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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新鲜磷石膏生产水泥

缓凝剂的方法，将新鲜磷石膏、电石渣分别通过

加料斗，计量皮带机剂量后送到1#原料皮带机、

2#原料皮带机进入回转干燥窑进口；新鲜磷石

膏、电石渣的混合物在回转干燥窑内与来自热风

炉的热空气充分混合，交换热量，将物料的水份

烘干，物料出口温度50℃‑55℃；从回转干燥窑出

来的物料经出料皮带机冷却至室温后，与经计量

的碱渣通过皮带机送到卧式搅拌机内充分混合，

再通过成品皮带机送成品仓库堆存，即可得到水

泥缓凝剂。解决了磷石膏做缓凝球需对磷石膏进

行水洗的问题，1吨水泥缓凝剂需消耗一次水10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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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新鲜磷石膏生产水泥缓凝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新鲜磷石膏、电石渣分别通过加料斗，皮带机计量后分别送到1#原料皮带机、2#

原料皮带机进入回转干燥窑进口，回转干燥窑内通入热空气，热空气进口的温度控制为

200-250℃；

步骤二：新鲜磷石膏、电石渣的混合物在回转干燥窑内与来自热风炉的热空气充分混

合，交换热量，将物料的水份烘干，物料出口温度50℃-55℃，磷石膏在烘干过程中，因回转

干燥窑内装有破碎链轮，将磷石膏的晶格破碎，晶格内磷离子被释放出来；

步骤三：从回转干燥窑出来的物料经出料皮带机冷却至室温后，与经计量的碱渣通过

皮带机送到卧式搅拌机内充分混合，再通过成品皮带机送入成品仓库堆存，即可得到水泥

缓凝剂；

所述的原料中，新鲜磷石膏的含水率为20-28%；电石渣的含水率为18-25%；碱渣的含水

率为10-18%。

2.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新鲜磷石膏生产水泥缓凝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新鲜磷石

膏：电石渣：碱渣的质量比为85-95：1-5：1-5。

3.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新鲜磷石膏生产水泥缓凝剂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新鲜磷石

膏、电石渣的混合物经热风干燥后水分  含量控制为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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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新鲜磷石膏生产水泥缓凝剂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提供一种新鲜磷石膏改性后再利用的配方及在水泥缓凝剂上的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磷石膏是磷复肥行业磷矿石与硫酸反应生产硫酸后的副产品，其主要成分为二水

硫酸钙  (CaSO4·2H2O)，含有微量磷、氟等杂质。目前磷石膏的综合利用仍然是世界性的难

题，世界磷石膏年排放量达3亿吨，我国也超过6000万吨，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每年以15％速

度增长。现大部分都采用堆存的方式进行处理。

[0003] 国家发改委在“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和大宗固体废物料综合利用实施

方案的通知中明确要求2015年工业副产石膏利用率要达到50％(其中磷石膏要达30％)。

[0004] 理论上磷石膏通过处理后是可代替天然石膏的，而且用途极为广泛，主要用在以

下几个领域：

[0005] ①磷石膏作水泥缓凝剂；②磷石膏作新型建筑材料；③利用磷石膏制硫酸联产水

泥；④磷石膏用于矿山充填；⑤磷石膏用于地基加固。

[0006] 但由于磷石膏中含有微量磷、氟及其它多种杂质，制约了磷石膏的综合利用，必须

对磷石膏进行改性处理后磷石膏的综合利用才能得到推广。因此对磷石膏的改性处理是磷

石膏综合利用的关键。

[0007] 国内外对磷石膏改性的方法很多，普遍的作法是将磷石膏进行洗涤，在洗涤的过

程中加适量的生石灰，使磷石膏中易溶性的磷、氟等杂质固化为非溶性的物质。但随着国家

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生石灰的开采量也呈逐年下降趋势，导致市场上生石灰的价

格不断上扬，间接引起磷石膏改性的成本上涨。

发明内容

[0008] 本技术是以氯碱行业生产中的副产品电石渣和碱渣作为磷石膏的改性剂对磷石

膏进行改性处理，同样可达到对磷石膏进行改性的目的，但成本却比以生石灰作磷石膏改

性剂有大幅下降。

[0009] 电石渣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钙Ca(OH)2，OH-可中和磷石膏中的H+离子，Ca2+与磷石膏

中的可溶性PO43-结合，成为不可溶的化合物。所述的工业碱渣来自本集团下属烧碱生产企

业的废弃物，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具有强腐蚀性的强碱，一般为片状或块状形态，易溶于

水并形成碱性溶液，另有潮解性，易吸取空气中的水蒸气(潮解)和二氧化碳(变质)、密度

2.130g/cm3，熔点318.4℃，沸点1390℃。在改性剂中与Ca(OH)2性能基本一致。

[0010] 通过试验，工艺改进后，产品以水泥缓凝剂加入到水泥熟料中一起球磨后得到的

水泥制品的初期强度比原工艺增强。

[0011] 原工艺是将新鲜磷石膏、电石渣、碱渣共混，在烘干、破碎之前一次性加入添加剂

(电石渣、碱渣)，添加剂(电石渣、碱渣)在与磷石膏混合的过程中进行了反应。但根据磷石

膏的特性，磷石膏的晶格内还含有磷离子，这部分有害物质未被固化为稳定的磷酸盐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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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品质量特别是添加到水泥熟料中后，对水泥早期强度会有一定影响。

[0012] 改进后工艺：磷石膏在烘干过程中，因烘干机内装有破碎链轮，将磷石膏的晶格破

碎，晶格内磷离子被释放出来，与后期加入的碱渣进一步反应，使反应更彻底，作为水泥缓

凝剂效果更好。

[0013] 其反应原理为：易溶水的F-、PO43-与Ca2+反应生产难溶于水的Ca3(PO4)2、F2Ca；H+与 

OH-结合成H2O。

[0014] 具体步骤如下：

[0015] 步骤一：新鲜磷石膏、电石渣分别通过加料斗，计量皮带机计量  后分别送到1#原

料皮带机、2#原料皮带机进入回转干燥窑进口；

[0016] 步骤二：新鲜磷石膏、电石渣的混合物在回转干燥窑内与来自热风炉的热空气充

分混合，交换热量，将物料的水份烘干，物料出口温度50℃-55℃；

[0017] 步骤三：从回转干燥窑出来的物料经出料皮带机冷却至室温后，与经计量的碱渣

通过皮带机送到卧式搅拌机内充分混合，再通过成品皮带机送成品仓库堆存，即可得到水

泥缓凝剂。

[0018] 原料中，新鲜磷石膏的含水率为20-28％；电石渣的含水率为18-25％；碱渣的含水

率为  10-18％。

[0019] 新鲜磷石膏：电石渣：碱渣的质量比为85-95：1-5：1-5。

[0020] 步骤一中回转干燥窑内通入热空气，热空气进口的温度控制为200-250℃；新鲜磷

石膏、电石渣、碱渣的混合物经热风干燥后湿度控制为8％-10％。

[0021] 本专利的优点

[0022] 1.主要是变废为宝，对工业副产品进行综合利用，同时降低磷石膏改性的成本，可

以说是一举两得。目前市场上生石灰的价格已达到300元/吨，而电石渣仅50元/吨、碱渣更

便宜。根据试验结果，两种改性剂在对磷石膏进行改性处理时，添加的比例相当，但添加电

石渣和碱渣的磷石膏成本更低。

[0023] 2.解决了传统磷石膏做水泥缓凝剂需先进行陈化处理的问题。石膏陈化过程中需

占用场地，同时为防止石膏中渗滤液渗出后污染地下水，需对场地进行防渗处理，收集后的

渗滤液呈酸性，还需进行中和处理。这些都增加了磷石膏生产水泥缓凝剂的生产成本，经测

算，磷石膏陈化处理费每吨约11.2元。

[0024] 3.解决了磷石膏做缓凝球需对磷石膏进行水洗的问题，因磷石膏中含有磷、氟等

有害成分，因此传统的方式是在加工前，用水洗的方式进行净化处理，产生大量的工艺废

水，1吨水泥缓凝剂需消耗一次水100公斤。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传统工艺流程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的工艺流程。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实施例1

[0028] 步骤一：新鲜磷石膏(含水25％)、电石渣(含水20％)分别通过加料斗，计量皮带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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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  后送到1#原料皮带机、2#原料皮带机进入回转干燥窑进口；

[0029] 步骤二：新鲜磷石膏、电石渣的混合物在回转干燥窑内与来自热风炉的热空气充

分混合  (干燥窑进口热空气温度230℃)，交换热量，将物料的水份烘干(物料水分由25％降

到8％)，物料出口温度50℃；

[0030] 步骤三：从回转干燥窑出来的物料经出料皮带机冷却至室温后，与经计量的碱渣

(含水  15％)通过皮带机送到卧式搅拌机内充分混合，再通过成品皮带机送成品仓库堆存，

即可得到水泥缓凝剂。

[0031] 上述中新鲜磷石膏：电石渣：碱渣＝920kg：50kg：30kg。

[0032] 采用该技术生产的粉状水泥缓凝剂已在安徽盘固水泥集团、葛洲坝水泥厂等水泥

生产装置上进行应用，水泥缓凝剂在水泥熟料中的添加比例为3％，实践证明其效果完全可

替代天然石膏生产的水泥缓凝剂，部分指标甚至超过该公司过去使用的其它厂家水泥缓凝

剂的指标。

[0033] 改造前后对于常规水泥的性能指标对比(一)

[0034]

[0035]

[0036] 注：水泥熟料采用安徽盘锦水泥有限公司普通硅酸盐水泥(PO42.5)

[0037] 改造前后对于常规水泥的性能指标对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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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0039] 注：水泥熟料采用当阳葛洲坝水泥有限公司普通硅酸盐水泥(PO42.5)

[0040] 实施例2

[0041] 步骤一：新鲜磷石膏(含水22％)、电石渣(含水24％)分别通过加料斗，计量皮带机

计量  后送到1#原料皮带机、2#原料皮带机进入回转干燥窑进口；

[0042] 步骤二：新鲜磷石膏、电石渣的混合物在回转干燥窑内与来自热风炉的热空气充

分混合  (干燥窑进口热空气温度250℃)，交换热量，将物料的水份烘干(物料水分由25％降

到  8％-10％)，物料出口温度50℃-55℃；

[0043] 步骤三：从回转干燥窑出来的物料经出料皮带机冷却至室温后，与经计量的碱渣

(含水  20％)通过皮带机送到卧式搅拌机内充分混合，再通过成品皮带机送成品仓库堆存，

即可得到水泥缓凝剂。

[0044] 上述中，新鲜磷石膏：电石渣：碱渣＝930kg：30kg：40kg。

[0045] 采用该技术生产的粉状水泥缓凝剂已在安徽盘固水泥集团、葛洲坝水泥厂等水泥

生产装置上进行应用，水泥缓凝剂在水泥熟料中的添加比例为4％-5％，实践证明其效果完

全可替代天然石膏生产的水泥缓凝剂，部分指标甚至超过该公司过去使用的其它厂家水泥

缓凝剂的指标。

[0046] 水泥缓凝剂主要技术指标

[0047]

[0048]

[0049] 添加本产品后相对于常规水泥的性能对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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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注：水泥熟料采用安徽盘锦水泥有限公司普通硅酸盐水泥(PO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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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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