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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

灰基层材料，由以下组分按重量百分比制成：地

聚合物7％～9％，废弃轮胎橡胶粉10％～14％，

水1％～4％，其余为再生集料，由粒径4.75mm～

13.2mm的粗集料建筑废弃物再生料与粒径范围

0.1mm～4.75mm的细集料垃圾焚烧底灰组成；所

述的粗集料为所述建筑废弃物再生料，包括废

砖、废瓦砾和废陶瓷；所述的细集料为垃圾焚烧

底灰；基于再生集料建筑废弃物再生料和垃圾焚

烧底灰的总质量，所述建筑废弃物再生料粗集料

的质量分数为40％～60％，所述细集料垃圾焚烧

底灰的质量分数为60％～40％。所述地聚合物固

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可在道路铺设中作为

固化基层。本发明科形成高强、稳定和耐久的固

化基层，充分利用废物，有利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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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材料由以下组分按重量

百分比制成：地聚合物7％～9％，废弃轮胎橡胶粉10％～14％，水1％～4％，其余为再生集

料，所述的再生集料由粗集料与细集料组成；所述的粗集料为建筑废弃物再生料，包括废

砖、废瓦砾和废陶瓷；所述的细集料为垃圾焚烧底灰；基于再生集料总质量，所述粗集料的

质量分数为40％～60％，所述细集料的质量分数为60％～4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地聚合

物由偏高岭土、水玻璃和氢氧化钠合成，所述偏高岭土:水玻璃:氢氧化钠的质量比为5.1:

4.2:1。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玻璃

模数为1～1.5。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垃圾焚

烧底灰由垃圾焚烧灰渣经过堆放、熟化预处理以及磁选分离金属处理后所得。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废弃轮

胎橡胶粉粒径范围为70μm～1.7m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粗集料

的粒径范围为4.75mm～13.2mm。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集料

的粒径范围为0.1mm～4.75mm。

8.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在道路铺设中作为固

化基层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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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道路工程中路面基层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以地聚合物为固

化材料，焚烧底灰为主要原材料，建筑废弃物再生料和废弃轮胎橡胶颗粒为级配补充原料

的新型基层材料。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活垃圾也随之迅速增加。垃圾焚烧被认为是当前

处理生活垃圾的最佳途径，因为焚烧可使垃圾体积减少80％以上，其余20％即为焚烧产物

(包括底灰和飞灰，其中底灰占80％以上)。由于底灰有毒有害物质较少，常予以填埋处理，

既占用了土地又易产生“二次污染”。

[0003] 地聚合物是碱激活材料的一种，它是利用粘土和含硅酸盐的工业废弃物在较低温

度下生成的一类无机高分子聚合物，与普通硅酸盐水泥相比，地聚合物具有高强、早强、耐

酸碱、低渗透低收缩等物理特性，由偏高岭土、水玻璃、氢氧化钠和水合成的地聚合物主要

用于固封有毒废弃物(重金属离子)。

[0004] 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建设和交通建设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道路建材，黏土与砂石

类天然道路建材被超量开采，严重破坏了地表植被、影响了生态环境。研究表明，焚烧底灰

的颗粒级配位于基层集料粒径范围以内，可再生处理后用以部分替代天然矿料，并用地聚

合物(Geopolymer)加以固化处治形成新型基层材料，以实现废弃物再利用和节约天然建材

的目的。

[0005] 为此，本发明提出了采用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材料作为新型路面基层材

料。该新型材料以焚烧底灰为主要原材料，建筑废弃物再生料和废弃轮胎橡胶颗粒为级配

补充原料，实现了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减少了天然土方用量，产生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

功效。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技术之不足，提供一种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

料。本发明将垃圾焚烧底灰、建筑废弃物、废弃轮胎处治与解决道路建筑材料短缺现状有机

结合，具有技术先进、有利环保和效益显著的特点。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材料由以下组分按重

量百分比制成：地聚合物7％～9％，废弃轮胎橡胶粉10％～14％，水1％～4％，其余为再生

集料，所述的再生集料由粗集料与细集料组成；所述的粗集料为建筑废弃物再生料，包括废

砖、废瓦砾和废陶瓷；所述的细集料为垃圾焚烧底灰；基于再生集料总质量，所述粗集料的

质量分数为40％～60％，所述细集料的质量分数为60％～40％。

[0009]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地聚合物由偏高岭土、水玻璃和氢氧化钠合成，所述偏高岭

土:水玻璃:氢氧化钠的质量比为5.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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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所述水玻璃模数为1～1.5。

[0011]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粗集料，即建筑废弃物再生料粒径范围为4.75mm～13.2mm。

[0012]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垃圾焚烧底灰由垃圾焚烧灰渣经过堆放、熟化预处理以及磁

选分离金属处理后所得。

[0013] 具体的垃圾焚烧底灰是将垃圾焚烧灰渣经过堆放1～3个月熟化,使其经碳酸作用

而使其自然稳定、膨胀，通过与碳酸作用及氧化作用充分反应，得到结构耐久性及稳定性较

好的底灰；利用磁选技术从炉渣中提取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陶瓷碎片、玻璃后即得。

[0014]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细集料，即垃圾焚烧底灰粒径范围为0.1mm～4.75mm。

[0015]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废弃轮胎橡胶粉粒径范围为70μm～1.7mm。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所述的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在道路铺设中作

为固化基层的应用。

[0017] 本发明作为新型基层材料原理为：

[0018] 以焚烧底灰为主要原材料，建筑废弃物再生料补充级配缺失，橡胶颗粒填充空隙、

柔韧化材料。地聚合物固化、封闭、包裹底灰，避免有毒物质溶出，再通过现场摊铺和碾压形

成高强、致密、稳定、耐久和抗裂性好的固化基层。

[0019] 橡胶颗粒富有弹性、韧性，理化性质稳定，加入至基层混合料中，可充填空隙、改善

界面状况，使材料柔韧化，防止基层开裂。同时，橡胶改性固化基层还具有减振和降噪等优

点，从而取得良好的物理改良效果。

[0020] 地聚合物是一类新型的高性能土壤固化剂，可与集料(包括底灰、建筑废弃物和橡

胶颗粒)相互扩散、吸附、粘结，形成致密的三维网状结构包裹集料，对垃圾焚烧产物中的有

毒/害物质具有较好的封闭和固化作用，从而防止基层中有害物质溶出而“二次污染”环境。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22] (1)技术先进。橡胶颗粒可提高基层韧性以防开裂，地聚合物可紧密包裹焚烧底

灰、建筑废弃物、废弃轮胎橡胶颗粒各类集料，形成高强、稳定和耐久的固化基层。

[0023] (2)有利环保。本发明可有效避免焚烧底灰、建筑废弃物和废弃轮胎堆放等产生的

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有利于保护城镇及其周边环境。

[0024] (3)废物利用。本发明可大量处理垃圾焚烧后的产物(底灰)，以及建筑废弃物再生

料和废弃轮胎橡胶颗粒，可降低废物处治费用，减少土地占用和建材用量，经济、社会效益

显著。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焚烧底灰基层材料配合比设计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于

此。

[0027] 一种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层材料，由地聚合物、垃圾焚烧底灰、建筑废弃

物再生料与废弃轮胎橡胶粉按照一定配合比组成，拟通过室内试验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办

法，从材料物理性质、材料配合比设计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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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1)焚烧底灰处理

[0029] 为避免长距离运输造成的粉尘污染和费用消耗，垃圾焚烧底灰因循就地(就近)再

生利用原则。经过预处理，得到结构耐久性及稳定性较好的底灰，经过磁选分离获得无金属

的焚烧底灰，针对底灰粒径较小特点，采用补充建筑废弃物再生粗骨料的方式进行级配改

良。

[0030] 1)运输：垃圾焚烧厂产生的底灰经过收集、运输和存放，到达施工场地废弃物专用

处理作业区。

[0031] 2)预处理：经过堆放、熟化等预处理过程，(熟化：新鲜底灰堆放1～3个月,使其经

碳酸作用而自然稳定,即所谓的熟化)，使其自然稳定、膨胀，碳酸作用及氧化作用充分反

应，得到结构耐久性及稳定性较好的底灰。

[0032] 3)分选：底灰主要由熔渣、黑色及有色金属、陶瓷碎片、玻璃和其它一些不可燃无

机物及未完全燃烧的有机物组成。利用磁选技术从炉渣中提取黑色金属，回收再利用。

[0033] (2)再生集料级配补充与改良

[0034] 1)焚烧产物组分构成

[0035] ①颗粒组成：经过对垃圾焚烧厂焚烧产物的采样分析表明，颗粒主要成分是砂石、

陶瓷、玻璃及少量金属氧化物，粒径范围大致为0～19mm连续级配，其中4.75mm以下颗粒约

占总量的72％，16mm以上颗粒含量占比约为4％，总体分布呈现“细集料重，粗集料轻”。

[0036] ②矿物成分组成：以硅酸盐为主，同时含有少量氧化钙，碳酸钙和锰酸锌盐等，化

学性质较为稳定。

[0037] 表1普通道路基层混合料颗粒组成范围

[0038]

筛孔尺寸/mm 通过质量百分率/％ 筛孔尺寸/mm 通过质量百分率/％

37.5 90～100 2.36 20～70

26.5 66～100 1.18 14～57

19 54～100 0.6 8～47

9.5 39～100 0.075 0～30

4.75 28～84 / /

[0039] 2)利用废弃物再生集料改良级配

[0040] 由于垃圾焚烧底灰粒径集中于0～4.75mm之间，无法满足普通道路基层材料的粒

径要求(具体要求详见表1)，直接使用无法获得较高的CBR值、回弹模量和抗变形能力。而建

筑废弃物再生骨料主要是2～4cm、1～2cm的质地坚硬、清洁的碎石、破碎砾石、筛选砾石，具

有良好的力学性能，是形成嵌挤密实的骨架结构一种较为合适的材料。

[0041] 因此，针对焚烧底灰的粒径特点，按照一定比例补充掺入建筑废弃物(如废砖、废

瓦砾和废陶瓷)再生粗骨料，经过级配调整即可获得良好级配。其具有较高的密实度和较大

的摩擦力，可使矿料间紧密接触，形成良好的交互作用，压实成型后，混合料的空隙率最小，

有效保证混合料具有足够的力学强度、水稳定性、抗收缩性、抗冲刷性及疲劳性能等路用性

能。粗集料、细集料分别占再生集料质量比例45％、55％，掺入建筑废弃物再生料改良后的

集料级配如表2所示，满足规范要求。

[0042] 表2建筑废弃物再生料改良焚烧底灰集料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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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筛孔尺寸/mm 通过质量百分率/％ 筛孔尺寸/mm 通过质量百分率/％

37.5 100 2.36 17-57

26.5 90～100 1.18 15～46

19 73～88 0.6 8-20

9.5 48～69 0.075 0-7

4.75 32～54 / /

[0044] (3)基层材料配合比设计

[0045] 参考低交通量道路基层设计要求，以及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强度标准，总结再生

基层材料室内实验和试验段现场测试结果，确定垃圾焚烧底灰再生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再

生固化基层混合料配合比推荐采用质量比。焚烧底灰基层材料配合比设计流程如附图1所

示。

[0046] 本工法选用由偏高岭土、水玻璃和氢氧化钠合成的地聚合物。地聚合物是碱激活

材料的一种，它是利用粘土和含硅酸盐的工业废弃物在较低温度下生成的一类无机高分子

聚合物，与普通硅酸盐水泥相比，地聚合物具有高强、早强、耐酸碱、低渗透低收缩等物理特

性，由偏高岭土、水玻璃、氢氧化钠和水合成的地聚合物主要用于固封有毒废弃物(重金属

离子)。

[0047] 如表3，设置4％，7％，8％，9％，12％三档不同地聚合物掺入量，地聚合物由偏高岭

土、水玻璃和氢氧化钠合成，集料掺量80％(其中，粗集料的质量分数为60％，细集料的质量

分数为40％)质量配合比偏高岭土:水玻璃:氢氧化钠＝5.1:4.2:1，采用地聚合物对调整过

级配的垃圾焚烧底灰进行固化，通过地聚合材料的重金属溶出浓度试验，确定最佳地聚合

物掺量为7～9％，设置8％，10％，12％，16％四档不同橡胶颗粒掺入量，结合固体试块的7d

和28d无侧限抗压强度，通过配合比设计试验，确定最佳地聚合物固化剂用量为7％～9％，

推荐橡胶颗粒所占百分比为10％～14％，而再生粗集料(废砖、废瓦砾和废陶瓷等)与细集

料的质量比例范围为4:6～6:4。

[0048] 表3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指标

[0049]

[0050] 表4垃圾焚烧底灰固化基层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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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0053] 在基本满足混合料颗粒级配组成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地聚合物掺量和橡胶颗粒

掺量，以期资源利用最大化。通过表4试验③、④、⑤的对比，易发现当橡胶颗粒超过一定比

例是无论是7d还是28d无侧限抗压强度都是略有降低，其原因可能由于随着其掺量的增加，

其破坏了材料结构骨料，导致粒料间空隙增大，强度降低，综合以上：确定最佳地聚合物固

化剂用量为7％～9％，推荐橡胶颗粒所占百分比为10％～14％，而再生粗集料(废砖、废瓦

砾和废陶瓷等)与细集料的质量比例范围为4:6～6:4。

[0054] (4)拌和

[0055] 建议采用厂拌法拌和再生混合料，并在现场配备专人负责监督混合料的生产过

程，对混合料配合比、地聚合物剂量和废橡胶粉掺量以及搅拌时间进行严格控制，及时发现

异常情况并立刻进行调整。每次加入的搅拌物不得超过规定数量，投料的顺序为：建筑废弃

物再生粗骨料→焚烧底灰→废弃橡胶颗粒→地聚合物稀释固化剂，为使得混合料搅拌均

匀，每挡料投入后搅拌45s，三档料全部投入后搅拌120s。

[0056] 混合料拌和用水量应以最佳含水率(1％～4％)控制，使碾压成型后表面保持湿

润。夏季高温蒸发量大，早晚与中午的含水率要有区别，要根据温度变化及时调整，但加水

量不得超过最佳含水率2％。

[0057] 拌和后再进行现场摊铺、碾压、养护施工即可完成地聚合物固化垃圾焚烧底灰基

层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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