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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硫灰

渣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属于固废综合利

用技术领域。该方法以钢渣磁选尾泥、脱硫灰渣、

水泥、石灰、砂、铝粉膏、稳泡剂等为原料，通过搅

拌制浆、成型、静停养护和蒸压养护等工序，制备

得到加气混凝土砌块。本发明采用钢渣尾泥代替

部分石灰和水泥，脱硫灰渣代替部分石灰、石膏

和砂来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钢渣尾泥和脱硫灰

渣的总掺量可达65％(质量比)以上，解决了钢渣

尾泥和脱硫灰渣的利用问题，同时大大降低了原

料成本。通过本发明制备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密度

低、导热系数低、隔音和抗压强度性能均良好，产

品性能达到GB11968-2006《蒸压加气混凝土砌

块》的A3.5B06等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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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硫灰渣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

括以下工序：

(1)脱水工序：将钢渣尾泥脱水至含水率不超过35％；所述钢渣尾泥是指钢渣通过破碎

和湿法球磨后再经过磁选回收其中的单质铁和含铁矿物后余下的尾泥，粒度要求为0.08mm

方孔筛筛余不超过15％；

(2)球磨工序：将河砂、脱硫灰渣和生石灰分别球磨至要求的细度；所述脱硫灰渣是指

循环流化床锅炉采用炉内喷钙脱硫工艺产生的飞灰和炉渣，经过球磨后至细度为0.08mm方

孔筛筛余不超过15％；所述生石灰细度为0.08mm方孔筛筛余不大于25％；所述河砂细度为

0.08mm方孔筛筛余为15～25％；

(3)混料工序a：将水玻璃、水、水泥以及步骤(1)脱水后的钢渣尾泥、和步骤(2)球磨后

的河砂、脱硫灰渣、生石灰按比例计量后加入搅拌设备，在强烈搅拌下制成浆液1；

(4)混料工序b：按比例称取稳泡剂和铝粉膏，并将它们加入水中制成3～6wt％的浆液

2，再将该浆液2加入浆液1中充分搅拌，制得料浆；

(5)发泡和静停养护工序：将步骤(4)制得的料浆注入模具中成型形成砌块，并进行发

泡和静停养护；所述静停养护条件为：在55～65℃下静停养护4～6小时；

(6)水热蒸压养护工序：将步骤(5)成型后的砌块经拆模、切割后送入蒸压釜内进行蒸

压养护；所述蒸压养护的条件为：温度170～190℃的饱和蒸汽中养护6～8小时，制成加气混

凝土砌块；

其中：在所述混料工序a中，以干物料质量计，每100kg混合料含有：钢渣尾泥25～45kg，

水泥3～8kg，生石灰4～8g，河砂10～20kg，脱硫灰渣24～45kg，水玻璃1～2kg；

在所述混料工序b中，每100kg混料工序a中的混合料再加铝粉膏0.05～0.09kg，稳泡剂

0.02～0.05kg；

在上述工序中，总加水量为加水量与原料中各物料自带的水量之和，占混合料以干物

料计总质量的60～65％。

2.如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硫灰渣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

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工序a中的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不低于

42.5级。

3.如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硫灰渣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

中，其特征在于，所述球磨工序中的生石灰，其有效氧化钙含量不低于70wt％；河砂的SiO2

含量不低于65％，细度为0.08mm方孔筛筛余为15～25％。

4.如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硫灰渣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

中，其特征在于，所述球磨工序中的河砂，其SiO2含量不低于65％，其细度为0.08mm方孔筛

筛余为15～25％。

5.如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硫灰渣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

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混料工序b中的稳泡剂为皂荚粉、拉开粉和茶皂素中的任意一种。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365674 B

2



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硫灰渣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废综合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硫灰渣制备

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通过磁选的方法将钢渣中的铁选出并加以利用，由于铁在钢渣中多以被包裹的形

式存在，为了提高磁选效率和铁的回收率，必须对钢渣进行球磨至非常细的粒度再进行磁

选。在采用湿式球磨和湿法磁选回收铁的过程中会剩余大量的尾泥，由于含水量高而难以

利用，尽管其硅酸盐矿物含量非常高，但由于应用之前需进行干燥脱水，增加了利用成本，

因而并未能很好地利用，多堆积在厂区。已有文献报导利用尾泥制备水泥混合材、混凝土和

矿渣微粉等((1)方宏辉等，钢渣尾泥配制胶结材的试验研究，河南建材，2009年第5期54-56

页；(2)刘智伟等，转炉钢渣球磨尾泥活化技术的实验研究，水泥技术，2011年第1期41-44

页；(3)刘智伟等，转炉钢渣球磨尾泥粉作混凝土掺合料的研究，混凝土，2010年第10期76-

79页。)，但由于将含水率30％以上的钢渣尾泥烘干并球磨，能耗较高，同时因为采用湿法球

磨，活性较低，因而与其他混合材相比较竞争力较弱，难以利用。

[0003] 循环流化床锅炉在用炉内喷钙脱硫时会产生大量的含石灰和石膏的脱硫灰渣，活

性比煤粉炉粉煤灰要低，而且需水量比较大，因而在水泥混凝土中利用量较小。

[0004] 加气混凝土砌块是一种新型节能建材，具有节能环保等特点，其生产原料主要是

含钙的水泥、石灰等和含硅的砂、粉煤灰、矿渣等，而钢渣尾泥和循环流化床锅炉脱硫灰渣

的氧化钙和氧化硅含量均较高，因而本发明利用钢渣尾泥和循环流化床脱硫灰渣生产加气

混凝土砌块，实现了固废的综合利用。中国专利申请号201310081667.4一种用钢渣制成的

泡沫混凝土砌块的生产方法中公开了一种类似的方法，也是利用钢渣钢渣磁选后的尾泥制

备混凝土砌块，但区别在于，该申请书中使用的原料是钢渣干法破碎后的尾泥，使用前需再

经过干法球磨，其制备的是泡沫混凝土砌块，只经过低温养护，生产周期长，性能不如蒸压

加气混凝土砌块。中国专利申请号201510334661.2一种制造加气砌块的方法中公开了用湿

法球磨后的钢渣尾泥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但是该方法中使用了较多的矿渣微粉，成本较

高。

发明内容

[0005] 为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

硫灰渣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以期对钢渣在磁选过程中产生的高含水率的尾泥和循

环流化床锅炉的脱硫灰渣进行综合利用。

[0006]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的。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利用钢渣尾泥和脱硫灰渣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的方法，该方法

包括以下工序：

[0008] (1)脱水工序：将钢渣尾泥脱水至含水率不超过35％；所述钢渣尾泥是指钢渣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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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和湿法球磨后再经过磁选回收其中的单质铁和含铁矿物后余下的尾泥，粒度要求为

0.08mm方孔筛筛余不超过15％。

[0009] (2)球磨工序：将河砂、脱硫灰渣和生石灰分别球磨至要求的细度；所述脱硫灰渣

是指循环流化床锅炉采用炉内喷钙脱硫工艺产生的飞灰和炉渣，经过球磨后至细度为

0.08mm方孔筛筛余不超过15％；所述生石灰细度为0.08mm方孔筛筛余不大于25％；所述河

砂细度为0.08mm方孔筛筛余为15～25％。

[0010] (3)混料工序a：将水玻璃、水、水泥以及步骤(1)脱水后的钢渣尾泥、和步骤(2)球

磨后的河砂、脱硫灰渣、生石灰按比例计量后加入搅拌设备，在强烈搅拌下制成浆液1。

[0011] (4)混料工序b：按比例称取稳泡剂和铝粉膏，并将它们加入水中制成3～6wt％的

浆液2，再将该浆液2加入浆液1中充分搅拌，制得料浆。

[0012] (5)发泡和静停养护工序：将步骤(4)制得的料浆注入模具中成型形成砌块，并进

行发泡和静停养护；所述静停养护条件为：在55～65℃下静停养护4～6小时。

[0013] (6)水热蒸压养护工序：将步骤(5)成型后的砌块经拆模、切割后送入蒸压釜内进

行蒸压养护；所述蒸压养护的条件为：温度170～190℃的饱和蒸汽中养护6～8小时，制成加

气混凝土砌块。

[0014] 其中：在所述混料工序a中，以干物料质量计，每100kg混合料含有：钢渣尾泥25～

45kg，水泥3～8kg，生石灰4～8g，河砂10～20kg，脱硫灰渣24～45kg，水玻璃1～2kg。

[0015] 在所述混料工序b中，每100kg混料工序a中的混合料再加铝粉膏0.05～0.09kg，稳

泡剂0.02～0.05kg。

[0016] 在上述工序中，总加水量为加水量与原料中各物料自带的水量之和，占混合料以

干物料计总质量的60～65％。【以干物料质量计，是指配比中所指的各原料质量为不含水时

的质量，但实际计量时各原料的质量需加上所含水分质量。若配比中某原料的质量为m1kg，

该原料的含水率为w1％，m1则指该原料完全不含水分时的质量，实际称量该原料时的质量m2

为：m2＝m1/(1-w1％)】

[0017] 作为一种优化，所述混料工序a中的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不

低于42.5级。

[0018] 作为一种优化，所述球磨工序中的生石灰，其有效氧化钙含量不低于70wt％；河砂

的SiO2含量不低于65％，细度为0.08mm方孔筛筛余为15～25％。

[0019] 作为一种优化，所述球磨工序中的河砂，其SiO2含量不低于65％，其细度为0.08mm

方孔筛筛余为15～25％。

[0020] 作为一种优化，所述混料工序b中的稳泡剂为皂荚粉、拉开粉和茶皂素中的任意一

种。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22] 1、本发明采用钢渣尾泥代替部分石灰和水泥，脱硫灰渣代替部分石灰、石膏和砂

来制备加气混凝土砌块，钢渣尾泥和脱硫灰渣的总掺量可达65％(质量比)以上，解决了钢

渣尾泥和脱硫灰渣的利用问题，同时大大降低了原料成本。

[0023] 2、本发明在制备时钢渣尾泥无需烘干，可以经脱水后直接用于制备加气混凝土砌

块，降低了干燥成本。由此可见，本发明所提供的方法不仅大大降低了成本，而且工艺简单、

非常适于工业大规模生产。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6365674 B

4



[0024] 3、通过本发明制备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密度低、导热系数低、隔音和抗压强度性能

均良好，产品性能达到GB11968-2006《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的A3.5B06等级要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详细说明，但本发明不局限于下述实施例。

[0026] 实施例1

[0027] (1)脱水工序：用带式脱水机将钢渣尾泥脱水至含水率小于35％，其细度为0.08mm

方孔筛筛余13.9％；

[0028] (2)球磨工序：用球磨机将脱硫灰渣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1.5％，用球磨机

将河砂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24.7％，生石灰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4.1％。

[0029] (3)混料工序a：按配比将钢渣尾泥、水泥、生石灰、河砂、脱硫灰渣、水玻璃各原料

经计量后加入制浆设备中，加水搅拌制成浆液1。本实例中，以干物料质量计，每100kg原料

中包括：钢渣尾泥32.5kg、水泥8kg、生石灰4kg、河砂10kg、脱硫灰渣44kg和水玻璃1.5kg。总

加水量为62.5kg，总加水量包括钢渣尾泥、水玻璃和浆液2中带入的水分质量，水玻璃与水

混合后加入。原料中，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不低于42.5级，生石灰中

的有效氧化钙含量不低于70wt.％。

[0030] (4)混料工序b：按配比将铝粉膏0.09kg和拉开粉0.05kg，加水配成质量分数为

6wt.％的浆液2，将浆液2加入浆液1中继续搅拌成料浆。

[0031] (5)发泡和静停养护工序：将料浆注入模具中成型，并送往静停养护室进行发泡和

静停养护，静停养护条件为：在60℃下静停养护4小时。

[0032] (6)水热蒸压养护工序：将上述工序成型砌块经拆模、切割后送到蒸压釜内进行蒸

压养护，所述蒸压养护的条件为温度170℃的饱和蒸汽中养护7小时，制成加气混凝土砌块。

[0033] 本实施例中制成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按GB/T  2542-2012《砌墙砖试验方法》测试

得的抗压强度为4.6MPa，干密度553kg/m3，干燥收缩值0.21mm/m，冻后质量损失为2.4％，冻

后抗压强度3.9MPa，干态导热系数为0.091W/(m·K)。产品性能达到GB11968-2006《蒸压加

气混凝土砌块》的A3.5B06等级要求。

[0034] 实施例2

[0035] (1)脱水工序：用带式脱水机将钢渣尾泥脱水至含水率小于35％，其细度为0.08mm

方孔筛筛余14.3％；

[0036] (2)球磨工序：用球磨机将脱硫灰渣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3.4％，用球磨机

将河砂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7.6％，生石灰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4.5％。

[0037] (3)混料工序a：按配比将钢渣尾泥、水泥、生石灰、河砂、脱硫灰渣、水玻璃各原料

经计量后加入制浆设备中，加水搅拌制成浆液1。本实例中，以干物料质量计，每100kg原料

中包括：钢渣尾泥32.5kg、水泥5kg、生石灰8kg、河砂15kg、脱硫灰渣37kg和水玻璃1.5kg。总

加水量为60kg，总加水量包括钢渣尾泥、水玻璃和浆液2中带入的水分质量，水玻璃与水混

合后加入。原料中，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不低于42.5级，生石灰中的

有效氧化钙含量不低于70wt.％。

[0038] (4)混料工序b：按配比将铝粉膏0.08kg和皂荚粉0.03kg，加水配成质量分数为

3wt.％的浆液2，将浆液2加入浆液1中继续搅拌成料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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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5)发泡和静停养护工序：将料浆注入模具中成型，并送往静停养护室进行发泡和

静停养护，静停养护条件为：在55℃下静停养护4小时。

[0040] (6)水热蒸压养护工序：将上述工序成型砌块经拆模、切割后送到蒸压釜内进行蒸

压养护，所述蒸压养护的条件为温度190℃的饱和蒸汽中养护6小时，制成加气混凝土砌块。

[0041] 经测试，本实施例中制成的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性能能够达到A3.B05等级。

[0042] 实施例3

[0043] (1)脱水工序：用带式脱水机将钢渣尾泥脱水至含水率小于35％，其细度为0.08mm

方孔筛筛余14.3％；

[0044] (2)球磨工序：用球磨机将脱硫灰渣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3.4％，用球磨机

将河砂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5.3％，生石灰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24.1％。

[0045] (3)混料工序a：按配比将钢渣尾泥、水泥、生石灰、河砂、脱硫灰渣、水玻璃各原料

经计量后加入制浆设备中，加水搅拌制成浆液1。本实例中，以干物料质量计，每100kg原料

中包括：钢渣尾泥45kg、水泥3kg、生石灰7kg、河砂20kg、脱硫灰渣24kg和水玻璃1kg。总加水

量为60kg，总加水量包括钢渣尾泥、水玻璃和浆液2中带入的水分质量，水玻璃与水混合后

加入。原料中，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不低于42.5级，生石灰中的有效

氧化钙含量不低于70wt.％。

[0046] (4)混料工序b：按配比将铝粉膏0.07kg和茶皂素0.02kg，加水配成质量分数为

3wt.％的浆液2，将浆液2加入浆液1中继续搅拌成料浆。

[0047] (5)发泡和静停养护工序：将料浆注入模具中成型，并送往静停养护室进行发泡和

静停养护，静停养护条件为：在55℃下静停养护6小时。

[0048] (6)水热蒸压养护工序：将上述工序成型砌块经拆模、切割后送到蒸压釜内进行蒸

压养护，所述蒸压养护的条件为温度170℃的饱和蒸汽中养护8小时，制成加气混凝土砌块。

[0049] 经测试，本实施例制成的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性能能够达到A3.5B06等级。

[0050] 实施例4

[0051] (1)脱水工序：用带式脱水机将钢渣尾泥脱水至含水率小于35％，其细度为0.08mm

方孔筛筛余14.3％；

[0052] (2)球磨工序：用球磨机将脱硫灰渣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3.4％，用球磨机

将河砂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20.6％，生石灰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4.5％。

[0053] (3)混料工序a：按配比将钢渣尾泥、水泥、生石灰、河砂、脱硫灰渣、水玻璃各原料

经计量后加入制浆设备中，加水搅拌制成浆液1。本实例中，以干物料质量计，每100kg原料

中包括：钢渣尾泥25kg、水泥7kg、生石灰8kg、河砂14kg、脱硫灰渣45kg和水玻璃1kg。总加水

量为65kg，总加水量包括钢渣尾泥、水玻璃和浆液2中带入的水分质量，水玻璃与水混合后

加入。原料中，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不低于42.5级，生石灰中的有效

氧化钙含量不低于70wt.％。

[0054] (4)混料工序b：按配比将铝粉膏0.06kg和拉开粉0.04kg，加水配成质量分数为

4wt.％的浆液2，将浆液2加入浆液1中继续搅拌成料浆。

[0055] (5)发泡和静停养护工序：将料浆注入模具中成型，并送往静停养护室进行发泡和

静停养护，静停养护条件为：在55℃下静停养护5小时。

[0056] (6)水热蒸压养护工序：将上述工序成型砌块经拆模、切割后送到蒸压釜内进行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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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养护，所述蒸压养护的条件为温度180℃的饱和蒸汽中养护7小时，制成加气混凝土砌块。

[0057] 经测试，本实施例制成的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性能能够达到A3.5B06等级。

[0058] 实施例5

[0059] (1)脱水工序：用带式脱水机将钢渣尾泥脱水至含水率小于35％，其细度为0.08mm

方孔筛筛余12.7％；

[0060] (2)球磨工序：用球磨机将脱硫灰渣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0.5％，用球磨机

将河砂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24.7％，生石灰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4.5％。

[0061] (3)混料工序a：按配比将钢渣尾泥、水泥、生石灰、河砂、脱硫灰渣、水玻璃各原料

经计量后加入制浆设备中，加水搅拌制成浆液1。本实例中，以干物料质量计，每100kg原料

中包括：钢渣尾泥30kg、水泥6kg、生石灰7kg、河砂12kg、脱硫灰渣44kg和水玻璃1kg。总加水

量为62.5kg，总加水量包括钢渣尾泥、水玻璃和浆液2中带入的水分质量，水玻璃与水混合

后加入。原料中，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不低于42.5级，生石灰中的有

效氧化钙含量不低于70wt.％。

[0062] (4)混料工序b：按配比将铝粉膏0.05kg和茶皂素0.05kg，加水配成质量分数为

5wt.％的浆液2，将浆液2加入浆液1中继续搅拌成料浆。

[0063] (5)发泡和静停养护工序：将料浆注入模具中成型，并送往静停养护室进行发泡和

静停养护，静停养护条件为：在65℃下静停养护4小时。

[0064] (6)水热蒸压养护工序：将上述工序成型砌块经拆模、切割后送到蒸压釜内进行蒸

压养护，所述蒸压养护的条件为温度170℃的饱和蒸汽中养护8小时，制成加气混凝土砌块。

[0065] 经测试，本实施例制成的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性能能够达到A3.5B06等级。

[0066] 实施例6

[0067] (1)脱水工序：用带式脱水机将钢渣尾泥脱水至含水率小于35％，其细度为0.08mm

方孔筛筛余14.3％；

[0068] (2)球磨工序：用球磨机将脱硫灰渣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3.4％，用球磨机

将河砂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7.6％，生石灰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24.1％。

[0069] (3)混料工序a：按配比将钢渣尾泥、水泥、生石灰、河砂、脱硫灰渣、水玻璃各原料

经计量后加入制浆设备中，加水搅拌制成浆液1。本实例中，以干物料质量计，每100kg原料

中包括：钢渣尾泥34kg、水泥6kg、生石灰7kg、河砂17kg、脱硫灰渣34kg和水玻璃2kg。总加水

量为65kg，总加水量包括钢渣尾泥、水玻璃和浆液2中带入的水分质量，水玻璃与水混合后

加入。原料中，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不低于42.5级，生石灰中的有效

氧化钙含量不低于70wt.％。

[0070] (4)混料工序b：按配比将铝粉膏0.06kg和皂荚粉0.04kg，加水配成质量分数为

4wt.％的浆液2，将浆液2加入浆液1中继续搅拌成料浆。

[0071] (5)发泡和静停养护工序：将料浆注入模具中成型，并送往静停养护室进行发泡和

静停养护，静停养护条件为：在60℃下静停养护5小时。

[0072] (6)水热蒸压养护工序：将上述工序成型砌块经拆模、切割后送到蒸压釜内进行蒸

压养护，所述蒸压养护的条件为温度190℃的饱和蒸汽中养护7小时，制成加气混凝土砌块。

[0073] 经测试，本实施例制成的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性能能够达到A3.5B06等级。

[0074] 实施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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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1)脱水工序：用带式脱水机将钢渣尾泥脱水至含水率小于35％，其细度为0.08mm

方孔筛筛余14.3％；

[0076] (2)球磨工序：用球磨机将脱硫灰渣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3.4％，用球磨机

将河砂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7.6％，生石灰球磨至0.08mm方孔筛筛余为14.5％。

[0077] (3)混料工序a：按配比将钢渣尾泥、水泥、生石灰、河砂、脱硫灰渣、水玻璃各原料

经计量后加入制浆设备中，加水搅拌制成浆液1。本实例中，以干物料质量计，每100kg原料

中包括：钢渣尾泥36kg、水泥5kg、生石灰6kg、河砂15kg、脱硫灰渣36.5kg和水玻璃1.5kg。总

加水量为60kg，总加水量包括钢渣尾泥、水玻璃和浆液2中带入的水分质量，水玻璃与水混

合后加入。原料中，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不低于42.5级，生石灰中的

有效氧化钙含量不低于70wt.％。

[0078] (4)混料工序b：按配比将铝粉膏0.07kg和皂荚粉0.04kg，加水配成质量分数为

3wt.％的浆液2，将浆液2加入浆液1中继续搅拌成料浆。

[0079] (5)发泡和静停养护工序：将料浆注入模具中成型，并送往静停养护室进行发泡和

静停养护，静停养护条件为：在60℃下静停养护6小时。

[0080] (6)水热蒸压养护工序：将上述工序成型砌块经拆模、切割后送到蒸压釜内进行蒸

压养护，所述蒸压养护的条件为温度170℃的饱和蒸汽中养护7小时，制成加气混凝土砌块。

[0081] 经测试，本实施例制成的加气混凝土砌块产品性能能够达到A3.5B06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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