泥、市政污水处理厂污泥焚化渣、废石粉泥、赤泥、铜尾矿、铁尾矿、金

尾矿、镁尾矿或铝尾矿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激发剂为硅酸钠、碳酸钠、氢氧

化钠或氢氧化钾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a‑2、将促进剂、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和水按重量比2∶1～12∶88～94混合，搅拌4～10分钟

后即得组分B；所述促进剂为三乙醇胺、木质素磺酸钙、木质素磺酸镁或磺化三聚氰胺甲醛

树脂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为聚乙烯醇、环氧树脂、甲基硅

醇钠、聚丙烯酰胺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a‑3、将工业废渣破碎、粉磨后制成细度达200至300目的粉料，即得组分C；

a‑4、将60～80重量份的组分A和18～38重量份的组分C用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混合设备

中，然后将组分B按0.6～4.5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到混合设备中，强制混合3

～6分钟后即得所述无机胶凝材料；

b、砖块坯体的制备：

将所述无机胶凝材料置于振动、液压或挤压成型设备中制成砖块坯体，将成型的砖块

坯体在养护室或室外自然放置4～18小时；然后把静停后的坯体在自然条件、太阳能或饱和

蒸汽条件下进行养护；其中，自然条件或太阳能养护时间为18～28天；饱和蒸汽蒸养养护时

间为16～24小时，蒸汽温度为95～100℃，表压力为零；饱和蒸汽蒸压养护时间为10～16小

时，蒸汽温度为174～183℃，表压力为0.8～1.2MPa；

c、成品的制备：

c‑1、人造砂子成品：将养护好的砖块坯体送入破碎机进行破碎、筛分处理，其中，粒径

0.2～5毫米的筛分物料即为人造砂子成品；粒径0.2毫米以下的筛分物料人造砂粉料半成

品；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筛分物料为人造石子半成品；

c‑2、人造砂粉料成品：将人造砂粉料半成品送入粉磨设备中并磨成粒径为0.061～

0.088毫米的细粉，即制得人造砂粉料成品；

c‑3、人造石子成品：将80～95重量份的人造石子半成品加入到包膜机中，然后将1～5

重量份的组分B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到包膜机中，再将4～18重量份的组分C加入到

包膜机中进行包膜，包膜时间为4～8分钟，包膜好的人造石子半成品由输送机送入料仓中

自然养护3～7天，即得人造石子成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固体废渣制备人造砂子、石子、砂粉料的方法，其特征是，

所述工业废渣中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的含量之和大于总重的60%，硅钙比为0.7%～1.2%，

烧失量小于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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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固体废渣制备人造砂子、石子、砂粉料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人造砂石砂粉料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利用固体废渣制备人造

砂子、石子、砂粉料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突飞猛进的发展，砂、石料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当前的砂石料

主要依赖天然砂石，产地也主要集中在长江和黄河的干流与支流流域，部分区域河砂濒临

枯竭，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利润高昂，最常见的砂石摇身一变成了“软黄金”，刺激着采砂业

畸形繁荣。在高额利润驱动下，非法采砂船四处横行，非法作业占比近50%。过度的开发不仅

使河道沙量越来越少，对河道生态、防洪、航道安全等破坏之巨更令人震惊。

[0003]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电力事业的发展，粉煤灰的年排放量己超过5.35亿吨。工业

副产石膏累计堆存量已超过3亿吨，其中，脱硫石膏5000万吨以上，磷石膏2亿吨以上。我国

每年年产的建筑垃圾高达4000万立方米，各种尾矿、废石粉泥、滩涂淤泥、市政污水处理厂

污泥焚化渣、建筑废土、电石渣、锰渣、磷渣、赤泥、煤矸石等固体废弃物更是堆积如山。每年

堆积如山的固体废弃物，日积月累，已成为企业、社会的沉重负担。投巨资租用农田，采用填

埋堆放或任其流入江河、大海等方法，势必破坏良田，严重污染水资源，并危及人类生存，亦

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而如何有效的综合利用工业固体废渣，变废为宝，才是

唯一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提供一种利用固体废渣制备人造砂子、石子、砂粉料的方法，以

解决现有建筑砂石料供应不足以及固体废弃物堆积严重、缺乏有效利用方法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利用固体废渣制备人造砂子、石

子、砂粉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a、无机胶凝材料的制备：

[0007] a‑1、将激发剂和水按重量比12∶80～95混合，搅拌4～8分钟后即得激发剂液体，开

启活化机，将工业废渣送入活化机中，然后将激发剂液体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到活

化机中，活化4～10分钟后放出得到组分A；其中，所用工业废渣与激发剂液体的重量比为90

∶1～5；

[0008] a‑2、将促进剂、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和水按重量比2∶1～12∶88～94混合，搅拌4～10

分钟后即得组分B；

[0009] a‑3、将工业废渣破碎、粉磨后制成细度达200至300目的粉料，即得组分C；

[0010] a‑4、将60～80重量份的组分A和18～38重量份的组分C用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混合

设备中，然后将组分B按0.6～4.5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到混合设备中，强制

混合3～6分钟后即得所述无机胶凝材料；

[0011] b、砖块坯体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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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将所述无机胶凝材料置于振动、液压或挤压成型设备中制成砖块坯体，将成型的

砖块坯体在养护室或室外自然放置4～18小时；然后把静停后的坯体在自然条件、太阳能或

饱和蒸汽条件下进行养护；其中，自然条件或太阳能养护时间为18～28天；饱和蒸汽蒸养养

护时间为16～24小时，蒸汽温度为95～100℃，表压力为零；饱和蒸汽蒸压养护时间为10～

16小时，蒸汽温度为174～183℃，表压力为0.8～1.2MPa；

[0013] c、成品的制备：

[0014] c‑1、人造砂子成品：将养护好的砖块坯体送入破碎机进行破碎、筛分处理，其中，

粒径0.2～5毫米的筛分物料即为人造砂子成品；粒径0.2毫米以下的筛分物料人造砂粉料

半成品；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筛分物料为人造石子半成品；

[0015] c‑2、人造砂粉料成品：将人造砂粉料半成品送入粉磨设备中并磨成粒径为0.061

～0.088毫米的细粉，即制得人造砂粉料成品；

[0016] c‑3、人造石子成品：将80～95重量份的人造石子半成品加入到包膜机中，然后将1

～5重量份的组分B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到包膜机中，再将4～18重量份的组分C加入

到包膜机中进行包膜，包膜时间为4～8分钟，包膜好的人造石子半成品由输送机送入料仓

中自然养护3～7天，即得人造石子成品。

[0017] 所述工业废渣为粉煤灰、钢渣、磷矿渣、燃烧煤矸石、磷石膏、脱硫石膏、建筑垃圾、

煤渣、锰渣、电石渣、滩涂淤泥、市政污水处理厂污泥焚化渣、废石粉泥、赤泥、铜尾矿、铁尾

矿、金尾矿、镁尾矿或铝尾矿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所述工业废渣中二氧化硅和三

氧化二铝的含量之和大于总重的60%，硅钙比为0.7%～1.2%，烧失量小于5～7%。

[0018] 所述激发剂为硅酸钠、碳酸钠、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

物。

[0019] 所述促进剂为三乙醇胺、木质素磺酸钙、木质素磺酸镁或磺化三聚氰胺甲醛树脂

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20] 所述高分子聚合物材料为聚乙烯醇、环氧树脂、甲基硅醇钠、聚丙烯酰胺中的一种

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21] 本发明和现有技相比如所具有如下优点：

[0022] 1、本发明人造砂子、石子、砂粉料的生产过程无需煅烧，大宗利用固体废渣，对环

境无污染，成本低廉。利于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废渣人造石子筒压强度经权威部门检测

可达12.2MPa，试制的试块抗压强度经权威部门检测可达34.3  MPa。

[0023] 2、废渣人造砂子可替代天然砂子用来配制抹面、砌筑等干粉砂浆。用废渣人造砂

子生产的各种建材产品的耐久性能优良，因为废渣人造砂子和水泥基体或粉煤灰渣胶凝材

料均属硅酸盐原料，经过一定的条件，它们反应形成了一个整体，具有非常强的结合力。使

制品具有抗裂抗渗、抗冻等优良的耐久性能，而使用其它砂子时，砂子只是被水泥基体或粉

煤灰渣胶凝材料包裹起来，砂子与胶结料之间不发生反应。

[0024] 3、废渣人造砂粉料作为原料生产混凝土及其制品，可节约水泥20～40%。人造砂粉

属于通用型新材料，几乎所有的水泥基建材都是可使用人造砂粉掺合料，而且轻质混凝土、

泡沫混凝土、加气混凝土、保温混凝土、抹灰砂浆、水泥基条板、砌块、地砖、路基材料、市政

工程材料等非结构承重型混凝土及其制品，掺兑率可达60%或以上，有利于实现建筑废渣建

材化，从而大幅度提高固体废渣大宗利用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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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实施例6所得砂粉料的图片。

[0026] 图2为实施例6所得砂子的图片。

[0027] 图3为实施例6所得石子的图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以具体实施例详细描述本发明。

[0029] 本发明中所有固体废渣可自火力发电厂、化工厂、磷化工厂、煤矿、铝厂、乙炔气

厂、聚氯乙烯厂、钢铁厂、铝矿厂、锰矿厂、磷矿厂、建筑工地等处购得，其它原料也均为市售

产品。

[0030]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使用的磷矿渣是黄磷化工企业排出的固体废渣，可用钢渣、高

炉水淬矿渣、锰矿渣、或低温煅烧高岭土代替。磷石膏是磷化工厂排出的固体废渣。可用脱

硫石膏和其它废石膏代替。建筑垃圾粉是将建筑工地或工厂排出的建筑固体废渣破碎磨成

180目左右的细粉。可用自燃或低温煅烧煤矸石、铝矿厂选铝后的废渣、赤泥、铝渣代替。城

市市政污水处理厂淤泥焚化渣，是城市市政处理城污水后残留的经焚化废弃物，可用建筑

废土、滩涂淤泥、采石场和石材加工厂排出的废石粉泥代替。粉煤灰为燃煤锅炉排出的废灰

渣，可用铁尾矿、黄金尾矿、铜尾矿代替。电石渣为乙炔气厂或聚氯乙烯厂排出的乳白色废

渣，可用石灰粉代替。水泥熟料可用水泥代替。

[0031] 实施例1：

[0032] 开启活化机，称取原状磷石膏70重量份，电石渣10重量份，粉煤灰10重量份，用皮

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活化机中，将氢氧化钠6重量份，硅酸钠3.5重量份，碳酸钠2.5重量份，

水95重量份加入到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4～8分钟，并按5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以

雾状加入到己进入活化机的物料中，活化4～10分钟后放出，即为组分A。

[0033] 将三乙醇胺0.06重量份，磺化三聚氰胺甲醛树脂2重量份，聚乙烯醇4重量份，聚丙

烯酰胺6重量份，水90重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5～10分钟，制成组分B。

[0034] 分别计量称取水淬矿渣50重量份，电石渣15重量份，水泥熟料10重量份，粉煤灰15

重量份，共同粉磨至细度达200至300目制成组分C。

[0035] 开启混合设备，将组分A  70重量份和组分C  30重量份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混

合设备中，将组分B按4.0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己进入混合设备的物料中，强

制混合3～6分钟后放出。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成型机中制成砖块坯体。

[0036] 成型的砖块坯体送入养护室放置10小时；然后把静停后的坯体在自然条件下养护

24天；将养护好的砖块半成品送入第一次和第二次破碎机进行破碎、筛分处理，粒径0.2～5

毫米的为人造砂子成品，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

以下的为人造石子半成品；

[0037] 称量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人造石子半成品90重量份，然后将称量好的人

造石子半成品加入包膜机中，称取4重量份组分B，并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包膜机中

的人造石子半成品表面，再将10重量份的组分C加入包膜机中进行包膜，包膜时间约4~8分

钟，包膜好的废渣人造石子半成品由皮带输送机送入料仓中自然养护5天，即得废渣人造石

子成品。

说　明　书 3/7 页

5

CN 110668776 B

5



[0038] 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将其送入粉磨设备磨细成0.061～

0.088毫米的细粉，即制得人造砂粉料成品。

[0039] 实施例2：

[0040] 开启活化机，称取建筑垃圾粉75重量份，电石渣10重量份，脱硫石膏5重量份，用皮

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活化机中，将氢氧化钠6重量份，硅酸钠3.5重量份，碳酸钠2.5重量份，

水90重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4～8分钟，按4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

加入己进入活化机的物料中，活化4～7分钟后放出，为组分A。

[0041] 将三乙醇胺0.03重量份，磺化三聚氰胺甲醛树脂2重量份，聚乙烯醇5重量份，聚丙

烯酰胺5重量份，水90重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5～10分钟，制成组分B。

[0042] 计量称取磷矿渣50重量份，电石渣20重量份，水泥熟料10重量份，粉煤灰10重量

份，共同粉磨至细度达200至300目制成组分C。

[0043] 开启混合设备，将组分A  80重量份，组分C  20重量份，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混

合设备中，将组分B按3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物料中，强制混合3～6分钟后放

出，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成型机中制成砖块坯体。

[0044] 成型的砖块坯体送入养护室放置15小时；然后把静停后的坯体在自然条件下养护

20天；将养护好的砖块半成品送入第一次和第二次破碎机进行破碎、筛分处理，粒径0.2～5

毫米的为人造砂子成品，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

以下的为人造石子半成品。

[0045] 称量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人造石子半成品80重量份，然后加入包膜机

中，称取3重量份组分B，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包膜机中的废渣人造石子半成品表面，

再将15重量份组分C加入包膜机中进行包膜，包膜时间约4~8分钟，包膜好的废渣人造石子

半成品由皮带输送机分别送入料仓中自然养护5天，即得废渣人造石子成品。

[0046] 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将其送入粉磨设备磨细成0.061～

0.088毫米的细粉，即制得砂粉料成品。

[0047] 实施例3：

[0048] 开启活化机，称取粉煤灰75重量份，电石渣10重量份，磷石膏5重量份，用皮带输送

机送入运转的活化机中，将氢氧化钠6重量份，硅酸钠3.5重量份，碳酸钠2.5重量份，水85重

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4～8分钟，按3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己

进入活化机的物料中，活化4～7分钟后放出，为组分A。

[0049] 将三乙醇胺0.05重量份，木质素磺酸钙2重量份，聚丙烯酰胺6重量份，甲基硅醇钠

6重量份，水92重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5～10分钟，制成组分B。

[0050] 计量称取钢渣60重量份，电石渣20重量份，水泥熟料10重量份，磷石膏5重量份，共

同粉磨至细度达200至300目制成组分C。

[0051] 开启混合设备，将组分A  60重量份，组分C  35重量份，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混

合设备中，将组分B按2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以雾状加入己进入混合设备中的物料中，强

制混合3～6分钟后放出，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成型机中制成砖块坯体。

[0052] 成型的砖块坯体在室外自然放置12小时；然后把静停后的坯体进行饱和蒸汽蒸养

养护。饱和蒸汽蒸养养护约20小时，蒸汽温度为95～100℃，表压力为零。将养护好的砖块半

成品送入第一次和第二次破碎机进行破碎、筛分等处理，粒径0.2～5毫米的为人造砂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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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石子半

成品。

[0053] 称量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人造石子半成品80重量份，然后加入包膜机

中，称取3重量份组分B，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包膜机中的废渣人造石子半成品表面，再

将10重量份的组分C加入包膜机中进行包膜，包膜时间约4～8分钟，包膜好的废渣人造石子

半成品由皮带输送机送入料仓中自然养护5天，即得废渣人造石子成品。

[0054] 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将其送入粉磨设备磨细成0.061~0.088

毫米的细粉，即制得砂粉料成品。

[0055] 实施例4：

[0056] 开启活化机，称取市政污水处理厂污泥焚化渣60重量份，电石渣10重量份，粉煤灰

15重量份，磷石膏5重量份，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活化机中，将氢氧化钠6重量份，硅酸

钠4重量份，碳酸钠2重量份，水90重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4～8分钟，按2重量

份，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己进入活化机的物料中，活化4～7分钟后放出，为组分A。

[0057] 将三乙醇胺0.06重量份，磺化三聚氰胺甲醛树脂2重量份，聚丙烯酰胺6重量份，甲

基硅醇钠4重量份，水90重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5～10分钟，制成组分B。

[0058] 计量称取水淬矿渣50重量份，电石渣15重量份，水泥熟料10重量份，粉煤灰10重量

份，磷石膏3重量份，共同粉磨至细度达200至300目制成组分C；

[0059] 开启混合设备，将组分A  60重量份，组分C  40重量份，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混

合设备中，将组分B按4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己进入混合设备中的物料中，强制

混合3～6分钟后放出，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成型机中制成砖块坯体。

[0060] 成型的砖块坯体在室外自然放置15小时；然后把静停后的坯体进行饱和蒸汽蒸压

养护。饱和蒸汽蒸压养护约10小时，蒸汽温度为174～183℃，表压力为0.8～1.2MPa；将养护

好的砖块半成品送入第一次和第二次破碎机进行破碎、筛分等处理，粒径0.2～5毫米的为

人造砂子成品，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为

人造石子半成品。

[0061] 称量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人造石子半成品85重量份，然后加入包膜机

中，称取3重量份组分B，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包膜机中的废渣人造石子半成品表面，再

将15重量份组分C加入包膜机中进行包膜，包膜时间约4～8分钟，包膜好的废渣人造石子半

成品由皮带输送机分别送入料仓中自然养护5天，即得废渣人造石子成品。

[0062] 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将其送入粉磨设备磨细成0.061~0.088

毫米的细粉，即制得砂粉料成品。

[0063] 实施例5：

[0064] 开启活化机，称取废石粉泥65重量份，电石渣10重量份，粉煤灰15重量份，用皮带

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活化机中，将氢氧化钠7重量份，硅酸钠3重量份，碳酸钠2重量份，水80重

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4～8分钟，按2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己进

入活化机的物料中，活化4～7分钟后放出，为组分A。

[0065] 将三乙醇胺0.03重量份，磺化三聚氰胺甲醛树脂2重量份，环氧树脂6重量份，聚丙

烯酰胺4重量份，水90重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5～10分钟，制成组分B。

[0066] 计量称取磷矿渣60重量份，电石渣20重量份，水泥熟料10重量份，粉煤灰10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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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共同粉磨至细度达200至300目制成组分C。

[0067] 开启混合设备，将组分A  75重量份，组分C  25重量份，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混

合设备中，将组分B按4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己进入混合设备中的物料中，强制

混合3～6分钟后放出，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成型机中制成砖块坯体。

[0068] 成型的砖块坯体送入养护室放置8小时；然后把静停后的坯体进行太阳能养护。太

阳能养护约20天；将养护好的砖块半成品送入第一次和第二次破碎机进行破碎、筛分等处

理，粒径0.2～5毫米的为人造砂子成品，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粒径5毫

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石子半成品。

[0069] 称量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人造石子半成品95重量份，然后加入包膜机

中，称取5重量份组分B，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包膜机中的废渣人造石子半成品表面，再

将10重量份组分C，加入包膜机中进行包膜，包膜时间约4～8分钟，包膜好的废渣人造石子

半成品由皮带输送机分别送入料仓中自然养护5天，即得废渣人造石子成品。

[0070] 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将其送入粉磨设备磨细成0.061～

0.088毫米的细粉，即制得砂粉料成品。

[0071] 实施例6：

[0072] 开启活化机，称取铁尾矿75重量份，电石渣5重量份，粉煤灰10重量份，用皮带输送

机送入运转的活化机中，将氢氧化钠6重量份，硅酸钠4重量份，碳酸钠2重量份，水90重量份

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4~8分钟，按4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己进入活化

机的物料中，活化4~7分钟后放出，为组分A。

[0073] 将三乙醇胺0.03重量份，磺化三聚氰胺甲醛树脂2重量份，聚丙烯酰胺6.0重量份，

环氧树脂4重量份，水90重量份加入外加剂配加机中，混合搅拌5～10分钟，制成组分B。

[0074] 计量称取钢渣60重量份，电石渣10重量份，水泥熟料10重量份，粉煤灰10重量份，

共同粉磨至细度达200至300目制成组分C。

[0075] 开启混合设备，将组分A  70重量份，组分C  30重量份，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混

合设备中，将组分B按4重量份，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己进入混合设备中的物料中，强制

混合3～6分钟后放出，用皮带输送机送入运转的成型机中制成砖块坯体。

[0076] 成型的砖块坯体送入养护室放置12小时；然后把静停后的坯体进行太阳能养护。

太阳能养护约25天；将养护好的砖块半成品送入第一次和第二次破碎机进行破碎、筛分等

处理，粒径0.2～5毫米的为人造砂子成品，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粒径5

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石子半成品。

[0077] 称量粒径5毫米以上、25毫米以下的人造石子半成品90重量份，然后加入包膜机

中，称取3重量份组分B，由外加剂配加机雾状加入包膜机中的废渣人造石子半成品表面，再

将15重量份组分C加入包膜机中进行包膜，包膜时间约4～8分钟，包膜好的废渣人造石子半

成品由皮带输送机分别送入料仓中自然养护5天，即得废渣人造石子成品。

[0078] 粒径0.2毫米以下的为人造砂粉料半成品。将其送入粉磨设备磨细成0.061～

0.088毫米的细粉，即制得砂粉料成品。

[0079] 对上述所得人造石子进行性能检测，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0080]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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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082] 上述检测数据由专业检测机构提供，混凝土块由对应实施例的人造砂子和人造石

子制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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