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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市政污泥、建筑废

物、稀土尾渣及粉煤灰等固体废弃物制备非烧结

透水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取废水处理厂

脱水污泥、建筑废弃物钢渣、稀土尾矿及粉煤灰

作为透水砖原料备用；B、取粉煤灰与水泥按2:3

比例混合后，作为无机胶黏材料，再以约1:3的比

例与建筑废弃物骨料混合；C、配制NaOH溶液，作

为无机胶黏材料的激发剂；D、污泥与稀土尾矿以

5:1的比例混合均匀，迅速加入到B所得的混合物

料，混合均匀；E、将D所获得的混合物料与C配制

的NaOH溶液以5:1的质量比加入搅拌机中，以

1000rpm转速搅拌1min，使其充分混合；F、将搅拌

后的混合材料倒入模具，制得砖坯，经过28d的自

然养护后，制得抗压等级可达MU30的透水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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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市政污泥制备非烧结透水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取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建筑废弃物或钢渣及粉煤灰作为透水砖原料备用；其中，

建筑废物进行初步破碎预处理得到透水砖制备骨料；所述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为采用A2/O

工艺处理的脱水污泥，其含水率81.90％，pH6.1，有机质含量63.70％；

所述建筑废物进行初步破碎预处理得到透水砖制备骨料的步骤如下：

(1.1)将所取建筑废物使用颚式破碎机破碎后，进一步使用圆盘破碎机进行破碎，得到

再生粗骨料；

(1.2)将步骤(1.1)得到的再生粗骨料过10目筛，即2mm粒径的筛上物作为透水砖制备

骨料；

(2)取粉煤灰与水泥按2:3质量比混合后制成无机胶黏材料，再将制备的无机胶黏材料

以1:3的比例与步骤(1)制备的透水砖制备骨料混合得到第一混合物料；

(3)配制6.25×10-2mol/L的NaOH溶液，作为无机胶黏材料的激发剂备用；

(4)将步骤(1)的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与稀土尾矿以5:1质量比混合均匀，按3.6％质量

比迅速加入到步骤(2)所得的第一混合物料，混合均匀得到第二混合物料；稀土尾矿中的

Si、O、Al元素含量分别为47.12wt％、35.27wt％以及7.20wt％；

(5)将步骤(4)所获得的第二混合物料与步骤(3)配制的NaOH溶液以5:1的质量比加入

搅拌机中，以1000rpm转速搅拌1min，使其充分混合得到第三混合物料；

(6)将步骤(5)制备的第三混合材料倒入模具，制得砖坯，经过28d的自然养护后，制得

透水砖；所述透水砖中包含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5-10wt％，稀土尾矿1-2wt％，建筑废弃物

或钢渣60-70wt％，粉煤灰8-12wt％，水泥15-18w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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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市政污泥制备非烧结透水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环境保护技术领域，涉及利用市政污泥、建筑废物、稀土尾渣及粉煤灰

等固体废物制备非烧结透水砖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市政污泥是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沉淀物质，主要源于初沉池、二

沉池等处理环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及生活污水的

处理量日益增多，导致污泥的产量急剧增加。截至2014年底，全国城市、县累计建成污水处

理厂3362座，污水处理能力近1.6亿m3/d，较2013年新增约826万m3/d。北京、广东、江苏的城

市污水厂干污泥产生量相对较多。以含水率80％计，全国年污泥总产量将突破4000万t，预

计到2020年污泥产量将突破6000万t。

[0003] 污泥是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产量大、含水率高，含有丰富的氮、磷

等营养元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和土壤改良剂(有机腐殖质)，但同时也含有部分有毒有害的有

机污染物，有恶臭且易腐败，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制约着污泥的资源化利用。如若不及时对其

进行合理地处置，将会给环境和人类健康带来极大的危害。

[0004] 根据GB/T  23484-200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分类》，污泥处理指对污泥进行

稳定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的过程，一般包括浓缩(调理)、脱水、厌氧消化、好氧消化、石

灰稳定、堆肥、干化和焚烧等。污泥处置指污泥处理后的消纳过程，一般包括土地利用、填

埋、建筑材料利用和焚烧。目前，利用市政污泥生产建筑耗材的方法多为烧结成型，针对非

烧结多孔砖的研究较少。

[0005] 另外，近年来，中国各大城市在连续出现的强降雨之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内涝

现象，主要是由于现有的城市道路路面大多采用水泥柏油等不透水材料，下雨时会形成大

面积积水，从而引发内涝。故而“海绵城市”一词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它用来形容城市能够像

海绵一样，对于极端环境及自然灾害等具有良好的“弹性”，尤其在汛期，海绵城市能够及时

地吸水、渗水、蓄水同时净水，并在需要时将储存的水逐步“释放”。在“海绵城市”的建设过

程中，透水性优良的路面材料成为关键。其中，透水砖在满足道路硬化、平整的同时，还具有

良好的透水性而被广泛应用于人行道、停车场等对路面强度要求不高的场地。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市政污泥和各种固体废弃物制备非烧结透水砖的

方法，该方法具有投资运行成本较低、工艺流程简单易行等优点。

[0007]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利用市政污泥制备非烧结透水砖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9] (1)取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建筑废弃物或钢渣及粉煤灰作为透水砖原料备用；其

中，建筑废物进行初步破碎预处理得到透水砖制备骨料；

[0010] (2)取粉煤灰与水泥按2:3质量比混合后制成无机胶黏材料，再将制备的无机胶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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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以1:3的比例与步骤(1)制备的透水砖制备骨料混合得到第一混合物料；

[0011] (3)配制6.25*10-2mol/L的NaOH溶液，作为无机胶黏材料的激发剂备用；

[0012] (4)将步骤(1)的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与稀土尾矿以5:1质量比混合均匀，按3.6％

质量比迅速加入到步骤(2)所得的第一混合物料，混合均匀得到第二混合物料；

[0013] (5)将步骤(4)所获得的第二混合物料与步骤(3)配制的NaOH溶液以5:1的质量比

加入搅拌机中，以1000rpm转速搅拌1min，使其充分混合得到第三混合物料；

[0014] (6)将步骤(5)制备的第三混合材料倒入模具，制得砖坯，经过28d的自然养护后，

制得透水砖。

[0015]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步骤(1)中，所述建筑废物进行初步破碎预处理得

到透水砖制备骨料的步骤如下：

[0016] (1.1)将所取建筑废物使用颚式破碎机破碎后，进一步使用圆盘破碎机进行破碎，

得到再生粗骨料；

[0017] (1.2)将步骤(1.1)得到的再生粗骨料过10目筛，即2mm粒径的筛上物作为透水砖

制备骨料。

[0018]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步骤(1)中，所述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为采用A2/O

工艺处理的脱水污泥，其含水率81.90％，pH  6.1，有机质含量63.70％。

[0019]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步骤(4)中，稀土尾矿中的Si、O、Al元素含量分别

为47.12wt％、35.27wt％以及7.20wt％。

[0020]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步骤(6)中，所述透水砖中包含废水处理厂脱水污

泥5-10wt％，稀土尾矿1-2wt％，建筑废弃物或钢渣60-70wt％，粉煤灰8-12wt％，水泥15-

18wt％。

[0021]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步骤(6)中，所述透水砖抗压等级可达MU30，即抗

压强度最小可达24MPa，平均值可达30MPa，透水系数达3.7×10-2cm/s，达到透水砖透水系数

需大于1×10-2cm/s的设计要求。

[0022] 本发明的无机胶黏材料采用粉煤灰-水泥混合体系(2:3)替代水泥，废物重复利

用，降低制造成本。

[0023] 本发明透水砖的制备采用破碎后的建筑废弃物代替砂石，实现以废治废目的。

[0024] 本发明粉煤灰-水泥混合体系水化过程中加入6.25*10-2mol/L  NaOH溶液对混合

体系中的粉煤灰进行碱性激发，使其内的硅酸盐(铝酸盐)与Ca(OH)2反应生成C-S(A)-H键，

产生胶凝作用。

[0025] 本发明原料利用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高有机质含量及低pH的特点，与稀土尾渣混

合后，提高其潜在造孔性能及强度。原因在于，稀土的加入除提高污泥力学性能、除臭外，其

内Al盐成分与污泥中H+反应，生成微量H2，在透水砖成型过程中形成孔隙，孔隙的形成有利

于氧气进入砖体，从而加速污泥降解速度，污泥的有效降解增加透水砖的孔隙率，从而提高

其透水性能；此外，稀土尾矿还富含Si、Al氧化物，可在后续受NaOH碱激发作用，生成C-S

(A)-H产生胶凝作用，提高砖体强度。

[0026] 本发明以建筑废弃物为骨料、粉煤灰-水泥为污泥胶凝材料，加入市政污泥与稀土

尾渣，制备非烧结透水砖，污泥在砖体内的自然降解形成了许多空洞，提高了所制备砖体的

透水性能，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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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实施例除非有特别的说明，其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为采用A2/O工艺处理的脱

水污泥，其含水率81.90％，pH  6.1，有机质含量63.70％。稀土尾矿中的Si、O、Al元素含量分

别为47.12wt％、35.27wt％以及7.20wt％。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图1所示，该实施例的利用市政污泥制备非烧结透水砖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取上海市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含水率82％)、建筑废弃物及粉煤灰作为透水

砖原料备用；其中，建筑废物需进行初步破碎预处理得到透水砖制备骨料。

[0032] ①将所取建筑废物使用颚式破碎机破碎后，进一步使用圆盘破碎机进行破碎，得

到再生粗骨料；

[0033] ②将上述所得再生粗骨料过10目筛，即2mm粒径(该粒径可替代天然砂石作为骨

料)的筛上物作为透水砖制备骨料。

[0034] (2)取粉煤灰与水泥按2:3质量比混合后，作为无机胶黏材料，再将无机胶黏材料

以1:3质量比与步骤(1)的透水砖制备骨料混合得到第一混合物料。

[0035] (3)配制6.25*10-2mol/L的NaOH溶液，作为无机胶黏材料的激发剂。

[0036] (4)将上海市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含水率82％)与稀土尾渣以5:1质量比混合均

匀，按3.6％质量比迅速加入到步骤(2)所得的第一混合物料，混合均匀得到第二混合物料。

[0037] (5)将步骤(4)所获得的第二混合物料与步骤(3)配制的NaOH溶液以5:1的质量比

加入搅拌机中，以1000rpm转速搅拌1min，使其充分混合。

[0038] (6)将搅拌后的混合材料倒入模具，制得砖坯，经过28d的自然养护后，制得透水

砖。

[0039] 其透水砖中包含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5-10wt％，稀土尾矿1-2wt％，建筑废弃物

60-70wt％，粉煤灰8-12wt％，水泥15-18wt％。

[0040] 透水砖抗压等级可达MU30，即抗压强度最小可达24MPa，平均值可达30MPa，透水系

数达3.7×10-2cm/s，达到透水砖透水系数需大于1×10-2cm/s的设计要求。

[0041] 实施例2

[0042] 该实施例与实施例1不同的是，透水砖骨料与最后透水砖成型方式不同，具体包括

以下步骤：

[0043] (1)取上海市某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含水率82％)、钢渣及粉煤灰作为透水砖原

料备用；其中，钢渣进行初步过筛预处理得到透水砖制备骨料。

[0044] 钢渣进行初步过筛预处理得到透水砖制备骨料的方法是：将钢渣料过10目筛，即

2mm粒径(该粒径可替代天然砂石作为骨料)的筛上物作为透水砖制备骨料。相对于实施例

1，钢渣具有力学强度高，前期破碎耗能小的特点。

[0045] (2)取粉煤灰与水泥按2:3质量比混合后，作为无机胶黏材料，再将无机胶黏材料

以1:3质量比与步骤(1)的透水砖制备骨料混合得到第一混合物料。

[0046] (3)配制6.25*10-2mol/L的NaOH溶液，作为无机胶黏材料的激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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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4)将上海市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含水率82％)与稀土尾渣以5:1质量比混合均

匀，按3.6％质量比迅速加入到步骤(2)所得的第一混合物料，混合均匀得到第二混合物料。

[0048] (5)将步骤(4)所获得的第二混合物料与步骤(3)配制的NaOH溶液以5:1的质量比

加入搅拌机中，以1000rpm转速搅拌1min，使其充分混合。

[0049] (6)将搅拌后的混合材料倒入模具，制得砖坯，经过28d的自然养护后，制得透水

砖。

[0050] 透水砖中包含废水处理厂脱水污泥5-10wt％，稀土尾矿1-2wt％，钢渣60-70wt％，

粉煤灰8-12wt％，水泥15-18wt％。

[0051] 透水砖抗压等级可达MU30，即抗压强度最小可达24MPa，平均值可达30MPa，透水系

数达3.7×10-2cm/s，达到透水砖透水系数需大于1×10-2cm/s的设计要求。

[0052] 上述的对实施例的描述是为便于该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理解和应用本发

明。熟悉本领域技术的人员显然可以容易地对这些实施做出各种修改，并把在此说明的一

般原理应用到其他实施例中而不必经过创造性的劳动。因此，本发明不限于这里的实施例，

本领域技术人员根据本发明的揭示，对于本发明做出的改进和修改都应该在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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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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