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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沥水砖，砖面较粗糙，具有

多孔形态，砖面粗糙的特征可以防止行人滑倒，

而且也有利于砖面与水泥的粘结，保证砖块与路

基、面砖和底砖的结合牢靠度，多孔形态可以使

得沥水砖表面的水能够渗入其内部，防止行人滑

倒或者预防积水太多，造成无法通行的后果，本

发明还提供了沥水砖的生产方法，能够较好地制

造出该种沥水砖，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生产该沥

水砖的炭化设备，炭化设备设置在隧道窑顶部，

利用隧道窑的温度为炭化设备提供热源，节约了

能源，而且炭化设备中污泥炭化产生的热解气直

接通入到隧道窑内，热解气通入到隧道窑内燃烧

分解的同时产生热源，为炭化以及烧制程序提供

了热源，又解决了热解气的处理问题，降低了生

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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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沥水砖(100)，其特征在于，包括底砖(120)、面砖(110)和两个长条形海绵

(130)，所述底砖(120)为正方形，所述面砖(110)底面设有阶梯型凹槽，包括第一阶梯凹槽

(111)和第二阶梯凹槽(112)，所述第一阶梯凹槽(111)接近所述面砖(110)的底面，所述第

二阶梯凹槽(112)在所述第一阶梯凹槽(111)和所述面砖(110)的顶面之间，所述第一阶梯

凹槽(111)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二阶梯凹槽(112)的直径，所述面砖(110)盖合在所述底砖

(120)上，所述底砖(120)的边长等于所述第二阶梯凹槽(112)的直径，使得所述第一阶梯凹

槽(111)左侧面与所述底砖(120)的左侧面、所述第一阶梯凹槽(111)右侧面与所述底砖

(120)的右侧面均有间隙(121)，两个所述海绵(130)分别插入两个间隙(121)中，所述底砖

(120)和所述面砖(110)由如下重量比的原料组成：

污泥炭化渣粉，80％；

煤矸石粉和泥土粉的总量，5％；

玻璃微粉，10％；

化学发泡剂粉，1％。

2.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沥水砖(100)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①.将污泥放置在污泥料仓中，通过上料输送机将污泥输送到干化机中，对污泥进行干

化；

②.将干化后的污泥输送到炭化设备(200)内进行炭化，得到污泥炭化渣；

③.将污泥炭化渣输送到立磨机进行磨粉，得到初级污泥炭化渣粉；

④ .将初级污泥炭化渣粉在自动筛粉机中进行筛分，最终筛选得到的污泥炭化渣粉为

200目数，大于200目数的污泥炭化渣粉再送回到自动立磨机中进行研磨；

⑤.将煤矸石放入立磨机中进行研磨，得到初级煤矸石粉，然后再用自动筛粉机进行筛

分，最终筛选得到的煤矸石粉为200目数，大于200目数的煤矸石粉再送回到立磨机中进行

研磨；

⑥ .将泥土放入立磨机中进行研磨，得到初级泥土粉，然后再用自动筛粉机进行筛分，

最终筛选得到的泥土粉为200目数，大于200目数的泥土粉再送回到立磨机中进行研磨；

⑦.将污泥炭化渣粉、煤矸石粉、泥土粉、玻璃微粉和化学发泡剂粉按照权利要求1中所

说的比例分别称重好，然后将所有原料一起放入粉料混合机内进行混合，得到混合原料；

⑧ .将步骤⑦得到的混合原料装入给第一给料斗中，若干面砖模具在第一输送机上输

送，第一给料斗分别对每个面砖模具定量给料，第一输送机将装好料的面砖模具输送到第

一隧道窑内进行烧制；

⑨ .将步骤⑦得到的混合原料装入给第二给料斗中，若干底砖模具在第二输送机上输

送，第二给料斗分别对每个底砖模具定量给料，第二输送机将装好料的底砖模具输送到第

二隧道窑内进行烧制；

其中，步骤⑧和步骤⑨不分前后顺序，步骤⑨也可以在步骤⑧之前进行，步骤⑧和步骤

⑨也可以同时进行；

⑩ .将步骤⑧和步骤⑨烧制好的砖坯进行冷却，接着进行脱模，分别得到面砖(110)和

底砖(120)。

3.一种炭化设备(200)，其特征在于，包括保温壳(210)、若干炭化管(220)和若干螺杆

(230)，所述保温壳(210)为长方体，若干所述炭化管(220)水平间隔设置在所述保温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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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内，且所述炭化管(220)的两端均伸出所述保温壳(210)，每个所述炭化管(220)内对

应设有一个螺杆(230)，所述保温壳(210)的底部固定在隧道窑(300)上，所述隧道窑(300)

顶部固定两个支撑板(240)，所述螺杆(230)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所述支撑板(240)内，其

中一个所述支撑板(240)上固定三个驱动组件(250)，每个所述驱动组件(250)对应连接一

个所述螺杆(230)，所述驱动组件(250)包括一个减速机(252)和电机(251)，所述减速机

(252)固定在所述支撑板(240)上，所述减速机(252)的输出轴穿过所述支撑板(240)与所述

螺杆(230)连接，所述炭化管(220)上设有热解气出口(221)，且所述热解气出口(221)所在

的位置处于所述保温壳(210)所覆盖的范围内，所述保温壳(210)底部设有若干出气管

(270)，所述出气管(270)底端与所述隧道窑(300)的顶部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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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沥水砖及其生产方法和用于生产该沥水砖的炭化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砖块生产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沥水砖及其生产方法和用于生产该

沥水 砖的炭化设备。

背景技术

[0002] 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是多种菌胶团与其吸附的有机和无机物组成的集合

体。50%～80%以上来自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重金属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会通过吸附或沉淀而转

移浓缩到污泥中，所以需要对污泥进行无害化处理，防止它污染环境。目前常规的污泥处理

方法主要还是脱水减量后填埋、焚烧、排海等，但是仅仅只做到了无害化处理，少量的处理

方式是将污泥掺到制砖原料中，污泥在被掺到制砖原料前需要进行干化和炭化，这种处理

方式使得污泥不仅进行了无害化处理，还使得污泥被资源化利用，一举两得。

[0003] 在一些桥面、绿化带旁的人行道以及其它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如果砖块不能沥

水，  水容易积蓄在路面上，不方便行人通行，一是容易弄湿鞋子，二是容易滑倒，造成安全

隐  患；而且如果砖面本身太光滑的话，一会造成行人滑倒，二会造成砖面与粘结剂连接度

不  够牢固，导致砖块从路基上脱落的情况发生，影响正常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沥水砖及其生产方法和用于生

产该  沥水砖的炭化设备，解决了现有的大多数砖块不具备沥水的功能，粗糙度程度不够，

造成 行人容易打滑以及砖块与粘结剂结合度不够牢靠的问题。

[0005] 本发明提供一种沥水砖，包括底砖、面砖和两个长条形海绵，所述底砖为正方形，

所  述面砖底面设有阶梯型凹槽，包括第一阶梯凹槽和第二阶梯凹槽，所述第一阶梯凹槽接

近  所述面砖的底面，所述第二阶梯凹槽在所述第一阶梯凹槽和所述面砖的顶面之间，所述

第  一阶梯凹槽的直径大于所述第二阶梯凹槽的直径，所述面砖盖合在所述底砖上，所述底

砖 的边长等于所述第二阶梯凹槽的直径，使得所述第一阶梯凹槽左侧面与所述底砖的左

侧  面、所述第一阶梯凹槽右侧面与所述底砖的右侧面均有间隙，两个所述海绵分别插入两

个 间隙中，所述底砖和所述面砖由如下重量比的原料组成：

[0006] 污泥炭化渣粉，80％；

[0007] 煤矸石粉和泥土粉的总量，5％；

[0008] 玻璃微粉，10％；

[0009] 化学发泡剂粉，1％。

[0010] 一种沥水砖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1] ①.将污泥放置在污泥料仓中，通过上料输送机将污泥输送到干化机中，对污泥进

行  干化；

[0012] ②.将干化后的污泥输送到炭化设备内进行炭化，得到污泥炭化渣；

[0013] ③.将污泥炭化渣输送到立磨机进行磨粉，得到初级污泥炭化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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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④.将初级污泥炭化渣粉在自动筛粉机中进行筛分，最终筛选得到的污泥炭化渣

粉为  200目数，大于200目数的污泥炭化渣粉再送回到自动立磨机中进行研磨；

[0015] ⑤.将煤矸石放入立磨机中进行研磨，得到初级煤矸石粉，然后再用自动筛粉机进

行  筛分，最终筛选得到的煤矸石粉为200目数，大于200目数的煤矸石粉再送回到立磨机中 

进行研磨；

[0016] ⑥.将泥土放入立磨机中进行研磨，得到初级泥土粉，然后再用自动筛粉机进行筛

分，  最终筛选得到的泥土粉为200目数，大于200目数的泥土粉再送回到立磨机中进行研

磨；

[0017] ⑦.将污泥炭化渣粉、煤矸石粉、泥土粉、玻璃微粉和化学发泡剂粉按照权利要求1 

所述的比例分别称重好，然后将前述所有原料一起放入粉料混合机内进行混合，得到混合 

原料；

[0018] ⑧.将步骤⑦得到的混合原料装入给第一给料斗中，若干面砖模具在第一输送机

上输  送，第一给料斗分别对每个面砖模具定量给料，第一输送机将装好料的面砖模具输送

到第 一隧道窑内进行烧制；

[0019] ⑨.将步骤⑦得到的混合原料装入给第二给料斗中，若干底砖模具在第二输送机

上输  送，第二给料斗分别对每个底砖模具定量给料，第二输送机将装好料的底砖模具输送

到第 二隧道窑内进行烧制；

[0020] 其中，步骤⑧和步骤⑨不分前后顺序，步骤⑨也可以在步骤⑧之前进行，步骤⑧和

步  骤⑨也可以同时进行；

[0021] ⑩.将步骤⑧和步骤⑨烧制好的砖坯进行冷却，接着进行脱模，分别得到面砖和底

砖。

[0022] 一种生产沥水砖的炭化设备，包括保温壳、若干炭化管和若干螺杆，所述保温壳为

长  方体，若干所述炭化管水平间隔设置在所述保温壳内，且所述炭化管的两端均伸出所述

保  温壳，每个所述炭化管内对应设有一个螺杆，所述保温壳的底部固定在隧道窑上，所述

隧  道窑顶部固定两个支撑板，所述螺杆的两端分别转动连接在所述支撑板内，其中一个所

述  支撑板上固定三个驱动组件，每个所述驱动组件对应连接一个所述螺杆，所述驱动组件

包  括一个减速机和电机，所述减速机固定在所述支撑板上，所述减速机的输出轴穿过所述

支  撑板与所述螺杆连接，所述炭化管上设有热解气出口，且所述热解气出口所在的位置处

于 所述保温壳所覆盖的范围内，所述出气管底端与所述隧道窑的顶部连通。

[0023]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4] 本发明的沥水砖内掺入了玻璃微粉和化学发泡剂粉，化学发泡剂粉能够使得玻璃

微粉 的体积变大，而玻璃微粉融合在制砖原料中能够使得砖面变得粗糙，也使得砖面具有

多孔  形态，砖面粗糙的特征可以防止行人滑倒，而且也有利于砖面与水泥的粘结，保证砖

块与  路基、面砖和底砖的结合牢靠度，减少了维护频次以及维护成本，多孔形态可以使得

沥水  砖表面的水能够渗入其内部，本发明的沥水砖采用底砖和面砖相结合的铺砖方式，面

砖设  有阶梯型凹槽，面砖的凹槽盖合在底砖上，面砖的凹槽两侧壁与底砖之间设有间隙，

间隙  内卡入海绵，由于面砖和底砖之间采用水泥粘合，所以当面砖表面的水渗入到内部

后，被  水泥阻断，不会流到底砖内，而是向面砖凹槽两侧流淌，最后流入到海绵内，被海绵

吸收，  可以使得沥水砖表面的积水下渗并被储存，防止行人滑倒或者预防积水太多，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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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通 行的后果。

[0025] 本发明的炭化设备设置在隧道窑顶部，利用隧道窑内的热量为炭化设备提供热

源，而  且炭化设备中污泥炭化产生的热解气直接通入到隧道窑内，热解气通入到隧道窑内

燃烧分  解的同时产生热源，为炭化以及烧制程序提供了热源，又解决了热解气的处理问

题，免去  了炭化过程和热解气处理时特定的能源消耗成本，降低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一种沥水砖爆炸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一种沥水砖整体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炭化设备立体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炭化设备去掉保温外壳后的立体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炭化设备保温壳的半剖立体图。

[0031] 上述附图中，100、沥水砖；110、面砖；120、底砖；130、海绵；111、第一阶梯凹  槽；

112、第二阶梯凹槽；121、间隙；200、炭化设备；210、保温壳；220、炭化管；230、  螺杆；300、隧

道窑；240、支撑板；250、驱动组件；251、电机；252、减速机；221、热  解气出口；211、出气管；

222、进料斗；223、出料管。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1‑5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中的技术方案进一步说明。

[0033] 如图1和图2所示，一种沥水砖100，包括底砖120、面砖110和两个长条形海绵130， 

底砖120为正方形，面砖110底面设有阶梯型凹槽，包括第一阶梯凹槽111和第二阶梯凹  槽

112，第一阶梯凹槽111接近面砖110的底面，第二阶梯凹槽112在第一阶梯凹槽111  和面砖

110的顶面之间，第一阶梯凹槽111的直径大于第二阶梯凹槽112的直径，面砖110  盖合在底

砖120上，底砖120的边长等于第二阶梯凹槽112的直径，使得第一阶梯凹槽111  左侧面与底

砖120的左侧面、第一阶梯凹槽111右侧面与底砖120的右侧面均有间隙121，  两个海绵130

分别插入两个间隙121中，在铺沥水砖100的时候，首先将面砖110和底砖  120用水泥砌合起

来，然后将海绵130卡入间隙121中，再把面砖110和底砖120的底端  砌合在路基上，面砖110

表面的积水会渗入到其内部，由于面砖110与底砖120是通过水  泥砌合在一起的，所以水被

水泥阻断，无法流入到底砖120，只能向面砖110阶梯型凹槽 的两侧流淌，最后流入到海绵

130内，因为相邻两块沥水砖100的海绵130是首尾相接的，  所以平时将路基两侧面的海绵

130拿出来进行挤压，水被排空后，再次卡入到间隙121中，  相邻海绵130的水就会流淌入到

该海绵130中，路面中部海绵130的水逐渐被转移到两侧  后，两侧的水再通过挤压海绵130

的方法排空，最后可能还有少量水剩下来，但是比较容 易自主蒸发掉。

[0034] 底砖120和面砖110由如下重量比的原料组成：

[0035] 污泥炭化渣粉，80％；

[0036] 煤矸石粉和泥土粉的总量，5％；

[0037] 玻璃微粉，10％；

[0038] 化学发泡剂粉，1％。

[0039] 污泥经炭化后比较坚硬，而煤矸石的使用，可以减少煤矸石的堆场占地,矸石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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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砖强度高、热阻大、隔音好，同时由于煤矸石砖外观整洁，抗风化能力强，色泽自然，可 

以省去抹灰、喷涂等建筑工序，玻璃微粉和化学发泡剂粉的加入可以使得砖块体积增大， 

减轻砖块的重量，呈现多孔的状态，方便沥水，而且由于掺入玻璃微粉，表面更加粗糙， 既

能防滑，又能方便水泥附着，与水泥牢固粘合。

[0040] 一种沥水砖100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①.将污泥放置在污泥料仓中，通过上料输送机将污泥输送到干化机中，对污泥进

行  干化；

[0042] ②.将干化后的污泥输送到炭化设备200内进行炭化，得到污泥炭化渣；

[0043] ③.将污泥炭化渣输送到立磨机进行磨粉，得到初级污泥炭化渣粉；

[0044] ④.将初级污泥炭化渣粉在自动筛粉机中进行筛分，最终筛选得到的污泥炭化渣

粉为  200目数，大于200目数的污泥炭化渣粉再送回到自动立磨机中进行研磨；

[0045] ⑤.将煤矸石放入立磨机中进行研磨，得到初级煤矸石粉，然后再用自动筛粉机进

行  筛分，最终筛选得到的煤矸石粉为200目数，大于200目数的煤矸石粉再送回到立磨机中 

进行研磨；

[0046] ⑥.将泥土放入立磨机中进行研磨，得到初级泥土粉，然后再用自动筛粉机进行筛

分，  最终筛选得到的泥土粉为200目数，大于200目数的泥土粉再送回到立磨机中进行研

磨；

[0047] ⑦.将污泥炭化渣粉、煤矸石粉、泥土粉、玻璃微粉和化学发泡剂粉按照权利要求1 

的比例分别称重好，然后将前述所有原料一起放入粉料混合机内进行混合，得到混合原料；

[0048] ⑧.将步骤⑦得到的混合原料装入给第一给料斗中，若干面砖模具在第一输送机

上输  送，第一给料斗分别对每个面砖模具定量给料，第一输送机将装好料的面砖模具输送

到第 一隧道窑内进行烧制；

[0049] ⑨.将步骤⑦得到的混合原料装入给第二给料斗中，若干底砖模具在第二输送机

上输  送，第二给料斗分别对每个底砖模具定量给料，第二输送机将装好料的底砖模具输送

到第 二隧道窑内进行烧制；

[0050] 其中，步骤⑧和步骤⑨不分前后顺序，步骤⑨也可以在步骤⑧之前进行，步骤⑧和

步  骤⑨也可以同时进行；

[0051] ⑩.将步骤⑧和步骤⑨烧制好的砖坯进行冷却，接着进行脱模，分别得到面砖110

和  底砖120。

[0052] 如图3‑5所示，一种生产沥水砖100的炭化设备200，包括保温壳210、若干炭化管 

220和若干螺杆230，保温壳210为长方体，若干炭化管220水平间隔设置在保温壳210 内，且

炭化管220的两端伸出保温壳210，每个炭化管220内部对应设有一个螺杆230，  保温壳210

的底部固定在隧道窑300上，隧道窑300顶部固定两个支撑板240，螺杆230 的两端分别转动

连接在支撑板240内，其中一个支撑板240上固定三个驱动组件250，每  个驱动组件250对应

连接一个螺杆230，驱动组件250包括一个减速机252和电机251，  减速机252固定在支撑板

240上，减速机252的输出轴穿过支撑板240与螺杆230连接，  当电机251转动时，与之相应连

接的螺杆230就会转动。炭化管220上设有热解气出口221，  且热解气出口221所在的位置处

于保温壳210所覆盖的范围内，保温壳210底部设有出气  管270，出气管270底端与隧道窑

300的顶部连通，每个炭化管220一端伸出保温壳210 的部位连通一个进料斗222，另一端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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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保温壳210的部位连通一个出料管223。

[0053] 炭化设备200的使用方法：当启动某个电机250后，相应连接的螺杆230就会转动， 

通过进料斗222对炭化管220进行加料(污泥)，隧道窑300内的热量被间壁式传递给炭  化管

220，炭化管220内的污泥一边被运输，一边被炭化，污泥在被炭化的过程中会产生  热解气，

热解气通过热解气出口221排放到保温壳210内，再通过出气管270排入到隧道  窑300内燃

烧被分解，保温壳210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对炭化过程进行保温，降低炭  化管220热量

流失的速度，二是可以将热解气收集起来，方便排放到隧道窑300内。

[0054]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  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  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

发明 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3338099 A

8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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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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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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