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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工业烟气中 ＣＯ２ 矿化固定减排与工业固废建材化利用的协同效应，本工作研究了粉煤灰⁃电石渣制浆矿化的固碳增强特性。 实验考

察了电石渣配比、养护温度以及矿化反应时间对胶凝试块抗压强度的影响规律。 结果表明，电石渣配比为 ３０％和养护温度为 ６０ ℃时，可获得 ３ ｄ
强度较优的胶凝试块。 在电石渣配比为 ２０％～５０％之间，获得试块最佳强度的矿化反应时间随电石渣配比增大出现先延长后缩短的趋势，当电

石渣配比达 ４０％和矿化时间达 ５０ ｍｉｎ 时，对应试块的 ３ ｄ 强度最高，较不矿化反应时的强度提高了 ８２．１％。 胶凝试块的 ＸＲＤ 分析结果表明，浆

体碳化反应 ３０ ｍｉｎ 后，胶凝试块中的氢氧化钙衍射峰完全消失，伴随明显的 ＣａＣＯ３ 衍射峰出现。 ＴＧＡ 测试结果表明，矿化后所得胶凝试块出现

明显的 ＣａＣＯ３ 分解失重峰。 电石渣配比分别为 ２０％、３０％、４０％时，获得最佳 ３ ｄ 强度的试块中 Ｃａ（ＯＨ） ２ 的存留率分别为 ７５．６％、６８．４％和 ６４．
８％，碳化度分别为 ７．９％、５．７％和 １０．２％，对应每吨胶凝试块可矿化固定 ＣＯ２ 的量分别为 ７ ｋｇ、１３ ｋｇ 和 ３１ 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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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粉煤灰和电石渣均属于工业固体废弃物，由于区域性产

出量与利用量不平衡，目前此类工业固废仍存在堆弃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占用土地、危害环境和资源浪费等问

题，迫切需要寻求方法对其进行开发利用［１⁃３］ 。 如何低成本、
高效益开发利用这些固废成为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电石渣

替代生石灰与粉煤灰复配主要运用在建筑材料领域，如水

泥、砂浆、混凝土的掺合料以及蒸压砖、加气混凝土、陶粒

等［４⁃６］建筑材料。 在电石渣替代生石灰制备胶凝材料工程中

存在着试块强度较低的问题，利用粉煤灰和电石渣制备建筑

材料的同时矿化固定 ＣＯ２，将试块中未胶凝反应的电石渣生

成稳定的碳酸钙，实现 ＣＯ２ 减排与固废建材化增强的耦合协

同，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有学者［７⁃８］ 已经开展了利用

ＣＯ２ 养护粉煤灰或电石渣基建筑材料方面的实验研究， 并取

得了固碳⁃增强的良好效果。 前期关于电石渣与粉煤灰碳酸

化特性的研究发现，电石渣与粉煤灰碳酸化生成碳酸钙异位

附着于粉煤灰表面［９］ ，但是，目前电石渣与粉煤灰复配制备

建筑材料同时固定 ＣＯ２，实现固碳⁃增强协同效应的研究较

少，还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
本工作系统研究了粉煤灰与电石渣复配料配比、养护温

度、制浆过程矿化时间等对试块强度的影响规律，并通过对

试块进行 ＸＲＤ 和 ＴＧＡ 分析，研究其有关机理。

１　 实验

１．１　 实验原料
实验原料主要包括粉煤灰和电石渣。 其中，粉煤灰来自

太原某公司的煤粉炉粉煤灰，其中位径 Ｄ５０ ＝ １５．６１ μｍ；电石

渣来自长治市某公司，其中位径 Ｄ５０ ＝ ２０．３４ μｍ。 实验原料的

化学成分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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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原料的成分（质量分数 ／ ％）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ｓｓ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ｏｆ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ＣａＯ ＭｇＯ Ｆｅ２Ｏ３ Ｏｔｈｅｒｓ
Ｆｌｙ ａｓｈ ４８．１０ ３８．９０ ３．４２ ０．５７ ４．３９ ４．６２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ｓｌａｇ ｓｌｕｒｒｙ ３．２８ ２．２０ ８４．９０ ０．１９ ０．２０ ９．２３

由表 １ 可以看出，电石渣中的钙镁（氧化物形式表示）含
量高达 ８５％以上，粉煤灰的钙镁含量相对较低，约为 ４％。 原

料电石渣中钙镁含量约为粉煤灰的 ２１．２５ 倍。
１．２　 实验装置及实验过程

（１）制浆矿化

采用如图 １ 所示的矿化实验装置，该装置由 ＣＯ２ 气瓶、
流量计、三口烧瓶、磁力搅拌水浴锅和 ｐＨ 在线记录仪组成。
实验操作流程为：提前开启水浴锅的电加热开关，将水浴锅

的水温加热至设定值，称取粉煤灰与电石渣复配料 ２００ ｇ 加

入三口烧瓶中，再向三口烧瓶中加入 １１０ ｇ 水（水灰比为

０．５５），开启磁力搅拌水浴锅中的磁力搅拌开关，同时观察浆

液的 ｐＨ 值，待 ｐＨ 值稳定后，开启 ＣＯ２ 气瓶的通气阀和稳压

阀，用流量计调节 ＣＯ２ 气体流量为 １．２ Ｌ·ｍｉｎ－１［２］ ，ＣＯ２ 进入

三口烧瓶中，与浆体进行矿化反应，反应时间分别为 １０ ｍｉｎ、

２０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４０ ｍｉｎ、５０ ｍｉｎ、６０ ｍｉｎ。 矿化反应完毕后，将
浆料倒入模具中注浆成型，制备胶凝试块。

图 １　 粉煤灰⁃电石渣制浆矿化实验装置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ｓｌａｇ
ｓｌｕｒｒｙ

（２）试块制备

将制备的浆液倒入自制 ｄ ＝ ３０ ｍｍ、ｈ ＝ ３０ ｍｍ的 ＰＶＣ 模

具中，随后放入恒温 ６０ ℃水热养护箱中养护，然后在烘箱中

烘干至绝干（试块质量保持不变）， 待试块冷却后， 测试其抗

压强度。 每组制备平行样 ６ 个。 实验流程图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粉煤灰⁃电石渣胶凝试块的制备流程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ｅｌｌｅｄ ｂｌｏｃ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ｓｌａｇ

１．３　 原料及产物表征分析
（１）采用 Ｂｒｕｋｅｒ Ｄ２ ｐＨＡＳＥＲ 型 Ｘ 射线衍射仪（Ｘ⁃ｒａｙ ｄｉｆ⁃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ＸＲＤ）测定水化和矿化反应前后固体产物的矿物组成。
（２）采用 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 Ｐｙｒｉｓ １ 热重分析仪（Ｔｈｅｒｍｏｇｒａｖｉ⁃

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ＴＧＡ）在氮气气氛、１０ ℃·ｍｉｎ－１的升温速率

下，测定矿化反应前后原料及产物的热失重特性。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原料的 ＸＲＤ 分析
原料电石渣与粉煤灰的 ＸＲＤ 谱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粉煤灰、电石渣的 ＸＲＤ 分析
Ｆｉｇ．３　 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ｓｌａｇ

由图 ３ 可知，电石渣的主要矿物组成是氢氧化钙，而粉

煤灰的主要矿物组成为石英与莫来石。 按照火山灰反应原

理，粉煤灰中活性氧化硅、氧化铝类物质在水介质中可与电

石渣中的氢氧化钙发生火山灰反应，生成具有胶凝性的硅酸

钙、铝酸钙和硅铝酸钙物质，从而使反应体系转化成具有一

定强度的凝胶块［１０］ 。

２．２　 电石渣 ／粉煤灰配比对胶凝试块 ３ ｄ 抗压强度的

影响
　 　 按照电石渣与粉煤灰的总质量为 ２００ ｇ，水灰比为 ０．５５，电
石渣占总粉体物料的质量分数分别为 １５％、２０％、２５％、３０％、
３５％、４０％、４５％设计实验原料配方，按照前述试块制备实验操

作，得到配方实验对应试块的 ３ ｄ 抗压强度，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电石渣不同占比对胶凝试块 ３ ｄ 抗压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ｓｌａｇ ｏｎ ｔｈｅ ３ 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ｇｅｌｌｅｄ ｂｌｏｃ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由图 ４ 可知，电石渣配比为 １５％ ～ ４５％时，对应试块的

３ ｄ强度变化范围为 ３．５～７．０ ＭＰａ，这说明粉煤灰与电石渣之

间确实发生火山灰反应生成了具有胶凝性的硅酸钙类物质。
电石渣与粉煤灰的配比对试块 ３ ｄ 强度的影响较大，随着电

７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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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渣配比的增大，对应试块的 ３ ｄ 抗压强度出现先上升后下

降的趋势，并在电石渣配比为 ３０％（对应粉煤灰配比为 ７０％）
时，对应试块的 ３ ｄ 强度达到最大值，为 ７．０ ＭＰａ，是电石渣含

量为 １５％的试块强度的 ２ 倍。 这说明电石渣与粉煤灰之间

的配比直接影响其对应试块的 ３ ｄ 抗压强度，而试块的 ３ ｄ
抗压强度直接与火山灰反应胶凝产物的种类、性质及数量有

关。 电石渣配比过低或过高，均不利于试块 ３ ｄ 强度的增加，
电石渣配比偏低，火山灰反应不完全，生成的胶凝物较少，使
得试块 ３ ｄ 强度较低；电石渣配比过高，过量的氢氧化钙留存

于试块中对试块强度不利。
２．３　 养护温度对胶凝试块 ３ ｄ 抗压强度的影响

在电石渣与粉煤灰的总质量为 ２００ ｇ、水灰比为 ０．５５、电
石渣与粉煤灰质量比为 ３ ／ ７ 的实验条件下，考察了养护温度

（分别为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对胶

凝试块的 ３ ｄ 抗压强度的影响，结果如图 ５ 所示。

图 ５　 养护温度对胶凝试块 ３ ｄ 抗压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５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３ 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ｇｅｌｌｅｄ ｂｌｏｃｋ ｓａｍ⁃
ｐｌｅｓ

由图 ５ 可知，随着制浆与养护温度的升高，对应试块的

强度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６０ ℃时对应试块的 ３ ｄ
强度达到最大值，为 ７．０ ＭＰａ，较养护温度为 ２０ ℃的试块强

度上升了 ７９．５％。 这说明制浆和养护温度对试块 ３ ｄ 强度的

影响较大，较低的养护温度不利于电石渣与粉煤灰之间火山

灰反应的进行，导致其 ３ ｄ 强度较低；较高的养护温度虽然有

利于火山灰反应进行，但是由于浆体中的水分蒸发较快，易
于在试块中形成孔洞，导致试块 ３ ｄ 强度降低；只有在同时有

利于火山灰反应发生，且避免水分蒸发速度快造成试块孔洞

增加的适宜温度条件下，才能使试块获得较高的 ３ ｄ 抗压强

度。
２．４　 电石渣配比及矿化反应时间对胶凝试块 ３ ｄ 强度

的影响
　 　 为了获得最大的试块强度和最佳的矿化固碳效果，实验

考察了电石渣与粉煤灰不同配比与不同矿化时间下对应试

块３ ｄ强度的变化规律。
粉煤灰与电石渣复配料总质量为 ２００ ｇ（电石渣与粉煤

灰配比分别为 ２ ／ ８、３ ／ ７、４ ／ ６ 和 ５ ／ ５），水灰比为 ０．５５，水温为

６０ ℃，ＣＯ２ 通入时间分别为 １０ ｍｉｎ、２０ ｍｉｎ、３０ ｍｉｎ、４０ ｍｉｎ、
５０ ｍｉｎ、６０ ｍｉｎ，试块养护温度为 ６０ ℃，养护时间为 ３ ｄ。 在

上述实验条件下所得试块的 ３ ｄ 抗压强度如图 ６ 所示。
由图 ６ 可知，与不矿化相比，在制浆过程中通入 ＣＯ２ 反

应 ６０ ｍｉｎ 后，电石渣不同配比所对应碳化试块的 ３ ｄ 强度均

图 ６　 电石渣四种配比条件下浆体矿化时间对试块 ３ ｄ 强度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ｕｒ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３ 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ｓａｍ⁃
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ｓｌａｇ

明显增加，电石渣配比分别为 ２０％、３０％、４０％和 ５０％时，对应

碳化试块的 ３ ｄ 强度最大值分别达 ８． ０ ＭＰａ、 ９．６ ＭＰａ、
１０．２ ＭＰａ和 ５． ６ ＭＰａ，比不矿化时强度分别增加了 ４０．４％、
３７．１％、８２．１％和 ６４．７％，且对应强度峰值的矿化时间分别为

３０ ｍｉｎ、４０ ｍｉｎ、５０ ｍｉｎ 和 ４５ ｍｉｎ，峰值强度及其对应矿化时间

均呈现先增后降趋势。 其原因可能是：在 ＣＯ２ 通入流速相同

的前提下，矿化时间直接与 ＣＯ２ 输入量呈正相关，矿化时间

越短，通入的 ＣＯ２ 越少，与浆体中氢氧化钙或硅酸钙矿化反

应越不完全，生成的碳酸钙晶核较少，提高试块强度幅度有

限；通入适量 ＣＯ２ 气体，浆体矿化反应较为充分，生成适量的

碳酸钙晶核，有利于增加试块的强度；当通入 ＣＯ２ 气体过量

时，消耗了浆体中大量的氢氧化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火

山灰反应，减少了胶凝物质的生成，导致试块强度降低。 此

外，与电石渣配比为 ２０％ ～ ４０％相比，在电石渣配比为 ５０％
时，虽然试块 ３ ｄ 强度随矿化时间的变化规律相似，但整体强

度明显降低，这说明电石渣与粉煤灰的配比直接影响试块的

初始强度。 矿化反应与火山灰反应对试块抗压强度的影响

是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在保障火山灰反应生成充足的胶

凝物的前提下，矿化反应生成的碳酸钙晶核数量会对试块强

度造成较大影响，碳酸钙晶核生成不足和过量均不利于试块

强度的提高，只有适量的碳酸钙晶核才能获得最佳的试块强

度。

２．５　 胶凝试块的 ＸＲＤ 分析
为了探讨浆体矿化反应前后及矿化程度对试块矿物组

成的影响规律，选取电石渣⁃粉煤灰配比为 ４ ∶６，对不矿化、矿
化 ３０ ｍｉｎ、矿化 ６０ ｍｉｎ 的三个试块样品进行 ＸＲＤ 分析，所得

ＸＲＤ 谱如图 ７ 所示。 从图 ７ 可以看出，矿化反应前试块的主

要矿物组成为莫来石、氢氧化钙、石英和碳酸钙四种矿物，而
矿化反应后的试块中主要含有碳酸钙、石英和莫来石三种矿

物，氢氧化钙衍射峰全部消失，原有碳酸钙衍射峰增强，且在

２θ 为 ２２．９５°、３６．０５°、４３．０５°、４７．０５°和 ４８．４５°处新增五个碳酸

钙衍射峰。 这说明矿化反应首先是 ＣＯ２ 与浆液中的氢氧化

钙发生酸碱中和反应，将氢氧化钙转化成碳酸钙，且生成了

碳酸钙的新矿物相。 此外，图 ７ 还显示了莫来石和石英衍射

峰的变化规律，即矿化前后试块中莫来石和石英晶体的衍射

峰几乎没有变化，这说明原料中的莫来石和石英矿物并不与

ＣＯ２ 发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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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电石渣 ／ 粉煤灰（４ ／ ６）制浆不同矿化程度所得试块的 ＸＲＤ 谱
Ｆｉｇ．７　 Ｘ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ｓｌａｇ ／ ｆｌｙ ａｓｈ （４ ／ ６） ｓｌｕｒｒｙ

２．６　 胶凝试块的 ＴＧＡ 分析
ＴＧＡ 法是研究物质热分解特性的重要手段，氢氧化钙和

碳酸钙具有显著的热失重特征峰，本工作采用 ＴＧＡ 法分别测

试了电石渣和粉煤灰原料及电石渣配比分别为 ２０％、３０％和

４０％时，强度峰值对应矿化时间分别为 ３０ ｍｉｎ、４０ ｍｉｎ 和

５０ ｍｉｎ时对应试块的 ＴＧＡ 曲线。 测试结果分别如图 ８ 和图 ９
所示。

图 ８　 电石渣、粉煤灰的 ＴＧＡ 特性分析
Ｆｉｇ．８　 ＴＧ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ｙ ａｓｈ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ｓｌａｇ

从图 ８ 可以看出，电石渣热失重主要为 Ｃａ （ＯＨ） ２ 与

ＣａＣＯ３热分解失重。 电石渣中 Ｃａ（ＯＨ） ２ 热分解失去 Ｈ２Ｏ 的

温度范围为 ３００～５００ ℃，对应失重峰值温度为 ４０３ ℃。 相应

Ｈ２Ｏ 的失重率约为 １８．５％，对应 Ｃａ（ＯＨ） ２ 含量约 ７６．１％。 电

石渣中 ＣａＣＯ３ 热分解失去 ＣＯ２ 的温度范围为 ５３０ ～ ８００ ℃，
对应失重峰值温度为 ６２０ ℃。 相应 ＣＯ２ 的失重率约为５．５％，
对应 ＣａＣＯ３ 含量约 １２．５％。

粉煤灰热失重主要为 ＣａＣＯ３ 热分解失重。 粉煤灰中

ＣａＣＯ３热分解失去 ＣＯ２ 的温度范围为 ５００～ ８２０ ℃，对应失重

峰值温度为 ６５５ ℃。 ＣＯ２ 的失重率约为 ２％，对应 ＣａＣＯ３ 含

量约为 ４．５％。
从图 ９ 可以看出，ＤＴＧ 曲线上 ａ、ｂ 和 ｃ 样品对应有 ２ 个

明显的失重峰，其失重温度范围分别为 ３００ ～ ５００ ℃和 ５００ ～
８００ ℃，整体上落在 Ｃａ（ＯＨ） ２ 和 ＣａＣＯ３ 热分解失重峰温度范

围内，可以认为分别代表 Ｃａ（ＯＨ） ２ 和 ＣａＣＯ３ 的热分解失重。
在 Ｃａ（ＯＨ） ２ 和 ＣａＣＯ３ 热分解失重温度范围内，对应 ＴＧ 曲线

上 ａ、ｂ、ｃ 样品的 Ｃａ（ＯＨ） ２ 和 ＣａＣＯ３ 热分解失重百分数分别

为 ２．８％、３．８％、４．８％与 ３．４％、４．６％、６．５％，对应试块中存留的

Ｃａ（ＯＨ） ２ 含量分别为 １１．５％、１５．６％、１９．７％。 依据电石渣中

Ｃａ（ＯＨ） ２ 含量 ７６．１％和电石渣配量 ２０％、３０％和 ４０％计算，
ａ、ｂ 和 ｃ 样品原料配比中 Ｃａ（ＯＨ） ２ 总含量依次为 １５．２％、
２２．８％、３０．４％， 可计算得出最大强度的胶凝试块中 Ｃａ（ＯＨ） ２

图 ９　 不同电石渣配比最佳矿化强度试块样品的 ＴＧＡ 特性分析
Ｆｉｇ．９　 ＴＧ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ｅｓ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ｗｉｔｈ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ｓｌａ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的存留率（存留量占原料配比中 Ｃａ（ＯＨ） ２ 总含量的百分数）
分别为 ７５．６％、６８．４％和 ６４．８％。 这说明在获得胶凝试块最佳

强度的前提下，胶凝试块中应保留一定量的 Ｃａ（ＯＨ） ２，其存

留率与原料中 Ｃａ（ＯＨ） ２ 含量有关，原料中 Ｃａ（ＯＨ） ２ 含量越

低对应存留率越高， 反之亦然。 在实验条件下适宜的

Ｃａ（ＯＨ） ２存留率应控制在 ６５％ ～ ７５％之间，这样有利于保证

火山灰胶凝反应所需的 Ｃａ（ＯＨ） ２ 存留量。
为了更好地研究矿化时间与试块强度之间的关系，引入

浆体碳化度的概念，即浆体中氢氧化钙与 ＣＯ２ 之间的矿化反

应程度，用 Ｋｃ表示，即：
Ｋｃ ＝ｍｃ ／ｍ０×１００％ （１）

式中：Ｋｃ为碳化度，ｍｃ为与 ＣＯ２ 矿化反应的 Ｃａ（ＯＨ） ２ 的量，
ｍ０为碳化反应前浆体中 Ｃａ（ＯＨ） ２ 的量。

浆体碳化度可以用 ＴＧＡ 法来测试计算求得，即从 ＴＧＡ
中分别测得矿化前试块中 Ｃａ（ＯＨ） ２ 的含量，即得 ｍ０；再从

ＴＧＡ 中测得矿化反应前后试块中 ＣａＣＯ３ 的热分解失重率，然
后用矿化后试块中的 ＣＯ２ 失重率（扣除矿化反应前试块中含

ＣａＣＯ３热分解释放出的 ＣＯ２ 量），由此折算出与 ＣＯ２ 反应的

Ｃａ（ＯＨ） ２ 的量，即得 ｍｃ。
根据前述 ＴＧＡ 实验结果，针对电石渣含量分别为 ２０％、

３０％、４０％的实验配方而言，矿化反应前原料中含有Ｃａ（ＯＨ） ２

的量 ｍ０分别为 １５．２％（７６．１％×２０％）、２２．８％（７６．１％×３０％）
和 ３０．４％（７６．６１％× ４０％）；上述三个配方分别矿化 ３０ ｍｉｎ、
４０ ｍｉｎ和 ５０ ｍｉｎ 后试块获得最佳 ３ ｄ 强度，其对应 ＣａＣＯ３ 热

分解 ＣＯ２ 失重率分别为 ３．４％、４．４％和 ６．５％，分别扣除矿化

反应前 ＣａＣＯ３ 热分解 ＣＯ２ 失重率 ２．７％（５．５％×２０％＋２％×
８０％）、３．１％（５． ５％ × ３０％ ＋ ２％ × ７０％）、３． ４％ （５． ５％ × ４０％ ＋
２％×６０％），则实际矿化吸收 ＣＯ２ 的量分别为 ０．７％、１．３％和

３．１％，即在保障最佳强度的前提下，每吨产品矿化固定 ＣＯ２

的量分别为 ７ ｋｇ、１３ ｋｇ 和 ３１ ｋｇ。 计算出对应 Ｃａ（ＯＨ） ２ 的量

ｍｃ分别为 １．２％、２．２％和 ５．２％，按照碳化度的计算式可得出

９５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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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最佳碳化度分别为 ７．９％、５．７％和 １０．２％。 研究表明，
在获得最佳试块强度的前提下，原料中 Ｃａ（ＯＨ） ２ 用于矿化

固定 ＣＯ２ 的碳化度并不高（５％ ～ １０％），大部分（６５％ ～ ７５％）
Ｃａ（ＯＨ） ２存留在试块中用于火山灰反应生成硅铝酸钙胶凝

物质，以保证试块的胶凝强度。

３　 结论

（１）电石渣与粉煤灰配比为 ３ ／ ７、养护温度为 ６０ ℃时电石

渣与粉煤灰的火山灰效应最佳，所制备的试块的强度最大。
（２）随着矿化反应时间的延长，所得试块的强度先增加

后降低，说明试块强度增加与矿化反应时间存在一个最佳

值；试块最佳强度不仅与电石渣配比有关，而且与矿化反应

时间有关，二者之间相互关联，电石渣配比增大，获得试块最

佳强度的矿化时间随电石渣配比的增大出现先增加、后减小

的趋势，电石渣配比分别为 ２０％、３０％、４０％、５０％时，分别在

矿化时间为 ３０ ｍｉｎ、４０ ｍｉｎ、５０ ｍｉｎ 和 ４５ ｍｉｎ 获得最佳试块强

度，且最大强度较不矿化试块强度分别增加了 ４０． ４％、
３７．１％、８２．１％和 ６４．７％。

（３）ＴＧＡ 分析结果显示，原料中 Ｃａ（ＯＨ） ２ 用于矿化固定

ＣＯ２ 的碳化度并不高 （ ５％ ～ １０％），大部分 （ ６５％ ～ ７５％）
Ｃａ（ＯＨ） ２存留在试块中用于火山灰反应，生成硅铝酸钙胶凝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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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ｅｍｓ． Ｈｅ ｈａ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８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ｒｅｅ ｔｅｓｔｂｏｏｋ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２５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ａｎｄ ７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ｈｅ ｈａｓ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ｔｗｏ ａｗａｒｄ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胡建军，重庆理工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齿轮表面工程新技术、模具
ＣＡＤ ／ ＣＡＭ 方向研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１ 项，重庆市级
项目 ６ 项。 参与国家国际合作专项等重大项目 ２０ 余项；发表论文 ８０ 余
篇，获得授权专利 ２５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７ 项，公开出版教材 ３ 部。 获得
重庆市科技进步奖 ２ 项。

０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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