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010757608.4

(22)申请日 2020.07.31

(71)申请人 江西省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

院

地址 330001 江西省南昌市何坊西路355号

(72)发明人 鲁亚　刘松柏　漆江锋　曹志雄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兆君联合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333

代理人 刘俊玲

(51)Int.Cl.

C04B 20/02(2006.01)

C04B 18/12(2006.01)

C04B 28/00(2006.01)

C04B 40/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硅质脱硫铜尾矿微粉及其制备和在

PHC管桩生产中的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脱硫铜尾矿微粉，其中SO3

含量<1.5%、水含量<15%、二氧化硅含量≥65%、比

表面积为450‑550m2/kg、各粒径间重量比例为：

10‑75μm:5‑10μm:2‑5μm:＜2μm=20‑35:20‑

30:15‑25:15‑25。本发明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

性能优异，具有高硅含量。本发明还提供所述脱

硫铜尾矿微粉的制备方法和作为硅质原料在PHC

管桩生产中的应用。本发明的脱硫铜尾矿微粉应

用于PHC管桩生产时，能够高比例替代天然硅质

原料，而且可以有效解决铜尾矿堆存产生环境、

安全等问题，还能有效降低PHC管桩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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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脱硫铜尾矿微粉，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中，SO3含量<1.5%（优选

<0 .85%），水含量<15%（优选<13%），二氧化硅含量≥65%（优选≥68%），比表面积为450-

550m2/kg（优选480-500m2/kg）；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中各粒径间重量比例为：10-75μm  :  5-

10μm  :  2-5μm  :  ＜2μm=20-35  :  20-30  :  15-25  :  15-25。

2.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的脱硫铜尾

矿微粉中的氯离子含量≤0.06%；更优选≤0.01%。

3.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中各粒径间重

量比例为：10-75μm  :  5-10μm  :  2-5μm  :  ＜2μm=30-33  :  20-22  :  21-25  :  24-25。

4.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是按照以下

方法制备得到的：将铜尾矿先浮选脱硫至SO3含量低于1.5%，然后将脱硫后的铜尾矿经压滤

或过滤脱水至含水量低于15%，将脱硫脱水后的铜尾矿通过立磨方式粉磨处理为比表面积

为450-550m2/kg的铜尾矿微粉，最后调整级配使所述微粉中各粒径间重量比例达到：10-75

μm  :  5-10μm  :  2-5μm  :  ＜2μm  =  20-35  :  20-30  :  15-25  :  15-25。

5.制备权利要求1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铜尾矿经浮选脱硫处理至SO3含量低于1.5%，得到脱硫铜尾矿粉；

2）将1）所得脱硫铜尾矿粉经压滤或过滤脱水处理至含水量低于15%，得到脱硫脱水铜

尾矿粉；

3）将2）所得脱硫脱水铜尾矿粉通过立磨方式粉磨至比表面积为450-550m2/kg，得到脱

硫脱水的铜尾矿微粉；

4）调整级配使所述微粉中各粒径间重量比例达到：10-75μm  :  5-10μm  :  2-5μm  :  ＜2

μm  =  20-35  :  20-30  :  15-25  :  15-25。

6.权利要求1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在PHC管桩生产中的应用。

7.权利要求6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应用是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作为硅质

原料用于PHC管桩生产。

8.一种用于生产PHC管桩的原料组合物，按重量份计，所述原料组合物的组分配比如

下：

水泥：200-350

硅砂粉：0-60

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60-150

硅灰或矿粉：0-15

砂：600-900

石：1000-1400

聚羧酸系减水剂：5-20

添加剂：0-5；所述的添加剂选择增效剂或减胶剂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的组合。

9.一种用于生产PHC管桩的原料组合物，按重量份计，所述原料组合物的组分配比如

下：

水泥：270-320

硅砂粉：30

权利要求1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9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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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灰或矿粉：5

砂：640-820

石：1160-1370

聚羧酸系减水剂：9-13

添加剂：2.5-3.5；所述的添加剂选择增效剂或减胶剂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的组合。

10.一种PHC管桩，其特征在于，它由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原料组合物和水经拌合、成型

及蒸压养护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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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硅质脱硫铜尾矿微粉及其制备和在PHC管桩生产中的

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领域，具体为一种高硅质脱硫铜尾矿微粉及其制备和在PHC

管桩生产中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高强度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称为“PHC管桩”）是近年来发展较快、应用较广泛的一

种高强混凝土制品，具有混凝土强度等级高、承载力大、抗冲击性能及抗弯性能好、施工速

度快等优点，广泛应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铁路、公路、桥梁、港口、码头、市政及大型设备基

础工程。PHC管桩采用离心成型工艺，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80，采用蒸压养护方式进行养护，

蒸压养护为惰性掺合料的使用扩宽了应用前景，有利于成本的降低。因为惰性掺合料的活

性在高温高压条件下得以充分的活化。尤其对石英之类的惰性物质，在常温下不可能与水

泥中的Ca(OH)2起反应，但在蒸压条件下，SiO2能与Ca(OH)2可起化学反应，生成强度很高的

托勃莫来石。因此在PHC管桩生产的原材料中通常会大量用到硅砂粉等此类的硅质材料，硅

砂粉一般通过砂质原料（一般为天然河砂、湖砂、山砂、机制砂等）进行粉磨后进行使用，生

产成本较高且目前由于天然资源匮乏导致品质不太稳定。

[0003] 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的统计数据表明：从1949年到2007年，我国铜尾矿累计排放

量高达24亿吨，每年新增约3亿吨，目前铜尾矿的主要处置方式是尾矿浆排放后堆存在人工

筑造的尾矿库内，长期的堆存将会污染生态环境、占用土地资源、制造安全隐患、造成资源

浪费。铜尾矿是由铜矿石经破碎、粉磨、精选后所剩下的细粉料，SiO2含量高，易磨性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利用废弃铜尾矿二氧化硅含量高、易磨性好等特性，将铜尾矿

经脱硫、脱水工艺预处理后再经过烘干、粉磨、分选（级配调整）后，替代天然硅质原料应用

于PHC管桩生产中，可以有效解决铜尾矿堆存产生环境、安全等问题，并且有效降低PHC管桩

生产成本。

[0005]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首先，提供一种脱硫铜尾矿微粉，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中，SO3含量<

1.5%，水含量<15%，二氧化硅含量≥65%，比表面积为450-550m2/kg；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中

各粒径间重量比例为：10-75μm  :  5-10μm  :  2-5μm  :  ＜2μm=20-35  :  20-30  :  15-25  : 

15-25。

[0006] 本发明优选的方案中，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中SO3含量<

0.85%。

[0007] 本发明优选的方案中，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中水含量<13%。

[0008] 本发明优选的方案中，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中二氧化硅含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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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本发明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比表面积为480-500m2/kg。

[0010] 本发明优选的方案中，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中的氯离子含量

≤0.06%；更优选≤0.01%。

[0011] 本发明优选的方案中，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中各粒径间重量比例为：10-75μm  : 

5-10μm  :  2-5μm  :  ＜2μm=30-33  :  20-22  :  21-25  :  24-25。

[0012] 本发明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是按照以下方法制备得到的：将铜

尾矿先浮选脱硫至SO3含量低于1.5%，然后将脱硫后的铜尾矿经压滤或过滤脱水至含水量

低于15%，将脱硫脱水后的铜尾矿通过立磨方式粉磨处理为比表面积为450-550m2/kg的铜

尾矿微粉，最后调整级配使所述微粉中各粒径间重量比例达到：10-75μm  :  5-10μm  :  2-5μ

m  :  ＜2μm  =  20-35  :  20-30  :  15-25  :  15-25。

[0013] 在此基础上，本发明还提供制备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铜尾矿经浮选脱硫处理至SO3含量低于1.5%，得到脱硫铜尾矿粉；

2）将1）所得脱硫铜尾矿粉经压滤或过滤脱水处理至含水量低于15%，得到脱硫脱水铜

尾矿粉；

3）将2）所得脱硫脱水铜尾矿粉通过立磨方式粉磨至比表面积为450-550m2/kg，得到脱

硫脱水的铜尾矿微粉；

4）调整级配使所述微粉中各粒径间重量比例达到：10-75μm  :  5-10μm  :  2-5μm  :  ＜2

μm  =  20-35  :  20-30  :  15-25  :  15-25。

[0014] 此外，本发明还提供所述脱硫铜尾矿微粉在PHC管桩生产中的应用。

[0015] 本发明所述的应用，是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作为硅质原料用于PHC管桩生产。

[0016] 基于所述的应用，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生产PHC管桩的原料组合物，按重量份

计，所述原料组合物的组分配比如下：

水泥：200-350

硅砂粉：0-60

本发明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60-150

硅灰或矿粉：0-15

砂：600-900

石：1000-1400

聚羧酸系减水剂：5-20

添加剂（增效剂、减胶剂等）：0-5。

[0017] 本发明优选的方案中，所述的用于生产PHC管桩的原料组合物组分配比如下：

水泥：270-320

硅砂粉：30

本发明所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90-130

硅灰或矿粉：5

砂：640-820

石：1160-1370

聚羧酸系减水剂：9-13

添加剂（增效剂、减胶剂等）：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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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以本发明所述原料组合物用于生产PHC管桩时，先将所述比例的原料组合物按照

常规方法以0.20-0.35的水胶比（优选0.22-0.28的水胶比）拌合成浆体，然后经常规成型和

蒸压养护，蒸压制度为压力1-1.2MPa，温度180-200℃，得到的PHC管桩力学性能、耐久性能、

安全性（浸出毒性）均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利用废弃铜尾矿二氧化硅含量高、易磨性好等特性，将铜

尾矿经脱硫、脱水烘干、粉磨、分选（级配调整）后，得到的脱硫铜尾矿微粉性能优异，具有高

硅含量，不仅能够高比例替代天然硅质原料应用于PHC管桩生产中，而且可以有效解决铜尾

矿堆存产生环境、安全等问题，还能有效降低PHC管桩生产成本。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实施例1：

按照以下方法制备高硅质脱硫铜尾矿微粉：

将矿区一的铜尾矿通过浮选脱硫方式，使SO3含量降低到0.8%；再通过压滤方式脱水，

使其含水量降低到13%；最后通过立磨方式对脱硫的铜尾矿进行粉磨并分选，形成铜尾矿微

粉产品A。

[0021] 本实施例铜尾矿微粉A的性能为：二氧化硅含量为68%，氯离子含量为0.01%，比表

面积为500m2/kg，通过级配调整，粒径分布（以质量份计）为10-75μm：33份，5-10μm：22份，2-

5μm：21份，＜2μm：24份，放射性、安定性、浸出毒性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0022] 实施例2：

按照以下方法制备高硅质脱硫铜尾矿微粉：

将矿区一的铜尾矿通过浮选脱硫方式，使SO3含量降低到0.85%；再通过陶瓷过滤机过

滤方式脱水，使其含水量降低到12%；最后通过立磨方式对脱硫的铜尾矿进行粉磨并分选，

形成铜尾矿微粉产品B。

[0023] 本实施例铜尾矿微粉B的性能为：二氧化硅含量为75%，氯离子含量为0.01%，比表

面积为480m2/kg，通过级配调整，粒径分布（以质量份计）为10-75μm：30份，5-10μm：20份，2-

5μm：25份，＜2μm：25份，放射性、安定性、浸出毒性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0024] 实施例3：

将实施例1制备的铜尾矿微粉A作为硅质原料部分替代硅砂粉，按照不同的配合比应用

于PHC管桩的生产中，各配合比及性能测试结果如下表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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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实施例4：

将实施例2制备的铜尾矿微粉B作为硅质原料部分替代硅砂粉，按照不同的配合比应用

于PHC管桩的生产中，各配合比及性能测试结果如下表2：

表2

[0026] 由实施例3和实施例4的性能测试结果可知，本发明的脱硫铜尾矿微粉用于PHC管

桩的生产时，作为硅质原料至少可以替代75%的硅砂粉，而且替代后拌合的浆体比相同水胶

比的替代前的浆体更饱满，保水性更好，进一步经成型、蒸压得到的PHC管桩性能可以达到

甚至优于替代前的PHC管桩产品。由此可见，本发明的脱硫铜尾矿微粉在PHC管桩生产中具

有很高的工业应用价值，可以有效解决现有天然硅质原料紧缺及性能不稳定等问题，对于

降低PHC管桩生产成本和解决铜尾矿堆存问题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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