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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建设优势

1、 国家墙改政策

随着我国可用耕地的不断减少，为了保护国土资源，国家推出一

系列墙改政策用于推广应用新型墙体材料，逐步取代实心粘土砖，提

高资源利用率和保护环境。其中用粉煤灰蒸压砖取代实心粘土砖是我

国实行土地资源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国家已明文

规定2003年11月以后在170多个大中城市禁止使用粘土砖。国务院、

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税务总局等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鼓励政策和优惠措施，用于推广粉煤灰蒸压砖生产线建设。比如：

所得税、增值税减免政策，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至零，对土地

使用税和城市设施配套费进行减免，对利废者金融部门予以优先贷

款，对排渣单位不准收取费用等等。

根据国办发（2005）33 号文件规定：“到 2010 年底，所有城市禁

止使用实心粘土砖，全国实心粘土砖年产量控制在 4000 亿块以下”。

因此，大力发展新型材料，不仅符合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国家发展

战略，而且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阳光产业。

2、 建筑节能

该项目生产线建成投产后，年产标砖 5000 万块，每年可利用工业

废渣达 10万吨，年节约耕地 50亩。既减少环境污染，又变废为宝，

是国家重点扶持的理想产业，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总体要求。

蒸压粉煤灰砖与粘土实心砖相比，具有节土、节能、利废、外观

规整、质量轻、便于推广应用等优点，强度等级可完全符合承重及非



承重墙体技术指标要求。

二、市场预测

二十一世纪，将是我国住宅建筑大规模发展的时期，大规模的房

屋建筑，对占建房材料 70%的墙体材料而言，无疑是加速发展的大好

时机，这就要求有足够的新型墙体材料去取代粘土实心砖。

蒸压粉煤灰砖具有原材料来源丰富、能耗低、节约土地、产品强

度高、外表规整等多项优点，是多层承重建筑中取代粘土实心砖的理

想产品。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蒸压粉煤灰砖

作为新型墙体材料，享受国家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产品均免征增值税

和投产 5年内的所得税，并对使用该产品的建筑，不征收墙改专项费

用。从而保证了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利用粉煤灰、炉渣、电石渣等工业废渣资源，采用国内先进的生

产技术和装备，以较低的投资、高起点建设粉煤灰综合利用工程，生

产的蒸压粉煤灰砖成本低，发展空间巨大，前景广阔，具有很强的市

场竞争力。

三、 建设规模

3.1 年产 5000 万块蒸压砖。

3.2 产品方案

主规格尺寸： 240×115×53（标砖）240×115×90（盲孔砖）

强度等级： 15.0 Mpa～30.0 Mpa

更换模具后还可生产多孔砖、路面砖等其他种类的产品。



四、 技术方案

1. 原材料

1.1 粉煤灰

生产蒸压粉煤灰砖的主要原材料，根据产品类、生产工艺以及强

度等级不同，用量为 60%～70%。

粉煤灰要符合国家 JC409-91 硅酸盐建筑制品用粉煤灰标准要

求。

1.2 石屑、沙子

该生产线年需石屑（或矿渣、沙子）约 2.2 万吨，外购。

1.3 生石灰

该生产线年需生石灰约 1.1 万吨，外购。

2. 供电

该生产线总装机容量约 400 kw，年耗电量约 75万 kwh。

3. 供水

该生产线总用水量约 7500 吨／年。

4. 供汽

该生产线采用高压蒸汽养护，年蒸汽用量约 9000 吨，每小时蒸

汽用量约 1.5 吨。锅炉应采用 4吨高压锅炉。

五、 原材料性能

5.1 粉煤灰

粉煤灰分为干排灰和湿排灰，是生产蒸压粉煤灰砖主要的硅、铝

(即 SiO2、Al2O3)原料，用量较大。因此，粉煤灰的质量将直接影响制



品的质量。通常粉煤灰的活性越高，烧失量越小，生产出的制品质量

越好。粉煤灰除细度可以稍粗外，其它性能指标应满足以下要求，见

下表。

原料名称
化 学 成 分（%）

SiO2 Al2O3 MgO K2O＋Na2O SO3 烧失量 安定性

粉煤灰 ＞40 ＞15 ＜5 ＜2.5 ＜2 ＜12 良

注：不得有垃圾等有机夹杂物。

5.2 生石灰（电石渣）

生石灰是生产蒸压粉煤灰多孔砖的主要钙（CaO）质原料，其质

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制品的质量和生产成本。生石灰应符合以下技术要

求：CaO（有效氧化钙）＞60%；MgO＜5%；消化速度＜15min；消化温

度＞60℃。

5.3 石屑、矿渣

石屑、矿渣是碎石厂筛选下来的下脚料，资源丰富，价格低廉。

其主要成份是石英砂，具有一定的强度、粒度和活性。石屑是生产蒸

压粉煤灰砖的辅助材料，既可起到补充二氧化硅含量的作用，又可起

到集料的作用。加入石屑可改善混合料的颗粒级配和成型性能，增加

制品的密实度，从而达到提高制品强度，减少收缩的目的。

注：无杂物。

5.4 水

蒸压粉煤灰砖混合料搅拌用水应符合饮用水的要求。

六、 粉煤灰生石灰砖配比方案

6.1 配合比



蒸压粉煤灰砖配合比见下表。

原料名称 粉煤灰 石 屑、矿渣 生石灰 水（外加）

配合比（质量比%） 60-75 15-20 10-15 12-15

6.2 物料平衡

（1） 物料平衡计算依据

全年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按上述配比计算；产品废品率按 3‰计；

生产时间按年 300 天，日：3班，班：7.5 小时计算。经试验上述配

比生产的蒸压砖单块质量约为 2.2kg。

（2）蒸压粉煤灰砖物料平衡见表

物料名称 单位
原 材 料 用 量

备 注
年 日 班 时

标砖质量 t 110000 356.4 118.8 15.8

标砖 万块 5000 16 5.33 0.67

粉煤灰 t 77000 248.4 82.8 11.04

生石灰 t 11000 35.5 11.8 1.57

石屑 t 19800 63.9 21.3 5.68

石膏 t 2200 7.09 2.34 0.32

成型水 t 7500 24.2 8.06 1.1

七、 生产工艺与设备选型

7.1 生产工艺

7.1.1 蒸压粉煤灰砖生产方式

生产线拟采用如下生产方式：由全自动化配料系统配料入强制式

双轴搅拌机混合搅拌，搅拌后混合料进入消解仓进行连续式消化，经

行星式轮碾混机碾压，由全自动压砖机压制成型，再经高压蒸汽养护

制成成品。该生产方式具有以下优点：



（1）采用强制式双轴搅拌机间歇搅拌，可使物料混合充分、均匀。

（2）物料采用连续式消化可满足连续生产的要求，消化时间容易

保证，而且已有成功的松仓操作经验，可防止结仓现象。

（3）消化后的混合料再经轮碾机碾压处理（主要是起活化、搅拌、

细碎、增塑和压实作用），使混合料密实度增加，性能改善，从而可

提高产品质量。

（4）选用引进郑州德亿重工研制生产的全自动压砖机压制成型，

自动化程度高、产品质量好、生产能力大、劳动强度低、结构紧凑、

占地面积小、并可随市场需要生产其他规格的硅酸盐制品。



（5）高压蒸汽养护可大大缩短养护周期，提高生产效率，保证产

品质量。因此，本可行性研究采用以上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可行的、合

理的。

7.1.2 生产工艺流程简述

将进厂的块状生石灰破碎、磨粉后与石屑、粉煤灰分别储存；经

分别计量后，加水搅拌、消化，消化后的混合料再经轮碾机碾压，然

后送至压砖机加压成型，成型好的砖坯由自动码坯机码放到蒸压小车

上，经摆渡车送入蒸压釜内蒸养，出釜后由自动卸砖机将成品由小车

运到成品堆场，存放 15 天后即可检验出厂。空的蒸压小车经清理后

返回压砖机前重新使用。

7.2 养护工艺

生产蒸压粉煤灰砖的重要工序之一就是对制品进行高压饱和蒸

汽下水热处理，称为蒸压养护。蒸压养护的目的在于加速坯体中水化

物的凝结和硬化过程，增加制品的结晶度和强度。

7.2.1 养护方式

采用高压蒸汽养护（简称：蒸压养护），养护时压力为≥1.0 MPa，

温度为 200 度左右。养护设备通常采用锰钢板焊接而成的圆筒形高压

容器（蒸压釜），该设备可承受内部较高的压力，结构牢固，密封严

实，保温性能好，耗汽量少，热工效率高。更重要的是坯体在 174℃

以上的湿热条件下，可以加速水化和水热合成反应，促使制品中水化

产物—纤维状水化硅酸钙 CSH（B）、托勃莫莱石(C4S5H5)、硬硅酸钙

（CSH0.33）等多种水化产物含量的增多。晶体增加，无定形水化产



物减少，从而保证了产品的强度和耐久性。因此，本项目选择蒸压养

护的养护工艺。

7.2.2 蒸汽用量

单位制品蒸汽耗量按 220Kg／千块标砖计，全年蒸汽用量为 1.1

万吨。

7.2.3 堆场面积

蒸压粉煤灰砖成品堆场面积：按堆存时间 30天(成品砖 500 万)，

堆高 1.8m 计。经计算：每㎡ 15*78 可堆存标砖 1170 块，成品堆场面

积约为：4500 ㎡(7 亩地)。场地面积 15000 ㎡（23 亩地）。

7.3 设备选型

蒸压粉煤灰砖设备关键设备及技术参数：

压机作业线选用以 DY430/DY850/1100/1250 型压机为主机的压

机作业线。该作业线包括压机、步进皮带传送机、码坯机、小车定位

拖动装置、成型模具。

7.3.1 DY430/DY850/1100/1250 型全自动液压压砖机

该机是德亿重工在消化吸收进口设备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研制开

发的高科技专利产品，设备应用当今国际先进的液压、电气控制理论

和技术，采用国际知名公司的电气、液压、气动元件，设计先进，制

造精良，操作简便，运行平稳，经久耐用。其质量、性能均优于国内

外同类产品，主要表现在：

（1） 设计更先进

该机充分消化吸收了国内外压砖机的技术精华，完全理解和掌



握了国内物料特性，归纳总结了一整套集设计、制造、操作、运行的

最优化方案。在系统回油路、控制阀块压力油入口处、油泵吸油口处

均设置过滤器（带堵塞报警装置），有效地解决了粉尘对设备的危害，

确保液压系统始终处于稳定、可靠的工作状态。

另外，我们结合国内粉煤灰物料性质较为复杂的特点，在油缸的

设计上，根据不同的物料，调整相应的压力，从而增强了设备的适用

性。

（2） 设备配置高

液压系统包括液压泵、比例方向阀选用德国力士乐公司及日本

油研公司的原装产品；位移传感器选用美国巴罗夫公司产品；密封件

选用美国麦克公司产品等，控制系统采用德国西门子 S7—300 系列可

编程控制器，配备一台德国西门子 10.4 英寸的彩色触摸屏，实现人

机对话，触摸式操作。

（3） 全自动化控制

在进料箱中安装有物料料位计，自动调整，并与主控室实现通讯

连接，实现进料的自动控制；从而真正实现了从进料、压制、成型、

码坯、小车定位、小车拖动的全程自动控制。

（4） 产品合格率高

采用油缸内置式位移传感器，能准确控制砖的填料多少，产品合

格率高，产品误差仅为±1mm（优质砖标准为±2mm）。针对目前国内

各地原材料成份和含水量变化大，可根据不同的物料进行调整，确保

砖的强度达到 15Mpa 以上。



（5） 产品品种全

该机通过预压、成型压、保压三个环节从而实现了蒸压砖的制品

密度更高。而国内其他厂家生产的同类型砖机则是从上向下一次冲压

成型，砖坯易起层，产品误差大，合格率低，模具而且通过更换模具，

不仅能生产粉煤灰标砖（掺粉煤灰量可达 65%以上），灰砂标砖

(240x115x53mm)、盲孔砖（240x115x90mm），还可生产空心砖、多种

规格路面砖、广场砖。粉煤灰砖抗压强度最高可达 20MPa。

（6） 配套能力更强

除蒸压釜外的其他所有主辅设备，德亿重工均可自行设计、制造。

提高了设备的配套性和完整性。避免了因外配套件太多而引起的责任

界定困难等质量纠纷。

7.3.2 DY1600/2000 型行星式轮碾混合机

将轮碾与搅拌功能合而为一，该机设计合理，结构紧凑、新颖、

节电效果显著，整机安装，维修方便，是生产蒸压粉煤灰砖的理想碾

压设备。

该机是将混合料压碾、排除混合料中部分气体的设备。该轮碾机

除碾轮碾压外，还设有两组行星搅拌铲和侧刮板，在每组搅拌铲的铲

盘上，均匀分布了 3块铲片，通过三根刮板杆与铲盘连接。行星搅拌

铲是利用铲片的旋转运动，完成对物料的翻动、搓研和混合。另外，

轮碾还设有二次补水装置，喷淋头固定在行星搅拌器上，随碾轮行星

搅拌铲同步转动，水直接均匀撒在混合物料上，补水量可调节。出料

口为气动自动出料。



7.3.3 LX70/80 型连续式消解仓

生产线拟采用 LX70 Ф3.5×9.5m 消解仓，有效容积：70 m
3
，台

时出料量为 25m
3
。根据工艺要求选用 1-2 台消解仓可满足需要。

消解仓在各类蒸养砖制品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它的运行是否良好

直接关系到配好的混合料能否正常连续的消解。德亿重工公司在消化

德国技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原材料特性，开发出适应我国各种粉煤

灰蒸养制品、灰砂砖制品原料制备的消解设备。该设备具有大容量、

上进下出连续式消解。全自动机械式动力齿轮刮板下料，克服了国内

普遍使用振动式下料、圆盘下料易棚仓的缺点。

7.3.4 颚式破碎机及球磨机

选用DY250×400型颚式破碎机，台时产量10t，班产量为10×7.5

＝75t；选用Ф1.2×4.5m 球磨机，台时产量 6t，班产量为 6×7.5＝

45t。该项目每日需用生石灰约 40t。选用 1 台鄂破机和一台磨机即

可满足需要。

选用一套全自动化配料、搅拌系统，小时产量为 30 m3～35m3。

7.3.5 蒸压釜

选用Ф2.2m×31.5m蒸压釜，蒸压养护周期8小时，每条蒸压釜每

次可装26×1584=4.1184万块砖，日周转2次，单台蒸压釜日生产能力

为4.1184×2班×2条＝16.5万块。按蒸压养护周期2班，废品率3‰，

选用2条蒸压釜即可满足生产要求。

八、 经济效益分析

单位产品总成本估算见下表。(产品质量每块2.2公斤)



序号 项 目 单 位 单 价 消耗定额(t/万块) 单位成本（元/万块）

1 生石灰 t 230 2.64 607.2

2 粉煤灰 t 20 13.2 264

3 炉渣/石屑 t 15 5.5 82.5

4 脱硫石膏 T 20 0.66 13.2

5 电 kW∕h 0.7 200 140

6 蒸汽/煤 T 800 0.30 240

7 水 t 1.00 2.5 2.5

8 人工 天 90 按 9 人计算 80

9 管理及折旧 15

10 模具费 10

合计 1454

以上成本分析为郑州当地价仅为参考；以当地价格为准。

效益分析：年产 5000 万块标砖，核算如下：

每块砖综合成本 0.15 元，市场销售价 0.23 元

年利润=（0.23-0.15 元/块）×5000（万块）=400 万

扣除管理费、销售费用，年纯利润达到 390 万元，税收按有关政策享

受全免，可在 1-2 年内收回全部投资。

九、项目服务及评价结论

与我公司合作，我们将为您提供优良设备的同时，提供全方位

的技术咨询及周到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对国内用户 48小时、

省内 12小时到达现场，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维护维修等工作。。

地址：郑州市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南三路与 107 辅道交叉口往东
200 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