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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废城市”背景下粉煤灰资源化利用
途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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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无废城市”建设工作的推进，粉煤灰造成的土地和环境的污染问题急需解决。粉
煤灰由于物理和化学性质特殊，可当作一种潜在的资源，因此如何合理利用粉煤灰成为众多企业
的研究重点。介绍了粉煤灰的性质、分类和成分，并探讨了粉煤灰在多个领域的应用。比较了粉
煤灰主要利用途径的优缺点和应用前景，并通过分析得出：附加值较高的利用途径，其处理成本
也较高，粉煤灰的消纳量较少，存在的问题也较多，而且大多数研究尚处于实验室阶段，还未实
现工业化利用。最后，针对如何提高粉煤灰的资源化利用率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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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dvance of “zero-waste city” construction, it was urgent to deal with the land
and environment pollution caused by coal fly ash. Meanwhile it was a potential resource in term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oal fly ash. However, its reasonable utilization has become a
research focus for multiple enterprises. The properties, classification, and composition of coal fly
ash were introduced firstly. Its various ap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And their merits and demerits
were compared. Their application prospects were proposed. A conclusion was drawn that high
value-added utilization of coal fly ash required high treatment cost along with lower consumption.
Some problems existed simultaneously. Most of them stayed in a lab scale without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Some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for improving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coal fly ash have
been put forward.
Keywords：zero-waste city; coal fly ash; resource utilization;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收稿日期：2022 − 01 − 18
第一作者：高佼（1988—），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E−mail：292960615@qq.com

第3期

高 佼，等：“无废城市”背景下粉煤灰资源化利用途径研究进展

2021 年 11 月，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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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成为如今的“香饽饽”。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中提出要稳步地

本文在“无废城市”的背景下，简述了粉煤

推进“无废城市”的建设工作。“无废城市”的

灰的来源、性质和分类，综述了粉煤灰资源利用

要求不是“零”固体废弃物的产生，也不象征着

的几种途径，分析了粉煤灰再利用存在的问题并

固体废弃物能够全部被资源化利用，而是一种城

展望了粉煤灰再利用的未来趋势。

市管理的理念，它的终极目标是：达到整个城市
固体废弃物源头产量最小、资源化利用较充分和
［1］

无害化处置 。“无废城市”的建设不仅使城市
生活垃圾的处理成为热点，而且将大宗固体废物
的综合利用推到台前。在《“无废城市”建设试
点工作方案》中明确对大宗固体废弃物提出要
求，鼓励推动其资源化利用。提高粉煤灰、工业
副产石膏、煤泥和煤矸石等常见的工业固废的资
源利用率再次成为热点。
虽然 2021 年世界能源结构都在加速向绿色
低碳方向转型，但是煤炭依然是主要能源。国家
统计局 2 月 2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末全
国发电装机容量为 237 692 万 kW，其中火电装
机容量为 129 678 万 kW，占比 54.6% 。粉煤灰
［2］

1

粉煤灰来源、分类及性质
粉煤灰是燃煤发电过程中，煤中各种无机成

分与有机成分在高温燃烧后形成的一种工业碎
末。燃煤发电时，煤粉在反应炉中，经过燃烧、
灰渣烧结、破裂、颗粒的融入及快速冷却成珠这
一系列的反应过程形成粉煤灰。不同种类的粉煤
灰物理和化学性质差异巨大，与燃烧方式、煤
种、煤中成分和收集方式均相关。一般情况下，
粉煤灰主要由莫来石矿物颗粒、未燃尽的碳颗粒
和非晶质球形颗粒组成，粒径在 0.005～0.2 mm
之间，具有密度较小且比表面积较大的特点。粉

是利用煤发电时产生的一种工业副产品，产量巨

煤灰大多数呈碱性，pH 范围为 1.2～12.5。粉煤

大，年产量高达 6.86 亿 t，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

灰可以呈现灰色、深红色、棕色或黄色等多种颜

时间内产量将居高不下。然而，我国粉煤灰的平

色，具体颜色的变换与未燃尽的碳和氧化铁的含

均综合利用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仅为 70% 。

量有关。燃煤发电时，煤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

粉煤灰如不及时处理，不仅会浪费大量的土地资

了粉煤灰的化学成分，显然全国不同地区粉煤灰

源，而且会引起环境问题。近年来，许多学者发

的化学成分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主要成分都

［3］

现，粉煤灰具有很好的利用价值，为此，很多企

是 SiO2、Al2O3、Fe2O3。表 1 为我国几个典型地

业开始研究粉煤灰的再生利用，昔日的“废渣

区火电厂粉煤灰的主要化学成分 。

表1
Tab. 1
样品来源

［4］

我国典型地区电厂粉煤灰样品的主要化学成分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oal fly ash from some typical power plants in China
化学成分的质量分数/%
SiO2

Al2O3

Fe2O3

MgO

CaO

K2O

大唐电厂

46.23

39.71

3.32

0.18

2.67

0.71

石家庄某发电厂

48.23

33.22

5.52

0.46

2.49

0.76

江油某火电厂

53.31

26.55

4.41

0.52

5.88

2.42

西夏热电厂

47.92

24.97

12.24

0.49

7.42

1.78

京能热电厂

51.39

33.58

4.72

0.83

3.97

1.58

粉煤灰的分类方式有多种：① 根据粉煤灰
中 SiO2、Al2O3 和 Fe2O3 的含量将其分为两类，

分别是 C 型和 F 型，三种氧化物质量分数大于
70% 的称为 F 型，三种氧化物质量分数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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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之间的称为 C 类；② 根据粉煤灰 pH 的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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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业

小，可将其分为 3 类，pH 在 1.2～7.0 之间的为

采用水力压裂法生产天然气和石油时，粉煤

酸性粉煤灰，pH 在 8～9 之间的为弱碱性粉煤

灰可以作为压裂支撑剂。在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灰，pH 在 11～13 之间的为强碱性粉煤灰；③

时，一般最后一步都是把天然砂或者人造砂泥浆

根据粉煤灰含水量大小分为湿灰、陈灰和干灰；④ 根

用泵送入裂缝中，目的是防止裂缝在油井作业期

据粉煤灰中 Al2O3 质量分数的不同又可以将粉煤

间闭合，同时保证导水率足够大，方便油、气和

灰分为普通型和高铝型两大类，当粉煤灰中

水轻松通过。目前，有一种粉煤灰支撑剂被研究

SiO2 和 Al2O3 的总质量分数在 80% 左右时，Al2O3

开发出来代替传统的压裂支撑剂，它的生产不仅

的 质 量 分 数 小 于 27%， 称 其 为 普 通 型 ， 而

可以降低压裂成本，回收大量的天然气和石油，

Al2O3 的质量分数在 45%～65% 之间的称其为高

而且可能产生更高的利润率。

铝型。

2.3

农业领域
目前粉煤灰在农业领域也有应用，主要分为

2

粉煤灰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进展

制作肥料和改良土壤两个方面。
2.3.1 土壤改良
土壤掺入粉煤灰后，其保墒能力变强，而且

当前，粉煤灰在多个领域中被利用，比较成
熟的是作为建筑材料，但其利用程度有限，因此
我国粉煤灰的利用率依然较低。为了加快企业利
用粉煤灰的脚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发布了
《加快推进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建设》
等一系列的文件。
2.1

工程建设领域
目前粉煤灰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主要是在

建筑业。在建筑业的应用包括水泥生产、掺入混
凝土、新型粉煤灰墙体制作、功能性涂料等。在
水泥生产中掺入粉煤灰，不仅可以提高其透水性
与抗收缩性，而且可以起到节能降耗的作用。在
混凝土加入一定量的粉煤灰，不仅可以有效减小
水量和水泥的用量，而且可以改善其硬化强度和
干燥收缩性能 。新型粉煤灰墙体中 90% 的原
［5］

料都是粉煤灰。在宁夏银川市兴安区的锦绣丝路
农业科技园，科技人员将粉煤灰微发泡技术、保

容重降低，变得比较疏松，土壤结构得到改善；
粉煤灰根据其 pH 的大小分为酸性和碱性，酸性
土壤可以用碱性粉煤灰改良，碱性土壤可以用酸
性粉煤灰改良，土壤的 pH 得到改善，进而提高
了农作物的产量；粉煤灰添加到土壤中后，土壤
中微生物活性得到改善，从而加快了农作物吸收
利用土壤中养分的速率。土壤中掺入粉煤灰，不
仅可以起到固化土壤中重金属的作用，而且还可
［6］

以有效促进农作物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 。
2.3.2 肥料制作
农作物生长需要大量的钾、钙和镁等，而粉
煤灰中正好含有这些元素，因此可以把粉煤灰制
作成农作物生长所需要的肥料。实践证明，使用
粉煤灰制作的肥料后，农作物产量增加，同时提
高了其抗病虫害和抗倒伏的能力，农作物的长势
良好。
2.4

温技术和相变储能技术应用到温室大棚的设计改

催化领域
水、土壤和水中的有机污染物通过强氧化

造中，研发出了保温储热性能良好的新型相变蓄

物、微生物或者紫外线和可见光分解掉的场景称

热粉煤灰墙体，在室外温度为−20 ℃ 时，棚内温

为有机降解。光催化和非光催化等有机降解过程

度可达 7 ℃ 以上。粉煤灰在涂料中的应用可以

需要催化剂，同时有机合成过程也需要催化剂，

分为作为涂层填料应用和对其成分的利用为两种。

粉煤灰可以通过改性成为催化剂，但制作成本较

粉煤灰可以在经过简单的改性处理后作为填料添

高，要普遍推广存在一定的难度 。

加，从而得到功能性的涂料。可以利用粉煤灰成

2.5

分中的硅铝酸盐制备性能优异的无机涂层，并应
用在各类基材中提高涂层的抗腐蚀性和耐磨性。

［3］

绿色环保领域
粉煤灰可以通过改性变成孔隙率高、比表面
积大的多孔材料，适合作为吸附剂应用于环保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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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它可以用于废水处理、烟气中氮氧化物、
SO2 和 汞 等 有 机 物 的 脱 除 ， 而 且 还 可 以 捕 集
CO2，为“双碳”目标作出有力贡献。张中华通
过水热合成法将粉煤灰制作成沸石分子筛和固态
胺类吸附剂，并对其吸附二氧化碳的容量进行了
检 测 ， 实 验 结 果 表 明 粉 煤 灰 合 成 的 4A 型 、
5A 型和 13X 型沸石的吸附剂具有吸附量高的特
［7］
点，为我国的碳减排工作做好了技术储备 。
［8］
Xuan 等 通过实验发现：粉煤灰经过硝酸改性
后，活性增强，温度达到 280 ℃ 时，脱除烟气
［9］
中 NOx 的效率高于 90%。Rathnayake 等 通过
研究发现：粉煤灰经熟石灰改性后，能除去烟气
2+
中的 SO2。在废水处理方面，废水中含有 Pb 、
2+
2+
Cu 和 Zn 等离子，粉煤灰比表面积较大，孔
隙发达，可吸附废水中的这些离子。同时，废水
中的氟离子和氯离子被经氯化铁和氧化钙等金属
盐改性后的粉煤灰去除的效果较好。在脱除无机
［ 10］
汞 方 面 ， Yang 等
将 粉 煤 灰 上 负 载 6% 的
CuCl2，得到一种催化剂。该催化剂在温度为
［10］
150℃ 时，对汞的脱除效率可达 90% 以上 。
高分子复合材料
粉煤灰的化学成分和传统填料的成分比较接
近，而且具有活性高的特点，对其表面进行改性
比较容易，所以通过表面处理后与高分子材料的
表面较易结合，从而可改善高分子材料的性能，
也能降低其成本，因此在高分子材料中掺入粉煤
灰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将粉煤
灰填充到聚乙烯、聚炳烯、聚氯乙烯和橡胶中得
［11］
到性能良好的高分子复合材料，实现变废成宝 。
［12］
Ahmad 等 利用双螺旋挤出机制备了粉煤灰/高
密度聚乙烯复合材料。
2.6

有价组分分离
粉煤灰高值化利用的障碍是其复杂的化学成
分。比如，在某一领域中，粉煤灰中的某种成分
可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另一领域中，该成分反
而起到消极作用。粉煤灰中的有价组分包括：未
燃尽的碳、空心微珠和磁性物质等，这些组分均
［13］
可以利用分离技术得到。Vassilev 采用连续分
离法成功地将空心微珠、未燃尽的碳和磁铁矿等
有价组分从粉煤灰中分离出来。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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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a 和 Ga 等，通讯、军工、催化和交通多个
领域均需利用这些稀有元素。神华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研究人员将 Ga 和 Li 元素成功地从粉煤
［14］

灰中提取出来

。

我国粉煤灰资源化利用途径中消纳粉煤灰最
多的是工程建设领域中的水泥项目，高达 44%；
其次是砖、墙体和混凝土项目达 26%，比如北
京冬奥会现场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技术楼，采用
添加粉煤灰做成的加气混凝土砌块砖，实现节
能、节地和废物利用；在农业领域的利用比例仅
占比 5%，其他领域更少。我国在基建领域仍然
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西部地区，粉煤灰
未来可以大规模的应用在我国的基建领域。随着
我国对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粉煤灰在环保领域
的应用很具发展前景，但由于中西部地区正是环
保的薄弱地区，而且粉煤灰制备工艺复杂，导致
其在环保领域尚未实现规模化工业应用，可以采
取粉煤灰分选−炭黑−制备活性炭−工业废水净化
的产业链。表 2 为粉煤灰主要利用途径，附加值
越高的利用途径，其处理成本较高，粉煤灰的消
纳量较少，问题也较多，而且研究多数处于实验
［15］

室阶段，尚未实现工业化利用

3

。

结论和展望
目前，虽然我国粉煤灰的应用涉及的领域较

广且综合利用率高达 70%，但产业化应用主要
是在工程建设领域，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掺杂物
的应用。粉煤灰高值化利用技术遇到瓶颈，存在
技术成本较高、受限于粉煤灰特性和引发二次污
染等问题，所以其高值化研究一直处于实验室研
究阶段，未能实现产业化应用。未来，为了实现
粉煤灰在多个领域的商业化应用，不仅需要政府
一系列的政策支持，而且需要持续完善粉煤灰资
源化和一体化应用的体系。
为了提高我国粉煤灰的利用率可以采取的措
施有：① 我国应公开所有产灰企业的年产灰量
和其利用率，做到信息透明和数据可查，使其接
受公众监督，进而加快各产灰单位利用粉煤灰的

有价金属提取

脚步；② 我国利用粉煤灰的政策大多是鼓励性

大量的有价金属蕴藏在粉煤灰中，例如 Ge、

的，应出台强制性利用粉煤灰的政策；③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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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Tab. 2
项目

工程建设领域

采矿业

农业领域

催化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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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主要利用途径比较

Comparison of main utilization ways of coal fly ash

优点

缺点

处理规模较大，不需要较高的
经济投入，对粉煤灰的质量
没有严格的要求

附加值较低，受季节性
影响，运输成本可
能会限制其应用

附加值高，环境效
益可观，资源化产
品需求量大
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处理成本不
高，需求量大

制备工艺复杂，
成本较高，处于理
论研究阶段
每种灰应用都存在局限
性，无法广泛应
用，存在二次污染风险
技术还不够成熟，成
本较高，可能造成二次
污染，尚未在工业实践中应用，

高附加值，有较大发展潜力

绿色环保领域

成本较低

处理规模较小，处理量
小，制备工艺复杂

高分子复合材料

成本较低

处理规模较小，工业复杂
不适合生产，资源化的产品应用领域
受到了限制

有价组分分离

附加值高

处理成本较高，粉煤灰的
消纳量少，制备工艺复杂，

有价金属提取

附加值高

处理成本较高，
粉煤灰的消纳量少，
制备工艺复杂

政府为粉煤灰的资源化利用提供更为实际的支持
手段。例如，可以采用运输费用优惠政策，使粉
煤灰产品的运输半径扩大；也可以对粉煤灰资源
化利用单位实行电价优惠政策，使企业的耗能成
本降低，进而提高其用灰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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