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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垃圾焚烧处理技术，旨在提供一

种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改性的方法和系统。该

系统中，飞灰给料仓接于水平式滚筒球磨机的进

料口；后者的出料口接于一级板框压滤机，滤液

导槽与废水输送管道相连，压滤飞灰出口接至一

级搅拌釜的进料口；一级搅拌釜顶部设置给水进

口，其底部出料口接至二级板框压滤机的进料

口；二级板框压滤机的滤液导槽接至水平式滚筒

球磨机的进料口，压滤飞灰出口接至桨叶式干燥

机的进料口，后者设有排放飞灰的出料口。本发

明能促进飞灰中难溶性氯盐和被包裹的可溶性

氯盐的溶出，实现飞灰的深度脱氯；工艺整体反

应条件温和，在常温常压大气气氛条件下进行，

且流程简单，过程环保，无气体污染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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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改性的系统，包括飞灰给料仓；其特征在于，该系统还包

括水平式滚筒球磨机、一级搅拌釜、一级板框压滤机、二级板框压滤机和桨叶式干燥机；飞

灰给料仓的底部接于水平式滚筒球磨机上部的进料口，水平式滚筒球磨机具有密封的筒

体，内置若干不锈钢磨球，其出料口接于一级板框压滤机的进料口；一级板框压滤机的滤液

导槽与废水输送管道相连，压滤飞灰出口由输送管道连接至一级搅拌釜的进料口；一级搅

拌釜顶部设置给水进口，其底部出料口接至二级板框压滤机的进料口；二级板框压滤机的

滤液导槽由输送管道接至水平式滚筒球磨机的进料口，压滤飞灰出口由输送管道接至桨叶

式干燥机的进料口，后者设有排放飞灰的出料口。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在二级板框压滤机和桨叶式干燥机之间，

还串联设置至少一组由搅拌釜与板框压滤机组成的机械化学水洗模块；其中，新增搅拌釜

的进料口接受给水和来自前方紧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飞灰出料，新增板框压滤机的滤液导

槽由输送管道接至一级搅拌釜的进料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以搅拌池替换所述搅拌釜，原搅拌釜的

底部出料方式改为在搅拌池底部设置潜水泵或连接离心泵入口的输送管路。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平式滚筒球磨机的滚筒转速为

42～18rpm，滚筒容积为20L～30m3。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搅拌釜中的搅拌器转速为100～

3000rpm，搅拌釜的容积范围为1L～20m3。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框压滤机的压滤面积为0.5～

500m2，滤布的孔径<1μm。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桨叶式干燥机的干燥面积为0.5～

500m2，干燥方式为蒸汽干燥或者导热油干燥。

8.利用权利要求1所述系统实现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改性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1)将含水率低于30％、粒径为0.01～1000μm的飞灰由给料仓添加入到水平式滚筒球

磨机的密闭筒体中，不锈钢磨球与飞灰的质量比为4～40:1；导入来自二级板框压滤机的滤

液后，在常温常压空气气氛下密闭水平式滚筒球磨机并运行，使飞灰中成分在球磨过程中

发生化学反应，控制反应时间小于48个小时；

(2)将球磨后所得飞灰泥浆导入一级板框压滤机中进行固液分离，压滤所得滤液经废

水输送管道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所得压滤飞灰输送至一级搅拌釜；向一级搅拌釜中加入

清水，添加量是水平式滚筒球磨机中初始飞灰进料量的2～30倍质量；搅拌10～120分钟后，

将飞灰泥浆导入二级板框压滤机进行固液分离，压滤所得滤液导入水平式滚筒球磨机中，

压滤飞灰则输送至桨叶式干燥机中进行干燥，使飞灰的最终含水率低于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还包括针对压滤飞灰的进

一步机械化学水洗过程：在二级板框压滤机和桨叶式干燥机之间，串联设置至少一组由搅

拌釜与板框压滤机组成的机械化学水洗设备；从新增搅拌釜的进料口引入清水和来自前方

紧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飞灰出料，新增板框压滤机的滤液则被送至一级搅拌釜；在新增搅

拌釜中，清水的添加量是水平式滚筒球磨机中初始飞灰进料量的2～30倍质量，搅拌时间为

10～1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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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板框压滤机的过滤压强为0.5～

2.5MPa，压滤时间为10～1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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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改性的方法和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特别涉及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深度脱氯、改

性及资源化利用，是一种高效且低成本的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品质提升的处置技术。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逐年上升，2017年，垃圾清运量高达21520万吨，相比

2016年增长5.69％。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因其减容减量和能源回收的优势而越来越受到青

睐，此外，焚烧的高温可以杀灭细菌和病毒，无害化程度更高。2011-2017年，垃圾焚烧年处

理量从2599万吨/年显著增加到8463万吨/年，翻了三倍多。然而，垃圾焚烧所产生的飞灰被

我国法律法规明确归类为危险废弃物，2017年我国的飞灰产量超过500万吨，因此，有必要

对其进行合理的处置。飞灰中含有一定量的水泥类矿物质，如硅酸盐、石英砂、硅铝酸盐和

石灰等，因此其具有一定的火山灰活性，并且在经过合理的处置之后，有建材化的潜质。常

见的飞灰资源化利用方式包括：1、飞灰的水泥窑协同处置；2、飞灰直接添加到水泥、混凝土

中用作路基堤坝等的建设。但是，飞灰中的氯是阻碍飞灰资源化利用的最主要因素，此外，

飞灰中的痕量金属在飞灰作为熟料进行资源化利用的过程中，会造成严重的试块膨胀问

题。因此，妥善、高效、低成本地对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行脱氯和资源化改性处置，已成

为行业普遍和迫切的需求，也是制约垃圾焚烧行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0003] 目前，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脱氯方式主要为水洗，水洗可以有效去除可溶性

氯。然而普通的水洗脱氯存在其局限性，因为飞灰中还有部分难溶性的氯盐，以氯铝酸盐的

形态存在(Friedel’s盐，[Ca2Al(OH)6]Cl·2H2O)，这部分氯是普通水洗无法去除的。此外，

有关飞灰造成水泥试块发胀的问题，目前为止，鲜有合适的解决办法。水泥窑对入窑物料的

氯含量有严格的限制，深度去除飞灰中的氯将有可能显著增加水泥窑对飞灰的处置能力，

促进我国巨量飞灰的处置。此外，低氯含量的飞灰直接加到水泥基材料中使用，也可以更好

地保证材料的品质不受影响。

[0004] 因此，基于以上背景，本发明提出了一种高效且低成本的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

改性处置技术和系统。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飞灰深度脱氯和资

源化改性的方法和系统。该技术不仅能同时实现飞灰的深度脱氯和资源化品质的提升，而

且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廉、过程环保等特点。

[0006] 为了解决技术问题，本发明的解决方案是：

[0007] 提供一种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改性的系统，包括飞灰给料仓；该系统还包括水

平式滚筒球磨机、一级搅拌釜、一级板框压滤机、二级板框压滤机和桨叶式干燥机；飞灰给

料仓的底部接于水平式滚筒球磨机上部的进料口，水平式滚筒球磨机具有密封的筒体，内

置若干不锈钢磨球，其出料口接于一级板框压滤机的进料口；一级板框压滤机的滤液导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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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废水输送管道相连，压滤飞灰出口由输送管道连接至一级搅拌釜的进料口；一级搅拌釜

顶部设置给水进口，其底部出料口接至二级板框压滤机的进料口；二级板框压滤机的滤液

导槽由输送管道接至水平式滚筒球磨机的进料口，压滤飞灰出口由输送管道接至桨叶式干

燥机的进料口，后者设有排放飞灰的出料口。

[0008] 本发明中，在二级板框压滤机和桨叶式干燥机之间，还串联设置至少一组由搅拌

釜与板框压滤机组成的机械化学水洗模块；其中，新增搅拌釜的进料口接受给水和来自前

方紧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飞灰出料，新增板框压滤机的滤液导槽由输送管道接至一级搅拌

釜的进料口。

[0009] 本发明中，以搅拌池替换所述搅拌釜，原搅拌釜的底部出料方式改为在搅拌池底

部设置潜水泵或连接离心泵入口的输送管路。

[0010] 本发明中，所述水平式滚筒球磨机的滚筒转速为42～18rpm，滚筒容积为20L～

30m3。

[0011] 本发明中，所述搅拌釜中的搅拌器转速为100～3000rpm，搅拌釜的容积范围为1L

～20m3。

[0012] 本发明中，所述板框压滤机的压滤面积为0.5～500m2，滤布的孔径<1μm。

[0013] 本发明中，所述桨叶式干燥机的干燥面积为0.5～500m2，干燥方式为蒸汽干燥或

者导热油干燥。

[0014] 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了利用前述系统实现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改性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15] (1)将含水率低于30％、粒径为0.01～1000μm的飞灰由给料仓添加入到水平式滚

筒球磨机的密闭筒体中，不锈钢磨球与飞灰的质量比为4～40:1；导入来自二级板框压滤机

的滤液后，在常温常压空气气氛下密闭水平式滚筒球磨机并运行，使飞灰中成分在球磨过

程中发生化学反应，控制反应时间小于48个小时；

[0016] (2)将球磨后所得飞灰泥浆导入一级板框压滤机中进行固液分离，压滤所得滤液

经废水输送管道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所得压滤飞灰输送至一级搅拌釜；向一级搅拌釜中

加入清水，添加量是水平式滚筒球磨机中初始飞灰进料量的2～30倍质量；搅拌10～120分

钟后，将飞灰泥浆导入二级板框压滤机进行固液分离，压滤所得滤液导入水平式滚筒球磨

机中，压滤飞灰则输送至桨叶式干燥机中进行干燥，使飞灰的最终含水率低于5％。

[0017] 本发明中，所述步骤(2)中还包括针对压滤飞灰的进一步机械化学水洗过程：在二

级板框压滤机和桨叶式干燥机之间，串联设置至少一组由搅拌釜与板框压滤机组成的机械

化学水洗设备；从新增搅拌釜的进料口引入清水和来自前方紧邻板框压滤机的压滤飞灰出

料，新增板框压滤机的滤液则被送至一级搅拌釜；在新增搅拌釜中，清水的添加量是水平式

滚筒球磨机中初始飞灰进料量的2～30倍质量，搅拌时间为10～120分钟。

[0018] 本发明中，所述板框压滤机的过滤压强为0.5～2.5MPa，压滤时间为10～120分钟。

[0019] 发明原理描述：

[0020] 机械化学法是一种操作简单、反应条件温和且能耗低的飞灰非热处置方法，它通

过持续的机械力作用，来对飞灰进行反复的破碎、挤压和聚合，使飞灰颗粒被激活，具体表

现为：飞灰颗粒粒径显著降低、比表面积增大(产生大量新生表面)、分散度增加，同时，飞灰

内部的晶体物质无定型化(晶格产生大量缺陷或者畸变)。被激活的飞灰颗粒内部难溶性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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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溶解度增加，使得普通水洗难以去除的部分氯进一步溶出，而且，飞灰颗粒包裹的可溶性

氯盐，也会随之颗粒的破碎而溶出，从而实现飞灰的深度脱氯。被激活的飞灰颗粒内部晶体

的反应活性显著增加，并在碱性溶液的环境中，飞灰内部的痕量金属快速发生氧化腐蚀反

应，产生还原性气体。痕量金属的氧化腐蚀反应在机械力的促进作用下，可以在较短时间进

行完毕。这样，飞灰在后续的水泥基材料中作为熟料直接使用时，将不再会引发试块的膨胀

问题。此外，本发明中，飞灰与水洗液的流动方向相反，这种水洗方式可以显著提升水洗液

对飞灰中残余氯的洗脱效率，从而在保证不增加用水量的条件下，显著提升飞灰脱氯效果。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2] (1)本发明所采用的机械化学法可以促进飞灰中难溶性氯盐和被包裹的可溶性氯

盐的溶出，实现飞灰的深度脱氯；

[0023] (2)飞灰经深度脱氯，其在水泥窑中添加量可大幅增加，且其在做熟料使用时，氯

的危害也大大降低；

[0024] (3)处置后的飞灰粒径降低、比表面积增大、固体分散度增加、晶体反应活性增加，

用作生料可以更好地参与水泥窑中的高温反应，用作熟料可以更好地参与水泥水化反应；

[0025] (4)处置后飞灰用作熟料直接添加到水泥材料中使用时，不再会发生产气反应，不

会引起试块的膨胀问题，从而保障了试块的机械强度；

[0026] (5)飞灰中碱性化合物为飞灰机械化学水洗液提供了碱性环境，所以无需外加添

加剂，节约了处置成本；

[0027] (6)工艺整体反应条件温和，在常温常压大气气氛条件下进行，且流程简单，过程

环保，无气体污染物产生。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发明的二级机械化学水洗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为本发明的三级机械化学水洗结构示意图。

[0030] 附图标记：1飞灰给料仓；2水平式滚筒球磨机；3一级板框压滤机；4一级搅拌釜；5

二级板框压滤机；6二级搅拌釜；7三级板框压滤机；8桨叶式干燥机。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32] 本发明所述的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改性的系统，具有二级机械化学水洗和三级

机械化学水洗两种形式。

[0033] 二级机械化学水洗系统包括：飞灰给料仓1、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一级板框压滤机

3、一级搅拌釜4、二级板框压滤机5和桨叶式干燥机8。飞灰给料仓1的底部接于水平式滚筒

球磨机2上部的进料口，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具有密封的筒体，内有大量不锈钢磨球；水平式

滚筒球磨机2的出料口接于一级板框压滤机3进料口，一级板框压滤机3的滤液导槽与废水

输送管道相连，一级板框压滤机3的压滤飞灰输送管道连接一级搅拌釜4的进料口；一级搅

拌釜4的出料口连接二级板框压滤机5，一级搅拌釜4的进料口还与清水给水管道相接；二级

板框压滤机5的滤液导槽与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进料口相接，二级板框压滤机5的压滤飞灰

输送管道连接桨叶式干燥机8的进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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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三级机械化学水洗系统是在二级机械化学水洗系统基础上增设了机械化学水洗

模块，即在二级板框压滤机5和桨叶式干燥机8之间，还串联设置至少一组由搅拌釜与板框

压滤机组成的机械化学水洗设备；其中，新增搅拌釜的进料口接受给水和来自前方紧邻板

框压滤机的压滤飞灰出料，新增板框压滤机的滤液导槽由输送管道接至一级搅拌釜的进料

口。

[0035] 如图2所示，三级机械化学水洗系统具体包括：飞灰给料仓1、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

一级板框压滤机3、一级搅拌釜4、二级板框压滤机5、二级搅拌釜6、三级板框压滤机7、桨叶

式干燥机8。飞灰给料仓1的底部接于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上部的进料口，水平式滚筒球磨机

2具有密封的筒体，内有大量不锈钢磨球；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的出料口接于一级板框压滤

机3进料口，一级板框压滤机3的滤液导槽与废水输送管道相连，一级板框压滤机3的压滤飞

灰输送管道连接一级搅拌釜4的进料口；一级搅拌釜4的出料口连接二级板框压滤机5；二级

板框压滤机5的滤液导槽与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进料口相接，二级板框压滤机5的压滤飞灰

输送管道连接二级搅拌釜6的进料口，二级搅拌釜6的进料口还与清水给水管道相接；二级

搅拌釜6的出料口与三级板框压滤机7的进料口相接，三级板框压滤机7的滤液导槽与一级

搅拌釜4的进料口相接，三级板框压滤机7的压滤飞灰输送管道连接桨叶式干燥机8的进料

口。

[0036] 上述设备大小或性能的可选范围包括：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的滚筒转速为42～

18rpm，滚筒容积为20L～30m3；搅拌釜4、6中的搅拌器转速为100～3000rpm，搅拌釜4、6的容

积范围为1L～20m3；板框压滤机3、5、7的压滤面积为0.5～500m2，滤布的孔径<1μm；桨叶式干

燥机8的干燥面积为0.5～500m2，干燥方式为蒸汽干燥或者导热油干燥。本发明中可以用搅

拌池替换搅拌釜，原搅拌釜的底部出料方式改为在搅拌池底部设置潜水泵或连接离心泵入

口的输送管路。

[0037] 基于上述设备搭配及选型，本发明所提供飞灰深度脱氯和资源化改性的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方法具有二级机械化学水洗和三级机械化学水洗两种形式)：

[0038] (1)将含水率低于30％、粒径为0.01～1000μm的飞灰由飞灰给料仓1加入到水平式

滚筒球磨机2的密闭筒体中，使不锈钢磨球与飞灰的质量比为4～40∶1；将来自二级板框压

滤机5的二级滤液或者来自三级板框压滤机7的三级滤液全部加入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中；

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在常温常压空气气氛下密闭后开始运行，使飞灰中成分在球磨过程中

发生化学反应，控制反应时间小于48个小时；

[0039] 对于二级机械化学水洗

[0040] (2)球磨后所得飞灰泥浆导入一级板框压滤机3中进行固液分离，压滤所得滤液输

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所得压滤飞灰输送至一级搅拌釜4内；向一级搅拌釜4内加入初始飞

灰2～30倍质量的清水，搅拌10～120分钟，然后将飞灰泥浆导入二级板框压滤机5进行固液

分离；压滤所得二级滤液导入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中，所得压滤飞灰输送至桨叶式干燥机8

中进行干燥，干燥所得处理飞灰含水率低于5％。

[0041] 对于三级机械化学水洗

[0042] (3)球磨后所得飞灰泥浆导入一级板框压滤机3中进行固液分离，压滤所得滤液输

送至污水处理厂处理，所得压滤飞灰输送至一级搅拌釜4内；一级搅拌釜4内加入来自三级

板框压滤机7的滤液，搅拌10～120分钟，然后将飞灰泥浆导入二级板框压滤机5进行固液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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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压滤所得二级滤液导入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中，所得压滤飞灰输送至二级搅拌釜6内；向

二级搅拌釜6内加入初始飞灰2～30倍质量的清水，搅拌10～120分钟，然后将飞灰泥浆导入

三级板框压滤机7进行固液分离；压滤所得三级滤液导入一级搅拌釜4中，所得压滤飞灰输

送至桨叶式干燥机8中进行干燥，干燥所得处理飞灰含水率低于5％。

[0043] 作为一个具体实施的例子，其二级机械化学水洗实现过程描述如下：

[0044] (1)自循环流化床生活垃圾焚烧电厂的布袋除尘器中，取10kg含水率低于5％、粒

径为0.1～200μm的飞灰，由飞灰给料仓1送入容积为120L的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中，滚筒内

预先放有100kg不锈钢磨球。导入来自二级板框压滤机5的全部二级滤液，在常温常压的空

气气氛调节下密封滚筒。(这里单次处理量为10kg，如果需要增大处理量，可以选用容积更

大的水平式滚筒球磨机。)

[0045] (2)启动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使滚筒转速在40rpm。球磨机的滚筒容积越大，相对

应的滚筒转速就越小。球磨反应时间为8小时，反应完成后，飞灰泥浆由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

的出料口排除出。

[0046] (3)从出料口排除的飞灰泥浆被输送到一级板框压滤机3中，在0.6MPa的压强下压

滤30分钟后，所得滤液由滤液导槽连接废水输送管道排向污水处理厂，所得压滤飞灰输送

进入100L容积的一级搅拌釜4，并向一级搅拌釜4加入60L清水。启动搅拌器，使水与飞灰在

釜内充分搅拌混合，釜内搅拌器转速为200rpm，搅拌时间为30分钟。

[0047] (4)搅拌完成后，飞灰泥浆由一级搅拌釜4底部排除到二级板框压滤机5中，在

0.6MPa的压强下压滤30分钟后，所得二级滤液由输送管道导入水平式滚筒球磨机2中，所得

压滤飞灰输送进入干燥面积1m2的桨叶式干燥机8中，在130℃热油的作用下干燥30分钟，干

燥飞灰由桨叶式干燥机8的出料口排除收集，得到处理飞灰。

[0048] 分别取3g处理后的飞灰和原始飞灰在烘箱中105℃条件下干燥12h，然后进行X射

线荧光光谱分析(XRF)，以分析处理后飞灰和原始飞灰中氯元素的含量，根据所得结果计算

氯元素的脱除率为94.68％，处理飞灰中残余氯质量百分比为0.33％。

[0049] 记原始飞灰为RFA，处理飞灰为MWFA。取一定量RFA和MWFA在烘箱中105℃条件下干

燥12h，然后分别将它们添加到水泥胶砂中部分取代水泥，取代比例以水泥为基底，分别是

水泥质量的20、30、40％。根据胶砂强度检测标准GB/T  17671-1999，胶砂的混合配方如下：

450g  OPC+1350g标准砂+225g水。经混合充分搅拌之后，混合物倒入40mm×40mm×160mm的

模具中振实，模具随后置于20±1℃的水浴中储存3或28天进行养护，硬化后胶砂块进行抗

压和抗折强度的检测。抗压和抗折强度的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

[0050] 表1胶砂试块的抗压抗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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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相比不添加飞灰的胶砂块，原始飞灰(仅仅20％)的添加极大地降低了胶砂块的抗

折和抗压强度，28天的抗折和抗压强度分别从9.3±0.4和64.8±0.8MPa下降到5.3±0.3和

25.5±2.0MPa。此外，添加了飞灰的胶砂快在养护后发生了非常明显的体积膨胀，这一现象

将可能导致飞灰无法用于水泥基材料。然而，机械化学水洗处置很好地解决了膨胀问题，从

而大大提升了抗折和抗压强度。MWFA参与制成的胶砂块不再存在体积膨胀的问题。对比添

加量20％RFA的胶砂块，添加20％MWFA胶砂块的28天抗折和抗压强度分别从5.3±0 .3和

25.5±2.0MPa显著上升到9.1±0.1和56.9±1.0MPa。机械化学水洗处置对飞灰性能的提升

使得它拥有在水泥基材料中使用的很好品质，且改性后飞灰的表现几乎可以媲美纯水泥。

[0053] 因此，本发明提供的机械化学水洗对飞灰的深度脱氯和资源化改性方法和系统可

以实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深度脱氯和资源化品质的显著提升，而且可以进行飞灰的规模

化处置，是一种非常具有商业应用前景的、投资和运行成本低廉且有效的垃圾焚烧行业飞

灰处置技术。

[0054]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列举的仅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显然，本发明不限于

以上实施例，还可以有很多变形。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能从本发明公开的内容中直接导

出或联想到的所有变形，均应认为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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