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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制砖的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将飞灰、

MgO、水泥和水制成的浆料进行养护，得到固化

体；(2)将步骤(1)中所述固化体破碎，得到飞灰

骨料；(3)将粉煤灰、NaOH、水与步骤(2)中所述飞

灰骨料混合均质，得到砂浆；(4)将步骤(3)中所

述砂浆进行养护、成型，得到建材砖。本发明方法

配合使用了水化硅酸钙和土聚物两种不同晶体

性质的凝胶制作建材，既实现了对飞灰中重金属

的多级固化稳定化和对飞灰的建材利用资源化，

又实现了对资源化建材机械性能的提升，工艺可

靠，设备简易，原理简单，可安全、高效的利用不

同地区、不同炉型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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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制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飞灰、MgO、水泥和水制成的浆料进行养护，得到固化体；

步骤(1)中，所述MgO的质量为所述飞灰质量的10％～15％；

所述水泥的质量为所述飞灰质量的2～4％；

所述水的质量为所述飞灰、所述MgO和所述水泥的质量之和的50％～60％；

(2)将步骤(1)中所述固化体破碎，得到飞灰骨料；

(3)将粉煤灰、NaOH、水与步骤(2)中所述飞灰骨料混合均质，得到砂浆；

步骤(3)中，所述粉煤灰、所述飞灰骨料、所述NaOH和所述水的质量比为(30～50):50:

(3～5):50；

(4)将步骤(3)中所述砂浆进行养护、成型，得到建材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浆料通过如下步骤制备得

到：

1)将飞灰、MgO和水泥进行混合均质，得到混合物料；

2)将步骤1)中所述混合物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浆料；

步骤2)中，所述搅拌的时间为5～10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养护的条件如下：温度

为20～25℃，通风、避雨的环境中；所述养护的时间为2～3天。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破碎为破碎至5目筛

下。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所述养护的条件如下：温度

为60～75℃，相对湿度＜50％；

所述养护为先在所述条件下养护3天后开模，开模后再在所述条件下养护4天。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建材砖的机械强度＞10MPa。

7.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制备得到的建材砖。

8.权利要求7所述的建材砖在下述1)-4)中的至少一种的应用：

1)建设市政工程；

2)铺设人行道路面；

3)铺设路肩；

4)搭建花坛或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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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的方法，属于危险废物建材资源化利

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生活垃圾焚烧飞灰(以下简称飞灰)是指在烟气净化系统和热回收利用系统(如节

热器、余热锅炉等)中收集而得的残余物。

[0003] 由于焚烧过程中重金属的挥发和迁移，使飞灰中富集了大量重金属，如Hg、Pb、Cd、

Cu、Cr、Zn、Ni等。在现有文献报道中，我国飞灰中，Zn最高可达17000mg/kg，Cu最高可达

12000mg/kg，Pb最高可达30000mg/kg，Cd最高可达5000mg/kg，Cr最高可达3500mg/kg，Ni最

高可达1500mg/kg。重金属一旦进入人体将很难排出体外，富集到一定程度，会直接伤害人

体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和骨骼，引起人体酶活性降低、语言及运动障

碍、肝肾损害、骨质流失、致癌、致畸、致突变、神经衰弱、贫血、甚至死亡。飞灰早在2008年被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并仍出现在2016年版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属危险工业固体

废物。

[0004] 近年来，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得到快速发展。截止2015年底，全国已建成生活垃

圾焚烧厂219座，年处理垃圾量8000万吨。焚烧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每年近500万吨飞

灰，占我国每年各类危险废物产生总量的近12％。

[0005] 飞灰，这一危险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理问题，是目前亟待的环境问题之一。目前，飞

灰这一危险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固化稳定化后进行填埋。虽然2016年版的《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对稳定化后的飞灰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实施了豁免管理，但是在垃圾围

城的现状下，填埋只是权宜之计。在我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去向是进行再利用，由

于工业固废富含Si、Al、Ca等元素，所以建材生产行业是工业固废的最大消纳和利用行业。

依据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的统计，2013年，我国43％的尾矿、68％的煤矸石、93％的粉煤灰、绝

大部分的钢铁冶炼渣都用于建材生产、筑路等方面。而飞灰这一危险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

元素亦为Si、Al、Fe、Mg、Ca、K、Na和Cl，SiO2、A12O3、CaO、Fe2O3、Na2O、K2O在飞灰中普遍存在，

SiO2含量6.35-35 .5％，A12O3含量0.92-13 .7％，Fe2O3含量0.63-10 .5％，CaO含量16 .6-

45.4％，MgO、Na2O、K2O各占1％-5％。这样的元素组成，为飞灰的建材资源化提供了必要的物

质基础。飞灰通过建材利用进行资源化，是未来的主要研究和应用方向。

[0006] 目前，飞灰通过建材化进行资源化利用的途径主要有生产水泥、制作混凝土、制

砖、铺设路基、建设堤坝等，虽然途径较多，但利用飞灰所生产的建材，其绝大部分为硅酸盐

类建材，尤其用于制砖资源化时，产品多为以硅酸钙晶体为主要组成的建材砖产品，机械性

能和环境友好性不稳定，尤其是对重金属的稳定化固化效果有待提高，这就限制了飞灰资

源化砖的使用范围，也限制了飞灰资源化砖的市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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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的方法，该方法配合使用了

水化硅酸钙和土聚物两种不同晶体性质的凝胶制作建材，既实现了对飞灰中重金属的多级

固化稳定化和对飞灰的建材利用资源化，又实现了对资源化建材机械性能的提升。

[0008]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制砖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将飞灰、MgO、水泥和水制成的浆料进行养护，得到固化体；

[0010] (2)将步骤(1)中所述固化体破碎，得到飞灰骨料；

[0011] (3)将粉煤灰、NaOH、水与步骤(2)中所述飞灰骨料混合均质，得到砂浆；

[0012] (4)将步骤(3)中所述砂浆进行养护、成型，得到建材砖。

[0013] 上述的制备方法，步骤(1)中，所述MgO的质量可为所述飞灰质量的10％～15％，具

体可为10％。

[0014] 所述MgO可以轻烧氧化镁的形式进行添加，如85#轻烧氧化镁(氧化镁含量为

85％)。

[0015] 所述MgO作用有二，一是与飞灰中MgCl2生成氯氧镁胶凝，二是MgO碳化生成的棒状

MgCO3·2H2O和针簇状MgCO3·3H2O会进一步增强固化体强度，同时提高对重金属的稳定化

效果。

[0016] 所述水泥的质量可为所述飞灰质量的2～4％，具体可为2％或4％。

[0017] 所述水泥具体可为52.5#水泥。

[0018] 所述水泥主要作用在于激活飞灰中的Ca(OH)2(由飞灰中的CaO反应得到)和具有

火山灰性质的介稳态物质，发生水化反应得到水化硅酸钙凝胶，固化稳定化重金属，并增加

固化体强度。

[0019] 所述水的质量可为所述飞灰、所述MgO和所述水泥的质量之和的50％～60％，具体

可为50％～55％、55％～60％、50％、60％或55％。

[0020] 所述浆料通过如下步骤制备得到：

[0021] 1)将飞灰、MgO和水泥进行混合均质，得到混合物料；

[0022] 2)将步骤1)中所述混合物料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浆料；

[0023] 步骤2)中，所述搅拌的时间可为5～10min，具体可为10min。

[0024] 上述的制备方法，步骤(1)中，所述养护的条件可如下：温度为20～25℃(如25℃、

22℃)，通风、避雨的环境中；所述养护的时间可为2～3天，具体可为3天。

[0025] 所述养护过程中，氯氧镁和水化硅酸钙凝胶的形成会完成对重金属的第一次固化

稳定化。固化体发育3天后，抗压强度可以达到7～12MPa。

[0026] 上述的制备方法，步骤(2)中，所述破碎为破碎至5目筛下(粒径＜4mm)。

[0027] 上述的制备方法，步骤(3)中，所述粉煤灰、所述飞灰骨料、所述NaOH和所述水的质

量比可为(30～50):50:(3～5):50，具体可为(30～40):50:(3～5):50、(40～50):50:(3～

5):50、(30～50):50:5:50、(30～40):50:5:50、(40～50):50:5:50、30:50:5:50、40:50:5:

50或50:50:5:50。

[0028] 所述飞灰骨料起支撑的作用，所述粉煤灰富含Si、Al元素，在NaOH激活下发生土聚

反应，形成胶凝材料。

[0029] 上述的制备方法，步骤(4)中，所述养护的条件可如下：温度为60～75℃(如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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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5℃或75℃)，相对湿度＜50％(如20～25％、20％或25％)；

[0030] 所述养护可为先在所述条件下养护3天后开模，开模后再在所述条件下养护4天。

[0031] 在所述养护过程中，所述粉煤灰在NaOH的激活下，发生土聚反应，即粉煤灰中的Si

和Al元素在强碱性环境中溶出，并在Na离子的桥联作用下发生聚合反应，形成Si-Al-O长链

的网络状聚合物。所得到土聚凝胶为非晶体凝胶，产生机械强度，并主要通过包裹作用完成

对重金属的第二次固化稳定化。

[0032] 所述砖块的机械强度＞10MPa。

[0033] 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了上述的制备方法制备得到的建材砖。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建材砖在下述1)-4)中的至少一种的应用：

[0035] 1)建设市政工程；

[0036] 2)铺设人行道路面；

[0037] 3)铺设路肩；

[0038] 4)搭建花坛或花台。

[0039] 本发明所制备得到的建材砖的晶体结构为水化硅酸钙凝胶和土聚凝胶两种不同

晶形性质的凝胶，与现有技术中的硅酸盐结构的建材砖相比，具有更好的抗酸性、更强的抗

风化能力、更稳定的热学及力学特性；更具环境友好性，对重金属具有更优的固化稳定化效

果，且直接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消纳了危险废物，实现了物料的循环利用，节能降耗。

[0040]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41] 1、广谱性。该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技术，可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炉型的生活垃

圾焚烧飞灰进行资源化。

[0042] 2、工艺简单。该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技术，主要依靠温控、加料、搅拌、破碎等

设备，其他无特殊要求，流程简便、可靠。

[0043] 3、重金属固化稳定化效果好。按照本技术方法中的工艺步骤和参数设定，可以对

飞灰中的重金属进行多级固化稳定化，效果良好。

[0044] 4、环境效益好。按照本技术方法中的工艺步骤，安全的利用建材化手段消纳了飞

灰这一危险废物，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

[0045] 5、社会经济效益好。该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技术，既实现了对飞灰中重金属

的固化稳定化和对飞灰的建材利用资源化，又提升了资源化砖体的机械性能和抗风化性

能，应用于铺设人行道路面、搭建花坛和花台、铺设路肩等市政工程，将产生良好的社会及

经济效益。

[0046] 本发明的一种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方法，工艺可靠，设备简易，原理简单，可安

全、高效的利用不同地区、不同炉型的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既实现了对飞灰中重金属的固化

稳定化和对飞灰的建材利用资源化，又实现了对资源化建材机械性能的提升。

附图说明

[0047] 图1为本发明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方法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8] 下述实施例中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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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下述实施例中所用的材料、试剂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可从商业途径得到。

[0050] 实施例1、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

[0051] 飞灰样品来自北京大兴区某垃圾焚烧厂，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见表1。浸出

方法参照《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荡法》(HJ557-2010)，限值标准参照《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水体标准。由表1可知，Pb浸出量严重超标。

[0052] 表1北京大兴某垃圾焚烧厂飞灰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

[0053]

[0054] 按照图1所示流程图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具体步骤如下：

[0055] (1)物料混合：

[0056] 将飞灰、MgO和水泥固相混合均质，得到混合物料；其中，MgO加量是飞灰质量的

10％，采用85#轻烧氧化镁；水泥加量为飞灰质量的2％，采用52.5#水泥。

[0057] (2)加水搅拌：

[0058] 在步骤(1)中混合物料中加水，加水量为混合物料的50％，搅拌均匀10min，得到浆

料。

[0059] (3)固化体发育：

[0060] 将步骤(2)中浆料置于室外25℃、通风良好、避雨的环境中养护3天，等待固化体发

育成型并产生强度，得到固化体。抗压强度为10.2MPa、11.3MPa、9.9MPa。

[0061] (4)破碎制骨料：

[0062] 将步骤(3)中发育好的固化体破碎至5目筛下(粒径＜4mm)，得到飞灰骨料。

[0063] (5)混合制砂浆：

[0064] 将Ⅱ级粉煤灰、NaOH、水与步骤(4)中飞灰骨料混合均质，制作砂浆；其中，砂浆；粉

煤灰:飞灰骨料:NaOH:水＝30:50:5:50(质量比)，充分搅拌，并置于模具中。

[0065] (6)养护、成型：

[0066] 将步骤(5)中砂浆置于70℃、25％RH(相对湿度)养护3天后开模，开模后砖块再在

该环境中养护4天，共养护7天。

[0067] 砖块成型后抗压强度达到13.2MPa、14.2MPa、13.5MPa，重金属浸出量满足Ⅲ类水

体质量要求(表2)。用于铺设人行道路面。

[0068] 表2北京大兴飞灰资源化砖产品中重金属浸出量

[0069]

[0070] 实施例2、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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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飞灰样品来自河北邢台某垃圾焚烧厂，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见表3。浸出方

法参照《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荡法》(HJ557-2010)，限值标准参照《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水体标准。由表3可知，Pb、Zn浸出量严重超标。

[0072] 表3河北邢台某垃圾焚烧厂飞灰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

[0073]

[0074] 按照图1所示流程图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具体步骤如下：

[0075] (1)物料混合：

[0076] 将飞灰、MgO和水泥固相混合均质，得到混合物料；其中，MgO加量是飞灰质量的

10％，采用85#轻烧氧化镁；水泥加量为飞灰质量的4％，采用52.5#水泥。

[0077] (2)加水搅拌：

[0078] 在步骤(1)中混合物料中加水，加水量为混合物料的60％，搅拌均匀10min，得浆

料。

[0079] (3)固化体发育：

[0080] 将步骤(2)中浆料置于室外22℃、通风良好、避雨的环境中养护3天，等待固化体发

育成型并产生强度，得到固化体。抗压强度为11.2MPa、11.6MPa、10.2MPa。

[0081] (4)破碎制骨料：

[0082] 将步骤(3)中发育好的固化体破碎至5目筛下(粒径＜4mm)，得到飞灰骨料。

[0083] (5)混合制砂浆：

[0084] 将Ⅰ级粉煤灰、NaOH、水与步骤(4)中飞灰骨料混合均质，制作砂浆；其中，粉煤灰:

飞灰骨料:NaOH:水＝30:50:5:50(质量比)，充分搅拌，并置于模具中。

[0085] (6)养护、成型：

[0086] 将步骤(5)中砂浆置于60℃、25％RH(相对湿度)养护3天后开模，开模后砖块再在

该环境中养护4天，共养护7天。

[0087] 砖块成型后抗压强度达到12.2MPa、11.3MPa、11.9MPa，重金属浸出量满足Ⅲ类水

体质量要求(表4)。用于铺设路肩。

[0088] 表4河北邢台飞灰资源化砖产品中重金属浸出量

[0089]

[0090] 实施例3、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

[0091] 飞灰样品来自山东临朐某垃圾焚烧厂，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见表5。浸出方

法参照《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荡法》(HJ557-2010)，限值标准参照《地表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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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水体标准。由表5可知，Pb、Cr浸出量超标。

[0092] 表5山东临朐某垃圾焚烧厂飞灰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

[0093]

[0094] 按照图1所示流程图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具体步骤如下：

[0095] (1)物料混合：

[0096] 将飞灰、MgO和水泥固相混合均质，得到混合物料；其中，MgO加量是飞灰质量的

10％，采用85#轻烧氧化镁；水泥加量为飞灰质量的4％，采用52.5#水泥。

[0097] (2)加水搅拌：

[0098] 在步骤(1)中混合物料中加水，加水量为混合物料的55％，搅拌均匀10min，得浆

料。

[0099] (3)固化体发育：

[0100] 将步骤(2)中浆料置于室外25℃、通风良好、避雨的环境中养护3天，等待固化体发

育成型并产生强度，得到固化体。抗压强度为8.5MPa、8.4MPa、9.2MPa。

[0101] (4)破碎制骨料：

[0102] 将步骤(3)中发育好的固化体破碎至5目筛下(粒径＜4mm)，得到飞灰骨料。

[0103] (5)混合制砂浆：

[0104] 将Ⅰ级粉煤灰、NaOH、水与步骤(4)飞灰骨料混合均质，制作砂浆；其中，粉煤灰:飞

灰骨料:NaOH:水＝40:50:5:50(质量比)，充分搅拌，并置于模具中。

[0105] (6)养护、成型：

[0106] 将步骤(5)中砂浆置于65℃、20％RH(相对湿度)养护3天后开模，开模后砖块再在

该环境中养护4天，共养护7天。

[0107] 砖块成型后抗压强度达到11.2MPa、12.5MPa、12.6MPa，重金属浸出量满足Ⅲ类水

体质量要求(表6)。用于搭建花坛。

[0108] 表6山东临朐飞灰资源化砖产品中重金属浸出量

[0109]

[0110]

[0111] 实施例4、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

[0112] 飞灰样品来自吉林德惠某垃圾焚烧厂，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见表7。浸出方

法参照《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荡法》(HJ557-2010)，限值标准参照《地表水环

说　明　书 6/9 页

8

CN 108409210 B

8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水体标准。由表7可知，Pb、Zn、Cd浸出量超标。

[0113] 表7吉林德惠某垃圾焚烧厂飞灰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

[0114]

[0115] 按照图1所示流程图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具体步骤如下：

[0116] (1)物料混合：

[0117] 将飞灰、MgO和水泥固相混合均质，得到混合物料；其中，MgO加量是飞灰质量的

10％，采用85#轻烧氧化镁；水泥加量为飞灰质量的4％，采用52.5#水泥。

[0118] (2)加水搅拌：

[0119] 在步骤(1)中混合物料中加水，加水量为混合物料的50％，搅拌均匀10min，得浆

料。

[0120] (3)固化体发育：

[0121] 将步骤(2)浆料置于室外25℃、通风良好、避雨的环境中养护3天，等待固化体发育

成型并产生强度，得到固化体。抗压强度为10.8MPa、11.3MPa、11.5MPa。

[0122] (4)破碎制骨料：

[0123] 将步骤(3)中发育好的固化体破碎至5目筛下(粒径＜4mm)，得到飞灰骨料。

[0124] (5)混合制砂浆：

[0125] 将Ⅰ级粉煤灰、NaOH、水与步骤(4)飞灰骨料混合均质，制作砂浆；粉煤灰:飞灰骨

料:NaOH:水＝50:50:5:50(质量比)；充分搅拌，并置于模具中。

[0126] (6)养护、成型：

[0127] 将步骤(5)砂浆置于75℃、20％RH(相对湿度)养护3天后开模，开模后砖块再在该

环境中养护4天，共养护7天。

[0128] 砖块成型后抗压强度达到16.5MPa、17.5MPa、17.1MPa，重金属浸出量满足Ⅲ类水

体质量要求(表8)。用于铺设路肩。

[0129] 表8吉林德惠飞灰资源化砖产品中重金属浸出量

[0130]

[0131] 实施例5、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

[0132] 飞灰样品来自重庆开县某垃圾焚烧厂，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见表9。浸出方

法参照《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荡法》(HJ557-2010)，限值标准参照《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水体标准。由表9可知，Pb、Zn、Cd、Cr浸出量超标。

[0133] 表9重庆开县某垃圾焚烧厂飞灰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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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4]

[0135] 按照图1所示流程图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具体步骤如下：

[0136] (1)物料混合：

[0137] 将飞灰、MgO和水泥固相混合均质，得到混合物料；其中，MgO加量是飞灰质量的

10％，采用85#轻烧氧化镁；水泥加量为飞灰质量的4％，采用52.5#水泥。

[0138] (2)加水搅拌；

[0139] 在步骤(1)中混合物料中加水，加水量为混合物料的55％，搅拌均匀10min，得浆

料。

[0140] (3)固化体发育：

[0141] 将浆料置于室外25℃、通风良好、避雨的环境中养护3天，等待固化体发育成型并

产生强度，得到固化体。抗压强度为11.1MPa、11.9MPa、11.9MPa。

[0142] (4)破碎制骨料：

[0143] 将步骤(3)中发育好的固化体破碎至5目筛下(粒径＜4mm)，得到飞灰骨料。

[0144] (5)混合制砂浆：

[0145] 将Ⅰ级粉煤灰、NaOH、水与步骤(4)中飞灰骨料混合均质，制作砂浆；其中，粉煤灰:

飞灰骨料:NaOH:水＝40:50:5:50(质量比)；充分搅拌，并置于模具中。

[0146] (6)养护、成型：

[0147] 将步骤(5)中砂浆置于60℃、20％RH(相对湿度)养护3天后开模，开模后砖块再在

该环境中养护4天，共养护7天。

[0148] 砖块成型后抗压强度达到11.4MPa、12.4MPa、13.1MPa，重金属浸出量满足Ⅲ类水

体质量要求(表10)。用于铺设人行道路面。

[0149] 表10重庆开县飞灰资源化砖产品中重金属浸出量

[0150]

[0151] 实施例6、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

[0152] 飞灰样品来自山东德州某垃圾焚烧厂，样品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见表11。浸出

方法参照《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荡法》(HJ557-2010)，限值标准参照《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Ⅴ类水体标准。由表11可知，Pb、Zn、Cd浸出量超标。

[0153] 表11山东德州某垃圾焚烧厂飞灰中重金属含量及浸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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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4]

[0155] 按照图1所示流程图利用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制砖，具体步骤如下：

[0156] (1)物料混合：

[0157] 将飞灰、MgO和水泥固相混合均质，得到混合物料；其中，MgO加量是飞灰质量的

10％，采用85#轻烧氧化镁；水泥加量为飞灰质量的4％，采用52.5#水泥。

[0158] (2)加水搅拌：

[0159] 在步骤(1)中混合物料中加水，加水量为混合物料的60％，搅拌均匀10min，得到浆

料。

[0160] (3)固化体发育：

[0161] 将步骤(2)中浆料置于室外25℃、通风良好、避雨的环境中养护3天，等待固化体发

育成型并产生强度，得到固化体。抗压强度为11.2MPa、11.3MPa、12.0MPa。

[0162] (4)破碎制骨料：

[0163] 将步骤(3)发育好的固化体破碎至5目筛下(粒径＜4mm)，得到飞灰骨料。

[0164] (5)混合制砂浆：

[0165] 将Ⅱ级粉煤灰、NaOH、水与步骤(4)中飞灰骨料混合均质，制作砂浆；其中，粉煤灰:

飞灰骨料:NaOH:水＝30:50:5:50(质量比)，充分搅拌，并置于模具中。

[0166] (6)养护、成型：

[0167] 将步骤(5)中砂浆置于75℃、20％RH(相对湿度)养护3天后开模，开模后砖块再在

该环境中养护4天，共养护7天。

[0168] 砖块成型后抗压强度达到13.5MPa、14.4MPa、14.6MPa，重金属浸出量满足Ⅲ类水

体质量要求(表12)。用于铺设人行道路面。

[0169] 表12山东德州飞灰资源化砖产品中重金属浸出量

[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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