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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

能耗的方法，该方法是先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

产量理论能耗值和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

再测量二水石膏中的实际附着水含量，然后获取

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接着测量二水石膏的实际

品位，随后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

值，最后根据Mkn值获得煅烧石膏时需要投放的

标准煤的投放量，并根据投放量投放标准煤进行

生产。本发明不仅具有准确度高和环保的优点，

还能够降低实际生产建筑石膏时的能耗，方便对

各个建筑石膏生产单位进行环保方面的考核评

估，提高治理污染的针对性，提高治理污染的效

率，指导生产建筑石膏的工厂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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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理论能耗值，得Mzn值；

b、获取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得Wk值；

c、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附着水含量，得Wa值；

d、获取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得Pk值；

e、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品位，得Pa值；

f、采用下式

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值，其中k为生产系统总热效率，得Mkn值；

g、根据Mkn值获得生产建筑石膏时需要投放的标准煤的投放量，并根据投放量投放标准

煤进行生产，降低生产建筑石膏时的能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Mzn

值根据公式Mzn＝Q总/Q标获得，其中Q总为理论上煅烧出1吨成品建筑石膏消耗的热量，Q标为标

准煤的热值。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理

论上煅烧出每吨成品建筑石膏消耗的热量Q总通过煅烧每吨石膏时的物料蓄热、分解热和蒸

发热三者相加获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Wk

值为理论上煅烧每吨石膏时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其根据公式Wk＝[f(x)-f(x-1)]

×100获得，其中

f(x)为蒸发附着水需要的标准煤，X％为附着水含量。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Pk

值为理论上煅烧每吨石膏时其中的每1％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其根据公式Pk＝q总/q标获

得，其中q总为理论上每吨石膏含有1％的杂质时对能量消耗的影响，q标为标准煤的热值。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理

论上每吨石膏含有1％的杂质时消耗的热量q总通过煅烧每吨石膏中含有的1％的杂质时的

分解热和蒸发热两者相加获得。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k为70％～90％。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k

为80％。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6127361 B

2



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材料的生产需要耗用大量资源，属耗能大户。在建筑材料中，水泥、石灰、石膏

被称之为三大胶凝材料，生产过程能耗一直偏高，难以下降。为实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

目标，迫切需要对建筑材料，尤其是三大胶凝材料的高能耗予以限制，使生产的能耗降低至

一个合理区间内。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现在一般在实际生产前，先估算生产建筑石膏的能

耗，再根据综合能够投放对应量的标准煤。但是，现在获取建筑石膏生产能耗的方法获得的

能耗值的准确度不理想，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进而导致实际生产建筑石膏时能耗较大。因

此，现有的获取建筑石膏生产能耗的方法存在着准确度不理想和实际生产建筑石膏时能耗

较大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本发明不仅具

有准确度高的优点，还能够降低实际生产建筑石膏时的能耗。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0005] a、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理论能耗值，得Mzn值；

[0006] b、获取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得Wk值；

[0007] c、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附着水含量，得Wa值；

[0008] d、获取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得Pk值；

[0009] e、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品位，得Pa值；

[0010] f、采用下式

[0011]

[0012] 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值，其中k为生产系统总热效率，得Mkn值；

[0013] g、根据Mkn值获得生产建筑石膏时需要投放的标准煤的投放量，并根据投放量投放

标准煤进行生产，降低生产建筑石膏时的能耗。

[0014] 前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中，所述Mzn值根据公式Mzn＝Q总/Q标

获得，其中Q总为理论上煅烧出1吨成品建筑石膏消耗的热量，Q标为标准煤的热值。

[0015] 前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中，所述理论上煅烧出每吨成品建

筑石膏消耗的热量Q总通过煅烧每吨石膏时的物料蓄热、分解热和蒸发热三者相加获得，结

合各部分能耗，提高获得结果的准确度。

[0016] 前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中，所述Wk值为理论上煅烧每吨石

膏时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其根据公式Wk＝[f(x)-f(x-1)]×100获得，其中

说　明　书 1/8 页

3

CN 106127361 B

3



f(x)为蒸发附着水需要的标准煤，X％为附着水含量。

[0017] 前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中，所述Pk值为理  论上煅烧每吨

石膏时其中的每1％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其根据公式Pk＝q总/q标获得，其中q总为理论上每

吨石膏含有1％的杂质时对能量消耗的影响，q标为标准煤的热值。

[0018] 前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中，所述理论上每吨石膏含有1％

的杂质时消耗的热量q总通过煅烧每吨石膏中含有的1％的杂质时的分解热和蒸发热两者相

加获得。

[0019] 前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中，所述k为70％～90％。

[0020] 前述的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中，所述k为80％。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通过综

合考虑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理论能耗值、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二水石膏的实际

附着水含量、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二水石膏的实际品位和生产系统总热效率各个方面对

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影响，从而能够准确地获取Mkn值，提高获得结果的准确度；然后能

够根据准确的Mkn值来获得一定量生产建筑石膏时需要投放的标准煤的投放量，并根据投放

量投放标准煤进行生产，从而降低生产建筑石膏时的能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200家

建筑石膏生产企业；全国每年的建筑石膏产量约5000万吨，其中能耗高的生产企业是能耗

低的生产企业用能的5倍以上；根据本发明能够将建筑石膏生产企业的高能耗降低至低能

耗标准，即能够从160(kg标准煤/t建筑石膏)降低至32(kg标准煤/t建筑石膏)；按生产5000

万吨计算，能够减少640万吨标准煤的消耗，不仅降低了能耗和成本，还能够保护环境，具有

环保的优点。此外，本发明还能够方便对各个建筑石膏生产单位进行环保方面的考核评估，

提高治理污染的针对性，提高治理污染的效率，还能够指导生产建筑石膏的工厂的规划设

计。因此，本发明不仅具有准确度高和环保的优点，还能够降  低实际生产建筑石膏时的能

耗，方便对各个建筑石膏生产单位进行环保方面的考核评估，提高治理污染的针对性，提高

治理污染的效率，指导生产建筑石膏的工厂的规划设计。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限制的依据。

[0023] 实施例一。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4] a、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理论能耗值，得Mzn值；

[0025] b、获取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得Wk值；

[0026] c、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附着水含量，得Wa值；

[0027] d、获取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得Pk值；

[0028] e、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品位，得Pa值；

[0029] f、采用下式

[0030]

[0031] 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值，其中k为生产系统总热效率，得Mkn值；

[0032] g、根据Mkn值获得生产建筑石膏时需要投放的标准煤的投放量(即生产N个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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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石膏，需要投放N·Mkn/Q标个单位的标准煤，Q标为标准煤的热值)，并根据投放量投放标

准煤进行生产，降低生产建筑石膏时的能耗。

[0033] 所述Mzn值根据公式Mzn＝Q总/Q标获得，其中Q总为理论上煅烧出1吨成品建筑石膏消

耗的热量，Q标为标准煤的热值。所述理论上煅烧出每吨成品建筑石膏消耗的热量Q总通过煅

烧每吨石膏时的物料蓄热、分解热和蒸发热三者相加获得。所述Wk值为理论上煅烧每吨石

膏时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其根据公式Wk＝[f(x)-f(x-1)]×100获得，其中

f(x)为蒸发附着水需要的标准煤，X％为附着水含量。所述Pk值

为理论上煅烧每吨石膏时其中的每1％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其根据公式Pk＝q总/q标获得，

其中q总为理论上每吨石膏含有1％的杂质时对能量消耗的影响，q标为标准煤的热值。所述理

论上每吨石膏含有1％的杂质时消耗的热量q总通过煅烧每吨石膏中含有的1％的杂质时的

分解热和蒸发热两者相加获得。所述k为70％～90％。

[0034] 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品位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华人名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5484-2012)

进行获取，通过干燥差减法进行附着水的测定，称取一定质量(m1)的试样，将试样平铺于已

烘干至恒量的适宜的容器内，将装有试样的容器在45℃±3℃的干燥箱中  烘干2小时以上，

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如果使用称量瓶，将磨口塞紧密盖好)，冷却至室温，马上称量。在同样

温度下烘干30min以上，如此反复烘干，直至恒量(m2)。最后通过Wa＝[(m1-m2)/m1]×100，获

得二水石膏的实际附着水含量，其中m1为称取的试样的质量，m2为烘干至试样恒量时的质

量。

[0035] 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附着水含量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华人名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5483-

2008)进行获取，通过

[0036] G1＝4.7785×W

[0037] G2＝1.7005×S+W

[0038] X1＝1.7005×S-4·7785×W

[0039] 其中，G1为G类产品的品位，G2为A类和M类产品的品位，X1为CaSO4质量分数，W为结

晶水质量分数，S三氧化硫质量分数。结晶水的测定按GB/T  5484进行，使用干燥差减法测定

得W；三氧化硫的测定按GB/T  5484进行，使用硫酸钡重量法测定得S。对于天然石膏、硬石膏

和不含有亚硫酸钙的工业副产石膏，试样用盐酸分解，过滤后在酸性溶液中，用氯化钡溶液

沉淀硫酸盐，经过灼烧后，以硫酸钡形式称量。测定结果以三氧化硫计。对于含有亚硫酸钙

的工业副产石膏，试样用过氧化氢氧化后，在酸性溶液中测定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合量， 

再减去测得的二氧化硫的量。

[0040] 实施例二。一种获取建筑石膏生产综合能耗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a、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理论能耗值，得Mzn值；

[0042] b、获取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得Wk值；

[0043] c、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附着水含量，得Wa值；

[0044] d、获取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得Pk值；

[0045] e、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品位，得Pa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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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f、采用下式

[0047]

[0048] 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综合能耗值，其中k为生产系统总热效率，得Mkn值；

[0049] g、根据Mkn值获得生产建筑石膏时需要投放的标准煤的投放量(即生产N个单位的

建筑石膏，需要投放N·Mkn/Q标个单位的标准煤，Q标为标准煤的热值)，并根据投放量投放标

准煤进行生产，降低生产建筑石膏时的能耗。

[0050] 所述Mzn值根据公式Mzn＝Q总/Q标获得，其中Q总为理论上煅烧出1吨成品建筑石膏消

耗的热量，Q标为标准煤的热值。所述理论上煅烧出每吨成品建筑石膏消耗的热量Q总通过煅

烧每吨石膏时的物料  蓄热、分解热和蒸发热三者相加获得。所述Wk值为理论上煅烧每吨石

膏时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其根据公式Wk＝[f(x)-f(x-1)]×100获得，其中

f(x)为蒸发附着水需要的标准煤，X％为附着水含量。所述Pk值

为理论上煅烧每吨石膏时其中的每1％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其根据公式Pk＝q总/q标获得，

其中q总为理论上每吨石膏含有1％的杂质时对能量消耗的影响，q标为标准煤的热值。所述理

论上每吨石膏含有1％的杂质时消耗的热量q总通过煅烧每吨石膏中含有的1％的杂质时的

分解热和蒸发热两者相加获得。所述k为80％。

[0051] 以生产1吨成品建筑石膏为例。

[0052] 1、步骤a中获取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理论能耗值的方法如下。

[0053] 以1t成品建筑石膏为例；设进料温度(t1)为20℃，出料温度(t2)为170℃；石膏的比

热容(C热)为1.089kJ/kg二水石膏·℃；石膏的分解热(D热)为95.040kJ/kg二水石膏；水的汽

化潜热(C汽)为2114 .1kJ/kg水(150℃时)；标准煤的热值(Q标)为29271 .2kJ/kg标煤(20℃

时)。

[0054] 根据石膏煅烧的化学反应式如下：

[0055]

[0056] 其中，CaSO4·2H20的分子量为172， 的分子量为145，  的分子

量为27。

[0057] 得，1t建筑石膏(半水石膏)需二水石膏(W料)如下：

[0058]

[0059] 1t建筑石膏(半水石膏)产生结晶水(W水)如下：

[0060]

[0061] 物料蓄热为：

[0062] Q蓄＝W料×C热×(t2-t1)

[0063] ＝1186.2×1.089×(170-20)

[0064] ＝193765.77kJ/t半水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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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分解热为：

[0066] Q分＝W料×D热＝1186.2×95.040＝112736.45kJ/t半水石膏

[0067] 蒸发热为：

[0068] Q蒸＝W水×C汽＝186.2×2114.1＝393645.42kJ/t半水石膏

[0069] 煅烧总耗热量为：

[0070] Q总＝Q蓄+Q分+Q蒸

[0071] ＝193765.77+112736.45+393645.42

[0072] ＝700147.64kJ/t半水石膏

[0073] 标准煤耗(建筑石膏产品单位产量理论能耗值)为：

[0074]

[0075] 综上所述，1t建筑石膏生产理论上计算需用标煤23.9kg。在能耗公式中建筑石膏

产品单位产量理论能耗值Mzn的取值为20～30，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建筑石膏)(kg/

t)。

[0076] 2、步骤b中获取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增加值的方法如下。

[0077] 以1t建筑石膏为例；以工业副产石膏的湿料附着水为例,即：附着水＝[(湿料质

量)—(干料质量)]/(湿料质量)×100％；以品位为100％的工业副产石膏计算；水的比热容

(C水)为4.1816kJ/kg水·℃(20℃时)，水的汽化热(Q汽)为2257.2kJ/kg水(100℃时)；标准煤

的热值为29271.2kJ/kg标煤(20℃时)；设工业副产石膏煅烧前的初始温度为20℃，且在常

压(1个大气压)下煅烧；设工业副产石膏的附着水为X％；当附着水为X％，煅烧工业副产石

膏时，设蒸发附着水需标煤Y(kg)。

[0078] 1t建筑石膏需由以下数量工业副产石膏煅烧而成，则：

[0079] CaSO4·1/2H2O＝145.1452

[0080] CaSO4·2H2O＝172.168

[0081]

[0082] 1/0.8430＝1.186t(工业副产石膏)

[0083] 由于以上的1.186t工业副产石膏为干料，所以应考虑湿料条件下的情况，在附着

水为X％时，设湿料重量为G(t)，则：

[0084]

[0085]

[0086] 设在湿料中附着水的重量为F(kg)，则：

[0087]

[0088] 工业副产石膏中的附着水的蒸发需热量Q(kJ/kg水)应考虑水从20℃升至100℃所

需的能耗以及100℃的水变成蒸汽所需的汽化能耗，则：

[0089] Q1＝C水×F×(T2-T1)＝334.5FkJ/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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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0] Q2＝Q汽×F＝2257.2×F＝2257.2FkJ/kg

[0091]

[0092] 煅烧工业副产石膏时，设蒸发附着水需标煤Y(kg)，则：

[0093]

[0094] 根据上式，把附着水作为变量，标准煤耗作为函数(应变量)，  列于表1中。另外，表

1还列出了每增加附着水1％，标准煤耗的增加值。表1如下。

[0095] 表1

[0096]

附着水(％) 标煤(kg/t建筑石膏) 标煤增加值(kg/1％附着水) 

1 1.060703 1.060703 

2 2.143053 1.08235 

3 3.247719 1.104666 

4 4.375399 1.12768 

5 5.52682 1.151421 

6 6.702739 1.175919 

7 7.903946 1.201208 

8 9.131267 1.227321 

9 10.38556 1.254295 

10 11.66773 1.282168 

11 12.97871 1.310981 

12 14.31949 1.340776 

13 15.69109 1.371598 

14 17.09458 1.403496 

15 18.5311 1.436519 

16 20.00182 1.470722 

17 21.50798 1.506161 

18 23.05088 1.542897 

19 24.63188 1.580993 

20 26.25239 1.620518 

21 27.91394 1.661544 

22 29.61808 1.704148 

23 31.3665 1.748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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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3.16092 1.794422 

25 35.00319 1.842273 

26 36.89526 1.892064 

27 38.83916 1.943902 

28 40.83706 1.997899 

29 42.89123 2.054178 

30 45.0041 2.112869 

[0097] 由于工业副产石膏利用时的石膏附着水分大多在12％左右，因此，从表1中可知，

附着水为12％时，每增加1％附着水需增加煤耗1.34kg标煤/t建筑石膏·1％附着水，经百

分比换算后，可得附着水对能耗 的影响增加值为134。在能耗公式中蒸发附着水所需能耗

增值Wk的取值为106～211，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建筑石膏)(kg/t)。

[0098] 3、步骤d中的获取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的方法如下：

[0099] 以1t建筑石膏为例，石膏的比热容(C热)为1.089kJ/kg二水·℃；假设杂质的比热

容与石膏的比热容相同；出现的杂质不含结晶水，且煅烧前后，杂质的质量未发生变化；设

进料温度(t1)为20℃，出料温度(t2)为170℃；石膏的分解热(D热)为95.040kJ/kg二水石膏；

水的汽化热(C汽)为2114 .1kJ/kg水(150℃时)；标准煤的热值为29271 .2kJ/kg标煤(20℃

时)。

[0100] 根据石膏煅烧的化学反应式：

[0101]

[0102] 其中，CaSO4·2H20的分子量为172， 的分子量为145，  的分子

量为27。

[0103] 1t半水石膏(建筑石膏)需二水石膏(W料)如下：

[0104]

[0105] 含1％杂质对物料蓄热能耗影响如下：

[0106] Q′蓄＝W料×C热×(t2-t1)×1％

[0107] ＝1186.2×1.089×(170-20)×1％

[0108] ＝1937.658kJ/t半水石膏

[0109] 由于石膏也对物料蓄热能耗产生同样影响，所以这部分能耗不计入总能耗。

[0110] 含1％杂质对物料分解热的影响如下：

[0111] Q′分＝W料×D热×1％

[0112] ＝1186.2×95.04×1％

[0113] ＝1127.365kJ/t半水石膏

[0114] 含1％杂质对蒸发热的影响如下：

[0115] Q′蒸＝W水×C汽×1％

[0116] ＝186.2×2114.1×1％

[0117] ＝3936.454kJ/t半水石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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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8] 含1％杂质对总耗能的影响如下：

[0119] Q′总＝Q′分+Q′蒸

[0120] ＝1127.365+3936.454

[0121] ＝5063.819kJ/t半水石膏

[0122] 含1％杂质对标准煤耗的影响值(Pk)如下：

[0123]

[0124] 每增加1％杂质将减少煤耗0.17kg标煤/t建筑石膏·1％杂质，经百分 比换算后，

就把0.17×100＝17作为杂质对能耗的影响值；即Pk取值为10～24，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

吨(建筑石膏)(kg/t)。

[0125] 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品位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华人名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5484-2012)

进行获取，通过干燥差减法进行附着水的测定，称取一定质量(m1)的试样，将试样平铺于已

烘干至恒量的适宜的容器内，将装有试样的容器在45℃±3℃的干燥箱中烘干2小时以上，

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如果使用称量瓶，将磨口塞紧密盖好)，冷却至室温，马上称量。在同样

温度下烘干30min以上，如此反复烘干，直至恒量(m2)。最后通过Wa＝[(m1-m2)/m1]×100，获

得二水石膏的实际附着水含量，其中m1为称取的试样的质量，m2为烘干至试样恒量时的质

量。

[0126] 测量获得二水石膏的实际附着水含量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中华人名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5483-

2008)进行获取，通过

[0127] G1＝4.7785×W

[0128] G2＝1.7005×S+W

[0129] X1＝1.7005×S-4.7785×W

[0130] 其中，G1为G类产品的品位，G2为A类和M类产品的品位，X1为CaSO4质量分数，W为结

晶水质量分数，S三氧化硫质量分数。结晶水的测定按GB/T  5484进行，使用干燥差减法测定

得W；三氧化硫的测定按GB/T  5484进行，使用硫酸钡重量法测定得S。对于天然石膏、硬石膏

和不含有亚硫酸钙的工业副产石膏，试样用盐酸分解，过滤后在酸性溶液中，用氯化钡溶液

沉淀硫酸盐，经过灼烧后，以硫酸钡形式称量。测定结果以三氧化硫计。对于含有亚硫酸钙

的工业副产石膏，试样用过氧化氢氧化后，在酸性溶液中测定三氧化硫和二氧化硫合量，再

减去测得的二氧化硫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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