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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

处置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第一步，将工业废

盐渣进行稳固化处理，得到一次混合料，进行稳

固化处理之前先工业废盐渣进行浸出毒性检测，

检测出浸出液中超标的污染物，根据不同的污染

物选用不同的药剂进行稳固化处理；第二步，向

一次混合料中加入粘接剂和膨润土进行二次搅

拌，获得二次混合料；第三步，将二次混合料装入

模具，压制成型，形成方形盐块；第四步，在方形

盐块表面涂覆防水涂料后晾干，运输至填埋库区

的废盐填埋区域内整齐码放，最后用HDPE膜焊接

包装和密封；有效避免了废盐填埋过程中因废盐

溶解可能导致堆体坍塌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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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将工业废盐渣进行稳固化处理，得到一次混合料，进行稳固化处理之前先工业

废盐渣进行浸出毒性检测，检测出浸出液中超标的污染物，根据不同的污染物选用不同的

药剂进行稳固化处理；

第二步，向一次混合料中加入粘接剂和膨润土进行二次搅拌，获得二次混合料；

第三步，将二次混合料装入模具，压制成型，形成方形盐块；

第四步，在方形盐块表面涂覆防水涂料后晾干，运输至填埋库区的废盐填埋区域内整

齐码放，最后用HDPE膜焊接包装和密封。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粘结剂

为有机高分子粘结剂，为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脂、2‑乙基己脂与乙酸乙烯或丙烯酸甲脂的

共聚物中一种或几种。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粘

结剂的添加量为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1‑3kg ,膨润土的添加量为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100‑

300kg，二次混合搅拌时间3‑10min。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第三步压

制成型过程中，压制压力为300‑500吨，保压时间：0.5‑1min。

5.如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压制成

型工序中采用液压机进行，所述液压机包括底座以及顶板，所述底座的工作台中心设有下

模具安装槽，所述工作台与顶板之间设有若干导向柱，所述导向柱上滑动套设有上模安装

板，所述顶板上安装第一液压缸，所述液压缸的伸缩端与上模安装板连接。

所述工作台的下方设有加热区，所述加热区内设有若干加热装置，所述下模具安装槽

和底座之间设有若干支撑架，所述底座内还设有液压提升机构。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模具

安装槽的底部和两侧分别设有一加热装置。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液压提

升机构包括若干第二液压缸，所述第二液压缸通过L形连接片安装在支撑架上，所述第二液

压缸的伸缩端穿过下模具安装槽与下模具接触，所述下模具安装槽底部设有穿孔。

8.如权利要求5或6所述的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工

作台外侧设有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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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业废盐处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工业废盐一般是指工业生产中产生副产结晶盐，全国每年副产盐渣在2000万吨以

上，除部分综合利用外，尚有大量的废盐堆存或进入填埋场处置。废盐如处理不当会直接导

致地表水，土壤等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在废盐填埋处置过程中，如何解决盐溶解是安全填

埋处置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0003] 目前，对工业废盐的处理一般采用直接填埋处置，例如进入刚性填埋场处置，是在

设定的刚性空间内采用一定的措施将废盐“封存”在其中，由于废盐易潮解，或者在填埋之

前未对废盐渣脱水、固化处理，很容易造成大量的大量含盐渗滤液产生，而出现坍塌、腐蚀

设备、破坏防渗层等问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

置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问题的技术方案为：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第一步，将工业废盐渣进行稳固化处理，得到一次混合料，进行稳固化处理之前先

工业废盐渣进行浸出毒性检测，检测出浸出液中超标的污染物，根据不同的污染物选用不

同的药剂进行稳固化处理；

[0007] 第二步，向一次混合料中加入粘接剂和膨润土进行二次搅拌，获得二次混合料；

[0008] 第三步，将二次混合料装入模具，压制成型，形成方形盐块；

[0009] 第四步，在方形盐块表面涂覆防水涂料后晾干，运输至填埋库区的废盐填埋区域

内整齐码放，最后用HDPE膜焊接包装和密封。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粘结剂为有机高分子粘结剂，为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脂、2‑乙基

己脂与乙酸乙烯或丙烯酸甲脂的共聚物中一种或几种。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粘结剂的添加量为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1‑3kg,膨润土的添加量为

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100‑300kg，二次混合搅拌时间3‑10min。

[0012] 进一步的，在第三步压制成型过程中，压制压力为300‑500吨，保压时间：0.5‑

1min。

[0013] 进一步的，压制成型工序中采用液压机进行，所述液压机包括底座以及顶板，所述

底座的工作台中心设有下模具安装槽，所述工作台与顶板之间设有若干导向柱，所述导向

柱上滑动套设有上模安装板，所述顶板上安装第一液压缸，所述液压缸的伸缩端与上模安

装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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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所述工作台的下方设有加热区，所述加热区内设有若干加热装置，所述下模具安

装槽和底座之间设有若干支撑架，所述底座内还设有液压提升机构。

[0015] 进一步的，所述下模具安装槽的底部和两侧分别设有一加热装置。

[0016] 进一步的，所述液压提升机构包括若干第二液压缸，所述第二液压缸通过L形连接

片安装在支撑架上，所述第二液压缸的伸缩端穿过下模具安装槽与下模具接触，所述下模

具安装槽底部设有穿孔。

[0017] 进一步的，所述工作台外侧设有风机。

[0018] 本发明具有有益效果：

[0019] 本发明提供了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有效避免了废盐填埋过程中

因废盐溶解可能导致堆体坍塌的安全隐患；废盐以高密度、高强度的具有一定尺寸规格盐

块形式填埋，相比散料填埋，可节约库容15％以上；解决了废盐溶解进入渗滤液，导致渗滤

液盐分高难处理的难题；简单易行，可操作性较强。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液压机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1‑底座，2‑顶板，3‑工作台，4‑下模具安装槽，5‑导向柱，6‑上模安装板，7‑第

一液压缸，8‑风机，9‑加热装置，10‑第二液压缸，11‑支撑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在本发明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术语“安装”、“相

连”、“连接”应做广义理解，例如，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

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电连接；可以是直接相连，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相连，可以是

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通过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

在本发明中的具体含义。

[0023] 实施例1

[0024] 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5] 第一步，将工业废盐渣进行稳固化处理，得到一次混合料，进行稳固化处理之前先

工业废盐渣进行浸出毒性检测，根据《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主成分为氯化钠，经浸

出毒性检测，浸出液中铜浓度50ppm，超出《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限值，添加废盐渣

质量的5‰的重金属捕捉剂进行稳定化处理，而后加入水泥进行搅拌混合，获得一次混合

料，经检测一次混合料含水9.88％；

[0026] 第二步，向一次混合料中加入粘接剂和膨润土进行二次搅拌，获得二次混合料，所

述粘结剂的添加量为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1kg ,膨润土的添加量为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

300kg，二次混合搅拌时间3min；

[0027] 第三步，将二次混合料装入尺寸为0.5m*0.5m*0.5m的方形模具，压制成型，形成方

形盐块，施加压力并逐步增大至300吨，保压时间：1min；

[0028] 第四步，在方形盐块表面涂覆聚丙烯防水涂料后晾干，运输至填埋库区的废盐填

埋区域内整齐码放，再用HDPE膜沿着盐垛三个侧面焊接包装，并用仪器检测漏点，如有漏点

进行补焊，从而将废盐块全部密封。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13351610 A

4



[0029] 实施例2

[0030] 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1] 第一步，将工业废盐渣进行稳固化处理，得到一次混合料，进行稳固化处理之前先

工业废盐渣进行浸出毒性检测，根据《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主成分为氯化钠，经浸

出毒性检测，浸出液中氟浓度400ppm，超出《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限值，添加废盐渣

质量的1％的氯化钙进行稳定化处理，而后加入石膏进行搅拌混合，获得一次混合料，经检

测一次混合料含水10.23％；

[0032] 第二步，向一次混合料中加入粘接剂和膨润土进行二次搅拌，获得二次混合料，所

述粘结剂的添加量为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3kg ,膨润土的添加量为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

120kg，二次混合搅拌时间10min；

[0033] 第三步，将二次混合料装入尺寸为0.8m*0.8m*0.8m的方形模具，压制成型，形成方

形盐块，施加压力并逐步增大至400吨，保压时间：1min；

[0034] 第四步，在方形盐块表面涂覆聚丙烯防水涂料后晾干，运输至填埋库区的废盐填

埋区域内整齐码放，再用HDPE膜沿着盐垛三个侧面焊接包装，并用仪器检测漏点，如有漏点

进行补焊，从而将废盐块全部密封。

[0035] 实施例3

[0036] 工业废盐渣固化成型及填埋处置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7] 第一步，将工业废盐渣进行稳固化处理，得到一次混合料，进行稳固化处理之前先

工业废盐渣进行浸出毒性检测，根据《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主成分为氯化钠，经浸

出毒性检测，浸出液中汞浓度10ppm，超出《危险废物填埋污染控制标准》限值，添加废盐渣

质量的3‰的重金属捕捉剂进行稳定化处理，而后加入水泥进行搅拌混合，获得一次混合

料，经检测一次混合料含水8.23％；

[0038] 第二步，向一次混合料中加入粘接剂和膨润土进行二次搅拌，获得二次混合料，所

述粘结剂的添加量为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1.2kg ,膨润土的添加量为每吨工业废盐渣添加

200kg，二次混合搅拌时间6min；

[0039] 第三步，将二次混合料装入尺寸为0.65m*0.65m*0.65m的方形模具，压制成型，形

成方形盐块，施加压力并逐步增大至500吨，保压时间：1min；

[0040] 第四步，在方形盐块表面涂覆聚丙烯防水涂料后晾干，运输至填埋库区的废盐填

埋区域内整齐码放，再用HDPE膜沿着盐垛三个侧面焊接包装，并用仪器检测漏点，如有漏点

进行补焊，从而将废盐块全部密封。

[0041] 上述实施例在压制成型工序中采用液压机进行，如图1所示，所述液压机包括底座

以及顶板，所述底座的工作台中心设有下模具安装槽，所述下模具安装槽用于放置下模具，

所述工作台与顶板之间设有若干导向柱，所述导向柱上滑动套设有上模安装板，所述上模

安装板用于安装上模具，所述顶板上安装第一液压缸，所述液压缸的伸缩端与上模安装板

连接；所述工作台外侧设有风机。

[0042] 所述工作台的下方设有加热区，所述加热区内设有若干加热装置，所述下模具安

装槽的底部和两侧分别设有一加热装置，所述下模具安装槽和底座之间设有若干支撑架，

所述底座内还设有液压提升机构，所述液压提升机构包括若干第二液压缸，所述第二液压

缸通过L形连接片安装在支撑架上，所述第二液压缸和L形连接片通过螺栓连接，所述L形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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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片与支撑架通过螺栓连接，所述第二液压缸的伸缩端穿过下模具安装槽与下模具接触，

所述下模具安装槽底部设有穿孔。

[0043] 上模具放置在下模具安装槽内，上模具安装在上模安装板底面，完成压制成型，模

具打开后，启动加热装置进行加热，开启风机，提高模具内盐砖的干燥速率，半干后，液压提

升机构将下模具顶出，反扣卸料，自然晾干。

[004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是对本发明作其它形式的限制，任

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可能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加以变更或改型为等同变化的等

效实施例应用于其它领域，但是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改型，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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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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