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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硝粉煤灰对水泥性能的影响研究
Research on effect of denitration fly ash on properties of 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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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厂脱硝是防治NOx的重要手段，脱硝后的粉煤灰的应用需要更多技术研究。本文研究了脱硝粉煤灰对水
泥标准稠度、凝结时间、水泥胶砂扩展度、强度等的影响，并与未脱硝粉煤灰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脱硝粉煤
灰的掺入降低了水泥标准稠度，初凝时间稍微延长，终凝时间有所缩短；脱硝粉煤灰使得水泥胶砂扩展度有所增
加，经时损失较未脱硝灰明显。随着脱硝灰掺量增加，3d和 7d水泥抗折和抗压强度降低，后期强度增长，但劣于未
脱硝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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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nitrification in power plants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event and control NOx. The application of fly ash
after denitrification requires more technical research. In this paper, the effects of denitrification fly ash on the standard
consistency, setting time, expansion and strength of cement mortarwere are studied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nondenitrification fly ash. The results show that addition of denitrification fly ash can reduce the standard consistency of
cement, slightly prolongs the initial setting time and shorten the final setting time.While the expansion of cement mortar
with denitrification fly ash increases, and the loss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fly ash without denitrific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denitrification ash content, the 3d and 7d flexural and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cement decreases, and the later
strength increases, but it is inferior to that of non-denitrification fly 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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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脱硝粉煤灰是燃煤电厂烟气脱硝后排放的煤灰副
产品，脱硝工艺的特点使排放后的粉煤灰会残留氨氮物
质 [1，2]，在碱性条件下粉煤灰残留的铵盐不稳定，易挥发。
粉煤灰作为混凝土矿物掺和料能够充分发挥其“三大效
应”[3，4]，在混凝土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当前优质粉煤灰
短缺，脱硝粉煤灰已充斥市场，有不少企业反映加入脱硝
后的粉煤灰出现表面冒泡，体积膨胀等问题 [5]，而关于脱硝
粉煤灰对水泥混凝土的影响亟待研究。
本文对脱硝粉煤灰的性质进行分析，研究不同掺量的
脱硝粉煤灰对水泥性能的影响，以期为脱硝粉煤灰的资源
化利用提供理论和技术参考。

1

原材料和试验方法

1.1 原材料
脱硝粉煤灰样品采用由经脱硝工艺改造的浙江省某电
厂提供，样品编号为TF，未经脱硝处理的粉煤灰编号为FA，
水泥采用市售P.O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和粉煤灰的化
学组成见表 1，水泥的主要性能指标见表 2。
表1

水泥和粉煤灰的主要化学组成

样品

SiO2

CaO

Al2O3

Fe2O3

MgO

SO3

水泥

27.64

47.25

12.58

2.03

3.45

1.41

FA

45.84

5.69

33.37

6.68

2.47

0.55

TF

48.38

5.22

31.39

6.55

2.35

0.40

砂：采用ISO标准砂。
作者简介：莫卫民：男，工程师，杭州斯坦尼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

表2

P.O42.5 水泥的性能指标

标准稠
度需水
量/%

初凝
/min

终凝
/min

安定
性/试
饼法

抗折强
度/MPa

抗压强
度/MPa

3d

28d

3d

27.7

158

210

合格

6.5

8.9

28d

28.4 47.5

比表
密度
面积/
/kg·m-3
m2·kg-1
338.5

3.02

水：采用自来水，符合JGJ63混凝土拌和用水的技术要求。
外加剂：采用科之杰公司生产的醚类聚羧酸外加剂，
含固量 17.5%，掺量在 0.5%～2.5%。
1.2 试验方法
1）水泥标准稠度需水量、凝结时间和安定性试验参照
GB/T 1346-2011《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
检验方法》进行。
2）水泥胶砂扩展度及 1h经时损失的测定：固定聚羧酸
外加剂掺量为 1.0%，测试不同粉煤灰掺量的水泥胶砂扩展
度和 1h胶砂扩展度损失。
3）水泥胶砂强度测试按照GB/T 17671-2005 水泥胶砂
强 度 检 验 方 法（ISO法），成 型 40mm×40mm×160mm的 试
件，覆膜养护至 1d后拆模，放置养护室进行标准养护，测试
指定龄期的抗折和抗压强度值。

2

结果与讨论

试验采用内掺粉煤灰%、10%、20%、30%，研究粉煤灰
对水泥标准稠度 需水量、凝结时间、水泥胶砂扩展度、水泥
胶砂强度等性能指标的影响。
2.1 标准稠度需水量和凝结时间
粉煤灰作为混凝土矿物掺和料，在混凝土中能够改善
混凝土工作性能，降低水泥水化热，粉煤灰内掺对水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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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时间/mim

项目

粉煤灰掺量
/%

标准稠度
/%

初凝

终凝

水泥

0

27.5

155

210

10

27.2

166

240

20

26.9

178

252

30

26.3

205

270

10

27.2

170

230

20

26.7

182

247

30

26.4

220

259

FA

TF

粉煤灰自身颗粒滚珠状形貌，有利于水分的分布，使
得水泥表面能够充分与水分子发生反应，因此粉煤灰加入
后水泥的标准稠度需水量有所降低，且随粉煤灰掺量增加，
标准稠度需水量降低，且脱硝灰和未脱硝灰之间标准稠度
需水量基本相当。粉煤灰的加入降低水泥用量，降低了水
泥水化热，使得凝结时间相对滞后，加入脱硝粉煤灰后的
水泥初凝时间相比普通粉煤灰延长，终凝时间缩短，这可
能是粉煤灰附有的铵盐对水泥凝结时间造成了一定影响[2]。
2.2 水泥胶砂扩展度
固定聚羧酸减水剂掺量为 1.0%，研究粉煤灰掺量对水
泥胶砂扩展度的影响。测试结果见表 4，并对水泥胶砂扩
展度 1h损失进行分析，结果见图 1。
表 4 结果显示脱硝粉煤灰和普通粉煤灰的加入都使得
水泥胶砂初始扩展度和 1h胶砂扩展度指标得到显著改善，
且随着粉煤灰掺量增加水泥胶砂的工作性能增加。

表4

脱硝粉煤灰对水泥胶砂扩展度的影响
粉煤灰掺量
/%

项目
水泥
FA

TF

1h胶砂扩展度
/mm

初始扩展度
/mm

0

180

157

10

185

165

20

193

174

30

200

185

10

185

163

20

195

175

30

205

183

13.5
胶砂 扩展度1h损失 （ %）

准稠度需水量和凝结时间造成一定影响。粉煤灰掺量 0%、
10%、20%、30%的水泥标准稠度和凝结时间测试结果见表 3。
表 3 不同粉煤灰掺量的水泥标准稠度和凝结时间

FA
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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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掺入脱硝粉煤灰的水泥胶砂扩展度 1h经时损失率
图 1 所示，相比普通粉煤灰，掺入脱硝粉煤灰后的水泥
胶砂扩展度损失率随掺量增加降低，这是因为脱硝工艺并
未改变粉煤灰的球状颗粒形貌，对水泥胶砂工作性能的改
善具有积极作用。同时可以看出掺相同比例的脱硝粉煤灰
水泥胶砂扩展度比普通粉煤灰经时损失更大，这可能是脱
硝粉煤灰附着的少量铵盐遇到水泥碱性环境产生的氨气部

（a）掺粉煤灰水泥胶砂抗折强度
（b）掺脱硝灰水泥胶砂抗折强度
图 2 脱硝粉煤灰对水泥胶砂抗折强度的影响

50

（a）掺粉煤灰水泥胶砂抗压强度
（b）掺脱硝灰水泥胶砂抗压强度
图 3 脱硝粉煤灰对水泥胶砂抗压强度的影响
（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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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度也要符合要求，一般是不能小于二米，以此避免商
品混凝土浇筑之后出现离析或者分层的问题。混凝土的振
捣一般选择振捣棒比较合适，而振捣棒最好是50㎜尺寸的，
同时控制分层的厚度，使其与振捣棒的长度之间产生合理
的差值。振捣的过程当中振捣棒的半径要控制在 400 ㎜之
内，振捣的时间则需要保持十五秒以上，但是要少于三十
秒。总之商品混凝土的振捣相当重要，频率和时间均需要
符合标准，防止出现混凝土离析以及表面水平或气泡等问
题。混凝土的边角处理相对复杂，振捣的时候可以依照顺
序进行，同时让振捣点以梅花形状进行。

3

商品混凝土养护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商品混凝土质量检验应当遵循相应的标准，并且要结
合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当前我国针对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检
验主要有两个步骤，出厂的交货检验到混凝土的交货检验。
商品混凝土的出厂交货检验指的是针对混凝土的样品进行
搅拌试验，并利用定点检验的方式掌握混凝土的具体情况。
混凝土的生产商负有抽样检查商品混凝土的责任。供应商、
施工单位以及监理单位三者均需要参与到商品混凝土交货
检验环节当中，商品混凝土的样品抽取时间控制在二十分
钟之内，制作的试件要保证在四十分钟之内完成。抽取的
方式应当为随机，提高检验的质量。
搅拌环节和运输过程中均需要配备监督管理人员，通
过把握施工现场与商品混凝土相关的信息形成反馈方案，
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优化供料的速度，以此提高施工与
供料之间的平衡性。商品混凝土的质量达标才能够满足建

筑工程施工的要求，也才会对环境更加友好，对于我国的
经济发展才具有积极意义。商品混凝土的养护要安排专业
的技术人员，并且一些特别的区域还要求养护人员具有丰
富的经验，以便于可以提高混凝土的质量。在寒冷的地区
或者季节，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要控制混凝土的温度，防
止出现裂缝。炎热地区则应当采取合理的降温措施，可以
进行洒水，确保混凝土内部和外部的温度差适宜。建筑工
程的建设顺利完成，能够推动城市的发展和进步，也能够
为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结语

我国的建筑行业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仍
然存在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积极吸收先进的
经验和技术。商品混凝土的质量控制需要彻底全面，除了
控制商品混凝土的生产过程之外，还需要提高商品混凝土
浇筑水平，并做好商品混凝土的后期养护，如此才可以推
动我国建筑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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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逸出导致 [6]。
2.3 抗折和抗压强度
对脱硝工艺后的粉煤灰对水泥强度的影响进行了研
究，按照GB/T 17671-2005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进行水泥胶砂抗折和抗压强度试验。
加入粉煤灰后 3d和 7d水泥胶砂抗折强度都要低于纯
水泥胶砂抗折强度，随着龄期的增长，粉煤灰自身火山灰
效应和微集料效应使得水泥胶砂的后期抗折强度得到大幅
提高，与纯水泥胶砂抗折强度基本相当。
图 3 的结果显示掺脱硝粉煤灰后早期强度低于纯水泥
强度，未脱硝的粉煤灰在 28d后强度增长明显 [7]，且优于脱
硝灰，这可能是脱硝灰自身附有的铵盐产物对水泥的强度
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3

结论

1）粉煤灰的加入降低水泥用量，使得水泥凝结时间延
长，加入脱硝粉煤灰后的水泥初凝时间相对普通粉煤灰稍
微增加，终凝时间有所降低。
2）脱硝粉煤灰掺量增加水泥胶砂扩展度随之增加，1h
水泥胶砂扩展度损失低于纯水泥胶砂，但掺脱硝灰的水泥
胶砂扩展度经时损失率高于同掺量未脱硝粉煤灰。
3）脱硝粉煤灰掺量增加，3d和 7d水泥抗折和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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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随着龄期增长，由于火山灰效应，粉煤灰参与水泥二
次水化，后期强度增长明显，但脱硝粉煤灰掺量提高时，后
期强度提高幅度低于未脱硝粉煤灰，这可能是脱硝粉煤灰
残余的铵盐对水泥强度造成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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