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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

化/稳定化处理方法，该方法以铜冶炼工业典型

废渣(浮选渣、中和渣、石膏渣)为原料，辅以少量

激发剂。通过对浮选渣改性预处理、破碎、球磨、

配料、注模、成型、养护等工艺制备得到成品。通

过本发明方法充分利用了铜冶炼工业中的废物

资源。解决了铜冶炼行业典型含砷及其它有毒金

属废渣固化/稳定化的问题，同时可以将废弃物

再利用，环境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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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进行：

(1)将铜冶炼典型废渣浮选渣、中和渣、石膏渣分别干燥并粉碎，备用；

(2)浮选渣改性预处理：按照质量百分比将20-30%的CaO、4-10%的Al2O3和浮选渣均匀混

合后在1200-1400℃、空气条件下煅烧30-40分钟，而后将焙烧后的浮选渣冷却；

  (3)改性浮选渣、中和渣、激发剂按一定比例混合后球磨；

(4)向球磨后的混合物料中添加石膏渣和水，搅拌制得混合浆体，然后注模振动成型；

(5)将制得的固化块放在标准养护箱中养护，即得到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

的固化块成品;

所述的浮选渣的来源是铜熔炼渣经浮选回收铜后得到的浮选尾矿；

所述的中和渣为铜冶炼厂的综合废水采用石灰中和法处理产生的含微量有毒金属的

中和污泥；

铜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含砷废气稀酸洗涤时产生大量酸性废水，酸性废水在排放前采用

石灰铁盐法处理，从而产生大量高砷石膏污泥，称为石膏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将

浮选渣和中和渣烘干至恒重，并粉碎至粒度为80~100目，将石膏渣烘干至含水率为0-30%，

并粉碎至粒度为200~300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2）将煅烧形成的渣在空气中风冷，即得到改性浮选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3）中所述的激发剂为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和氢氧化钙按照(6~8):(4~2)质量比混合制

成的激发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3）将预处理后的改性浮选渣、中和渣、激发剂混合进行球磨，球磨后得到混合物料过

80μm的筛网，筛余量不超过10%。

6.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4）将球磨后的混合物料添加石膏渣混合均匀，再加水搅拌混合；改性浮选渣、中和渣、

激发剂与石膏渣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30%~50%、5%~10%、5%~15%、30%~50%；水的添加量为固

体物料总质量的30%~5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步

骤（5）中养护时间28天，温度20℃，湿度90%~100%，即得到铜冶炼典型废渣固化/稳定化的固

化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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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是一种对铜冶炼行

业典型废渣无害化的新技术，属于工业固体废物处理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砷生产和消费国，全球砷矿资源探明储量70％集中在中国，

且砷的年排放量超过4万吨。铜冶炼工业是重有色金属冶炼行业(铜、铅、锌、镍、钴、锡、锑、

汞)中产量最大的行业，2013年产量占重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的39.4％。铜冶炼工业砷的排放

量也是最大的，该行业砷排放量占有色行业排放总量的80％。在铜的火法冶炼处理过程中，

大部分砷流入冶炼炉渣或挥发到废气中。据报道，生产一吨精炼铜约有2.2～3吨铜渣产生。

一般情况下，铜渣进行浮选回收铜，从而导致产生大量的浮选尾渣(简称浮选渣)。对于产生

的含砷废气，一般用稀酸洗涤，同时产生大量酸性废水。酸性废水在排放前一般采用石灰铁

盐法处理，从而产生大量高砷石膏污泥(简称石膏渣)。此外，铜冶炼厂的综合废水也采用石

灰铁盐法处理，产生含微量有毒金属的中和污泥(简称中和渣)。

[0003] 由于浮选渣中含剧毒的砷且有价金属(Zn、Pb等)含量低，从浮选渣中回收有价金

属经济效益差。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石膏渣和中和渣都被认定为危险废物。由于严格

的环保法规和有限的存储空间，对浮选渣、石膏渣和中和渣的无害化处理迫在眉睫。因此需

要开发一种协同处理这些铜冶炼废渣的技术。

[0004] 本发明首次实现了铜冶炼行业的三种典型废渣(浮选渣、中和渣、石膏渣)协同处

理，有望解决铜冶炼废渣量大且不安全堆存问题；而且仅使用少量激发剂(10％-14％)实现

了三种废渣中砷及其它重金属的固化/稳定化；固化体强度较高，能达到10MPa以上。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以上特点，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

方法。该方法以铜冶炼工业典型废渣(浮选渣、中和渣、石膏渣)为原料，辅以少量激发剂，通

过浮选渣活化预处理、配料、球磨、搅拌成型、养护等工艺制备得到成品。

[0006] 本发明方法通过如下实施过程实现：

[0007] 一种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包括如下步骤进行：

[0008] (1)将铜冶炼典型废渣浮选渣、中和渣、石膏渣分别干燥并粉碎，备用；

[0009] (2)浮选渣改性预处理：对浮选渣采用高温焙烧物相重构，而后将焙烧后的浮选渣

冷却；

[0010] (3)改性浮选渣、中和渣、激发剂按一定比例混合后球磨；

[0011] (4)向球磨后的混合物料中添加石膏渣和水，搅拌制得混合浆体，然后注模振动成

型；

[0012] (5)将制得的固化块放在标准养护箱中养护，即得到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

定化的固化块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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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浮选渣的来源是铜熔炼渣经浮选回收铜后得到的浮选尾矿。主要成分及百

分比含量：30-60％Fe、2-20％Si、2-20％Ca和1-10％Al。

[0014] 所述的中和渣为铜冶炼厂的综合废水采用石灰中和法处理产生的含微量有毒金

属的中和污泥。主要成分及质量百分比为：CaSO4·2H2O  60％-90％、Zn  0 .02％-2％、Pb 

0.05％-2％、As0.02％-5％。

[0015] 铜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含砷废气稀酸洗涤时产生大量酸性废水，酸性废水在排放前

采用石灰铁盐法处理，从而产生大量高砷石膏污泥，称为石膏渣。石膏渣主要成分及质量百

分比为：CaSO4·2H2O  10％-70％、、As  5％-20％、Zn  1 .23％-3％、Pb  0 .21％-3％、Cu 

0.55％-3％、Cd0.22％-1％。

[0016] 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将浮选渣和中和渣烘干至恒

重，并粉碎至粒度为80～100目，将石膏渣烘干至含水率为0-30％，并粉碎至粒度为200～

300目。

[0017] 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步骤(2)将CaO  20-30％、Al2O3 

4-10％和浮选渣均匀混合后煅烧。具体是在1200-1400℃、空气条件下煅烧30-40分钟。煅烧

形成的渣空气中风冷，即得到改性浮选渣。

[0018] 浮选渣中有大量铁橄榄石(Fe2SiO4)，活性较低，因此浮选渣利用的关键是破坏铁

橄榄石结构。通过加入氧化钙、氧化铝，在空气条件下焙烧，能将铁橄榄石相转化为硅酸二

钙、硅酸三钙和钙铝黄长石等具有活性的成分，从而为其后续的胶凝固化奠定基础。该处理

方式目前尚未见报道。

[0019] 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步骤(3)中所述的激发剂为普

通硅酸盐水泥熟料和氢氧化钙按照(6～8):(4～2)质量比混合制成的激发剂。

[0020] 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步骤(3)将预处理后的改性浮

选渣、中和渣、激发剂混合进行球磨，球磨后得到混合物料过80μm的筛网，筛余量不超过

10％。

[0021] 球磨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细化，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三种物料均匀混合，从而

利于后续水化反应的发生。

[0022] 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步骤(4)将球磨后的混合物料

添加石膏渣混合均匀，再加水搅拌混合；改性浮选渣、中和渣、激发剂与石膏渣的质量百分

比分别为：30％～50％、5％～10％、5％～15％、30％～50％；水的添加量为固体物料总质量

的30％～50％。

[0023] 石膏渣和中和渣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且石膏渣中含砷量较高，As的浸出

毒性达356.3mg/L。因此是固化/稳定化的主要目标。传统技术主要是采用水泥固化来处理

石膏渣、中和渣等危险废物，但存在增容比大、成本高等问题。本发明利用浮选渣中的硅、

铁、铝等有用组分，中和渣和石膏渣中的硫酸钙等有用组分，通过本发明的技术手段实现三

种典型铜冶炼废渣的协同处理与稳定化。由于添加的水泥量较少，主要以废渣为主，与传统

的水泥固化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

[0024] 所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步骤(5)中养护时间28天，温

度20℃，湿度90％～100％，即得到铜冶炼典型废渣固化/稳定化的固化块。

[0025] 本发明得到的铜冶炼典型废渣固化/稳定化的固化块按国家标准进行毒性浸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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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测试。本发明中采用的原料既增强固化块性能，同时减少水泥熟料用量，充分体现了废

弃物综合利用的新思路，减少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固化块的强度；采用自然的养护方法，可以

更好的抑制硫酸钙的膨胀，改善固化块的整体强度。

[0026] 本发明的创新点在于在浮选渣的活化改性的基础上，通过组分配比的调控，实现

了三种典型的铜冶炼废渣(即浮选渣、中和渣、石膏渣)的协同固化与As等毒性成分的高效

稳定化，该方法对于铜冶炼企业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具有重要意义，属于“以废治废”的

技术，比含砷废渣传统的水泥固化技术有明显的优势。该方法和技术思路目前尚未见报道。

[0027] 本发明具有的优点如下：

[0028] (1)解决了铜冶炼行业典型废渣固化/稳定化的问题；

[0029] (2)采用以废治废的方法，以激发剂、中和渣、预处理后得到的改性浮选渣合成胶

凝材料，对高砷石膏渣进行固化/稳定化，充分利用了铜冶炼行业中的废物资源。

附图说明

[0030] 图1.是本发明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通过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所述

内容。

[0032] 实施例1：本发明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0033] 将浮选渣和中和渣烘干至恒重，并粉碎至粒度为80～100目，备用。

[0034] 将CaO(25％)、Al2O3(10％)和浮选渣(65％)均匀混合，在1350°炉子中保温35分钟，

然后将焙烧后的渣置于空气中风冷，得到改性浮选渣。

[0035] 将改性浮选渣(70％)、中和渣(10％)和激发剂(20％)混合，然后球磨，球磨时间为

150min，粒径控制在≤80μm，即得到改性浮选渣基胶凝材料。然后将石膏渣烘干至含水率为

20％、并粉碎至300目。接着将改性浮选渣基胶凝材料(70％)与石膏渣(30％)均匀混合，然

后添加水，水的添加量为固体物料总质量的30％，对混合物料进行搅拌5min后，将料浆注模

并振动成型，在水泥标准养护箱内养护28天，养护温度为20℃，湿度为95％，即得到石膏渣

固化块。最后按国标进行强度和毒性浸出测试。

[0036] 所用激发剂制备：80％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和20％的氢氧化钙混合制成。

[0037] 强度检测结果显示：固化块3天强度为8.4MPa、28天强度为13.06MPa均满足《粉煤

灰砖》(JC239---2001)中强度级别MU10，即抗压强度≥10MPa，本实例固化块达到MU10级要

求。

[0038] 毒性浸出检测结果显示：石膏渣固化前砷的浸出浓度为356.3mg/L，固化后的砷的

浸出浓度为1.86mg/L，浸出毒性低于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5085.3-2007)中毒性浸出标准≤5mg/L，可安全堆放。

[0039] 实施例2：本发明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0040] 将浮选渣和中和渣烘干至恒重，并粉碎至粒度为80～100目，备用。

[0041] 将CaO(25％)、Al2O3(10％)和浮选渣(65％)均匀混合，在1350°炉子中保温35分钟，

然后将形成的渣相置于空气中风冷，得到改性浮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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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将改性浮选渣(70％)、中和渣(10％)和激发剂(20％)混合，然后球磨，球磨时间为

150min，粒径控制在≤80μm，即得到改性浮选渣基胶凝材料。然后将石膏渣烘干至含水率为

20％、并粉碎至300目。将改性浮选渣基胶凝材料(60％)与石膏渣(40％)均匀混合，然后添

加水，水的添加量为固体物料总质量的32％，对混合物料进行搅拌5min后，将料浆注模、振

动成型，然后在水泥标准养护箱内养护28天，养护温度为20℃，湿度为95％，即得到石膏渣

固化块。最后按国标进行强度和毒性浸出测试。

[0043] 所用激发剂制备：80％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和20％的氢氧化钙混合制成。

[0044] 强度检测结果显示：固化块3天强度为6.3MPa、28天强度为12.15MPa均满足《粉煤

灰砖》(JC239---2001)中强度级别MU10，即抗压强度≥10MPa，本实例固化块达到MU10级要

求。

[0045] 毒性浸出检测结果显示：石膏渣固化前砷的浸出浓度为356.3mg/L，固化后的砷的

浸出浓度为2.08mg/L，浸出毒性低于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5085.3-2007)中毒性浸出标准≤5mg/L，可安全堆放。

[0046] 实施例3：本发明铜冶炼典型废渣协同固化/稳定化处理方法，具体操作如下：

[0047] 将浮选渣和中和渣烘干至恒重，并粉碎至粒度为80～100目，备用。

[0048] 将CaO(25％)、Al2O3(10％)和浮选渣(65％)均匀混合，在1350°炉子中保温35分钟，

然后将形成的渣相置于空气中风冷，得到改性浮选渣。

[0049] 将改性浮选渣(70％)、中和渣(10％)和激发剂(20％)混合，然后球磨，球磨时间为

150min，粒径控制在≤80μm，即得到改性浮选渣基胶凝材料。然后将石膏渣烘干至含水率为

20％、并粉碎至300目。将改性浮选渣基胶凝材料(50％)与石膏渣(50％)均匀混合，然后添

加水，水的添加量为固体物料总质量的35％，对混合物料搅拌5min后，将料浆注模、振动成

型，然后在水泥标准养护箱内养护28天，养护温度为20℃，湿度为95％，即得到石膏渣固化

块。最后按国标进行强度和毒性浸出测试。

[0050] 所用激发剂制备：80％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和20％的氢氧化钙混合制成。

[0051] 强度检测结果显示：固化块3天强度为5.8MPa、28天强度为10.56MPa均满足《粉煤

灰砖》(JC239---2001)中强度级别MU10，即抗压强度≥10MPa，本实例固化块达到MU10级要

求。

[0052] 毒性浸出检测结果显示：石膏渣固化前砷的浸出浓度为356.3mg/L，固化后的砷的

浸出浓度为2.49mg/L，浸出毒性低于国家标准《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

(GB5085.3-2007)中毒性浸出标准≤5mg/L，可安全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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