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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砂浆的系

列产品：包括普通聚合物砂浆，特种聚合物砂浆

和其他聚合物砂浆；本发明加入沸石粉采用普通

水泥、铁尾矿为原料，使用常规的干粉砂浆工艺，

廉价易得的活性掺合料配制的高性能干粉砂浆，

生产成本低，直接加水混合搅拌，施工方便，操作

简单，施工效率高；用于建筑墙体防护抹面，砌

筑，找平；防水性能好、保温性能好、抗裂性好、抹

面无裂纹、无空鼓脱落；可用铁尾矿替代传统的

硅质、传统材料，节省水泥10%，生产干粉砂浆质

量较好，可以稳定生产普通和特种等级干粉砂

浆，并且吨成本降低40%；非常符合我国的实际情

况，此项技术的推广，必将促进我国高强特种干

粉砂浆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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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砂浆的系列产品：包括普通聚合物砂浆，特种聚合

物砂浆和其他聚合物砂浆；制备方法，以重量百分比计：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一种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的方法步骤：

⑴配方(以重量比计量)：材料组份A，铁尾矿砂50～70%、沸石粉5～10%、粉煤灰5～10%、

水泥10～30%、石膏1～4%、细分散有机聚合物1～4%、纤维素醚0.2～0.4%、淀粉醚0.3～

0.5%、脂肪磺酸钠盐0.01～0.03%、聚丙烯抗裂纤维0.03～0.05%、消泡剂0.2～0.4%、LBCB-1

触变润滑剂0.3-0.5%；

⑵计量系统在计量螺旋的配合下，把料仓中的原料导入计量仓，通过传感器的数据反

馈，实现原料计量；

⑶计量好后的物料：通过螺旋输送机导进主斗提机，提升到混合机上部待混料仓中；

⑷待混仓为气动大开门型，可以迅速将待混物料放入无重力混合机，实现干粉砂浆连

续生产；

⑸在混合机里面混合好的成品通过气动快开门，迅速放到成品料仓进行缓冲、储存；

⑹成品料仓与包装机之间通过软连接进入包装机计量、打包；

⑺检验、入库、储存。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铁尾矿

砂为10～60目的细尾砂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沸石粉

为300～400目的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

为其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

普通硅酸盐水泥、白水泥或高铝水泥其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石膏为

天然石膏、无水石膏或半水石膏其中的至少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细分散

有机聚合物为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苯乙烯-丙烯酸共聚物、醋酸乙烯酯均聚物、聚丙烯酸

酯均聚物、醋酸苯乙烯共聚物或醋酸乙烯酯-乙烯共聚物其中的至少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

醚为Na-羧甲基纤维素、乙基纤维素、甲基纤维素、羟基纤维素乙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或淀

粉酯其中的至少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淀粉醚

为其一种；所述消泡剂803为其一种；所述聚丙烯抗裂纤维为其一种。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沸石制备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脂肪

磺酸钠盐为其一种；所述LBCB-1触变润滑剂为其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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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制备铁尾矿干粉砂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材料领域，具体是利用沸石制备铁尾矿干粉砂浆：包括普通

水泥砂浆、聚合物水泥砂浆、特种功能砂浆和快速修补砂浆等。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矿产资源开发总规模居于世界前列。全国铁尾矿的地区分布可以分为以下三

大类：第一类，是以河北、辽宁为首的最主要地区；第二类，是内蒙、四川、北京和山西四个地

区；第三类，是余下的地区。我国铁矿资源的突出特点是品位低、共生伴生矿多，导致在选矿

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铁尾矿，每生产2吨铁精矿要排出2.5～3.0吨尾矿，但由于矿石贫化的

原因，有些矿山企业的选矿比达到了5～6，甚至到了10以上。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资料表

明，到2007年我国铁尾矿排放总量就超过了全部尾矿排放总量。

[0003] 目前，尾矿的综合利用率为14％，铁尾矿的利用率仅为7％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

其铁尾矿综合利用率已达到了60％，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铁尾矿资源的开发利用有三个方

向，一是回收有价组分，二是制作建筑材料，三是土地复垦。目前铁尾矿资源的开发利用情

况不容乐观。除了回收有价金属元素（绝大部分是回收铁）或直接作为砂石代用品外，很多

矿山企业并没有对铁尾矿资源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开发利用。

[0004] 尾矿综合利用工艺已经在国外推广，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国高硅铁尾矿

建筑材料利用主要集中在高标号水泥、建筑陶瓷、免烧砖和烧结砖、高档装饰材料、微晶玻

璃、花岗岩等。

[0005] （一）高标号水泥

生产高标号水泥的主要原料是铁尾矿、石灰石、硫酸渣和粉煤灰，铁尾矿用量可达到

15％左右，其中铁质较正原料——硫酸渣可根据铁尾矿中氧化铁的含量来调整，当氧化铁

含量达到要求时基至可以不用。原材料经过破碎和磨细加工、配料、搅拌、烧制等工序制成，

其性能完全符合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完全可用铁尾矿替代传统的

硅质、铁质材料，生产的熟料质量较好，可以稳定生产普通52.5R高强度等级水泥，并且每吨

熟料成本降低近5元。但使用时因铁尾矿粉含水量大，应采取强制喂料保证下料顺畅；铁尾

矿配料可能会有轻微结皮，窑尾预分解系统需加强防堵措施，多设空气泡，稳定煅烧制度；

冬季生产用尾矿废石效果更佳。尾矿在新型干法熟料生产线的成功应用，为其大量利用找

到了新的途径，解决了环境污染，改善了生态环境，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0006] （二）免烧砖

尾矿免烧砖是以尾矿为主要原材料，用量最高可达70％，添加水泥、骨料、添加剂，坯体

成型为振动成型，养护温度为20℃，养护10、28天。其中骨料配比合理时可用铁尾矿中粗粒

砂代替，按照尾矿在材料中的作用，可将其分为3种利用形式：1)仅当作骨料使用，在制品结

构中主要起支撑骨架作用，水化合成反应仅发生于其颗粒表面大约3μm的范围内；2)用作胶

结料(通常称为磨细尾矿)，主要是通过化学反应，合成出新的凝胶或结晶矿物连生体，将骨

料胶结成一个整体；3)采用自然粒级的尾矿砂，直接与碱性激发剂混合．依靠界面反应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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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原料选择与处理→配料→搅拌→消化→成型→静停→养护→成品；

免蒸免烧砖属于胶结型尾矿建材，是指在常温或不高于100℃的条件下，通过胶结材料

将尾矿颗粒结合成整体。与蒸压砖区别在于不采用蒸压，而是采用常温养护。其优点是减少

设备投资，降低生产成本，对加速这类建材的推广应用更具有现实意义  。

[0007] （三）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

生产混凝土砌块的主要原料为铁尾矿、粉煤灰、粗骨料和水泥等，原料经计量配料、搅

拌、成型和养护等工序制成。在混凝土砌块中，粉煤灰既是掺合料又是微细集料，铁尾矿用

量达45％。建筑砌块除广泛用于居住建筑的承重结构和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围护结构外，还

可用于装饰、市政建设和水利工程、城市园林建筑等。建筑砌块与其它产品一样，其质量好

坏与其推广应用密切相关。当前砌块质量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外观质量差、几何尺寸偏

差大、砌块强度不稳定、密实度达不到抗渗要求。为加快建筑工业的发展．必须尽快提高砌

块产品质量，深入研究砌块保温隔热性能，使之既能达到节能建筑的要求，又能减薄墙体的

厚度。

[0008] （四）微晶玻璃

微晶玻璃也叫玻璃陶瓷，是一种由基础玻璃控制晶化行为而制成的微晶体和玻璃相均

匀分布的材料。微晶玻璃同普通玻璃的区别在于它具有结晶结构，而同陶瓷材料的区别则

在于它的结晶结构要细得多。制作尾矿微晶玻璃主要原料有铁尾矿、石英砂、CaCO3、A12O3、

MgO、Na2CO3、K2CO3、BaCO3、硼砂等，其中尾矿用量可达60％，试样制品成型时采用水淬烧结如

下流程

配料→混合→熔化→水萃→烘干→装模→烧结晶化→冷加工→成品；

热处理工艺为：核化温度770℃、保温时间60分钟；晶化温度870℃、保温时间60分钟，升

温速率5℃/min。对于唐山地区铁尾矿微晶玻璃，通过添加不同的着色剂，可生产出不同颜

色的尾矿微晶玻璃，并可开发出高性能、低成本的高档建筑装饰或工业用耐磨损、耐腐蚀材

料，达到了资源的再回收利用，有利于环境保护，又提高了材料的技术含量和经济价值。

[0009] （五）铁尾矿干混砂浆

《一种铁尾矿保温干混抹面砂浆及其制备方法与流程》中公开了一种铁尾矿保温干混

抹面砂浆及其制备方法，其组成成分及重量份比例如下：铁尾矿砂45～55份；胶凝材料25～

35份；可再分散性聚合物乳胶粉2～4份；铁尾矿粉7～15份；熟石灰粉5～10份；纤维素醚0.2

～0.4份；淀粉醚0.3～0.5份；引气剂0.01～0.03份；木质纤维0.3～0.5份；聚丙烯抗裂纤维

0.03～0.05份。将所述各组分按重量份比例称量、混匀制成所述铁尾矿保温干混抹面砂浆，

再将制得的干混抹面砂浆与水按9：2重量比混合搅拌后即可使用。本发明所述铁尾矿保温

干混抹面砂浆生产成本低，直接加水混合搅拌，施工方便，操作简单，施工效率高；用于建筑

墙体防护抹面，保温性能好、抗裂性好、抹面无裂纹、无空鼓脱落。

[0010] 对于尾矿建材的开发研究，国外起步较早。早在60年代初，前苏联就开始了尾矿建

材的研究和生产，如克里沃罗格铁矿除将尾矿进行适当分级后用作混凝土的粗细骨料外，

还用细粒级的尾矿生产硅酸盐建筑制品；库尔斯克则建起了以尾矿为主要原料的水泥厂和

玻璃厂；科夫多尔和卡齐卡纳尔采选公司还用含大量硅酸镁的选矿尾矿，研制出镁质水泥

和水泥制品。加拿大除以尾矿墙体材料研究为特色外，魁北克矿山还用磨细的尾矿烧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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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火硅砖。美国除从废石中回收萤石、长石、石英等外，目前绝大多数尾矿被用作混凝土填

料和铺路材料，也有人用铁燧石岩尾矿制成密度可调的轻质砖。日本有人将铁尾矿与10％

的硅藻土混合，烧制成轻质骨料。乌克兰则将石英岩尾矿加以分级，>0.14mm的作为建筑用

砂，<0.04mm的用来生产气孔玻璃和泡沫玻璃，0.14～0.04mm的用作混凝土填充料和制作泡

沫混凝土材料。国外许多金属矿山都将二次资源进行了优化处理，并将剩余的尾矿用于制

造尾矿砖和建筑材料等。

[0011]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利用齐大山选矿厂尾矿加入一定的配料(碎石、砂子、粉煤灰及

粘土)及石灰，经一定的处理后作为路面基料，并在沈阳至盘山的12km路段进行了工业试

验，经公路部门的测定表明。已达到了二级公路对路基的强度要求。该院还利用齐大山、歪

头山细粒尾矿研制免烧砖、饰面砖，其性能达到了100#标准。

[0012] 干粉砂浆，包括普通水泥砂浆、聚合物水泥砂浆、特种功能砂浆和快速修补砂浆

等。其中普通水泥砂浆是由胶凝材料、骨料(干砂)、矿物掺和料(主要为粉煤灰)、外加剂等

材料组成;聚合物水泥砂浆是由特种水泥、石英砂、丙烯酸丁苯共聚物和添加剂组成：特种

功能砂浆是由特种水泥、砂子、添加剂及按功能要求配置的材料组成;快速修补砂浆是由普

通水泥、塑凝剂、早强剂、粘结剂、砂子等材料组成。它们分别按不同要求、不同级别、不同用

途、经配料、计量、搅拌、混合、散装或包装成为产品。散装干粉砂浆可运到混凝土搅拌站，按

要求加水搅拌成为商品砂浆(或预拌砂浆)。袋装干粉砂浆可运到建筑施工现场，作业时只

要按一定比例加水即可成为专用砂浆材料。这些干粉砂浆具有比较强的技术优势。

[0013] 铁尾矿在建材制品中的应用品种很多，如果扩大它在建材工业中的应用，则有更

广泛的用途，而且还有许多新的用途有待研究开发。通过铁尾矿的资源化利用，可节省原材

料消耗、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解决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达到环境与经济

效益的双赢，真正实现矿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发明内容

[0014] 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0015] 及于目前  铁尾矿干粉砂浆品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一种利用沸石制备铁尾矿干粉

砂浆的新方案；根据国家对建筑材料的规范要求，生产建筑制品对原料化学成分的要求为：

SiO2＞65％、Al2O3＞15％、Fe2O3＜15％、MgO＜5％、Na2O＜2％、K2O＜2.5％、SO2＜4％。我国大

部分地区铁尾矿中除了Al2O3偏低外．其它成分均符合要求。经过适当添加沸石调整其成分，

完全可用于建筑材料，并且提高建筑材料质量。沸石的化学成分一般可认为是由Al2O3、

SiO2、H2O和金属阳离子四部分构成，其中Al2O3、SiO2两种成分约占沸石矿物总量的80%。沸石

粉中含有一定数量的活性二氧化硅和氧化铝  (A1O  )当其被掺入砂浆中后，这些活性组分

能参与胶凝材料的水化、凝结过程，充分发挥其火山灰活性，与水泥水化时析出的  Ca(OH)2

反应生成C—S—H、C—AI—H凝胶，促进水泥水化反应的进行，增加水化产物的数量，改善粗

集料与水泥石之间的过渡层及孔结构，使有害孔数量下降，缩小孔缝的尺度，有效地减少孔

的数量，从而提高了砂浆的密实度，同时由于沸石粉具有特殊的格架状内部结构，内部充满

孔径大小不一的空腔和孔道，具有较强的亲水性，可以增加拌合物的稠度，降低泌水性，减

少硬化后水泥石的微裂缝，并能改善集料与胶凝材料的粘结界面．还由于各种沸石均是地

壳的造岩矿物，它们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因此，在水泥石中掺入沸石类胶凝物质，将极大地

说　明　书 3/11 页

5

CN 109987912 A

5



提高砂浆的强度、耐久性、离子交换性和耐酸性能。

[0016]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采取技术方案是。

[0017] 一种沸石铁尾矿普通聚合物干粉砂浆的制备。

[0018] ⑴配方(以重量比计量)：材料组份A，铁尾矿砂50～70%、沸石粉5～10%、粉煤灰5～

10%、水泥10～30%、石膏1～4%、细分散有机聚合物粉1～4%、纤维素醚0.2～0.4%、淀粉醚0.3

～0.5%、脂肪磺酸钠盐0.01～0.03%、聚丙烯抗裂纤维0.03～0.05%。消泡剂0.2～0.4%、

LBCB-1触变润滑剂0.3-0.5%。

[0019] 所述铁尾矿砂为10～60目的细尾砂一种。

[0020] 所述沸石粉为300～400目的一种。

[0021] 所述粉煤灰为其一种。

[0022] 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白水泥或高铝水泥其中的至少一种。

[0023] 所述石膏为天然石膏、无水石膏或半水石膏其中的至少一种。

[0024] 所述细分散有机聚合物为苯乙烯-丁二烯共聚物、苯乙烯-丙烯酸共聚物、醋酸乙

烯酯均聚物、聚丙烯酸酯均聚物、醋酸苯乙烯共聚物或醋酸乙烯酯-乙烯共聚物其中的至少

一种。

[0025] 所述纤维素醚为Na-羧甲基纤维素、乙基纤维素、甲基纤维素、羟基纤维素乙醚、羟

丙基甲基纤维素或淀粉酯其中的至少一种。

[0026] 所述淀粉醚为其一种。

[0027] 所述脂肪磺酸钠盐为其一种。

[0028] 所述聚丙烯抗裂纤维为其一种。

[0029] 所述消泡剂803为其一种。

[0030] 所述LBCB-1触变润滑剂为其一种。

[0031] 一种沸石铁尾矿普通聚合物干粉砂浆的制备步骤。

[0032] ⑴材料组份A，铁尾矿砂50～70%、沸石粉5～10%、粉煤灰5～10%、水泥10～30%、石

膏1～4%、细分散有机聚合物粉1～4%、纤维素醚0.2～0.4%、淀粉醚0.3～0.5%、脂肪磺酸钠

盐0.01～0.03%、聚丙烯抗裂纤维0.03～0.05%。消泡剂0.2～0.4%、LBCB-1触变润滑剂0.3-

0.5%。

[0033] ⑵计量系统在计量螺旋的配合下，把料仓中的原料导入计量仓，通过传感器的数

据反馈，实现原料计量。

[0034] ⑶计量好后的物料，通过螺旋输送机导进主斗提机，提升到混合机上部待混料仓

中。

[0035] ⑷待混仓为气动大开门型，可以迅速将待混物料放入无重力混合机，实现干粉砂

浆连续生产。

[0036] ⑸在混合机里面混合好的成品通过气动快开门，迅速放到成品料仓进行缓冲、储

存。

[0037] ⑹成品料仓与包装机之间通过软连接进入包装机计量、打包。

[0038] ⑺检验入库储存。

[0039] 一种沸石铁尾矿聚合物干粉砂浆制备协同作用，其作用机理如下。

[0040] 机理分析现代高强混凝土的基本原理在于在大幅度降低水灰比、减少水泥石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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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情况下，利用优质矿物掺合料的活性，与硅酸盐水泥水化反应放出的游离石灰产生二

次反应，生成水化硅酸钙凝胶，使水泥石中胶凝物质的量增加、质改善，并进一步填充水泥

石的孔隙，使得水泥石的强度及其它性能大幅度提高。这是当前以硅酸盐水泥为基础，研究

和开发高强和超高强混凝土的基本技术途径。但现代硅酸盐水泥混凝土的重要问题是耐久

性不足，原因是由于硅酸盐水泥的CaO含量高(63～67  )所决定的，除C—S—H以外，其余水

化产物在化学上和物理上都是些不稳定的活性物质，都会积极地与环境发生反应，使混凝

土在使用过程中历经各种物理化学变化，从而使混凝土的耐久性降低。

[0041] 沸石粉是一种天然沸石磨细而成的火山灰质硅铝酸盐矿物掺合料，沸石在我国蕴

藏量很大，分布面广，开采加工也根方便，因而其磨细粉是一种经济有效的混凝土掺合料。

沸石粉中含有一定数量的活性二氧化硅和氧化铝  (AlO  )当其被掺入混凝土中后，这些活

性组分能参与胶凝材料的水化、凝结过程，充分发挥其火山灰活性，与水泥水化时析出的Ca

(OH)2反应生成C—S—H、C—Al—H凝胶，促进水泥水化反应的进行，增加水化产物的数量，

改善粗集料与水泥石之间的过渡层及孔结构，使有害孔数量下降，缩小孔缝的尺度，有效地

减少孔的数量，从而提高了混凝土的密实度，同时由于沸石粉具有特殊的格架状内部结构，

内部充满孔径大小不一的空腔和孔道，具有较强的亲水性，可以增加拌合物的稠度，降低泌

水性，减少硬化后水泥石的微裂缝，并能改善集料与胶凝材料的粘结界面．还由于各种沸石

均是地壳的造岩矿物，它们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因此，在水泥石中掺入沸石类胶凝物质，将

极大地提高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粉煤灰经磨细后，其颗粒表面的粗糙程度明显增加，有

明显的机械磨痕，表面的反应活化点增多，活性提高。磨细粉煤灰颗粒表面的硅、培、钙分布

均匀可溶性氧化硅增多，有利于化学反应能力的提高和颗粒界面的结合。在磨细过程中，粉

煤灰的表面结构趋于无定形化，颗粒形貌和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使粉煤灰玻璃体颗粒

表面的反应能力增强，在水泥水化早期．其火山灰活性明显增加，界面  Ca(OH)2结晶尺寸较

小，且趋于减弱。磨细的粉煤灰，不只是颗粒性能的优化，而更重要的是粉煤灰质量得到了

整体的，全面的有序性的优化，使粉煤灰的需水量比和抗压强度比两个功能指标得到明显

的改善，有效地增加拌合物的坍落度和混凝土的后期强度磨细粉煤获和沸石粉双掺时，两

者的作用相互补充，可以充分地发挥掺台科的火山灰活性，形态效应和徽集料效应。使混凝

土达到高性能的目的。

[0042] （一）铁尾矿的性质

唐山地区大部分铁矿属前震旦纪鞍山式沉积变质铁矿床，上部是贫赤铁矿，下部是贫

磁铁矿。脉石矿物有石英、绿泥石、透闪石等。铁矿尾矿化学成分中SiO2达65％～75％，

TFe8％～14％，属高硅高铁型尾矿，一般不含有价伴生元素。主要成分为石英，少量角闪石、

绿泥石、黑云母、方解石和白云石等。它们一般都经过破碎和分级处理．颗粒较细，级配良

好，有些还因经过一定程度的煅烧或化学处理而具有一定的化学活性。根据有关资料，生产

建筑制品对原料化学成分的要求为：SiO2＞65％、Al2O3＞15％、Fe2O3＜15％、MgO＜5％、Na2O

＜2％、K2O＜2.5％、SO2＜4％。唐山地区大中型选厂铁尾矿的化学成分见表1
成分 SiO2 CaO Fe2O3 Al2O3 MnO MgO TFe S P MFe

含量 65～72.79 4.85～5.11 5.90～6.50 6.08～7.50 0.080～0.085 3.16～3.50 4.40～4.75 0.10～0.17 0.15～0.20 ＜0.93

表l

由表l可见，唐山地区铁尾矿中除了Al2O3偏低外．其它成分均符合要求。经过适当调整

其成分，完全可用于建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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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二）铁尾矿利用的可行性

国内外的研究和应用证明，尾矿中存在着一些矿物胶体，它们具有一定的电性、吸收性

和巨大的表面能，在碱性激发下，这种胶体物质可与水泥浆的水化产物产生离子交换，形成

新的凝聚体。这些凝聚体都是依靠比较强的化学键结合而成的网状结构。同时，由于建筑制

品是在一定的压力下成型，水泥颗粒与矿物之间接触面的紧密度都增大，加上水化反应，使

之能强有力地胶凝石英颗粒和其它物质。研究表明，水泥在水化过程中与石英颗粒能较紧

密地结合，仅次于石灰石和白云石。

[0044] 同时硅质岩型铁尾矿的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以无定型形式存在的蛋白石、燧石

岩、硅藻土、硅质页岩等，在中性水中的溶解度约1.6×10－6，但在碱性水环境中，可自发地

与碱性金属离子发生化合，生成沸石或水化硅酸钙等不溶性矿物。而以结晶形式存在的石

英，须在高压水热环境中，方具有这一性质。当此类尾矿受到高温时，其主要的物理化学性

状表现为石英的同质多晶转变。在高压下，石英的各种高温变体，虽说在尾矿建材结构中性

能差别并不明显，但其相变时的体积效应，却对生产过程起着制约作用。对于较纯净的石英

砂或石英岩型尾矿。由于其较高的熔点，可用作酸性耐火材料，也可熔制成耐高温的石英玻

璃。

[0045] 无水或贫水的尾矿矿物，在含水(包括蒸汽)的环境中发生水化反应，并生成在使

用条件下化学性质稳定、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含水矿物结合体的过程称为水化合成。由此

所制得的建材产品称为水化合成尾矿建材。

[0046] 天然沸石是沸石族矿物的总称，已经发现的沸石族矿物共有40种。其中比较常见

的有斜发沸石、丝光沸石、菱沸石、钙十字沸石、毛沸石、方沸石、浊沸石等。广西目前发现有

丝光沸石和辉沸石两个矿种。沸石是呈架状结构的多孔含水铝硅酸盐的晶体的总称，有自

然界天然存在的矿物，也有人工合成的晶体。所有沸石都可用一个通用的化学式来表示：

(Na，K)  x(Mg，Ca，Sr，Ba)  y[Alx+2ySin-(x  +2y)O2n].  mH2O

X：碱金属离子个数；

  Y：碱土金属离子个数；

  n：铝硅离子个数之和；

  m：水分子的个数：

从电价配位情况看：一价、二价阳离子的电价数之和等于铝离子的个数。沸石水不参与

电价平衡。  SiO2和Al2O3两种成份占沸石矿物总量的80％。但不同的铝硅比值却构成不同的

沸石矿物种类。H2O也是沸石的主要成份之一，含量在10％左右，但水不参与沸石的骨架构

成，仅吸附在沸石晶体的微孔中。各种沸石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它们之间的骨架结构不同；

所谓“骨架”，是指由氧、硅、铝三种原子构成的三维空间结构，不包括碱、碱土金属和水；沸

石骨架结构中的基本单元是由四个氧原子和一个硅(铝)原子堆砌而成的硅(铝)氧四面体：

硅氧四面体和铝氧四面体再逐级组成单元环、双元环、笼(结晶多面体)构成三维空间的架

状构造沸石晶体。作为次级单位的各种环联合起来即形成各种沸石的空洞和孔道(或称孔

穴和通道)。各种沸石都有自己特定的形状和大小的空洞和孔道能吸附和截留不同形状和

大小的分子。因此，沸石又叫做分子筛。在沸石晶体中，硅为四价，铝为三价，所以铝氧四面

体的电荷不平衡，所缺电荷由碱金属或碱土金属来补偿。

[0047] 天然沸石具有独特的内部结构和晶体化学性质，使其具有吸水、吸附、选择性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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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离子交换、催化反应、耐酸和耐辐射等性能；

  (1)吸水特性：水是极性很强的分子，沸石对水有很大的亲合力，与其他干燥剂相比有

其吸水率高的突出特点，可在较广的范围内使用。其吸水量是硅胶或氧化铝的5-6倍。并且

高温下仍有高的吸水量，如在100℃吸水量为13％，200℃时仍有4％。沸石在高速气流中仍

有较高的吸水量，通常如气体线速度为30m/min时，沸石的绝热吸水量为16.7％；

  (2) 吸附性和选择吸附性：沸石晶体的大量孔穴和通道使沸石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

每克沸石可达400～1000m  ，其中丝光沸石一般为440m  。孔穴体积可占沸石全部体积的

50％，加上特殊的分子结构而形成的较大的静电引力使沸石具有相当大的应力场。当赶走

沸石内部的水以后，沸石内部空腔就具有应力场，而对周围的物质具有吸附作用；

  (3)  离子交换性和选择交换性：沸石中的钾、钠、钙等阳离子与结晶格架结合的不很

紧密，具有在水溶液中与其他阳离子进行可逆交换的性质。沸石与某些金属盐的水溶液相

接触时，溶液中的金属阳离子可进入沸石中，沸石中的阳离子则可被交换下来进入溶液中。

[0048] 添加粉煤灰粉煤灰的物理性质包括密度、堆积密度、细度、比表面积、需水量等，这

些性质是化学成分及矿物组成的宏观反映。由于粉煤灰的组成波动范围很大，这就决定了

其物理性质的差异也很大。在混凝土中掺加粉煤灰节约了大量的水泥和细骨料；减少了用

水量；改善了混凝土拌和物的和易性；增强混凝土的可泵性；减少了混凝土的徐变；减少水

化热、热能膨胀性；提高混凝土抗渗能力；增加混凝土的修饰性。粉煤灰的物理性质中，细度

和粒度是比较重要的项目。它直接影响着粉煤灰的其他性质，粉煤灰越细，细粉占的比重越

大，其活性也越大。粉煤灰的细度影响早期水化反应，而化学成分影响后期的反应。

[0049] 化学性质：粉煤灰是一种人工火山灰质混合材料，它本身略有或没有水硬胶凝性

能，但当以粉状及水存在时，能在常温，特别是在水热处理(蒸汽养护)条件下，与氢氧化钙

或其他碱土金属氢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具有水硬胶凝性能的化合物，成为一种增加

强度和耐久性的材料。

[0050] 粉煤灰作砂浆或混凝土的掺和料，在混凝土中掺加粉煤灰代替部分水泥或细骨

料，不仅能降低成本，而且能提高混凝土的和易性、提高不透水、气性、抗硫酸盐性能和耐化

学侵蚀性能、降低水化热、改善混凝土的耐高温性能、减轻颗粒分离和析水现象、减少混凝

土的收缩和开裂以及抑制杂散电流对混凝土中钢筋的腐蚀。

[0051] 加入水泥：在干粉砂浆中铝酸钙水泥可作为复合粘结剂的一个组分，在不同的复

合粘结剂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它对砂浆的和易性、硬化性质、强度、收缩率等都有影响。普通

硅酸盐水泥、铝酸钙水泥系统，这一系列复合粘结剂主要用于需快速硬化的干粉砂浆中，硬

化和凝结时间的调节主要是复合粘结剂中铝酸钙水泥的含量和普通硅酸盐水泥的品种。它

主要作为装饰板块的粘结砂浆、修复砂浆、防水砂浆等。修复砂浆用于已有的砌体和混凝土

建筑物，不论是施工缺陷，还是风化引起的结构裂缝及各种破损，利用现有的多种技术和相

应的材料可以恢复原建筑物表面，并可以提高建筑物的整体强度。防水砂浆不仅能防止液

体渗漏，还有一定的耐蒸汽渗透性和防止分层剥离的良好的附着力。所以这种干粉砂浆可

以用于各种蓄水池、建筑物屋面和外墙面等。Ⅱ铝酸钙水泥2石膏系统在这类复合粘结剂系

统中，大多数采用1#铝酸钙水泥，并加入相当多的石膏。该复合粘结剂系统水化生成的主要

产物是钙矾石，且具有自动均衡的结构，能快速干燥，强度增长速度快，其收缩可以抵消，这

类干粉砂浆可以作为精密几何尺寸的装饰板块的粘结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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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加入加入石膏是为了调节凝结时间。石膏:主要成分为硫酸钙。天然石膏是CaSO4・

2H2O是通过控制脱水生成α或β半水石膏(CaSO4・1/2H2O)和无水硬石膏。在干粉砂浆中一般

用α、β半水石膏或天然石膏。干粉砂浆中石膏的作用与其在水中的溶解度比较重要。而石膏

在水中的溶解度与它的生产方法、磨细方法和磨细程度、存放时间、使用温度和pH值有关，

溶解度的大小对干粉砂浆的粘结性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0053] 添加细分散有机聚合物粉作用：

1953年德国人WCAKER  CHEMIE发明了可再分散粉末，这使得生产聚合物改性干粉砂浆

成为可能，现称为单组分系统。可再分散粉末是通过喷雾干燥的特殊水性乳液，主要是基于

乙酸乙烯脂-乙烯共聚物而制出的聚合物粘接剂。这种粉状的有机胶粘剂在与水混合或者

分散后，可以恢复到它们的原始水性乳液状态，并保持机胶粘剂所具有的典型特性和功能，

所以被称为可再分散粉末。水分部分蒸发后，聚合物粒子通过聚结，形成一层聚合物薄膜，

起到胶粘剂作用。根据配比的不同，采用可再分散聚合物粉末进行干粉砂浆的改性，可以提

高与各种基材的胶接强度，并提高砂浆的柔性和可变形性、搞弯强度、耐磨损性、韧性、粘结

力和密度以及保水能力和施工性。

[0054] 干粉砂浆中采用的细分散有机聚合物是水溶性的，它在水中形成乳胶液，对各类

物质具有很好的粘结性，但它的粘结机理与矿物水化物(水泥)粘结机理有根本区别。在干

粉砂浆加水搅拌时，聚合物颗粒自行分散，并不会同水泥粘聚，一方面由于细分散有机聚合

物颗粒之间润滑效应，使砂浆的组分能够单独流动；另一方面细分散有机聚合物对空气有

诱导效应，赋予砂浆可压缩性，因此，可以改善砂浆的施工和易性。实践证明，加入细分散有

机聚合物的砂浆具有下列优点：1)砂浆的强度发展很好，与基体粘结性好，尤其是早期粘结

强度高；2)具有良好的抗裂性和抗冻性；3)工作性能好，易于快速抹灰。

[0055] 在装饰板块用的粘结砂浆中，对细分散有机聚合物的量要求比较多，它的加入使

砂浆的抗弯强度、抗裂性、附着强度、弹性、韧性都有改善，最终可以避免砂浆收缩开裂，还

可以减少粘结层的厚度。细分散有机聚合物能改善砂浆的上述性能是因为其可以在砂浆颗

粒表面形成聚合物膜，膜上部分表面有气孔，而气孔表面被砂浆填充，使应力集中降低，并

在外力的作用下会产生松弛而不破坏。另外，砂浆在水泥水化后形成刚性骨架，而在骨架内

的聚合物具有活动接头的功能，类似于人体的组织，聚合物形成的膜可以比喻关节、韧带，

从而可以保证刚性骨架的弹性和韧性。聚合物膜抗拉强度比普通砂浆的抗拉强度要大10倍

以上，所以，细分散有机聚合物还可以改善砂浆的抗拉强度。

[0056] 添加纤维素醚用作增稠剂和保水剂。虽然添加比例非常低（0.02%-0.7%），但作用

非常重要。干粉砂浆中使用的纤维素醚主要是甲基羟乙基纤维素醚（MHEC）和甲基羟丙基纤

维素醚，简称MC。MC特性：粘着性和施工性这是两个互相影响的因素；保水性，避免水分的快

速蒸发，使得砂浆层的厚度能显著降低。采用稳定剂能赋予干粉砂浆合宜的稠度和和易性，

它能够避免砂浆在硬化前产生沉淀和水分蒸发，也能改善砂浆最终硬化浆体的性能。稳定

剂可以是无机矿物(如层状硅酸盐)，也可以是有机合成物(如各种纤维素醚)。木质素磺酸

盐是干粉砂浆中常用的一种增塑剂，是造纸厂的废料，其一般掺量为0.12%～0.13%，还可以

提高砂浆的粘结强度。聚乙烯醇在干粉砂浆中作为阻凝剂，同时也是一种粘结剂，也可以提

高砂浆的粘结强度。碳酸锂作为干粉砂浆凝固和硬化的加速剂。醋酸作为石膏组分缓溶剂，

可以调节干粉砂浆中石膏的硬化凝固速度。还可以采用酒石酸钾、聚烷基酰胺、某些磷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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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硼酸盐作为石膏硬化的缓凝剂。

[0057] 采用稳定剂能赋予干粉砂浆合宜的稠度和和易性，它能够避免砂浆在硬化前产生

沉淀和水分蒸发，也能改善砂浆最终硬化浆体的性能。稳定剂可以是无机矿物(如层状硅酸

盐)，也可以是有机合成物(如各种纤维素醚)。木质素磺酸盐是干粉砂浆中常用的一种增塑

剂，是造纸厂的废料，其一般掺量为0.12%～0.13%，还可以提高砂浆的粘结强度。聚乙烯醇

在干粉砂浆中作为阻凝剂，同时也是一种粘结剂，也可以提高砂浆的粘结强度。碳酸锂作为

干粉砂浆凝固和硬化的加速剂。醋酸作为石膏组分缓溶剂，可以调节干粉砂浆中石膏的硬

化凝固速度。还可以采用酒石酸钾、聚烷基酰胺、某些磷酸盐和硼酸盐作为石膏硬化的缓凝

剂。

[0058] 添加淀粉醚：能增加砂浆稠度。

[0059] 添加引气剂：通过物理作用在砂浆中引入微气泡，降低砂浆密度，施工性更好。主

要是脂肪磺酸钠盐和硫酸钠盐加入比例为0.01%-0.06%。

[0060] 添加保凝剂：用它来获得预期的凝结时间。常用甲酸钙，加入比例0.5%-2.5%。

[0061] 添加缓凝剂：主要应用于石膏灰浆和石膏基填缝料中。主要是果酸盐类，通常在

0.05%-0.25%。

[0062] 添加疏水剂（防水剂：可防止水渗入到砂浆中，同时砂浆仍能保持敞开状态以进行

水蒸气扩散。主要用具有疏水性的聚合物可再分散粉末，特点是在多年后也不会被雨水从

灰浆中冲洗掉，所以具有使用寿命明显延长的优点，并提高了硬化砂浆与基材之间的粘接

力。

[0063] 添加超塑化剂：主要用在有较高要求的自流平干粉砂浆中。

[0064] 添加消泡剂：主要用来降低砂浆中的空气含量。主要用无机载体上的碳氢化合物、

聚乙二醇等其他的添加剂还有颜料、增稠剂、增塑剂等。

[0065] 添加触变润滑剂：改善砂浆触变性和润滑性，延长施工开放时间以及抗流挂性，常

规产品为LBCB-1触变润滑剂用量0.3-0.5%。

[0066] 与现有产品相比，有益效果。

[0067] 本发明在干粉砂浆中掺入磨细的粉煤灰和拂石粉，不仅可节省水泥，而且可以极

大地改善干粉砂浆的性能，两者复合使用，是配制高性能干粉砂浆的有效途径，用它们取代

硅灰配制高性能干粉砂浆是完全可行的。粉煤灰掺入干粉砂浆中后，具有减水、缓凝作用，

强度的增长要在七天以至后期才能逐渐体现；沸石粉具有较强的增强作用，特别是早期强

度。但由于沸石粉是格架状结构，吸水性较强，单独掺入后会大大增加干粉砂浆的粘聚性，

降低干粉砂浆拌合物的坍落度，增加坍落度损失。因此，将粉煤灰和沸石粉复合用于干粉砂

浆中，使两者的作用相互补充，从而获得性能优良、成本较低的高性能干粉砂浆。

[0068] 本发明加入沸石粉采用普通的水泥、铁尾矿为原料，使用常规的干粉砂浆工艺，廉

价易得的活性掺合料配制的高性能干粉砂浆，生产成本低，直接加水混合搅拌，施工方便，

操作简单，施工效率高；用于建筑墙体防护抹面，防水性能好、保温性能好、抗裂性好、抹面

无裂纹、无空鼓脱落。非常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此项技术的推广，必将促进我国高强特种

干粉砂浆技术的普及和发展。

[0069] 本发明用磨细的粉煤灰和沸石粉配制高性能干粉砂浆还只是个尝试，为高性能干

粉砂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韵思路。但粉煤灰和沸石粉产地不同时，化学成分、细度将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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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规格产品与水泥同样供应，在实际应用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

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0070] 本发明铁尾矿中存在着一些矿物胶体，它们具有一定的电性、吸收性和巨大的表

面能，在碱性激发下，这种胶体物质可与水泥浆的水化产物产生离子交换，形成新的凝聚

体。这些凝聚体都是依靠比较强的化学键结合而成的网状结构。同时，由于建筑制品是在一

定的压力下成型，水泥颗粒与矿物之间接触面的紧密度都增大，加上水化反应，使之能强有

力地胶凝石英颗粒和其它物质。研究表明，水泥在水化过程中与石英颗粒能较紧密地结合，

仅次于石灰石和白云石。

[0071] 本发明采取适当的添加沸石，完全可用铁尾矿替代传统的硅质、传统材料，节省水

泥10%，生产干粉砂浆质量较好，可以稳定生产普通和特种等级干粉砂浆，并且吨成本降低

40%。

[0072] 本发明特点，首先是产品质量高：干粉砂浆解决了传统工艺配制砂浆配比难以把

握导致影响质量的问题，计量十分准确，质量可靠。因为不同用途砂浆对材料的抗收缩、抗

龟裂、保温、防潮等特性的要求不同，且施工要求的和易性、保水性、凝固时间也不同。这些

特性是需要按照科学配方严格配制才能实现的，只有干粉砂浆的生产过程可满足这一要

求。因为计量精确、质量保证，所以使用干粉砂浆后的工程质量都明显提高、工期明显缩短、

用工量减少；其次：是品种全：根据建筑施工的不同要求，开发了许多产品和规格。单就产品

来分，就有适应各类建筑需求而分的砌筑砂浆、抹面砂浆、地坪砂浆；根据建筑质量的不同

要求，规格可分为M2.5、M5、M10、M15、M20、M25、M30各种规格：质量方面有不同的稠度、分层

度、密度、强度的要求，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量，包装也可分为5kg、20kg、25kg、50kg、几种，

还可用散装车密封运送；再就是使用方便：就像食用方便面一样，随取随用，加水15%左右，

搅拌5--6分钟即成，余下的干粉作备用，有3个月的保质期，但试验中放置了6个月，强度也

没有明显变化。

[0073] 实施案例

(案例一)

一种沸石铁尾矿普通聚合物干粉砂浆的制备步骤。

[0074] ⑴材料组份A，铁尾矿砂65%、沸石粉8%、粉煤灰8%、水泥15%、石膏1.5%、细分散有机

聚合物粉1.5%、纤维素醚0.2%、淀粉醚0.25  %、脂肪磺酸钠盐0.02%、聚丙烯抗裂纤维0.03%。

消泡剂0.2%、LBCB-1触变润滑剂0.3%。

[0075] ⑵计量系统在计量螺旋的配合下，把料仓中的原料导入计量仓，通过传感器的数

据反馈，实现原料计量。

[0076] ⑶计量好后的物料，通过螺旋输送机导进主斗提机，提升到混合机上部待混料仓

中。

[0077] ⑷待混仓为气动大开门型，可以迅速将待混物料放入无重力混合机，实现干粉砂

浆连续生产。

[0078] ⑸在混合机里面混合好的成品通过气动快开门，迅速放到成品料仓进行缓冲、储

存。

[0079] ⑹成品料仓与包装机之间通过软连接进入包装机计量、打包。

[0080] ⑺检验入库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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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技术指标：

强度等级：M5、M10、M15、M20； 

凝结时间/h：3～8； 

保水性/%：≥88； 

14d拉伸粘结强度：MPa≥0.2。

[0082] (案例二)

一种沸石铁尾矿特种聚合物干粉砂浆的制备步骤。

[0083] ⑴材料组份A，铁尾矿砂56%、沸石粉10%、粉煤灰10%、水泥20%、石膏1.5%、细分散有

机聚合物粉1.5%、纤维素醚0.2%、淀粉醚0.25  %、脂肪磺酸钠盐0.02%、聚丙烯抗裂纤维

0.03%。消泡剂0.2%、LBCB-1触变润滑剂0.3%。

[0084] ⑵计量系统在计量螺旋的配合下，把料仓中的原料导入计量仓，通过传感器的数

据反馈，实现原料计量。

[0085] ⑶计量好后的物料，通过螺旋输送机导进主斗提机，提升到混合机上部待混料仓

中。

[0086] ⑷待混仓为气动大开门型，可以迅速将待混物料放入无重力混合机，实现干粉砂

浆连续生产。

[0087] ⑸在混合机里面混合好的成品通过气动快开门，迅速放到成品料仓进行缓冲、储

存。

[0088] ⑹成品料仓与包装机之间通过软连接进入包装机计量、打包。

[0089] ⑺检验入库储存。

[0090] 技术指标：

强度等级：M10、M15、M20  ；

凝结时间/h  ：3～8  ；

保水性/%：≥88； 

14d拉伸粘结强度：MPa≥0.20  ；

抗渗等级、P6、P8、P10。

[0091] 执行标准：GB18445-2001》、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JG/T230-2007《预拌砂

浆》、JC/T  984-2005《聚合物防水砂浆》、  JC/T  1024-2007《墙体饰面砂浆》、  GB/T  20473-

2006。 《建筑保温砂浆》。

[0092] 参考资料：

《一种铁尾矿保温干混抹面砂浆及其制备方法与流程》：何兆芳;王瑞;刘佩安；

《铁尾矿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李玉凤，包景岭，张锦瑞（河北工业大学）；

《干粉砂浆的组分及其作用机理》鞠丽艳，张雄，李春荣； 

《沸石粉和粉煤灰双掺配制高性能混凝土》(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建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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