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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所述复盐胶结料包括下述组份：硫酸钙镁

复盐、活性氧化镁和矿物粉末；其中硫酸钙镁复

盐是窑炉烟气脱硫过程排出的脱硫钙镁复盐粉

末，或是用白云石处理工业废硫酸形成的废酸钙

镁复盐粉末，或是工业副产石膏原渣在硫酸镁存

在下受热脱水后的石膏基钙镁复盐粉末；其他矿

物粉末包括粉煤灰、石灰石粉、白云石粉、建筑石

膏等。本发明不但提供了烟气脱硫产物、工业废

硫酸和磷石膏的经济高效利用的新技术，而且制

备的复盐胶结料具有优异的物理力学性能，其突

出特征是凝结快、强度高、耐水性好，取得了环

保、经济、新材料等多重社会效益。本发明硫酸钙

镁复盐胶结料制备方法简单易行，能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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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按质量份计包括下述组份：

硫酸钙镁复盐50~250份；活性氧化镁40~200份；矿物粉末50~250份；所述硫酸钙镁复盐

选自硫酸钙镁物理复盐、硫酸钙镁化学复盐中的一种或两种的复配；

所述硫酸钙镁物理复盐的组成为xCaSO4•yMgSO4•zH2O，式中，1≤(x/y)≤3，1≤z≤3；所

述硫酸钙镁物理复盐采用下述方法制得：

将工业副产石膏原渣与硫酸镁混合后加热至120~360℃脱水，使原渣中的二水硫酸钙

与硫酸镁物理结合生成石膏基钙镁复盐；经粉磨、过筛，制得物理复盐固体粉末；或

将白云石粉加入到质量浓度为20%~70%的工业废硫酸溶液中，反应到混合物的pH值为4

~6时，终止反应；将混合物蒸发自由水后在120~360℃脱水，生成废酸钙镁复盐；经粉磨、过

筛，制得物理复盐固体粉末；或

采用白云石、轻烧白云石或煅烧白云石脱除工业窑炉烟气中的SO2气体，得到的硫酸钙

和硫酸镁的混合浆液，将该混合浆液在120~360℃脱水，生成脱硫钙镁复盐；经粉磨、过筛，

制得物理复盐固体粉末；

所述硫酸钙镁化学复盐的组成为Mg2Ca(SO4)3；所述硫酸钙镁化学复盐直接选用煤泥掺

烧白云石脱硫工艺的增压流化床燃烧炉排出的灰渣或将硫酸钙镁物理复盐在725℃~950℃

下煅烧制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物粉末选自粉

煤灰、石灰石粉、白云石粉、建筑石膏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其特征在于：制得的物理复盐固体

粉末平均颗粒粒径为0.1~50μ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业副产石膏原

渣是指未经任何纯化或去酸化处理的磷石膏、钛石膏、柠檬酸石膏、氟石膏、芒硝石膏、钙法

脱硫石膏中的至少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活性氧化镁平

均颗粒粒径为0.1~50μm。

6.采用如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制备粉体的方法，包

括下述步骤：按设计的复盐胶结料组分配方配取各组分粉末，采用干粉混合机以60~100转/

分的转速混合4~8分钟，使各组分粉末混合均匀，得到复盐胶结料粉体；

复盐胶结料组分中，硫酸钙镁物理复盐和化学复盐单独添加或混合添加；活性氧化镁

选自轻烧氧化镁粉、轻烧白云石粉或工业活性氧化镁中的任一种或二种及以上粉体混合

物。

7.制备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浆体的方法，包括下述步骤：按设计的复盐胶结料组

分配方配取各组分粉末；将清水计量并泵入搅拌机中；将权利要求6制备的复盐胶结料粉末

加入到搅拌机中，以100~120转/分的转速搅拌均匀，得到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浆体。

8.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的应用，是将权利要求7制备的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浆体

与矿物粉末、纤维混合搅拌均匀后成型制成坯体，常温或100℃以下的环境中凝结硬化，制

得用于建筑、建材和其他工业领域的制品；所述矿物粉末选自石灰石粉、白云石粉、滑石粉

中的至少一种；纤维选自玻璃纤维、PVA纤维、PP纤维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成型是采用浇注、

挤出、压延的方式通过设计的模具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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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属于无机胶凝材料和

建筑材料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无机胶凝材料领域，一般分为水硬性和气硬性胶凝材料两类。商业化的硅酸盐

水泥、铝酸盐水泥和硫铝酸盐水泥等水泥属于水硬性胶凝材料；各种建筑石膏属于气硬性

胶凝材料。它们的本质区别是：水硬性胶凝材料的主要水化物在水中是高度稳定的，因此，

这类水泥和水拌制的浆体可以在水中发展并保持其微结构和物理力学性能；而气硬性胶凝

材料的主要水化物的水稳定性差，是可溶的，因此，这类胶凝材料和水拌制的浆体只能在干

燥的空气中发展并保持其微结构和物理力学性能。各种水泥具有很好的凝结硬化、强度和

耐久等工程性能，被广泛用于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但是，水泥的制造过程消耗大量能量，同

时还排出大量CO2气体，污染大气环境。例如，全球产量最大的硅酸盐水泥，其生产能耗占全

球总能耗的3％，CO2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5％(生产1吨水泥约排放0.87吨CO2气体)。因

此，为了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均在探求低碳和低能耗水泥(cement)或胶结料

(binder)及其制造新技术。例如，中国专利CN201610841814.7公开了一种利用磷石膏代替

石灰石烧制硫铝酸盐水泥熟料、减少CO2气体排放的技术方案，

[0003] 建筑石膏的生产能耗低，且几乎不产生任何有害气体，因为建筑石膏的主要胶凝

物质是由二水硫酸钙在120～180℃下受热脱水后、生成的β型半水硫酸钙。另一方面，除了

天然石膏可作为二水硫酸钙的来源外，烟气脱硫石膏和磷石膏、钛石膏、芒硝石膏、氟石膏、

柠檬酸石膏等工业副产石膏也是以二水硫酸钙为其主要成分。我国约年产1.7亿吨工业副

产石膏，将它们经过适当处理后可以用于制造建筑石膏，因此，建筑石膏是一种低碳、低能

耗的胶结料。但不幸的是建筑石膏是一种气硬性胶结料，硬化石膏浆体的强度较低，且因凝

结反应生成的二水硫酸钙晶体水溶解度较大，在水中或潮湿环境中不能保持其几何形状和

物理力学性能。因而，建筑石膏在土木和建筑工程中的应用非常有限。这导致了工业副产石

膏的综合利用率不足30％，亦即，每年约有1.2亿吨的工业副产石膏被堆放储存，这不但造

成资源浪费，同时，工业副产石膏中含有一些可溶性酸性物质，堆放存储中这些酸性物质会

污染水土环境。所以，如何提高以硫酸钙为主要物相的胶凝材料的力学性能和耐水性是无

机胶凝材料领域的科技难题；工业副产石膏的综合治理和利用是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

领域的科技难题，为此，各国均在寻求利用硫酸钙或工业副产石膏基新型胶结料的原理和

技术。我国1975年发明的硫铝酸钙水泥是利用硫酸钙生产高强、耐水的水硬性水泥的实例，

例如，中国专利CN97116488.6公开了一种利用磷石膏代替天然石膏生产快硬低碱度硫铝酸

钙水泥的方案，磷石膏占水泥质量的30～40％。但硫铝酸盐水泥的生产需要较高品位的铝

矾土作为关键原料，而铝矾土不但是氧化铝和电解铝工业的重要原料，而且储存量不丰富，

分布区域较少 ，因此 ，这一技术发明的推广应 用也受到较大限 制。中国专利

CN201610034309.1公开了一种利用低品位铝矾土制备低碳水泥熟料的技术方案，但硫酸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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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水泥质量的比例不足15％。因此，如何利用硫酸钙作为主要原料生产低碳、低能耗胶结料

仍是一个难题。

[0004] 在大气环境保护领域，有研究表明，燃煤电厂和钢铁冶炼厂窑炉烟气中的SO2、NOx
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等是形成雾·霾天气的元凶，如果将烟气中的有害气体固化并加以有效

利用，既可获得巨大资源，又可保护大气环境。以烟气中的SO2气体为例，我国每年消耗原煤

约40亿吨，粗钢产量约8.08亿吨，这两个工业领域每年产生约亿吨SO2气体。如果通过烟气

脱硫工艺，将这些烟气中的SO2气体转化为硫酸盐，可产生数亿吨以硫酸盐为主要成分的固

体物或悬浮浆体。

[0005] 烟气脱硫是指从工业窑炉烟道气或其他工业废气中除去硫氧化物(SO2和SO3)的工

艺过程，按脱硫剂的种类，现有五种烟气脱硫工艺方法：以石灰石(CaCO3)、Ca(OH)2或CaO等

为脱硫剂的钙法，以菱镁石(MgCO3)、轻烧氧化镁(MgO)或Mg(OH)2等为脱硫剂的镁法，以碳酸

钠(Na2CO3)、氢氧化钠(NaOH)等为脱硫剂的钠法，以氨气(NH3)和氢氧化铵(NH4OH)为等脱硫

剂的氨法以及用有机碱为脱硫剂的有机碱法。按脱硫过程中吸收剂及脱硫产物的状态又可

分为湿式、干式和半干或半湿式。上述五种烟气脱硫方法中，基于技术成熟度、成本和脱硫

效率考虑，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的是湿式钙法和湿式镁法两种脱硫方法。我国90％以上的

燃煤电厂和钢铁厂、美国87％的燃煤电厂均采用湿式钙法工艺。该工艺使用石灰石

(CaCO3)、石灰(CaO)或碳酸钠(Na2CO3)等浆液作洗涤剂，在反应塔中对烟气进行洗涤，使烟

气中的SO2和SO3气体转变为脱硫石膏(二水硫酸钙)除去。但钙法脱硫存在脱硫石膏易结垢

堵塞，使脱硫机组难以长时间稳定运行，例如，据报道我国燃煤电厂脱硫装置的堵塞停车故

障率高达48.8％。日本、中国台湾等脱硫处理较早的国家和地区，95％以上燃煤电厂采用湿

式镁法工艺脱硫，中国大陆已有十几个大型燃煤发电机组和钢铁企业采用湿式镁法工艺。

该工艺使用轻烧氧化镁浆液作洗涤剂，在反应塔中对烟气进行洗涤，使烟气中的SO2和SO3气

体转变为硫酸镁溶液除去。与钙法脱硫工艺相比，镁法脱硫效率高达95～98％以上，而钙法

脱硫效率约为90％；硫酸镁溶于水易于排出，脱硫设备投资低20％以上，运行费用低且长期

可靠。但是镁法脱硫工艺也存在两大不足，其一是轻烧氧化镁MgO单价较高，其生产原料菱

镁矿石受国家矿产资源保护政策的限制；其二是脱硫塔排出的硫酸镁水溶液需经过预处

理、蒸发、结晶和干燥装置，提纯制得工业用七水硫酸镁(中国专利CN201720755781.4)，成

本高而应用范围有限。因此，镁法脱硫产物实际利用率很低，大部分被排放，造成资源浪费

和水土环境污染。由此可知，基于脱硫效率和设备长期运转率考虑，应推广使用湿式镁法工

艺脱硫，但解决氧化镁资源和脱硫产生的硫酸镁利用问题是必需解决的两个难题。

[0006] 本发明提出采用白云石代替菱镁矿石，解决氧化镁资源难题。白云石是碳酸钙与

碳酸镁的复盐[CaMg(CO3)2]，理论上，白云石含30.41％CaO，21.83％MgO和47.73％烧失量

(CO2)。温度较低(650℃～750℃)时，白云石半分解，生成活性氧化镁MgO和碳酸钙(CaCO3)，

温度较高(850℃～950℃)时，白云石全分解，生成活性氧化镁MgO和生石灰(CaO)。因此，将

湿式钙法和镁法脱硫工艺结合起来，采用白云石粉或轻烧白云石粉的浆液作洗涤剂，在反

应塔中对烟气进行洗涤，使烟气中的SO2和SO3气体与MgO、CaO、CaCO3和MgCO3反应，转变为二

水硫酸钙和高浓度硫酸镁或亚硫酸镁溶液构成的混合浆液排出，减轻或消除了钙法脱硫中

硫酸钙的沉积、堵塞，造成设备运行不稳定现象，并实现从烟气中脱除氧化硫气体，并产生

硫酸镁和硫酸钙复盐。实际上，中国专利CN200910019038.2就公开了一种煤泥掺烧白云石

说　明　书 2/8 页

4

CN 109809722 B

4



脱硫工艺的技术方案，解决了循环流化床脱硫成本高、脱硫效率不稳定等问题。这种脱硫工

艺排出的煤渣中含有硫酸钙镁复盐，应该加以高效利用。

[0007] 在化学工业领域，在一些工业过程中广泛使用硫酸，因此，废硫酸排放总量巨大，

据估算每年排放不同浓度的废硫酸量巨大(以100％H2SO4计，约为1500万吨)。虽然已有一些

回收利用废硫酸的技术方案和设备，但工业废硫酸具有杂质成分复杂、处理成本高、总量巨

大而行业分散的特点，给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带了很大的困难。对于一些没有回收价值的

工业废硫酸，如果采用白云石中和法处理，使废硫酸中的H2SO4和白云石反应，生成硫酸钙和

硫酸镁复盐，实现废硫酸中硫的资源化回收。

[0008] 本发明提出的另一技术方案是采用白云石脱硫工艺和白云石处理废硫酸中产生

的硫酸镁和硫酸钙的复盐为主要原料，发明一种高强耐水的新型复盐胶结料，解决含硫的

工业废气、废渣和废水的资源化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难题。

发明内容

[0009] 为将工业副产石膏、白云石脱硫渣和废硫酸高效资源化用于制造低碳、低能耗无

机胶结料，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硫酸钙镁胶结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本发明以工业

副产石膏、镁法脱硫产生的镁盐、白云石脱硫和中和废硫酸产生的固体物为重要原料，制得

一种具有优良使用性能的复盐胶结料，并为一些工业副产物的经济高效资源化利用开创了

一种新途径。

[0010]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按质量份计包括下述组份：

[0011] 硫酸钙镁复盐50～250份；活性氧化镁40～200份；矿物粉末50～300份。

[0012] 优选组分为：

[0013] 硫酸钙镁复盐50～180份；活性氧化镁50～180份；矿物粉末60～250份。

[0014] 更优选组分为：

[0015] 硫酸钙镁复盐60～150份；活性氧化镁50～150份；矿物粉末80～200份。

[0016]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所述硫酸钙镁复盐选自硫酸钙镁物理复盐、硫

酸钙镁化学复盐中的一种或两种的复配，两种复配时，按任意质量比混合。

[0017]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所述矿物粉末选自粉煤灰、石灰石粉、白云石

粉、建筑石膏中的至少一种。

[0018]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所述硫酸钙镁物理复盐的组成为xCaSO4·

yMgSO4·zH2O，式中，1≤(x/y)≤3，1≤z≤3。

[0019]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所述硫酸钙镁物理复盐采用下述方法制得：

[0020] 将工业副产石膏原渣与硫酸镁混合后加热至120～360℃脱水，使原渣中的二水硫

酸钙与硫酸镁物理结合生成硫酸钙镁物理复盐xCaSO4·yMgSO4·zH2O；经粉磨、过筛，制得

平均颗粒粒径为0.1～50μm的物理复盐固体粉末；或

[0021] 将白云石[CaMg(CO3)2]粉加入到质量浓度为30％～70％的工业废硫酸溶液中，反

应到混合物的pH值为4～6时，终止反应；将混合物蒸发自由水后在120～360℃脱水，生成硫

酸钙镁物理复盐xCaSO4·yMgSO4·zH2O；经粉磨、过筛，制得平均颗粒粒径为0.1～50μm的物

理复盐固体粉末；或

[0022] 采用白云石、轻烧白云石或煅烧白云石脱除工业窑炉烟气中的SO2气体，得到的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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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钙和硫酸镁的混合浆液，将该混合浆液在120～360℃脱水，生成硫酸钙镁物理复盐

xCaSO4·yMgSO4·zH2O；经粉磨、过筛，制得平均颗粒粒径为0.1～50μm的物理复盐固体粉

末。

[0023]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所工业副产石膏原渣是指未经任何纯化或去酸

化处理的磷石膏、钛石膏、柠檬酸石膏、氟石膏、芒硝石膏、钙法脱硫石膏中的至少一种。

[0024]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所述硫酸钙镁化学复盐的组成为Mg2Ca(SO4)3。

[0025]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所述硫酸钙镁化学复盐直接选用煤泥掺烧白云

石脱硫工艺的增压流化床燃烧炉排出的灰渣或将硫酸钙镁物理复盐在725℃～950℃下煅

烧制得。

[0026]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所述的活性氧化镁平均颗粒粒径为0.1～50μm。

[0027]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所述的活性氧化镁选自以菱镁矿(MgCO3)为原

料，经煅烧、粉磨制得的轻烧氧化镁粉，其成分组成包括50％以上的活性MgO和1.5％以下的

游离CaO，灼烧失量小于12％，平均颗粒粒径为0.1～50μm。

[0028]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活性氧化镁选自以白云石

矿(CaCO3·MgCO3)为原料，经煅烧、粉磨制得的轻烧白云石粉，其成分组成包括20％以上的

活性MgO，2.5％以下的游离CaO，灼烧失量约40％以上，平均颗粒粒径0.1～50μm。

[0029]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粉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按设计的复盐

胶结料组分配方配取各组分粉末，采用干粉混合机以60～100转/分的转速混合4～8分钟，

使各组分粉末混合均匀，得到复盐胶结料粉体。

[0030] 复盐胶结料组分中，硫酸钙镁物理复盐和化学复盐单独添加或混合添加；活性氧

化镁选自轻烧氧化镁粉、轻烧白云石粉或工业活性氧化镁中的任一种或二种及以上粉体混

合物。

[0031]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浆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下述步骤：按设计的复盐

胶结料组分配方配取各组分粉末；将清水计量并泵入搅拌机中；将配取的复盐胶结料各组

分粉末加入到搅拌机中，以100～120转/分的转速搅拌均匀，得到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浆

体。

[0032]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的应用，是将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浆体与矿物粉

末、纤维混合搅拌均匀后成型制成坯体，常温或100℃以下的环境中凝结硬化，制得用于建

筑、建材和其他工业领域的制品；所述矿物粉末选自石灰石粉、白云石粉、滑石粉中的至少

一种；纤维选自玻璃纤维、PVA纤维、PP纤维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成型是采用浇注、挤出、压延

的方式通过设计的模具成型。

[0033] 本发明原理及优点：

[0034] 建筑石膏与水拌合形成的浆体是Ca2+‑SO2‑‑H2O三元体系，硬化石膏浆体中的物相

是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它在常温水中的溶解度较大，约为2.05g/L。因此，硬化石膏不能

在水中发展并保持其外观和物理力学性能。另一方面，硬化石膏浆体微结构是孔隙率很大

的二水硫酸钙晶体连生、交互构成的网络，且晶体相互间作用力较小，因此，其强度很低。

[0035] 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由硫酸钙镁复盐和活性氧化镁组成，将其与水拌

和形成的浆体是Ca2+‑Mg2+‑SO2‑‑OH‑‑H2O五元体系。由于活性氧化镁的溶解，五元体系的pH值

升高，引发两种碱土金属阳离子Ca2+、Mg2+和SO2‑、OH‑阴离子间通过溶胶‑凝胶‑结晶等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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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成组成有待细致考证的新型硫酸复盐水化物晶体。试验研究表明，由于

新型硫酸复盐水化物晶体的相互连生和交织，浆体内逐步建立致密的微结构(见图1)而凝

结硬化并发展很高的强度；另一方面，这些水化物晶体及其构成的微结构能稳定存在于水

中(见图2)。因此，硬化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具有在空气中凝结硬化并发展其强度，在水中

可长期保持外观和物理力学性能的特征。所以，本发明一种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既不同于

能在水中发展强度的水硬性胶凝材料——水泥，又优于强度较低且在水中损失其强度的气

硬性胶凝材料——建筑石膏，其抗压和抗折强度是建筑石膏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是一种气

硬耐水的新型胶凝材料。这就是本发明科学、先进、新颖的技术原理。

[0036] 本发明不但为土木和建筑工程建设提供了一种物理力学性能优异、低碳、低能耗

的新型胶结料，而且可高效资源化利用工业副产石膏、工业废硫酸和烟气脱硫产物，取得了

节能减排，废料治理和高效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社会经济效益。

附图说明：

[0037] 附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5制备的浆体试件硬化后的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0038] 附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6和实施例12制备的试样养护后的x‑射线衍射图谱。。

[0039] 从附图1可以看到，长径比较大的纤维状晶体构成了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硬化浆

体的微结构。

[0040] 附图2中，曲线1是实施例6制备的试样在空气中养护28天后的x‑射线衍射图谱；曲

线2是实施例12制备的试样浸水28天后的x‑射线衍射图谱；曲线1、曲线2二者的组成配比相

同，两条曲线显示它们具有相同的晶体相组成，表明，浸水28天后，水化物晶体没有发生变

化。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介绍本发明的实现和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的优异性能，但不

应据此对本发明的实施范围构成任何限定。

[0042] 对比例1

[0043] 从某燃煤电厂钙法脱硫塔排出的脱硫石膏储存池中随机采取含自由水的脱硫石

膏原渣，其主要矿物为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并含有少量其他氧化物。将该原渣在120

～180℃的敞开式环境中受热脱水，结束后通过0.075mm的方孔筛，制得脱硫建筑石膏粉，其

主要成分是β型半水硫酸钙(β‑CaSO4·0.5H2O)。

[0044] 将100份脱硫建筑石膏和65份水拌合成均匀浆体，注入立方体和棱柱体钢制试模

中，在25℃±2℃的环境中养护1天后脱模，试件在25℃±2℃、相对湿度65％的空气中养护，

分别测试养护3天(d)、7天、15天和28天的强度，结果见表5。

[0045] 表1脱硫建筑石膏的化学组成

[0046] 化学成分 β‑CaSO4·0.5H2O MgO SiO2 Al2O3 其它

含量/％ 91.56 1.53 3.46 1.35 2.10

[0047] 实施例1～实施例3

[0048] 实施例1～实施例3中的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粉末由硫酸钙镁物理复盐、轻烧氧化

镁粉和石灰石粉混合而成，其各组分设计配比见表2；其中，硫酸钙镁物理复盐是由钙法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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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工艺排出的脱硫二水石膏、镁法脱硫工艺产生的七水硫酸镁在120～180℃的敞开式环境

中受热脱水完成后，将固体物磨细并通过0.075mm的方孔筛，制得的粉末；轻烧氧化镁购自

辽宁省海城市某企业，其化学成分如表3。

[0049] 表2实施例1～实施例3中物理复盐胶结料的组成和配合比

[0050]

[0051] 表3轻烧氧化镁的化学成分

[0052] 化学成分 MgO 活性MgO CaO SiO2 Al2O3 Fe2O3 烧失量

含量/％ 85.0 65.0 1.30 3.09 0.16 0.33 10.03

[0053] 为测试实施例1～实施例3中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的强度，分别采用0.4的水固比

将这三种粉末和水拌制成复盐胶结料浆体，浆体拌制均匀后，注入立方体和棱柱体钢制试

模中，在25℃±2℃的环境中养护1天后脱模，装入塑料袋中继续在25℃±2℃下养护，分别

测试养护3天(d)、7天、15天和28天的强度，测试结果见表5。

[0054] 实施例4～实施例6

[0055] 实施例4～实施例6中的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粉末由硫酸钙镁物理复盐和轻烧氧

化镁粉混合而成，其各组分设计配比见表4；其中，硫酸钙镁物理复盐是由某磷化工企业排

出的磷石膏原渣、镁法脱硫工艺产生的七水硫酸镁在120～180℃的敞开式环境中受热脱水

完成后，将固体物磨细并通过0.075mm的方孔筛，制得的粉末；轻烧氧化镁与实施例1相同。

[0056] 为测试实施例4～实施例6中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的强度，分别采用0.55、0.41和

0.39的水固比将这三种粉末和水拌制成复盐胶结料浆体，浆体拌制均匀后，注入立方体和

棱柱体钢制试模中，在25℃±2℃的环境中养护1天后脱模，装入塑料袋中继续在25℃±2℃

下养护，分别测试养护3天(d)、7天、15天、28天和60天的强度，测试结果见表5。

[0057] 表4实施例4～实施例6中物理复盐胶结料的组成和配合比

[0058]

[0059] 表5对比例1～实施例6中硬化胶结料浆体试件的强度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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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0061] 实施例7～实施例9

[0062] 实施例7～实施例9中的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粉末由硫酸钙镁化学复盐[Mg2Ca

(SO4)3]、轻烧氧化镁粉和脱硫建筑石膏混合而成，其各组分设计配比见表6；其中，硫酸钙镁

化学复盐是由钙法脱硫工艺排出的脱硫二水石膏、镁法脱硫工艺产生的七水硫酸镁在725

℃～750℃的高温炉中烧制完成后，将冷却的固体物磨细并通过0.075mm的方孔筛，制得的

粉末；脱硫建筑石膏与对比例1相同；轻烧氧化镁粉与实施例1相同。

[0063] 表6实施例7～9中化学复盐胶结料的组成和配合比(质量份数)

[0064] 实施例 硫酸钙镁化学复盐 活性氧化镁 脱硫建筑石膏

实施例7 106.8 140 180

实施例8 106.8 127 200

实施例9 106.8 112 215

[0065] 实施例7～实施列9中三种复盐胶结料粉末和水分别按0.49的水固比拌制成均匀

浆体，然后注入立方体和棱柱体钢制试模中，在25℃±2℃的环境中养护1天后脱模，装入塑

料袋中继续在25℃±2℃下养护，分别测试养护1天(d)、3天和15天的强度，测试结果见表7。

结果表明，采用硫酸钙镁化学复盐时，胶结料具有快硬、高早强的特征。

[0066] 表7实施例7～实施例9中化学复盐胶结料浆体试件强度测试结果

[0067]

[0068] 实施例10～实施例12

[0069] 为了说明本发明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中水化物晶体的水稳定性，将实施例4～实

施例6中的物理复盐胶结料浆体试件在25℃±2℃下养护28天后，再浸入水中28天后取出并

自然干燥，再分别测试浸水后试件的抗压和抗折强度，并计算浸水后和浸水前的强度比

值——软化系数，作为胶结料水化物晶体水稳定性的评价指标，软化系数越大，水稳定性越

好，结果见表8。

[0070] 表8实施例10～实施例12中物理复盐胶结料软化系数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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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表8中结果表明，实施例10～实施例12中试件的软化系数为1±0.1，这说明本发明

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浆体在空气中完全硬化后，可以在水中保持其强度，甚至还略有增长。

对比图2中的两个XRD图谱会发现，浸水28天后，实施例12试件中的水化物晶体与浸水前实

施例6中一样，没有发生变化，亦即，硫酸钙镁复盐胶结料水化反应形成的水化物晶体具有

很高的水稳定性，见可以用于制备各种建筑材料制品。

[0073] 以上实施例仅为本发明的部分代表，本发明可以有不同的调整和改变。因此凡基

于本发明的原理所做出的任何改变，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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