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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废弃物回收利用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及其制作方法。本

发明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工程渣土15～20份、

铁矿渣3～5份、煤矸石10～12份、石膏4～7份、页

岩6～8份、纤维素醚1～2份、精细白炭黑1～2份、

粘度改性剂0.5～0.8份。工程渣土在使用前经过

由甲基丙烯磺酸、过硫酸钠和尿素按照质量比1

～1.2:2～2.5:0.2～0.3:0.1～0.2混合后在3～

5％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在55～60℃下反应60～

70min制得的粘度改性剂处理，可以有效提高工

程渣土的粘性，从而有效提高制得的成品砖的强

度和质量，并在原料中添加剂纤维素醚和精细白

炭黑，可以提高制得成品砖的强度和抗压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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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工程渣土15～20

份、铁矿渣3～5份、煤矸石10～12份、石膏4～7份、页岩6～8份、纤维素醚1～2份、精细白炭

黑1～2份、粘度改性剂0.5～0.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

原料：工程渣土18份、铁矿渣4份、煤矸石10份、石膏5份、页岩6份、纤维素醚2份、精细白炭黑

1份、粘度改性剂0.7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度改性剂

为甲基丙烯磺酸、过硫酸钠和尿素按照质量比1～1.2:2～2.5:0.2～0.3:0.1～0.2混合后

在6～9％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在50～60℃下反应60～70min制得。

4.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渣土摊晒：在料场将工程渣土平铺为4～6cm的薄层，自然晾晒至含水量低于12％；

b、物料初步破碎：将工程渣土在破碎机中破碎为直径小于1cm的块状，煤矸石和页岩破

碎为直径小于2cm的颗粒；

c、细磨：经过破碎后的工程渣转入球磨机中进行细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过300目筛；

破碎后的煤矸石和页岩颗粒在球磨机中进行细磨并过400目筛；石膏在球磨机中细磨后过

325目筛；铁矿渣细磨后过400目筛；

d、渣土改性：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中加入粘度改性剂和纤维素醚并在搅拌机中搅拌均

匀得到改性渣土；

e、物料混合：经过粉磨的页岩、煤矸石、石膏、铁矿渣和精细白炭黑、改性渣土转入搅拌

机中，并加入上述物料总质量0.6～0.7倍的水，在70～90r/s的转速下搅拌15～20min，得混

合物料。

f、压制成型：将混合模具倒入模具中，经压砖机压制后即得初品免烧结砖；

g、自然养护：初品免烧结砖养护10～15天即得成品砖。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改性渣土在使用前需自然堆放2～4天。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压制成型中液压机的压力为15～25MPa。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的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养护在温度为20～25℃，空气相对湿度为88～93％的养护室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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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废弃物回收利用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及其制

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工程建设步伐的加快，导致城

市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的产量巨大，这些建筑渣土和来及主要来源于建筑施工工地产生的

土方、废渣、泥浆。

[0003] 我国工程渣土的产量巨大，城市基本被渣土包围。建筑渣土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土

壤和地下水源，影响市容等诸多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建筑垃圾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面

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另外，由于路途距离的关系以及渣土消纳需要缴纳政府规定的费用，随

意倾倒的现象就此产生。随意将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倾倒在道路、绿地等公共场所等未经

审核同意处置建筑渣土的地方，直接导致城市尘土飞扬，引起环境质量的恶化。

[0004] 目前，针对工程渣土的传统处理方式主要是采用简单填埋的方式，处理过程中往

往会导致大量场地被占用，同时，长时间重物放置易造成地面塌陷，且工程渣土随意堆放、

填埋的现象逐渐出现在郊区、道路两侧，甚至河流、湖泊等区域，给城市环境造成了严重污

染，也带来视觉污染，已演变成城市“伤疤”，这使得这些建筑渣土能否妥善处置已经成为当

前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

[0005] 使用工程渣土制砖是实现工程渣土资源化利用的方法之一，但是由于工程渣土自

身的性质差异等会严重影响制得的砖的质量，目前的制砖方法大多直接使用工程渣土为原

料，不经过处理，使制得的成品砖质量差，易断裂。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含有建筑垃圾的免烧结砖及其制作方法。

[0007] 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工程渣土15～20份、铁矿渣

3～5份、煤矸石10～12份、石膏4～7份、页岩6～8份、纤维素醚1～2份、精细白炭黑1～2份、

粘度改性剂0.5～0.8份。

[0008] 优选的，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工程渣土18份、铁矿渣4份、煤矸石10份、石膏5份、

页岩6份、纤维素醚2份、精细白炭黑1份、粘度改性剂0.7份。

[0009] 优选的，所述粘度改性剂为甲基丙烯磺酸、过硫酸钠和尿素按照质量比1～1.2:2

～2.5:0 .2～0.3:0 .1～0.2混合后在6～9％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在50～60℃下反应60～

70min制得。

[0010] 一种含有工程渣土的免烧结砖，包括以下步骤：

[0011] a、渣土摊晒：在料场将工程渣土平铺为4～6cm的薄层，自然晾晒至含水量低于

12％；

[0012] b、物料初步破碎：将工程渣土在破碎机中破碎为直径小于1cm的块状，煤矸石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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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破碎为直径小于2cm的颗粒；

[0013] c、细磨：经过破碎后的工程渣转入球磨机中进行细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过300目

筛；破碎后的煤矸石和页岩颗粒在球磨机中进行细磨并过400目筛；石膏在球磨机中细磨后

过325目筛；铁矿渣细磨后过400目筛；

[0014] d、渣土改性：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中加入粘度改性剂和纤维素醚并在搅拌机中搅

拌均匀得到改性渣土；

[0015] e、物料混合：经过粉磨的页岩、煤矸石、石膏、铁矿渣和精细白炭黑、改性渣土转入

搅拌机中，并加入上述物料总质量0.6～0.7倍的水，在70～90r/s的转速下搅拌15～20min，

得混合物料。

[0016] f、压制成型：将混合模具倒入模具中，经压砖机压制后即得初品免烧结砖；

[0017] g、自然养护：初品免烧结砖养护10～15天即得成品砖。

[0018] 优选的，所述改性渣土在使用前需自然堆放2～4天。

[0019] 优选的，所述压制成型中液压机的压力为15～25MPa。

[0020] 优选的，所述养护在温度为20～25℃，空气相对湿度为88～93％的养护室中进行。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2] 1、本发明使用工程渣土为原料制作免烧结砖，可以有效实现工程渣土的资源化利

用，实现变废为宝，并节约生产成本，减少了工程渣土堆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土地资源浪

费。

[0023] 2、工程渣土在使用前经过由甲基丙烯磺酸、过硫酸钠和尿素按照质量比1～1.2:2

～2.5:0 .2～0.3:0 .1～0.2混合后在3～5％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在55～60℃下反应60～

70min制得的粘度改性剂处理，可以有效提高工程渣土的粘性，从而有效提高制得的成品砖

的强度和质量，并在原料中添加剂纤维素醚和精细白炭黑，可以提高制得成品砖的强度和

抗压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一步作详细的说明，但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

不仅包括实施例中展现的内容。

[0025] 实施例1

[0026] 步骤一、准备以下重量份原料：工程渣土18份、铁矿渣4份、煤矸石10份、石膏5份、

页岩6份、纤维素醚2份、精细白炭黑1份、粘度改性剂0.7份；

[0027] 步骤二、渣土摊晒：在料场将工程渣土平铺为5cm的薄层，自然晾晒至含水量低于

12％；

[0028] 步骤三、物料初步破碎：将工程渣土在破碎机中破碎为直径小于1cm的块状，煤矸

石和页岩破碎为直径小于2cm的颗粒；

[0029] 步骤四、细磨：经过破碎后的工程渣转入球磨机中进行细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过

300目筛；破碎后的煤矸石和页岩颗粒在球磨机中进行细磨并过400目筛；石膏在球磨机中

细磨后过325目筛；铁矿渣细磨后过400目筛；

[0030] 步骤五、渣土改性：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中加入粘度改性剂和纤维素醚并在搅拌

机中搅拌均匀得到改性渣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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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步骤六、物料混合：经过粉磨的页岩、煤矸石、石膏、铁矿渣和精细白炭黑、改性渣

土转入搅拌机中，并加入上述物料总质量0.6倍的水，在90r/s的转速下搅拌15～20min，得

混合物料。

[0032] 步骤七、压制成型：将混合模具倒入模具中，经压砖机压制后即得初品免烧结砖；

[0033] 步骤八、自然养护：初品免烧结砖养护14天即得成品砖。

[0034] 实施例2

[0035] 步骤一、准备以下重量份原料：工程渣土18份、铁矿渣4份、煤矸石10份、石膏6份、

页岩6份、纤维素醚1份、精细白炭黑2份、粘度改性剂0.6份；

[0036] 步骤二、渣土摊晒：在料场将工程渣土平铺为6cm的薄层，自然晾晒至含水量低于

12％；

[0037] 步骤三、物料初步破碎：将工程渣土在破碎机中破碎为直径小于1cm的块状，煤矸

石和页岩破碎为直径小于2cm的颗粒；

[0038] 步骤四、细磨：经过破碎后的工程渣转入球磨机中进行细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过

300目筛；破碎后的煤矸石和页岩颗粒在球磨机中进行细磨并过400目筛；石膏在球磨机中

细磨后过325目筛；铁矿渣细磨后过400目筛；

[0039] 步骤五、渣土改性：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中加入粘度改性剂和纤维素醚并在搅拌

机中搅拌均匀得到改性渣土；

[0040] 步骤六、物料混合：经过粉磨的页岩、煤矸石、石膏、铁矿渣和精细白炭黑、改性渣

土转入搅拌机中，并加入上述物料总质量0.6倍的水，在80r/s的转速下搅拌19min，得混合

物料。

[0041] 步骤七、压制成型：将混合模具倒入模具中，经压砖机压制后即得初品免烧结砖；

[0042] 步骤八、自然养护：初品免烧结砖养护14天即得成品砖。

[0043] 实施例3

[0044] 步骤一、准备以下重量份原料：工程渣土16份、铁矿渣4份、煤矸石10份、石膏4份、

页岩6份、纤维素醚1份、精细白炭黑2份、粘度改性剂0.6份；

[0045] 步骤二、渣土摊晒：在料场将工程渣土平铺为5cm的薄层，自然晾晒至含水量低于

12％；

[0046] 步骤三、物料初步破碎：将工程渣土在破碎机中破碎为直径小于1cm的块状，煤矸

石和页岩破碎为直径小于2cm的颗粒；

[0047] 步骤四、细磨：经过破碎后的工程渣转入球磨机中进行细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过

300目筛；破碎后的煤矸石和页岩颗粒在球磨机中进行细磨并过400目筛；石膏在球磨机中

细磨后过325目筛；铁矿渣细磨后过400目筛；

[0048] 步骤五、渣土改性：在细磨后的工程渣土中加入粘度改性剂和纤维素醚并在搅拌

机中搅拌均匀得到改性渣土；

[0049] 步骤六、物料混合：经过粉磨的页岩、煤矸石、石膏、铁矿渣和精细白炭黑、改性渣

土转入搅拌机中，并加入上述物料总质量0.7倍的水，在70～90r/s的转速下搅拌20min，得

混合物料。

[0050] 步骤七、压制成型：将混合模具倒入模具中，经压砖机压制后即得初品免烧结砖；

[0051] 步骤八、自然养护：初品免烧结砖养护14天即得成品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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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工程渣土在使用前经过由甲基丙烯磺酸、过硫酸钠和尿素按照质量比1～1.2:2～

2.5:0.2～0.3:0.1～0.2混合后在3～5％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在55～60℃下反应60～70min

制得的粘度改性剂处理，可以有效提高工程渣土的粘性，从而有效提高制得的成品砖的强

度和质量，并在原料中添加剂纤维素醚和精细白炭黑，可以提高制得成品砖的强度和抗压

性能。

[0053] 工程渣土在使用前经过由甲基丙烯磺酸、过硫酸钠和尿素按照质量比1～1.2:2～

2.5:0.2～0.3:0.1～0.2混合后在3～5％的氢氧化钠溶液中，在55～60℃下反应60～70min

制得的粘度改性剂处理，可以有效提高工程渣土的粘性，从而有效提高制得的成品砖的强

度和质量，并在原料中添加剂纤维素醚和精细白炭黑，可以提高制得成品砖的强度和抗压

性能。

[005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任

何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

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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