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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和设备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

的工艺和设备；将塑性废渣经砂石分离机分离为

骨料和废浆，所得骨料与普通骨料混合使用，所

得废浆与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或惰性废渣按

固含量分别为0-0.75:1、0-0.5:1和0-0.25:1加

入混料机得混合浆料，按混合浆料固含量的

0.5％-1％、0.01％-0.3％、0.05％-0.6％加入分

散剂、稳定剂和疏管剂，然后泵入立式行星磨机

研磨得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本发明在生产过

程中实行随弃随用的原则，在保证新产品质量的

情况下，采取技术措施对废渣进行充分的循环利

用，实现搅拌站废弃物零排放，并且将搅拌站从

固体废弃物排放者转变为消纳者，促进行业向可

持续发展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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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搅拌站生产中产生的塑性废渣经砂石分离机分离为再生骨料和废浆；然后将再生骨

料与普通骨料混合使用，同时将分离的废浆储存在沉淀池；其中，所述塑性废渣为未凝结硬

化混凝土；

2)使用水力旋流器将废浆分离为废浆渣和废浆水；废浆渣由水力旋流器底端沉沙口排

入混料机，废浆水经旋流器溢流管排出；

3)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经皮带传输设备送入混料机中，活性废渣、潜在

活性废渣、惰性废渣和废浆混合得到混合浆料；其中，废浆与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

性废渣重量比分别为：1:0-0.75、1:0-0.5和1:0-0.25；

4)按混合浆料中固含量的0.5％-1％、0.01％-0.3％、0.05％-0.6％向混合浆料中加入

分散剂、稳定剂和疏管剂，搅拌均匀后泵入立式行星磨机研磨得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所

述塑性废渣选自报废混凝土、混凝土试验产生废料、原材料试验产生废料、设备附着混凝

土、漏洒混凝土和漏洒原材料；所述砂石分离机出口处有筛网，筛网孔径≤2.5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再生骨料为再生细骨料和再生粗骨料，

当再生细骨料粒度≥0.15mm且＜4.75mm时，其与普通细骨料混合，再生细骨料质量占

比不高于20％；

当再生粗骨料粒度为4.75mm-20mm时，其与普通粗骨料混合，再生粗骨料质量占比不宜

高于3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废

浆水与自来水混合用于拌和混凝土，且废浆水质量占比不高于3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所

述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或惰性废渣最大公称粒径≤2mm，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或惰

性废渣在矿物中比重为0.6-3.8，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90％，潜在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

≥7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中，所

述混合浆料中固含量为33％-7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4)中，分

散剂为聚丙烯酸钠或硬质酸钠，所述稳定剂为羧甲基纤维素、甲基纤维素或木质素磺酸盐；

所述疏管剂为六偏磷酸钠或三聚磷酸钠。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纳微结构功能

集成材料D50≤2um。

9.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设备，其特征在于：它包括砂石分离

机，所述砂石分离机一侧下方设置有沉淀池；所述沉淀池内设置有搅拌器，所述沉淀池通过

管线与水力旋流器连接，所述水力旋流器通过管线与混料机连通；所述混料机下方连接有

立式行星磨机。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适用于权利要求1所述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的设备，

其特征在于：所述沉淀池配备均化和固含监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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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水力旋流器的分级效率≥87.1％，底流浓度为18.9％-40％；

所述混料机为双螺旋锥形混料机，混料时间为30s-90s；

所述立式行星磨由固定的立式磨桶和与其配套的转子组成，主轴转速≤300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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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和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回收工艺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

工艺和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2017年我国预拌混凝土总产量为22.98亿m3，而每生产1m3混凝土，搅拌站平均会产

生塑性废渣0.04吨，初步估算全国每年处理搅拌站废渣的量将超过9000万吨。由于长期缺

乏科学的管理体系和配套的处理、处置技术，废渣的处理对于搅拌站来说则是一个传统难

题，目前的一般做法是运送到环卫部门指定地点进行堆放或掩埋，占用大量的场地，而且对

这些数量巨大的废渣进行管理、运输和安置也将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理想的办

法就是尽量在生产过程中实行随弃随用的原则，在保证新产品质量的情况下，采取技术措

施对废渣进行充分的循环利用，有效处理搅拌站废渣。

[0003] CN103406345A公布了一种混凝土搅拌站废水废渣综合利用工艺，彻底实现了污水

的零排放，但该方法仅仅回收利用了混凝土搅拌站废水中的沉清液，对于废水中沉淀得到

的固相成分未能进行有效回收利用；CN106807724A公布了一种搅拌站废渣处理工艺及设

备，将压滤机过滤后的废渣通过自然晾晒，含水量降低到5％以下时，运送到水泥生产线，无

法真正意义上实现搅拌站零排放；CN105776994B公布了一种采用混凝土搅拌站废浆制备的

自密实混凝土，所述的混凝土搅拌站废浆为混凝土搅拌站废水经沉淀而成，其含水率为

45％-50％，产生时间在24小时以内，不能处理废弃骨料，且使用条件严苛，不符合搅拌站生

产规律，同时该发明的自密实混凝土属于新型混凝土范畴，工程需求量少，市场普及度较

低。CN102887676A公布一种采用高浓度混凝土废浆水配制的C30混凝土，通过增加增强剂，

将浆水浓度为10％-15％的废浆水用于混凝土，但当废水浓度较大时，较难回收固相成分。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

艺和设备，实现搅拌站废弃物零排放，并将搅拌站从固体废弃物排放者转变为消纳者，促进

行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设计一种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1)搅拌站生产中产生的塑性废渣经砂石分离机分离为再生骨料和废浆；然后将再

生骨料与普通骨料混合使用，同时将分离的废浆储存在沉淀池；其中，所述塑性废渣为未凝

结硬化混凝土；

[0007] 2)使用水力旋流器将废浆分离为废浆渣和废浆水；废浆渣由水力旋流器底端沉沙

口排入混料机，废浆水经旋流器溢流管排出；

[0008] 3)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经皮带传输设备送入混料机中，活性废渣、

潜在活性废渣、惰性废渣和废浆混合得到混合浆料；其中，废浆与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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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惰性废渣重量比分别为：1:0-0.75、1:0-0.5和1:0-0.25；

[0009] 4)按混合浆料中固含量的0.5％-1％、0.01％-0.3％、0.05％-0.6％向混合浆料中

加入分散剂、稳定剂和疏管剂，搅拌均匀后泵入立式行星磨机研磨得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

料。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所述塑性废渣选自报废混凝土、混凝土试验产生废料、

原材料试验产生废料、设备附着混凝土、漏洒混凝土和漏洒原材料；所述砂石分离机出口处

有筛网，筛网孔径≤2.5mm。

[0011] 再进一步地，所述步骤1)中，再生骨料为再生细骨料和再生粗骨料，

[0012] 当再生细骨料粒度≥0.15mm且＜4.75mm时，其与普通细骨料混合，再生细骨料质

量占比不高于20％；

[0013] 当再生粗骨料粒度为4.75mm-20mm时，其与普通粗骨料混合，再生粗骨料质量占比

不宜高于30％。

[0014] 再进一步地，所述步骤2)中，废浆水与自来水混合用于拌和混凝土，且废浆水质量

占比不高于30％。

[0015] 再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所述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或惰性废渣最大公称粒

径≤2mm，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或惰性废渣在矿物中比重为0.6～3.8，活性废渣28d活性

指数≥90％，潜在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70％。

[0016] 再进一步地，所述步骤3)中，所述混合浆料中固含量为33％-70％。

[0017] 再进一步地，所述分散剂为聚丙烯酸钠或硬质酸钠，所述稳定剂为羧甲基纤维素、

甲基纤维素或木质素磺酸盐；所述疏管剂为六偏磷酸钠或三聚磷酸钠。

[0018] 再进一步地，所述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D50≤2um。

[0019] 上述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设备，它包括砂石分离机，所述砂石分离机一侧下

方设置有沉淀池；所述沉淀池内设置有搅拌器2.1，所述沉淀池通过管线与水力旋流器连

接，所述水力旋流器通过管线与混料机连通；所述混料机下方连接有立式行星磨机。

[0020] 作为优选方案，所述沉淀池配备均化和固含监测系统；

[0021] 所述水力旋流器的分级效率≥87.1％，底流浓度为18.9％-40％；

[0022] 所述混料机为双螺旋锥形混料机，混料时间为30s-90s；

[0023] 所述立式行星磨由固定的立式磨桶和与其配套的转子组成，主轴转速≤300r/

min。

[0024] 本发明的原理：

[0025] 本发明中通过形成两股非对称沿筒壁由下向上的螺旋物料流，一部分物料错位提

升，另一部分物料被抛出螺柱，在不破坏颗粒物料的前提下，产生对流、剪切、扩散作用将比

重悬殊(0.6-3.8)和粒度不同的颗粒以较短时间混合均匀；均匀的混合浆料中各颗粒都被

相邻颗粒所限制，在外界压力下形成内部应力集中，粉碎压力可以高达100-300MPa，且由于

立式行星磨结构的特殊性，粉碎力都是作用在物料上，这使得物料颗粒被粉碎粒度减小的

同时内部形成了大量的微裂纹，超高水胶比下完全水化的细微凝胶和结晶体再次被破碎具

备纳米晶核诱导能力和碱性激发能力，与破碎的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非活性废渣组

成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在分散剂的包裹排斥效应和稳定剂的增稠作用下，形成稳定的

紧密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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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所述工艺可处理搅拌站生产全周期中产生的废弃混凝土，处置过程中回收

了骨料和低固含的废水，并将搅拌站难以利用的高固含废浆和其他废渣根据生产需求形成

级配合理的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替代其他胶材用量的同时性能也得到提升；采用本发

明所述设备解决了粉磨时一贯噪音大、粉尘多的问题，而且能耗、维护成本较低。

[0028] 本发明实现搅拌站废弃物零排放，并将搅拌站从固体废弃物排放者转变为消纳

者，促进混凝土行业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型升级。

附图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中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设备的示意图；

[0030] 图中，砂石分离机1、沉淀池2、水力旋流器3、混料机4、立式行星磨机5、搅拌楼6。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以便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

[0032] 实施例1

[0033] 如图1所示的适用于搅拌站处置废渣的设备，它包括砂石分离机1，所述砂石分离

机1一侧下方设置有沉淀池2；所述沉淀池2内设置有搅拌器2.1，所述沉淀池2通过管线与水

力旋流器3连接，所述水力旋流器3通过管线分别与混料机4和搅拌楼6连通；所述混料机4下

方连接有立式行星磨机5，所述立式行星磨机5通过管线与搅拌楼6连通，其中

[0034] 沉淀池2配备均化和固含监测系统；水力旋流器3的分级效率≥87.1％，底流浓度

为18.9％；混料机4为双螺旋锥形混料机，混料时间为30ss；立式行星磨5由固定的立式磨桶

和与其配套的转子组成，主轴转速为220r/min。

[0035] 利用上述装置处置废渣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搅拌站生产中产生的塑性废渣经砂石分离机分离为再生骨料和废浆，再生骨料

与普通骨料混合使用，分离的废浆储存在沉淀池；其中，再生骨料为再生细骨料和再生粗骨

料，

[0037] 当再生细骨料粒度≥0.15mm且＜4.75mm时，其与普通细骨料混合，再生细骨料质

量占比不高于20％；

[0038] 当再生粗骨料粒度为4.75mm-20mm时，其与普通粗骨料混合，再生粗骨料质量占比

不宜高于30％；

[0039] 2)使用水力旋流器将废浆分离为废浆渣和废浆水；废浆渣由水力旋流器底端沉沙

口排入混料机，废浆水经旋流器溢流管排出；其中，所述废浆水与自来水混合用于拌和混凝

土，且废浆水质量占比不高于30％；

[0040] 3)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经皮带传输设备送入混料机中，活性废渣、

潜在活性废渣、惰性废渣和废浆混合得到固含量为33％的混合浆料；其中，废浆与活性废

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重量比分别为：1:0.75、1:0和1:0；所述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

渣或惰性废渣最大公称粒径≤2mm，比重为0.6～3.8，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90％，潜在活

性废渣28d活性指数≥70％；

[0041] 4)按混合浆料固含量的0.5％、0.3％、0.6％加入聚丙烯酸钠、羧甲基纤维素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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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磷酸钠，搅拌均匀后泵入立式行星磨机研磨得D50为1.5um的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

[0042] 实施例2

[0043] 本实施例的设备与实施例1的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44] 混料机4为双螺旋锥形混料机，混料时间为90s；

[0045] 水力旋流器3分级效率为93.2％，底流浓度为40％；

[0046] 立式行星磨5由固定的立式磨桶和与其配套的转子组成，主轴转速为300r/min。

[0047] 利用上述装置处置废渣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8] 1)搅拌站生产中产生的塑性废渣经砂石分离机分离为再生骨料和废浆。再生骨料

与普通骨料混合使用，分离的废浆储存在沉淀池；其中，再生骨料为再生细骨料和再生粗骨

料，当再生细骨料粒度≥0.15mm且＜4.75mm时，其与普通细骨料混合，再生细骨料质量占比

不高于20％；

[0049] 当再生粗骨料粒度为4.75mm-20mm时，其与普通粗骨料混合，再生粗骨料质量占比

不宜高于30％；

[0050] 2)使用水力旋流器将废浆分离为废浆渣和废浆水；废浆渣由水力旋流器底端沉沙

口排入混料机，废浆水经旋流器溢流管排出；其中，废浆水与自来水混合用于拌和混凝土，

且废浆水质量占比不高于30％

[0051] 3)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经皮带传输设备送入混料机中，活性废渣、

潜在活性废渣、惰性废渣和废浆混合得到固含量为70％的混合浆料；其中，废浆与活性废

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重量比分别为：1:0、1:0.5和1:0.25；且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

渣或惰性废渣最大公称粒径≤2mm，比重为0.6～3.8，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90％，潜在活

性废渣28d活性指数≥70％。

[0052] 4)按混合浆料固含量的1％、0.01％、0.05％加入聚丙烯酸钠、羧甲基纤维素和六

偏磷酸钠，搅拌均匀后泵入立式行星磨机研磨得到D50为0.9um的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

[0053] 实施例3

[0054] 本实施例的设备与实施例1的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55] 混料机4为双螺旋锥形混料机，混料时间为50s；

[0056] 水力旋流器3分级效率为89.4％，底流浓度为28.6％；

[0057] 立式行星磨5由固定的立式磨桶和与其配套的转子组成，主轴转速为300r/min。

[0058] 利用上述装置处置废渣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59] 1)搅拌站生产中产生的塑性废渣经砂石分离机分离为再生骨料和废浆；再生骨料

与普通骨料混合使用，分离的废浆储存在沉淀池；其中，再生骨料为再生细骨料和再生粗骨

料，当再生细骨料粒度≥0.15mm且＜4.75mm时，其与普通细骨料混合，再生细骨料质量占比

不高于20％；

[0060] 当再生粗骨料粒度为4.75mm-20mm时，其与普通粗骨料混合，再生粗骨料质量占比

不宜高于30％；

[0061] 2)使用水力旋流器将废浆分离为废浆渣和废浆水；废浆渣由水力旋流器底端沉沙

口排入混料机，废浆水经旋流器溢流管排出；其中，废浆水与自来水混合用于拌和混凝土，

且废浆水质量占比不高于30％；

[0062] 3)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经皮带传输设备送入混料机中，活性废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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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活性废渣、惰性废渣和废浆混合得到固含量为50％的混合浆料；其中，废浆与活性废

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重量比分别为：1:0.35、1:0.25和1:0.15；且活性废渣、潜在活

性废渣或惰性废渣最大公称粒径≤2mm，比重为0.6～3.8，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90％，潜

在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70％；

[0063] 4)按混合浆料固含量的0.75％、0.15％、0.3％加入硬质酸钠、甲基纤维素和三聚

磷酸钠，搅拌均匀后泵入立式行星磨机研磨得到D50为1um的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

[0064] 实施例4

[0065] 本实施例的设备与实施例1的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66] 混料机4为双螺旋锥形混料机，混料时间为45s；

[0067] 水力旋流器3分级效率为88.5％，底流浓度为26.3％；

[0068] 立式行星磨4由固定的立式磨桶和与其配套的转子组成，主轴转速为300r/min。

[0069] 利用上述装置处置废渣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70] 1)搅拌站生产中产生的塑性废渣经砂石分离机分离为再生骨料和废浆。再生骨料

与普通骨料混合使用，分离的废浆储存在沉淀池；其中，再生骨料为再生细骨料和再生粗骨

料，

[0071] 当再生细骨料粒度≥0.15mm且＜4.75mm时，其与普通细骨料混合，再生细骨料质

量占比不高于20％；

[0072] 当再生粗骨料粒度为4.75mm-20mm时，其与普通粗骨料混合，再生粗骨料质量占比

不宜高于30％；

[0073] 2)使用水力旋流器将废浆分离为废浆渣和废浆水；废浆渣由水力旋流器底端沉沙

口排入混料机，废浆水经旋流器溢流管排出；其中，废浆水与自来水混合用于拌和混凝土，

且废浆水质量占比不高于30％；

[0074] 3)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经皮带传输设备送入混料机中，活性废渣、

潜在活性废渣、惰性废渣和废浆混合得到固含量为46％的混合浆料；其中，废浆与活性废

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重量比分别为：1:0.5、1:0.1和1:0.15；且活性废渣、潜在活性

废渣或惰性废渣最大公称粒径≤2mm，比重为0.6～3.8，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90％，潜在

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70％；

[0075] 4)按混合浆料固含量的0.68％、0.2％、0.45％加入硬质酸钠、木质素磺酸盐和六

偏磷酸钠，搅拌均匀后泵入立式行星磨机研磨得到D50为1.4um的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

[0076] 实施例5

[0077] 本实施例的设备与实施例1的完全相同，不同之处在于：

[0078] 混料机4为双螺旋锥形混料机，混料时间为50s；

[0079] 水力旋流器3分级效率为87.8％，底流浓度为25.1％；

[0080] 立式行星磨5由固定的立式磨桶和与其配套的转子组成，主轴转速为300r/min。

[0081] 利用上述装置处置废渣的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82] 1)搅拌站生产中产生的塑性废渣经砂石分离机1分离为再生骨料和废浆。再生骨

料与普通骨料混合使用，分离的废浆储存在沉淀池；其中，再生骨料为再生细骨料和再生粗

骨料，当再生细骨料粒度≥0.15mm且＜4.75mm时，其与普通细骨料混合，再生细骨料质量占

比不高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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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当再生粗骨料粒度为4.75mm-20mm时，其与普通粗骨料混合，再生粗骨料质量占比

不宜高于30％；

[0084] 2)使用水力旋流器将废浆分离为废浆渣和废浆水；废浆渣由水力旋流器底端沉沙

口排入混料机，废浆水经旋流器溢流管排出；其中，所述废浆水与自来水混合用于拌和混凝

土，且废浆水质量占比不高于30％；3)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经皮带传输设备

送入混料机中，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惰性废渣和废浆混合得到固含量为44％的混合浆

料；其中，废浆与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和惰性废渣重量比分别为：1:0.25、1:0.25和1:

0.25；且所述活性废渣、潜在活性废渣或惰性废渣最大公称粒径≤2mm，比重为0.6～3.8，活

性废渣28d活性指数≥90％，潜在活性废渣28d活性指数≥70％。

[0085] 4)按混合浆料固含量的0.8％、0.1％、0.4％加入聚丙烯酸钠、甲基纤维素和六偏

磷酸钠，搅拌均匀后泵入立式行星磨机研磨得到D50为0.6um的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

[0086] 对比例1发明专利CN102887676A制备普通C30混凝土具体配比如下：按重量组分计

算，包括水泥226kg，粉煤灰82kg，矿粉103kg，河砂820kg，碎石940kg，减水剂3.8kg和废浆水

(固含＜15％)176kg。由实施例1-5制备普通C30混凝土具体配比如下：按重量组分计算，包

括水泥226kg，纳微结构功能集成材料185kg，分离细骨料164kg，河砂656kg，分离粗骨料

282kg，碎石658kg，减水剂3.8kg和废浆水52.8，自来水123.2kg。与对比例6性能对照见下

表。

[0087]

[0088] 其它未详细说明的部分均为现有技术。尽管上述实施例对本发明做出了详尽的描

述，但它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实施例，人们还可以根据本实施例在不经

创造性前提下获得其他实施例，这些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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