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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发电产生的高钙粉煤灰的改性研究
Study on modification of high calcium fly ash from thermal pow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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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电厂发电采用的循环流化床燃烧煤产生的高钙粉煤灰作为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为了找到高钙灰降钙
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改善高钙灰的性能，然后把这种高钙灰利用到水泥生产或混凝土中，变废为宝，变害为利，合
理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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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object of high calcium fly ash produced by coal combustion in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for power plant is mainly to find a way to reduce the calcium content of high calcium fly ash,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high calcium fly ash on this basis. Then the high calcium fly ash is used in cement production or concrete,
turning waste into treasure, harmful into benefit, and rational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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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产煤大国，以煤炭为电力生产的主要原料，
火力发电还占据很大市场，虽然其他能源快速发展，但是
在短期内火力发电还在持续。用煤来发电，每发 1KW·h的
电，需要标准煤约 300g产生粉煤灰约 100g。粉煤灰是火力
发电的主要产物，每消耗 4t煤就会产生 1t左右的粉煤灰 [6]。
粉煤灰中的有害物质不可避免的污染了电厂周围的土壤、
空气和水，威胁电厂附近居住的居民的身体健康。它是火
力发电的主要污染源，我们的研究就是把粉煤灰变成一种
再生资源，然后回收在利用，解决了可持续发展中资源回
收利用的问题。
本文以某电厂的粉煤灰为研究对象，该厂用来燃烧煤
的是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温度在 800～900℃所产生的粉
煤灰含钙量较高。粉煤灰按照含钙量的高低可以分为高钙
灰（含钙量大于 10%）和低钙灰（含钙量小于 10%），根据本厂
送来的样品，氧化钙的含量大于 22.58%，游离氧化钙的含
量为 12.43%，所以属于高钙粉煤灰。这种粉煤灰如果不经
过处理，就不能利用，因为无论是水泥还是混凝土里用的
粉煤灰，游离氧化钙的含量都要小于 1.5%，因为游离氧化
钙是影响水泥或混凝提安定性的主要因素。因此，经过查
阅资料和小组讨论，制定的方案是先粉磨，再加水消减这
种粉煤灰中的游离氧化钙。在游离氧化钙达标的情况下，
在研究粉煤灰的活性和改性利用。

1

先加水再粉磨

加水量在 10%，15%，20%，25%，30%，加水以后陈化
时间 0d，1d，3d，5d，7d，然后粉磨，粉磨时间分为 10 分钟，
20 分钟，30 分钟；这种方案，游离氧化钙的含量有所降低，
但是不明显。其中游离氧化钙的测定方法是乙二醇法，氢
氧化钙的测定方法是热重法。经小组分析是样品在出循环
流化床以后经过堆放，也向粉煤灰上加过水，所以，这种方
案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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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将样品进行粉磨

粉磨时间对粉煤灰中游离氧化钙的影响，经过实验得
出，粉磨时间越长，粉煤灰细度越大，游离氧化钙暴露得越
多，就是游离氧化钙的含量越高，再利用粉煤灰时，在加一
定量的水，对降低高钙灰中的游离氧化钙是有利的，但是
具体能降低多少，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粉磨时间相同，粉磨后加不同的水

随着加水量的增加，游离氧化钙的消减速度不断增加，
特别是在第一天，消减最快。随着陈华时间的加长，游离
氧化钙的消减越来越慢，呈下降的趋势，到底七天的时候
几乎没有太多的变化。加水量越少，游离氧化钙的消减过
程进行得越慢；当加水量较多时，游离氧化钙的消减速度
明显加快 [3]。
粉磨后的高钙灰中加水，高钙灰中的氧化钙和水反应
生成大量的Ca（OH）2，加水量较少时，消减初期，只有少
量的Ca（OH）2 晶体生成，形状也不完整；随着水量的增加，
Ca（OH）2 晶体不断的长大，形状更加完整，数量也在不断增
多，形状呈六方板状结构，Ca（OH）2 晶体棱边清晰锐利，覆
盖在粉煤灰颗粒的表面。
下图是不同加水量，不同陈化时间，高钙灰中游离氧
化钙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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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同的加水量，不同的粉磨时间，高
钙灰中游离氧化钙的消减情况
首 先，粉 磨 高 钙 灰 要 达 到 粉 煤 灰 细 度 的 要 求，细 度
（0.045mm 方孔筛余量%）≤45%（三级粉煤灰），经过实验，
粉磨时间在 20 分钟就能达到这个标准。在达到标准后，分
别粉磨 20 分钟、25 分钟、30 分钟，探究游离氧化钙的消减
情况，得出在早期，游离氧化钙的消减速度有所增加，但是
没有加不同的水量那么快，在后期随着时间的延长，f-CaO
的就减少非常有限，超过临界粉磨时间 30 分钟后，f-CaO
的消减反而变慢了 [2]。如果在实际生产中，粉磨时间长，电
耗也增加了，反而成本增加了。
如下是相同的加水量，不同粉磨时间高钙灰中f-CaO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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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粉磨时间条件下，游离钙含量

5 最佳粉磨时间、最佳掺水量条件下，
再加少量分散剂
分散剂对高钙灰中的f-CaO的消减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消减 6 个小时以后，高钙灰中的游离氧化钙含量就降
低到 10%以下，消减了 65%左右，24 小时以后，游离氧化钙
的含量明显降低，，之后，高钙灰中的游离氧化钙下降的速
度变得缓慢，但是还是比不加分散剂时，高钙灰中的游离
氧化钙含量要低得多。这充分说明加入分散剂有利于游离
氧化钙的消减，同时加入分散剂，在消减过程中水在高钙
灰中分布更均匀，和高钙灰的接触更充分，所以高钙灰中
的游离氧化钙消减得更完全。
图 3 是最佳粉磨时间、最佳掺水量，加入分散剂后游离
氧化钙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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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1）先加水后粉磨对高钙灰的消减意义不大，效果不明
显，建议不采用。
2）细度越大，高钙灰中的游离氧化钙含量越高；
3）粉磨时间相同，水的掺量越大，游离氧化钙的消减
越快，特别是在消减的初期。
4）相同的加水量，不同粉磨时间，高钙灰中f-CaO的消
减没有上面的情况那么理想。
5）加入分散剂，可以促进高钙灰中f-CaO的消减。
6）高钙灰具有减水效果好，自身有一定水硬性，掺加
到混凝土中，早期抗压强度高于普通粉煤灰混凝土，有一
定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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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技厅厅长陈秋立率团访问总院
5 月 29 日，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厅党组书记、厅长陈秋立率考察团访问中国建材总院。中国建材集团总工程师、中国建材
总院院长姚燕热情接待了福建省科技厅考察团一行。
姚燕对陈秋立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陪同参观了光纤面板生产基地、绿色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国检集团大楼和
总院展室，详细介绍了中国建材总院科技创新、产品研发、产学研结合、检验认证等领域取得的成果。
陈秋立表示，福建省正处在“大招商”、
“科技大对接”背景下，希望借助中国建材总院的科研实力，通过建立分支机构协
同发展，为福建省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创新活力。姚燕介绍了总院枣庄基地的建设模式，提出依托当地技术为主的单位，采用
共建模式进行技术对接的设想。随后，双方就科技协作、检验认证等合作事宜展开了深入交流。
北京市科委合作处陈铭培；福建省科技厅办公室主任郑志锋，创新办主任郑群力，福州市科技局局长任义文，龙岩市科技
局局长阮满昌，龙岩市科技局科长李栋渊及福建省相关企业代表；总院总法律顾问、院长助理王海龙，科技发展部部长张忠伦，
水泥新材院院长文寨军，国检集团副总经理陈璐，科技发展部部长助理李桂金，科技发展部科研主管魏丽颖陪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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