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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

性掺合材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将第一组份

电解锰渣与辅助物料制成粉料，得生料粉，经预

热器系统预热入分解炉，连续送入窑尾烟室；（2）

将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经锁风喂料系统，连续送入

窑尾烟室，与生料粉初步混合；（3）将生料粉和第

二组份电解锰渣的初步混合料从窑尾烟室送入

回转窑内，在回转窑内进一步充分混合，同时进

行煅烧，得熟渣；（4）将所得熟渣从回转窑的窑头

卸入篦冷机冷却，即得活性掺合材。本发明不需

事先对所有电解锰渣进行干燥、粉磨，可节省大

量能耗；有效利用电解锰渣中的硅、铝、铁、钙及

硫酸钙等成分；避免挥发性污染物污染环境；生

产投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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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设有

锁风喂料系统的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进行生产，包括以下步骤：

（1）将第一组份电解锰渣与辅助物料制成粉料，得生料粉，经预热器系统预热入分解

炉，连续送入窑尾烟室；

（2）将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经锁风喂料系统，连续送入窑尾烟室，与生料粉初步混合；

（3）将生料粉和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的初步混合料从窑尾烟室送入回转窑内，在回转窑

内进一步充分混合，同时进行煅烧，得熟渣；

（4）将所得熟渣从回转窑的窑头卸入篦冷机冷却，即得活性掺合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第一组份电解锰渣为堆存干化的电解锰渣，或新鲜电解锰渣；所述

辅助物料包括高钙原料、高铝原料中的一种或多种；高钙原料优选石灰石、石屑/石渣、电石

渣、石灰石骨料废弃砼中的一种或多种；高铝原料优选铝土矿。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法，其

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第一组份电解锰渣与辅助物料采用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生料

制备系统制成粉料，所得粉料的粒度为：80μm孔径的筛余<30%。

4.根据权利要求1~3之一所述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第一组份电解锰渣与辅助物料的质量比为：第一组份电解

锰渣10～70%：辅助物料90～30%。

5.根据权利要求1~4之一所述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预热器系统采用二级、或三级、或四级、或五级、或六级旋

风预热器系统，生料粉从第1级、或第2级、或第3级、或第4级或第5级旋风预热器连续喂入，

经旋风预热器预热入分解炉，再进入最下级旋风预热器，然后通过最下级旋风预热器下料

馏管进入窑尾烟室。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2）中，第二组份电解锰渣先经锁风喂料系统将电解锰渣连续送入最下级旋风

预热器下料馏管中，再进入窑尾烟室，或经锁风喂料系统直接送入窑尾烟室。

7.根据权利要求1~6之一所述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第二组份电解锰渣为湿态新鲜电解锰渣、锰渣混合物，或

堆存的电解锰渣。

8.根据权利要求1~7之一所述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生料粉与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的质量比为：生料粉20～90%：

第二组份电解锰渣80～10%。

9.根据权利要求1~8之一所述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所述回转窑内为氧化性气氛，回转窑内温度为1200~1500℃；煅

烧时间为15~90分钟。

10.根据权利要求1~9之一所述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高温熟渣冷却过程中回收的余热，供应给回转窑系统和热风粉

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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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水泥厂转型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法，尤其涉及一种利用水泥

厂转型处理电解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解锰渣是锰矿酸浸制备锰电解液过程中，经压滤产生的中性或弱酸性废渣。当

前，我国电解锰产能每年已逾200万吨，每生产1吨电解锰所排放的酸浸废渣量达5～7吨，当

原料锰矿石品位较低时，每吨电解锰产渣可达10吨，年实际堆积或掩埋量达数亿吨，年新增

量达数千万吨。

[0003] 电解锰渣成分及性质因锰矿石原料成分、酸浸工艺等的差异而存在一定的区别。

锰渣大多呈黑色，少数呈棕灰色，经压滤后呈饼状，入库堆存后逐渐粉化，吸收水分变为糊

状。由于压滤工艺及锰渣持水能力限制，脱水的新鲜锰渣含水率约25~32%，其水溶液成分主

要为浓度约35g/L  MnSO4、100g/L  (NH4)2SO4、25g/L  MgSO4等。这些酸浸废渣颗粒细小，一般

为细小黑色颗粒的泥糊状物质，其颗粒粒径分布一般为＜15μm占31～36%、15～30μm占  45

～50%、30～45μm 占4～6%、45～60μm 占1.5～3%、60～80μm占3.5～6%、80～100μm占＜1%、

＞100μm占  4～8%，可见，渣中颗粒粒径主要集中在3~30μm，约占70%以上。其平均粒径小于

水泥生料粉，保水性好，含水量高，烘干脱水困难，烘干过程有氨等挥发性气体排出。烘干后

电解锰渣的化学成分主要为烧失量9～14%、SiO2  22～35%、Al2O3  6～12%、Fe2O3  5～12%、

CaO  6～18%、MgO  1～4%、MnO  2～5%、SO3  20～37%、K2O  0.8～2%、Na2  0.2～1%及少量铅、锌、

镉、钴等；主要矿物成份为硫酸盐（以二水石膏为主）和SiO2 （石英）、2CaO·SiO2·2H2O

（C2SH2）和Fe2O3  等，其中SO3  达20～37%，折算为石膏（若CaO含量高时）占比45%以上，即电解

锰渣实质上属于较低品位的工业副产品化学石膏或硫酸盐废渣。

[0004] 由于电解锰渣颗粒微细、且含大量硫酸根、氨态氮及一定量的重金属有害元素，任

其排放将严重污染地表水、地下水及土壤，严重影响生态环境。为此，国内外对锰渣的处置

利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国外对锰渣的综合利用主要集中在锰矿渣作为配料生产水

泥和锰渣作为水泥生产的缓凝剂石膏的部分替代上。我国自90年代开始，数十家高校科研

院所及几乎所有电解锰企业都开展了锰渣利用的系列研究和实践，现有研究成果可概括为

如下六类：

（1）用于水泥生产或作为掺合材

CN1837120A公开了一种利用电解锰渣生产水泥的方法，是利用石灰石63～63.5%、电解

锰渣19～19.5%、铁粉1.5～2%、萤石1.3～1.8%、无烟煤13.2～13.7%混合粉磨为生料、成球

焙烧为熟料，其配料为正常的普通硅酸盐熟料生产配料，电解锰渣耗量小，煤耗高，成本高，

水泥质量不高，稳定性差；

CN101948254A公开了一种电解锰渣生态水泥的制备方法，是在500～900℃煅烧后的电

解锰渣10～50%、炼铁高炉矿渣10～50%、熟料10～50%、粉煤灰或钢渣0～20%、石膏3～7%、添

加剂（碳酸钾、氯化钠、氯化钙、硫酸钠等）粉磨至比表面积为360～580m2/kg制成电解锰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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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水泥，该方法须采用大量的熟料和矿渣等，其经济性极差，没有工业实用性；

CN102167533A公开了一种锰渣复合激活改性的矿渣水泥掺合材及其制法，是以经干

燥、超细粉磨至比表面积＞13m2/g（远高于水泥细度3～5m2/g），再经350℃～450℃焙烧活化

的改性电解锰渣78～82%、熟石灰（Ca(OH)2）  0～18%和熟料粉  0～22%混合均匀，制成矿渣

水泥掺和料，其实质即是以超细粉磨后的硫酸盐废渣低温焙烧活化为可溶性的无水硫酸钙

再加碱（Ca(OH)2）等复合制成硫碱复合激发剂，相对成本高，较用廉价的二水石膏或硬石膏

和石灰作硫碱激发剂没有显著技术效果优势，经济性差。

[0005] 客观上，以上现有的电解锰渣直接作为水泥的生产原料或作为掺合材的生产方

法，除实际效果极不理想外（均有停产或半停产的示范应用线），其能耗偏高，二次污染亦严

重。

[0006] （2）作缓凝剂、硫酸盐激发剂

即用经处理的电解锰渣替代石膏作缓凝剂，如湖南省建材研究设计院和中南大学合作

研发的电解锰渣的综合利用成果，其实质是以电解锰渣中的硫酸盐矿物活化作为水泥生产

的活化剂和替代石膏的缓凝剂。

[0007] 李坦平等公开了如下技术方案：于750℃热处理电解锰渣，可开发作为粉煤灰、高

炉矿渣的硫酸盐激发剂，也可与粉煤灰或高炉矿渣配合生产混凝土复合掺合料，或替代石

膏作为水泥缓凝剂（参见“电解锰渣的理化特征及其开发应用的研究”，  李坦平等，中国锰

业，第24卷第2期，2006年5月）。该方法相对于用天然硬石膏或工业氟石膏而言，无显著的技

术效果，但成本却很高，无经济性。

[0008] CN103553378A公开了一种利用电解锰渣作缓凝剂制备水泥的方法，是以电解锰渣

加碱性改性剂（生石灰CaO）和水按8:1:1比例配料搅拌改性，制成水泥缓凝剂，水泥中用量

为熟料产量的4～10%。这种替代性缓凝剂较廉价的二水石膏或改性的廉价的磷石膏无显著

的技术效果，没有经济性。且上述方法不仅影响水泥性能，其加工处理过程中还造成二次污

染。

[0009] （3）用于生产砖、砌块、陶粒、骨料建材

电解锰渣用于建材生产包括水泥胶结固化法和烧结法两大类。其中水泥胶结固化法是

以电解锰渣或水洗锰渣为主要原料，用水泥作胶凝材料成型固化，除污染扩散外，其产品后

期体积稳定性极差，已有的数十条生产线都已停产。烧结法是以锰渣加粘土/页岩等混合成

型烧结，二次污染大，掺量较高时产品体积稳定性差。

[0010] （4）用作路基材料

以堆存的锰渣代替部分土石料筑造公路路基、底基层、基层及路面筑造，实质上仅仅是

一种污染物转移方法。

[0011] （5）用锰渣制造锰肥或锰硅肥

如湖南湘西环保局的王怀安及邓建奇等都研究开发了锰渣制备复合肥的方法。

[0012] CN102674965A公开了一种锰渣复合肥及其制备方法，是以锰渣、含碳酸盐的化肥、

含木质素的添加剂生产锰渣复合肥，客观上是概念性操作，产生了污染物转移。

[0013] （6）锰渣的综合利用方法

锰渣的综合利用现着重于提取锰渣中的某些有价元素或化合物。

[0014] CN104017998A公开的一种锰渣综合利用方法及CN104016357A公开的一种锰渣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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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生产化工原料的方法，是将锰渣粉碎后与氟硅酸水溶液或氟化铵溶液混合加热反

应，经多级分离提取得到白炭黑、硫酸锰和硫酸盐及氢氧化铝。如贵工大开发的水洗回收硫

酸锰、水洗后的固体渣加水泥固化制陶瓷、骨粒等。但是，上述技术方案存在或经济性差或

消耗量小或有明显的二次污染等问题，客观上不能有效解决电解锰渣的资源化处理问题。

[0015] 关于电解锰渣的治理和综合利用问题的上述现有各种技术途径或技术方法，客观

上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或应用成果，锰渣的治理也早列入了国家“863计划”课题并得

以成果验收，但是，迄今为止，大宗的电解锰渣的实际综合利用效果还是很不尽如人意，大

量仍被简单堆埋或弃置于矿洞山沟，或烘干后填埋处理（烘干过程产生严重的气体污染），

对地下水、土壤及地表水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乃至长期隐患，迫切需要一种全新

的技术路径和方法来解决量大且面较广的锰渣的资源化利用问题。

[0016] 而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覆盖面很广的干法旋窑水泥产能巨大，部分水泥企业产能

置换退出导致设备资产闲置浪费，并影响到地方税收和就业问题。

发明内容

[001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节能、无二次污

染，有效利用电解锰渣中的硅、铝、铁、钙及硫酸钙等成分的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

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法。

[0018]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

渣生产活性掺合材的方法，利用设有锁风喂料系统的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进行生产，包括

以下步骤：

（1）将第一组份电解锰渣与辅助物料制成粉料，得生料粉，经预热器系统预热入分解

炉，连续送入窑尾烟室；

（2）将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经锁风喂料系统，连续送入窑尾烟室，与生料粉初步混合；

（3）将生料粉和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的初步混合料通过窑尾烟室进入回转窑内，在回转

窑内进一步充分混合，同时进行煅烧，得熟渣；

（4）将所得熟渣从回转窑的窑头卸入篦冷机冷却，即得活性掺合材。

[0019]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第一组份电解锰渣为堆存干化的电解锰渣，或新鲜电解

锰渣。

[0020]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辅助物料包括高钙原料、高铝原料中的一种或多种；高钙

原料优选石灰石、石屑/石渣、电石渣、石灰石骨料废弃砼中的一种或多种；高铝原料优选铝

土矿。

[0021]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第一组份电解锰渣与辅助物料采用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

的生料制备系统制成粉料，所得粉料的粒度为：80μm孔径的筛余<30%。

[0022]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第一组份电解锰渣与辅助物料的质量比为：第一组份电

解锰渣10～70%：辅助物料90～30%。

[0023]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预热器系统采用二级、或三级、或四级、或五级、或六级旋

风预热器系统，生料粉从第1级、或第2级、或第3级、或第4级、或第5级旋风预热器连续喂入，

经旋风预热器预热入分解炉，再进入最下级旋风预热器，然后通过最下级旋风预热器下料

馏管进入窑尾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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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优选的，步骤（2）中，第二组份电解锰渣先经锁风喂料系统连续送入最下级旋风预

热器下料馏管中，再进入窑尾烟室，或经锁风喂料系统直接进入窑尾烟室。

[0025] 优选的，步骤（2）中，所述第二组份电解锰渣为湿态新鲜电解锰渣、锰渣混合物（电

解锰渣中混合有其他废渣或粉料或其它物料），或堆存的电解锰渣。

[0026] 优选的，步骤（2）中，所述生料粉与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的质量比为：生料粉20～

90%：第二组份电解锰渣80～10%。

[0027] 优选的，步骤（3）中，所述回转窑内为氧化性气氛，回转窑内温度为1200~1500℃，

煅烧时间为15~90分钟。回转窑内氧化性气氛煅烧，能抑制锰渣中的硫酸盐分解，且在辅助

原料活性粉料的作用下，促进锰渣固体物中的硫酸盐与氧化铝、氧化铁、氧化钙化合稳定为

硫铝酸钙、硫铁酸钙及硫酸钙，促进锰渣固体物中的硅酸盐矿物活化，并高温熔融晶格固化

锰及其它重金属离子，有效利用电解锰渣中的硅、铝、铁、钙及硫酸钙等成分，达到锰渣资源

化有效综合利用的目的，且无二次污染。

[0028] 优选的，步骤（4）中，熟渣冷却过程中回收的余热，供应给回转窑系统和热风粉磨

系统。干法水泥厂的煤磨系统和生料制粉系统均采用热风粉磨系统。

[0029] 本发明利用现有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设备，将处置锰渣工艺所需的所有原料分为

两组，主要原料湿态超细饱水性好，难以干燥的电解锰渣以直接送入回转窑系统的窑尾烟

室的方式处理，仅粉磨可以调整电解锰渣固体物煅烧矿物成分的辅助物料和部分锰渣。

[0030] 根据干法水泥生产线熟料生产窑系统的特点、及湿态电解锰渣的特性，将难以烘

干粉磨处理的湿态电解锰渣（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直接喂入高温窑尾烟室内，湿态电解锰渣

中的水分及氨等挥发性成分迅速气化上升进入分解炉内，锰渣中的固体物随高温生料粉一

起进入高温回转窑内，于回转窑内氧化性气氛下充分混合、煅烧，此前不需要干燥、粉磨。

[0031] 本发明所得活性掺合材可直接供应水泥厂、粉磨站替代优质掺合材和石膏使用，

也可经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水泥粉磨系统制成高活性渣粉供应商品砼搅拌站及建材制

品厂，用于生产建材制品或干混砂浆/砌筑灰。

[003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大幅降低干法旋窑生产线干燥、粉磨及输送能耗，利于节

能；（2）有效化解电解锰渣烘干过程中挥发性污染物极难处理的问题，将电解锰渣中的氨根

（NH4+)等受热挥发性气体转入分解炉作为脱硝的氨类原料，化害为利，利于环保；（3）回转窑

中煅烧，有效利用电解锰渣中的硅、铝、铁、钙及硫酸钙等成分，达到锰渣资源化有效综合利

用的目的，且无二次污染；（4）可规模化充分利用原生的电解锰渣和堆存或弃置的电解锰

渣，一条100万t/a的干法水泥生产线年可处置湿态电解锰渣近100万吨，生产绿色高活性掺

合材近100万吨，利于水泥行业健康发展，利于保护社会生态环境及自然环境；（5）生产投资

低，可有效利用干法水泥生产线闲置资产，处置废渣的同时增加地方财政和解决就业问题。

[0033]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5] 实施例1

电解锰渣分别取自某锰业公司新鲜锰渣和室外堆存干化锰渣，新鲜渣检测含水率平均

27.8%，主要化学成分（单位:%）为SiO2  14 .97，Fe2O3  14 .36，Al2O3  5 .27，CaO  20 .38，M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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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7，MnO  7.18，，SO3  25.47，【NH4+】0.79，堆存干化锰渣平均含水率13.8%，化学分析成份

（单位:%）为SiO2  14.97，Fe2O3  14.36，Al2O3  5.27，CaO  20.38，MgO  0.27，MnO  7 .18，，SO3 

25.47，【NH4+】0.07。选用石灰石作为辅助原料，利用某厂φ4.2×64m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

增设窑尾烟室湿态电解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系统，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

性掺合材。

[0036] 以新鲜的原生锰渣作为第二组份电解锰渣。

[0037] （1）以堆存干化锰渣和辅助原料石灰石分别作为第一组份电解锰渣和辅助物料，

生料粉磨制备系统的配料质量比为电解锰渣15%：辅助原料石灰石85%，经干法旋窑水泥生

产线的生料制备系统制成80μm筛余18%的生料粉送入生料粉库；生料粉库内的生料粉经计

量连续送入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预热器系统，逐次经第1级、2级、3级、4级旋风预热器预

热入分解炉，随风拉至第5级旋风预热器后送入窑尾烟室；

（2）通过窑尾烟室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系统直接将含水率27.8%的原生湿态锰渣连

续送入窑尾烟室，与生料粉初步混合；送入回转窑系统的生料粉和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的质

量比设计为生料粉34%：第二组份电解锰渣66%；

（3）将电解锰渣和生料粉的初步混合料在高温的回转窑内进一步充分混合，同时控制

回转窑内于1400+-50  ℃氧化性气氛煅烧，煅烧时间为30分钟，得熟渣；

（4）将熟渣从回转窑的窑头卸入篦冷机冷却，得活性掺合材。高温熟渣冷却余热回收供

应回转窑系统和热风粉磨系统。

[0038] 检测：活性掺合材3d平均抗压强度18.5MPa、抗折强度3.4MPa，28天平均抗压强度

25.7MPa、抗折强度4.4MPa，安定性合格。熟渣按GB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定标准进行重金

属浸出试验，锰、铅、锌、铬、硒、镉未检出，说明重金属离子高温熔融晶格固化效果很好。

[0039] 所得的活性掺合材直接送至某水泥粉磨站替代全部水淬矿渣、炉渣和石膏生产

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此活性掺合材优于水淬矿渣、炉渣混合掺合材。

[0040] 实施例2

电解锰渣分别取自某锰业公司新鲜锰渣和室外堆存干化锰渣，新鲜渣检测含水率平均

30.3%，主要化学成分（单位:%）为SiO2  20 .37，Fe2O3  6 .49，Al2O3  8 .85，CaO  21 .09，MgO 

1.95，MnO  5.81，SO3  17.97，TiO2  0.41，【NH4+】0.63。堆存干化锰渣平均含水率16.9%，化学

分析成份（单位:%）为SiO2  20.37，Fe2O3  6.49，Al2O3  8.85，CaO  21.09，MgO  1.95，MnO  5.81，

SO3  17.97，TiO2  0.41， 【NH4+】0.09。选用石灰石、废弃混凝土按质量比2:1作为辅助原料，

利用某厂φ4.2×64m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增加窑尾烟室湿态电解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

系统，利用此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

[0041] 以新鲜的原生锰渣作为第二组份电解锰渣。

[0042] （1）以堆存干化锰渣和辅助原料分别作为第一组份电解锰渣和辅助物料，生料粉

磨制备系统的配料质量比为电解锰渣31%：辅助原料69%，经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生料制

备系统制成80μm筛余16%的生料粉送入生料粉库；生料粉库内的生料粉经计量连续送入干

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预热器系统，逐次经第1级、2级、3级、4级旋风预热器预热入分解炉，随

风拉至第5级旋风预热器后送入窑尾烟室；

（2）通过窑尾烟室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系统直接将含水率30.3%的原生湿态锰渣连

续送入窑尾烟室，与生料粉初步混合；送入回转窑系统的生料粉和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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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设计为生料粉53%：第二组份电解锰渣47%；

（3）将电解锰渣和生料粉的初步混合料在高温的回转窑内进一步充分混合，同时控制

回转窑内于1350+-50  ℃氧化性气氛煅烧，煅烧时间为50分钟，得熟渣；

（4）将熟渣从回转窑的窑头卸入篦冷机冷却，得活性掺合材。高温熟渣冷却余热回收供

应回转窑系统和热风粉磨系统。

[0043] 检测：活性掺合材3d平均抗压强度19.7MPa、抗折强度3.4MPa，28天平均抗压强度

27.4MPa、抗折强度4.4MPa，安定性合格。熟渣按GB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定标准进行重金

属浸出试验，锰、铅、锌、铬、硒、镉未检出，说明重金属离子高温熔融晶格固化效果很好。

[0044] 所得的活性掺合材直接送至某水泥厂替代全部粉煤灰、炉渣和石膏生产42.5级普

通硅酸盐水泥，此活性掺合材优于粉煤灰炉渣混合掺合材。

[0045] 实施例3

电解锰渣取自某锰业公司新鲜锰渣，检测含水率平均24.9%，分析主要化学成分（单

位:%）为SiO2  27.67，Fe2O3  4.69，Al2O3  7.76，CaO  17.8，MgO  2.14，MnO  2.55，SO3  31.92，

TiO2  0.41，【NH4+】0.74。选用石灰石、废弃混凝土按质量比1:1作为辅助原料，利用某厂φ

4.2×64m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增加窑尾烟室湿态电解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系统，利用

此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

[0046] 以新鲜的原生锰渣作为第二组份电解锰渣。

[0047] （1）以部分新鲜锰渣和辅助原料分别作为第一组份电解锰渣和辅助物料，生料粉

磨制备系统的配料质量比为电解锰渣67%：辅助原料33%，经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生料制

备系统制成80μm筛余12%的生料粉送入生料粉库；生料粉库内的生料粉经计量连续送入干

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预热器系统，逐次经第1级、2级、3级、4级旋风预热器预热入分解炉，随

风拉至第5级旋风预热器后送入窑尾烟室；

（2）通过窑尾烟室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系统直接将含水率24.9%的原生湿态锰渣连

续送入窑尾烟室，与生料粉初步混合；送入回转窑系统的生料粉和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的质

量比设计为生料粉87%：第二组份电解锰渣13%；

（3）将电解锰渣和生料粉的初步混合料在高温的回转窑内进一步充分混合，同时控制

回转窑内于1320+-50  ℃氧化性气氛煅烧，煅烧时间为65分钟，得熟渣；

（4）将熟渣从回转窑的窑头卸入篦冷机冷却，得活性掺合材。高温熟渣冷却余热回收供

应回转窑系统和热风粉磨系统。

[0048] 检测：活性掺合材3d平均抗压强度21.6MPa、抗折强度4.3MPa，28天平均抗压强度

30.1MPa、抗折强度4.8MPa，安定性合格。熟渣按GB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定标准进行重金

属浸出试验，锰、铅、锌、铬、硒、镉未检出，说明重金属离子高温熔融晶格固化效果很好。

[0049] 所得的活性掺合材直接送至某水泥厂替代全部粉煤灰、炉渣和石膏生产52.5级普

通硅酸盐水泥，此活性掺合材优于粉煤灰炉渣混合掺合材。

[0050] 实施例4

电解锰渣取自某锰业公司新鲜锰渣，检测含水率平均27.3%，分析主要化学成分（单

位:%）为SiO2  30.38，Fe2O3  10.79，Al2O3  5.37，CaO  10.84，MgO  1.39，MnO  3.02，SO3  10.63，

TiO2  2.22，【NH4+】0.71。  选用干法乙炔电石渣、废弃混凝土按质量比1:1作为辅助原料，利

用某厂φ4.2×64m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增加窑尾烟室湿态电解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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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生料粉喂入从第1级旋风预热器改为第3级旋风预热器喂入（相当于三级旋风预热器系

统），利用此干法水泥厂转型处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

[0051] 以新鲜的原生锰渣作为第二组份电解锰渣。

[0052] （1）以部分新鲜锰渣和辅助原料分别作为第一组份电解锰渣和辅助物料，生料粉

磨制备系统的配料质量比为电解锰渣43%：辅助原料57%，经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生料制

备系统制成80μm筛余17%的生料粉送入生料粉库；生料粉库内的生料粉经计量连续送入干

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预热器系统，逐次经第3级、4级旋风预热器预热入分解炉，随风拉至第

5级旋风预热器后送入窑尾烟室；

（2）通过窑尾烟室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系统直接将含水率27.3%的原生湿态锰渣连

续送入窑尾烟室，与生料粉初步混合；送入回转窑系统的生料粉和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的质

量比设计为生料粉24%：第二组份电解锰渣76%；

（3）电解锰渣和生料粉的初步混合料在高温的回转窑内进一步充分混合，同时控制控

制回转窑内于1380+-50  ℃氧化性气氛煅烧，煅烧时间为20分钟，得熟渣；

（4）将熟渣从回转窑的窑头卸入篦冷机冷却，得活性掺合材。高温熟渣冷却余热回收供

应回转窑系统和热风粉磨系统。

[0053] 检测：活性掺合材3d平均抗压强度22.4MPa、抗折强度4.5MPa，28天平均抗压强度

33.1MPa、抗折强度5.1MPa，安定性合格。熟渣按GB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定标准进行重金

属浸出试验，锰、铅、锌、铬、硒、镉未检出，说明重金属离子高温熔融晶格固化效果很好。

[0054] 所得的活性掺合材利用水泥粉磨系统制成80μm筛余3%的熟渣粉，作为活性渣粉送

至某商品混凝土搅拌站替代一级粉煤粉和膨胀剂生产C40商品混凝土，此活性熟渣粉的应

用效果优于一级粉煤粉和膨胀剂的复合效果。

[0055] 实施例5

电解锰渣分别取自某锰业公司新鲜锰渣和室外堆存干化锰渣，新鲜渣检测含水率平均

29.3%，主要化学成分（单位:%）为SiO2  35 .17，Fe2O3  5 .42，Al2O3  11 .49，CaO  9 .74，MgO 

2.84，MnO  3.69，SO3  31.17，TiO2  0.39，【NH4+】0.47。堆存干化锰渣平均含水率13.8%，化学

分析成份（单位:%）为SiO2  35.17，Fe2O3  5.42，Al2O3  11.49，CaO  9.74，MgO  2.84，MnO  3.69，

SO3  31.17，TiO2  0.39，【NH4+】0.05。选用石灰石为辅助原料，利用某厂φ4.2×64m干法旋窑

水泥生产线，增加窑尾烟室湿态电解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系统，利用干法水泥厂转型处

理锰渣生产活性掺合材。

[0056] 以新鲜的原生锰渣作为第二组份电解锰渣。

[0057] （1）以堆存干化锰渣和辅助原料石灰石分别作为第一组份电解锰渣和辅助物料，

生料粉磨制备系统的配料质量比为电解锰渣56%：辅助原料石灰石44%，经干法旋窑水泥生

产线的生料制备系统制成80μm筛余18%的生料粉送入生料粉库；生料粉库内的生料粉经计

量连续送入干法旋窑水泥生产线的预热器系统，逐次经第1级、2级、3级、4级旋风预热器预

热入分解炉，随风拉至第5级旋风预热器后送入窑尾烟室；

（2）通过窑尾烟室锰渣计量给料锁风喂料系统直接将含水率29.3%的原生湿态锰渣连

续送入窑尾烟室，与生料粉初步混合；送入回转窑系统的生料粉和第二组份电解锰渣的质

量比设计为生料粉76%：第二组份电解锰渣34%；

（3）电解锰渣和生料粉的初步混合料在高温的回转窑内进一步充分混合，同时控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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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窑内于1350+-50  ℃氧化性气氛煅烧，煅烧时间为45分钟，得熟渣；

（4）将熟渣从回转窑的窑头卸入篦冷机冷却，得活性掺合材。高温熟渣冷却余热回收供

应回转窑系统和热风粉磨系统。

[0058] 检测：活性掺合材3d平均抗压强度19.7MPa、抗折强度3.3MPa，28天平均抗压强度

29.6MPa、抗折强度4.3MPa，安定性合格。熟渣按GB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定标准进行重金

属浸出试验，锰、铅、锌、铬、硒、镉未检出，说明重金属离子高温熔融晶格固化效果很好。

[0059] 所得的活性掺合材利用水泥粉磨系统制成80μm筛余5%的熟渣粉，送至某建材制品

厂替代32.5级水泥和渣粉生产水泥制品，可以完全替代32.5级水泥和渣粉，有良好的性价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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