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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hosphorus（P）removal ability of eco-concrete，red mud was added in making the eco-concrete with
different amount.And，the effect of eco-concrete was tested in removing phosphorus from sewage.Results showed the red mud had the
similar chemical properties with cement，while containing more Fe and less Ca，Si，Al.The maximum P adsorption capacity of red mud was
36.76 mg/g，much higher than the 16.16 mg/g of cement.When the red mud was added in the cementitious material，the phosphorus
removal ability of eco-concrete increased in different degree.The highest removal ability of eco-concrete was tested when the amount of red
mud added was 10% of the total cementitious material.The P removal ability of eco-concrete decreased with time passing by.But still，the
eco-concrete added with red mud got the higher P removal ability.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applications of eco-concrete in
water treatment and reusing of red m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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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生态混凝土对水体的磷净化效果，基于赤泥的物理化学性能，尝试在胶凝材料中添加赤泥。并按不同的添加

量拌制生态混凝土，研究赤泥对生态混凝土磷净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赤泥与硅酸盐水泥的化学组成类似，赤泥中 Ca、Si、
Al 含量较少，而 Fe 含量较多。赤泥的理论最大磷吸附容量为 36.76 mg/g，大于水泥的 16.16 mg/g。赤泥在胶凝材料中添加，拌制

的生态混凝土磷净化效果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当赤泥添加质量比为 10%时，效果最优。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生态混凝土磷

净化效果下降，但赤泥对生态混凝土的磷净化效果改善作用依然存在。本研究可为生态混凝土在水质净化领域的应用以及赤泥

资源化利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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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所谓生态混凝土，其组分与普通混凝土相比缺少细集

料，仅由粗集料、胶凝材料、水、外加剂拌和浇筑而成，粗集

料表面包覆一薄层水泥浆相互黏结而形成孔穴均匀分布

的蜂窝状结构。我国对生态混凝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年

代后期，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应用于河道护岸[1-2]、透水路

面[3-4]、土壤盐分抑制[5]等方面。此外，由于生态混凝的多孔

隙结构以及较大的比表面积，也被用于处理生活污水[6]、水
源水[7]、海水[8]以及面源污染控制[9]等水质净化领域。在应用

于水质净化时，生态混凝土虽然具有容易更换的优势，但是

其使用寿命较短，处理效果下降较快。因此，若能提高生态

混凝土的处理能力，延长使用寿命，无疑可极大提高其在

水质净化领域的应用前景。
赤泥是氧化铝工业生产的副产物，每生产 1 t 氧化铝大

约产出 1.0~1.3 t 赤泥 [10]。赤泥中含有大量的 Ca、Al、Fe 等

元素，是一种潜在的高性能磷吸附剂[11]。同时，赤泥中含有

相当数量的无定形碳铝硅酸盐物质，具有较好的胶凝性，被

应用于水泥、混凝土的生产制备中[12-14]。若将赤泥应用于生

态混凝土制备中，既可能提高生态混凝土的水质净化效果，

还可实现废物利用。
本试验将赤泥作为胶凝材料应用于生态混凝土制备，

研究不同赤泥添加量下的生态混凝土磷净化效果，以期提

高生态混凝土的水质净化能力，并为赤泥的资源化利用提

供新的选择。

1 材料与方法

1.1 基质化学组成测定
赤泥采自山东铝业公司烧结法氧化铝冶炼过程中生

成的尾矿。水泥为 P·O 42.5R 级水泥。
将赤泥及水泥置于烘箱中在 30℃条件下烘 24 h，利

用扫描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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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赤泥及水泥磷吸附曲线

和能量散射光谱仪（electron dispersive spectrometry，EDS）
分析基质元素组成。SEM/EDS 型号为 Hitachi S-3000N 配

合 EDAXGenesis XM4，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大

型仪器室完成。
1.2 基质磷吸附能力试验

赤泥基质准备如下：赤泥自然风干、研磨，取过 20 目

方孔筛粉末作为试验基质。
水泥基质准备如下：将水泥与水按 2.5∶1 的比例调配后，

凝结形成水泥硬化体。养护 28 d 后，将水泥硬化体破碎、研
磨、风干。取过 20 目方孔筛后的水泥粉末作为本试验基质。

磷吸附试验步骤如下：将试验基质 0.1 g 以及 100 mL
含不同磷酸盐浓度的 0.01 M KNO3 溶液共同置于 250 mL
锥形瓶中，随后加入 3 滴氯仿以防止微生物活动。磷酸盐

浓度采用 KH2PO4 调配，共设置 8 个梯度，依次为 0、0.5、1.0、
5.0、10、50、100、200、400 mg/L。将这些混合物在室温 20℃、
100~110 r/min 转速下震荡 24 h，通过 0.45 μm 滤膜后用型

号为 Perkin-Elmer Elan 6000 的 ICP-OES 测定溶解态的磷

酸盐浓度。溶液初始磷酸盐总量与平衡溶液磷酸盐总量即

为基质的磷吸附量。每种基质的吸附试验做 3 个平行。
当磷平衡浓度较低时，基质的磷吸附量与磷平衡浓度

呈现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基质的初始含磷量（P0）和总

吸附磷量（Pa）可按式（1）通过线性拟合得出。
Pa=Kd×Ce-P0 （1）

式中：Ce———震荡 24 h 后溶液平衡浓度，mg/L；

Pa———达到震荡 24 h 后基质的磷吸附量，mg/kg；

Kd———未考虑基质的初始含磷量 P0 的情况下，基质

线性吸附系数，L/kg。
1.3 生态混凝土孔隙率测定

结合已有研究基础 [2，5]，采用 10~16 mm 和 16~35 mm
两种粒径的碎石为粗集料，固定水灰比、灰骨比以及减水

剂用量，按赤泥的不同掺混比例拌制生态混凝土 8 组（见

表 1）。试验用的赤泥采用过 20 目方孔筛的自然风干赤泥。

将拌和均匀的混凝土浇入预先制好的 100mm×100mm×
100 mm 铁制模具中，振荡捣实，按普通混凝土的方式养护

14 d。
养护结束后，测定生态混凝土在空气中的质量、在水

中的质量以及其体积，按式（2）计算其孔隙率[15]：

A=1-（M2-M1）/（ρm×V）×100% （2）
式中：A———生态混凝土全孔隙率，%；

M1———生态混凝土水中称重，kg；

M2———生态混凝土空气中干重，kg；

V———生态混凝土体积，cm3；

ρm———水的密度，kg/cm3。
1.4 生态混凝土磷净化试验

初期净化试验：将养护成型的生态混凝土置于塑料盆

内，加入 6 L 原水（取自天津市武清区柳河干渠）使生态混

凝土完全浸没，并标记液面位置。同时测定原水水质。7 日

后，用蒸馏水补充蒸发损失的水量至试验前液面。将水体搅

拌均匀后，监测各盆内水体水质。
后期净化试验：初期净化试验结束后，将试验用生态

混凝土置于柳河干渠内 2 个月。2 个月后，生态混凝土表面

覆盖着部分微生物膜。人工去除生态混凝土表面黏附的杂

物，按初期净化试验方法再进行一次试验。
水质监测中，pH 值采用 pH 计监测，TP 采用钼锑抗分

光光度法测定。

2 结果与讨论
2.1 赤泥与水泥化学组成

经 SEM/EDS 测定，赤泥及水泥的化学组成见表 2。赤
泥的化学组成与硅酸盐水泥类似，Ca 和 O 是赤泥和水泥

的最主要元素，此外还富含 Si、Fe、Al 等。与水泥相比，赤泥

的 Ca、Si、Al 含量偏低，而 Fe 含量远远大于水泥。

赤泥为炼铝行业副产物，不同的炼铝工艺对赤泥组成

存在较大的影响。本项目中采用的山东铝厂赤泥，为烧结法

赤泥，Fe2O3 含量较高。而拜耳法炼铝（如：山西铝厂）产生

的赤泥则以 CaO 为主。
2.2 赤泥与水泥磷吸附能力

赤泥及水泥的磷吸附试验结果如图 1 所示。水泥的最

大磷吸附容量为 16.16 mg/g，具有较好的吸附能力，这也是

生态混凝土能应用于水质净化领域的一个基础。而赤泥吸

附容量更甚于水泥，达到 36.76 mg/g，在污水磷净化中具有

更大的潜力。

减水剂用量

/%
1
1
1
1
1
1
1
1

表 1 生态混凝土配合比

编号

1
2
3
4
5
6
7
8

碎石粒径

/mm
10~16
10~16
10~16
10~16
16~35
16~35
16~35
16~35

水灰比

0.4
0.4
0.4
0.4
0.4
0.4
0.4
0.4

灰骨比

1/8
1/8
1/8
1/8
1/8
1/8
1/8
1/8

赤泥掺混比

/%
0
5
10
15
0
5
10
15

注：水灰比：水量与胶凝材料质量比。灰骨比：胶凝材料与粗骨
料质量比。赤泥掺混比：赤泥与胶凝材料质量比。减水剂用量：减水
剂与胶凝材料质量比。

其他

5.16
8.08

表 2 赤泥及水泥化学组成 %

赤泥

硅酸盐水泥

Ca
32.49
34.84

O
31.55
34.18

Fe
13.49
3.91

C
7.44
2.05

Si
7.42
12.25

Al
2.45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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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对磷的吸附过程可大致分为两步，首先是磷物理吸

附在基质表面，随后发生化学吸附成为基质的一部分[16]。化学

吸附的发生与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酸性环境中通常以 Fe、
Al 为主，而碱性环境中则以 Ca、Mg 为主[17-18]，这些金属元素

与磷结合生成沉淀物，从而实现从水体中除磷，如生成羟基

磷灰石 Ca5（OH）（PO4）3、银星石 Al3（PO4）2（OH）3·5H2O、蓝铁

矿 Fe3（PO4）2·8H2O 等[19]。
水泥和赤泥同为强碱性基质，Ca 在磷去除过程中起着

绝对的主导作用。从表 2 的测定结果来看，水泥中的 Ca 含

量略高于赤泥，但吸附试验结果却显示水泥的磷吸附容量

远低于赤泥，其原因主要在于本次吸附试验采用的基质为

水化后的水泥，水泥中的大部分 Ca 在水化过程中形成了水

化硅酸钙、水化硫铝酸钙等物质，失去了吸附活性。
赤泥在胶凝材料中掺混，同样需要经过水化过程。因此，

吸附试验虽然得到赤泥的理论磷吸附容量较大，但在形成

生态混凝土以后，其吸附效果是否还优于水泥，有待在本

论文设计的净化试验中进行检验。
2.3 赤泥对生态混凝土孔隙率的影响

表 3 为试验拌制的各组生态混凝土孔隙率测定结果。
各组混凝土之间孔隙率的差异较小，在 32.79%~37.82%之

间。赤泥对生态混凝土孔隙率未表现出明显影响，分析认为

原因在于两方面：①赤泥只是部分替代水泥，并未改变胶

凝材料用量以及生态混凝土各组分的配合比；②生态混凝

土表面凹凸不平，因此导致孔隙率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2.4 生态混凝土初期磷净化效果
生态混凝土的初期净化试验结果见表 4。由于初期净

化试验中生态混凝土刚养护成型，在水体中浸泡引起 pH值

的大幅增加，而小粒径骨料拌制形成的生态混凝土比表面

积大，导致水体 pH 值的上升幅度也更大。碱性的环境有利

于 Ca 的除磷作用发挥，生态混凝土的磷净化效果总体较好，

最低的去除率为 47.54%，最高达到 73.77%。

赤泥作为胶凝材料添加，对生态混凝土的磷净化效果

有一定的影响。赤泥添加后，生态混凝土的磷净化效果有不

同程度的提升，赤泥掺混量为 10%的生态混凝土（组 3 及

组 7）净化效果最高。分析原因主要在两方面：①赤泥本身

具有更大的理论吸附容量，可吸附更多的磷；②赤泥提高

了胶凝材料的整体水化性能，使胶凝材料更均匀包裹于粗

骨料表面，从而增加了胶凝材料与水体接触的比表面积，继

而可更好的发挥净化效果。
2.5 生态混凝土后期磷净化效果

生态混凝土后期净化试验结果见表 5。后期生态混凝土

对水体 pH值的影响显著减弱，各组生态混凝土到了后期对水

体 pH 值的影响趋于一致。随着生态混凝土在水体中浸泡的

时间越久，碱性离子溶出越多，碱度随之下降。再者，生态混

凝土经长期浸泡，表面覆盖有藻类及微生物膜，阻碍了离子

的释放。此外，生态混凝土表面附着的藻类及微生物通过光

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也对水体 pH 值产生间接影响。藻类和微

生物光合作用消耗水体中的 CO2，而呼吸作用则释放 CO2，但

总体上光合作用大于呼吸作用，从而使 CO2 含量减少，并改

变水体中的 CO2-HCO3
--CO3

2-平衡，最终结果将导致水体中

CO3
2-与HCO3

-比例上升。根据 Henderson-Hasselbach 方程 [20]

（如式（3）），随着CO3
2-与HCO3

-比例上升，水体 pH值逐渐上升。
pH=pK2+log（[CO3

2-]/[HCO3
-]） （3）

式中：pK2———电离常数的负对数，通常情况下约等于 10.3。

生态混凝土后期的 TP 净化效果低于初期，8 组生态

混凝土初期平均净化效率由初期的 60.76%降低至 32.42%。
赤泥添加较多的生态混凝土磷净化效果仍然较好。生态混

凝土后期，随着表面微生物膜的形成，吸附、化学沉淀方式

发挥作用极小，其磷净化效果预计更多依靠生物途径实现。
另外，随着 pH 值的下降，Ca 的除磷效果降低。因此，生态

混凝土的磷净化效果在后期出现整体下降趋势。
赤泥添加对磷净化效果的改善作用仍然存在，在胶凝

材料中添加赤泥拌制而成的生态混凝土，磷净化效果要高

于未添加赤泥的混凝土。

3 结论
（1）烧结法赤泥化学组成与硅酸盐水泥类似：Ca 和 O

是最主要元素，此外还富含 Si、Fe、Al 等。差异在于，赤泥的

Ca、Si、Al 含量偏低，而 Fe 含量远远大于水泥。
（2）赤泥的理论最大磷吸附容量为 36.76 mg/g，大于水

泥的 16.16 mg/g，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
（3）赤泥在胶凝材料中添加后，可提高拌制形成的生

态混凝土初期磷净化效果。当赤泥添加质量比为 10%时，

生态混凝土的磷净化效果最优。随着处理时间的延长，生

TP 去除率 /%
-

61.48
66.39
73.77
71.31
47.54
54.10
56.56
54.92

表 4 生态混凝土初期磷净化效果

水质指标

原水
1
2
3
4
5
6
7
8

pH 值

7.76
11.83
11.72
11.58
11.61
11.04
10.92
10.99
10.86

TP/（mg/L）
1.22
0.47
0.41
0.32
0.35
0.64
0.56
0.53
0.55

表 3 生态混凝土孔隙率

赤泥投加量 /%粗集料粒径

/mm
10~16
16~35

15
32.91
37.80

0
33.18
37.68

5
32.79
37.82

10
33.29
37.06

TP 去除率 /%
-

36.78
40.23
49.43
51.72
42.53
44.83
51.72
47.13

表 5 生态混凝土后期磷净化效果

水质指标

原水
1
2
3
4
5
6
7
8

pH 值

7.93
10.08
9.83
10.16
9.93
9.35
9.49
9.26
9.62

TP/（mg/L）
0.87
0.55
0.52
0.44
0.42
0.50
0.48
0.42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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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混凝土后期的磷净化效果下降，但赤泥添加后对生态混

凝土的磷净化效果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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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针对第三代核电工程 AP1000 技术对混凝土的特殊要

求，在对工程使用原材料性能分析的基础上，采用致密堆

积方法设计了低胶凝材料用量的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该
配合比确定了粉煤灰对砂的取代比例为 0.13，粉煤灰、砂混

合物对石子的取代比例为 0.52，这一填充状态下粉煤灰、
砂、石体系获得最大单位重。使用水泥浆体填充体系剩余空

隙，并在配合高性能化学外加剂的基础上，确定保证混凝

土自密实工作性的适宜润滑浆量，水泥浆体体积系数取为

1.45。使用这一配合比设计的自密实混凝土在显著降低了

胶凝材料用量，保障大体积混凝土体积稳定性的同时，具有

良好的工作性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完全满足相关标

准以及施工方要求，在核电工程模拟筏基一次性浇筑的实

体结构试验中初步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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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也会变差。因此，需要找到合适的 n 值，以获得相关性能

的平衡点。
试验中，固定水胶比为 0.38，配合不同的浆体用量，n 取

值 1.00~1.60，在保证新拌混凝土自密实工作性的前提下，寻

求尽可能小的 n 值，进而确定适宜的低胶材用量自密实混

凝土配合比。
研究发现，为获得必要的自密实工作性，辅以外加剂

进行调节，n 取值最低为 1.45，此时混凝土拌合物浆集比适

宜。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并测试其相关工

作性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

2.3 获得的自密实混凝土性能
应用致密堆积方法得到的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如表 5

所示，胶凝材料用量仅为 420 kg/m3。依据该配合比得到的自

密实混凝土工作性能、力学性能和部分耐久性能试验结果如

表 6所示，可以很好地满足施工的各项需求，并在该核电工程

模拟筏基一次性浇筑的实体结构试验中初步应用，效果良好。

n

1.45

表 5 自密实混凝土配合比

α

0.13

β

0.52

原材料用量 /（kg/m3）

外加剂

4.20
水泥

295
粉煤灰

125
砂

835
石子

905
水

160

28 d Cl-扩散系数

/（10-12 m2/s）
4.84

表 6 自密实混凝土性能

密度

/（kg/m3）

2 305

扩展度

/mm
650

T50
/s
6.12

U 型

/mm
325

V 型

/s
14.3

抗压强度 /MPa
28 d
51.6

3 d
23.4

7 d
36.5

28 d 抗拉强度

/MPa
4.1

28 d 弹性模量

/GPa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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