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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人造砂生产技术领域，公开了一

种无机砂的生产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

尾矿组分分析和配料，步骤2）制备胚料颗粒，步

骤3）蒸压养护，步骤4）、颗粒冷却。本发明以工业

固废为主要原料，通过组分分析和配方调节形成

类似天然砂的配方工艺，通过高压喷塑成型控制

砂砾尺寸及形貌，再通过蒸压养护获得人工合成

的无机砂产品。本发明生产过程无废料排放，无

污染；资源化利用固体废弃物制备性能优异的无

机砂，为社会提供优质建筑用沙的同时，解决了

尾矿环境危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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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无机砂的生产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尾矿组分分析和配料，步骤2）制备

胚料颗粒，步骤3）蒸压养护，步骤4）、颗粒冷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生产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尾矿组分分析和配料：

主原料选择铁矿尾矿、铜矿尾矿、钢渣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根据主原料组

分，选择高炉炉渣、石膏矿尾矿、萤石矿尾矿、石灰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为辅料，用

辅料添加到主原料中，调节摩尔比至Ca:Si:O=1:0.8-1.5:3-6之间；然后添加适量高岭土、

菱苦土、黏土中的一种或几种为助剂，搅拌混匀；

步骤2）制备胚料颗粒：

取1）步骤中的混合物料，按照1:1-5的质量配比与浓度为3-10%的硅酸钠溶液混合成浆

料；浆料泵入高压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干燥后获得胚料颗粒；

步骤3）蒸压养护：将步骤2）形成的颗粒胚料进入蒸压养护隧道窑，120-160℃流水线养

护12-24小时，促使颗粒胚料中的无机凝胶成分充分反应生成稳定的化学键链结构；

步骤4）、颗粒冷却：

将步骤3）蒸压养护后的颗粒，通过冷却管道，经管道内行走，继续养护并逐渐降温至室

温状态，获得无机砂成品。

3.根据权利要求2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原料选用铁矿尾矿，细度200-315

目；辅料选用高炉炉渣，细度为200-315目；助剂选用高岭土；将铁矿尾矿、高炉矿渣以及高

岭土按照质量比为5:2:1混匀备用。

4.根据权利要求2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原料选用铜矿尾矿，细度200-315

目；辅料选用石膏矿尾矿，细度为200-315目；助剂选用菱苦土；将铜矿尾矿、石膏矿尾矿以

及菱苦土按照质量比为7:3:1混匀备用。

5.根据权利要求2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主原料选用钢渣，细度200-315目；辅

料选用石灰，细度为200-315目；助剂选用黏土；将钢渣、石灰以及黏土按照质量比为6:2:1

混匀备用。

6.根据权利要求2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浆料制备时，采用硅酸钠水

溶液，边搅拌边逐渐加入步骤1）的混合物料；待加入物料达到相应的比例后，浆料泵入高压

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通过调节喷料造粒机喷料口孔径，可获得不同形状和大小的颗

粒；颗粒经热风干燥至含水率约5-15%后，获得颗粒胚料。

7.根据权利要求2或6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硅酸钠溶液的浓度为3-10%。

8.按照权利要求1-7任其一所述的生产方法得到的无机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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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无机砂的生产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属于人造砂生产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人工制造的无机砂的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3] 长期以来，砂石骨料主要来源是河道砂石，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日益加快，天然河

道采砂已造成砂石资源枯竭、水源污染、引发河堤安全等各种资源、生态、社会问题。同时，

基建是国家发展重要抓手，砂石骨料行业是受益者；每年近180亿吨的市场销量，已经奠定

了砂石第一大矿种的地位。2018年以来，全国砂石市场紧俏，各地市场价格持续升高，河沙

价格一度突破150元/吨。随着“砂荒”蔓延，各地乃至国家层面纷纷为填补建筑用砂缺口寻

找出路，机制砂应运而生。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机制砂，大都是通过将大块石料/矿山废石，

通过逐级破碎而来，在外力破碎过程中，难免受力不均，造成机制砂强度降低；因而，机制砂

的总体性能不如天然砂好；在破碎过程中，难免产生石粉泥料，对水泥拌合具有一定的影

响。

[0004] CN108752028A公开了一种凝灰岩尾矿机制砂的制备方法，其组成以及质量分数

为：碳化硅9-15份，氧化镥5-10份，氧化铝3-8份，醋酸盐5-7份，高岭土4-9份，铝酸锶3-10

份，水玻璃2-6份，石墨烯5-7份，高岭土4-8份，凝灰岩粉末6-9份，硼砂4-8份，二氧化钼6-9

份，长石3-10份，硫酸亚铁7-9份，铝酸锶3-8份，石膏2-6份，氮化硼6-10份，活性催化剂1-5

份，环氧树脂1-3份，硅酸铝纤维8-13份，堇青石11-13份，氧化锆9-14份，氧化铝7-15份，陶

土5-8份，燧石1-3份。

[0005] CN108726926A公开了一种赤泥及铝土矿选矿尾矿生产地聚合水泥砂浆的方法，按

下述各组分制备：拜耳法赤泥、烧结法赤泥；铝土矿选矿尾矿；钢渣粉、砂子、苛性碱、硅粉。

其制备步骤：在拜耳法赤泥、烧结法赤泥、铝土矿选矿尾矿中添加苛性碱，置于球磨机制得

球磨料；将球磨料放入中温窑炉改性，得改性料；在改性料中加入钢渣粉和硅粉，制得混合

料；将混合料放入球磨机制得赤泥及铝土矿选矿尾矿地聚合物水泥；将该聚合物水泥与砂

子混合均匀，加入水，边搅拌，边注浆，该地聚合物水泥砂浆具有较宽的流动范围，在室温下

形成硬化浆体。

[0006] 上述专利技术或者采用了大量的无机原料和树脂等，或者原料组分复杂，成本较

高，不适合建筑推广使用。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本发明无机砂以工业固废（细尾矿）为主要原料，

通过组分分析和配方调节形成类似天然砂的配方工艺，通过高压喷塑成型控制砂砾尺寸及

形貌，再通过蒸压养护获得人工合成的无机砂产品。本发明生产过程无废料排放，无污染；

资源化利用固体废弃物制备性能优异的无机砂，为社会提供优质建筑用沙同时，解决了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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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环境危害问题。

[0008] 本发明是通过如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9] 一种无机砂的生产方法，其包括如下步骤：步骤1）尾矿组分分析和配料，步骤2）制

备胚料颗粒，步骤3）蒸压养护，步骤4）、颗粒冷却。

[0010] 具体地，所述生产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尾矿组分分析和配料：

主原料选择铁矿细尾矿、铜矿尾矿、钢渣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根据主原料组

分，选择高炉炉渣、石膏矿尾矿、萤石矿尾矿、石灰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为辅料；用

辅料来调节主原料的摩尔比至Ca:Si:O=1:0.8-1 .5:3-6之间；然后添加适量高岭土、菱苦

土、黏土中的一种或几种为助剂，搅拌混匀；

步骤2）制备胚料颗粒：

将1）步骤中的混合物料，按照1:1-5的质量配比，与浓度为3-10%的硅酸钠溶液；混合成

浆料；浆料泵入高压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干燥后获得胚料颗粒；

步骤3）蒸压养护：将步骤2形成的颗粒胚料，进入蒸压养护隧道窑，120-160℃流水线养

护12-24小时，促使颗粒胚料中的无机凝胶成分充分反应生成稳定的化学键链结构；

步骤4）、颗粒冷却：

将步骤3）蒸压养护后的颗粒，通过冷却管道，经管道内行走，继续养护并逐渐降温至室

温状态，获得无机砂成品。

[0011] 优选地，所述主原料选用铁矿尾矿，细度200-315目；辅料选用高炉炉渣，细度为

200-315目；助剂选用高岭土；将铁矿尾矿、高炉矿渣以及高岭土按照质量比为5:2:1混匀备

用。

[0012] 优选地，所述主原料选用铜矿尾矿，细度200-315目；辅料选用石膏矿尾矿，细度为

200-315目；助剂选用菱苦土；将铜矿尾矿、石膏矿尾矿以及菱苦土按照质量比为7:3:1混匀

备用。

[0013] 优选地，所述主原料选用钢渣，细度200-315目；辅料选用石灰，细度为200-315目；

助剂选用黏土；将钢渣、石灰以及黏土按照质量比为6:2:1混匀备用。

[0014] 优选地，所述步骤2）中，浆料制备时，采用硅酸钠水溶液，边搅拌边逐渐加入1）步

骤混合物料；待加入物料达到相应的比例后，浆料泵入高压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通过

调节喷料造粒机喷料口孔径，可获得不同形状和大小的颗粒；颗粒经热风干燥至含水率约

5-15%后，获得颗粒胚料；

优选地，所述硅酸钠溶液的浓度为3-10%。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效果主要包括但是并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本发明采用细尾矿为主要原料，根据其组分，通过多种尾矿组分的相互配合，添加少量

无机助剂构成无机凝胶配方；采用高压喷塑成型，然后经蒸汽养护，采用由小→大的思路合

成，称之为“无机砂”；

本发明合成的无机砂，为纯无机凝胶合成材料，且合成过程中无需破坏，沙粒颗粒类似

天然形状，强度不受外力破坏，且大小可根据需要调整；在资源化利用细尾矿的同时，为建

筑行业提供了优质的无机砂产品，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本发明制备无机骨料（砂）根据无机凝胶机理生产制作，以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为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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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全程无需添加有机胶黏剂，生产过程无挥发性气体，环保无污染；

本发明制备的骨料砂，大小形态经过科学配比，形成了不同形状、不同规格配比的骨料

颗粒；产品坚固性、强度、吸水率等指标达到/优于《建设用砂(GB/T14684-2011)》相关标准

要求I类指标；且人工合成制备过程中，不产生泥料/泥块，无针片装颗粒。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借鉴本文内容，适当改进工艺参数实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所有类似的替换和改动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被视为包括在本发

明。本发明的产品及方法已经通过较佳实施例进行了描述，相关人员明显能在不脱离本发

明内容、精神和范围内对本文所述的产品及方法进行改动或适当变更与组合，来实现和应

用本发明技术。为了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17] 实施例1

一种无机砂的生产方法，是通过以下技术步骤实现的：

1）、尾矿组分分析，配料：

常见天然石材组大多为硅酸盐、碳酸盐、氧化铝类物质，各类尾矿中含有大量的硅酸

盐、碳酸盐以及相应的金属矿物组分。根据主要原材料的组分不同，选取一种或数种其他尾

矿固废，相互配合，组成近似的组分；充分发挥金属矿物的交联络合作用，进行相应的配方

设计。主原料可根据周边固废资源进行选择，可以选择铁矿细尾矿、铜矿尾矿、钢渣、建筑垃

圾细粉（重料）等中的一种或几种。根据主原料组分，选择高炉炉渣、石膏矿尾矿、萤石矿尾

矿、石灰等中的一种或几种为辅料，调节主要组分至Ca:Si:O=1:0.8-1.5:3-6之间；然后添

加适量高岭土、菱苦土、黏土中的一种或几种为助剂，搅拌混匀。

[0018] 例，主原料选用铁矿尾矿，细度300目，其辅助选用高炉炉渣，细度为300目，助剂选

用高岭土，将上述原料，混匀备用；铁矿尾矿、高炉矿渣以及高岭土的质量比为5:2:1；

2）、制备胚料颗粒：

将1）步骤中的混合物料，按照1:1的质量配比，与浓度为5%的硅酸钠溶液混合成浆料；

浆料泵入高压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干燥后获得胚料颗粒；具体地；浆料制备时，采用

浓度为5%硅酸钠水溶液，边搅拌边逐渐加入1）步骤的混合物料；防止物料结块，待加入物料

达到相应的比例后，浆料泵入高压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通过调节喷料造粒机喷料口

孔径，可获得不同形状和大小的颗粒；颗粒经热风干燥至含水率约5-15%后，获得颗粒胚料；

3）、蒸压养护：将步骤2形成的颗粒胚料，进入蒸压养护隧道窑，120-160℃流水线养护

12-24小时，促使颗粒胚料中的无机凝胶成分充分反应生成稳定的化学键链结构；

4）、颗粒冷却：

将步骤3）蒸压养护后的颗粒，传送至降温管道内，经管道内行走，继续养护并逐渐降温

至室温状态，获得无机砂成品。

[0019] 实施例2

一种无机砂的生产方法，是通过以下技术步骤实现的：

1）、尾矿组分分析、配料：

主原料选用铜矿尾矿，细度250目，其辅助选用石膏矿尾矿，细度为250目，助剂选用菱

苦土，将上述原料，混匀备用；铜矿尾矿、石膏矿尾矿以及菱苦土的质量比为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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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备胚料颗粒：

将1）步骤中的混合物料，按照1:2的质量配比，与浓度为4%（质量体积比）的硅酸钠溶液

混合成浆料；浆料泵入高压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干燥后获得胚料颗粒；具体地；浆料

制备时，采用浓度为4%硅酸钠水溶液，边搅拌边逐渐加入1）步骤混合物料；防止物料结块，

待加入物料达到相应的比例后，浆料泵入高压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通过调节喷料造

粒机喷料口孔径，可获得不同形状和大小的颗粒；颗粒经热风干燥至含水率约10%后，获得

颗粒胚料；

3）、蒸压养护：将步骤2形成的颗粒胚料，进入蒸压养护隧道窑，120℃流水线养护18小

时，促使颗粒胚料中的无机凝胶成分充分反应生成稳定的化学键链结构；

4）、颗粒冷却：

将步骤3）蒸压养护后的颗粒传送至降温管道内，经管道内行走，继续养护并逐渐降温

至室温状态，获得无机砂成品。

[0020] 实施例3

一种无机砂的生产方法，是通过以下技术步骤实现的：

1）、尾矿组分分析，配料：

主原料选用钢渣，细度200目，其辅助选用石灰，细度为200目，助剂选用黏土，将上述原

料，混匀备用；钢渣、石灰以及黏土的质量比为6:2:1；

2）、制备胚料颗粒：

将1）步骤中的混合物料，按照1:1.5的质量配比，与浓度为3%的硅酸钠溶液混合成浆

料；浆料泵入高压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干燥后获得胚料颗粒；具体地；浆料制备时，

采用浓度为3%硅酸钠水溶液，边搅拌边逐渐加入1）步骤混合物料；防止物料结块，待加入物

料达到相应的比例后，浆料泵入高压喷料造粒机进行喷料造粒；通过调节喷料造粒机喷料

口孔径，可获得不同形状和大小的颗粒；颗粒经热风干燥至含水率约12%后，获得颗粒胚料；

3）、蒸压养护：将步骤2形成的颗粒胚料，进入蒸压养护隧道窑，140℃流水线养护16小

时，促使颗粒胚料中的无机凝胶成分充分反应生成稳定的化学键链结构；

4）、颗粒冷却：

将步骤3）蒸压养护后的颗粒粒传送至降温管道内，经管道内行走，继续养护并逐渐降

温至室温状态，获得无机砂成品。

[0021] 实施例4

参照建设用砂(GB/T14684-2011)标准进行检测产品性能。

[0022] 以实施例1制备的粒径1.25mm的无机砂为例，主要指标如下：

吸水率：1.9%；

石粉（小于75μm）含量：0.31%；

砂的坚固性采用硫酸钠溶液检验，五次循环损失率：4.8%；

有机物含量：符合标准；

压碎指标：9%，满足I类要求；

氯离子含量＜0.01%；

孔隙度＜44%；

轻物质（表面密度小于2000kg/立方米）含量：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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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散堆积密度：1627kg/立方米；

表观密度：2914kg/立方米。

[0023] 本发明制备无机砂以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为契入点，全程无需添加有机胶黏剂，

生产过程无挥发性气体，环保无污染；本发明无机砂大小形态经过科学配比，形成了不同形

状、不同规格配比的骨料颗粒；产品坚固性、强度、吸水率等相关指标达到/优于《建设用砂

(GB/T14684-2011)》相关标准要求I类指标；且人工合成制备过程中，不产生泥料/泥块，无

针片装颗粒。

[0024]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例”、“具体示

例”、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

必须针对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

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

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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