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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

备透水砖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⑴疏浚底泥免

烧骨料筛选；⑵预处理免烧骨料的制备；⑶基层

配料；⑷基层配料加水搅拌；⑸面层配料；⑹面层

配料加水搅拌；⑺压砖机压制成型；⑻制品养护。

本方法能够消耗大量疏浚底泥，减少天然骨料的

开采，达到资源化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满

足疏浚行业需求，所用免烧法生产能耗低、排放

少，生产的透水砖成本低廉，性能优异，够拓宽疏

浚底泥资源化利用的途径，同时满足建材市场的

需求，并能较好地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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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⑴疏浚底泥免烧骨料筛选：利用筛分机对疏浚底泥免烧骨料进行筛分，筛选得到免烧

骨料，将免烧骨料提前浸水润湿1～15min，浸水量为免烧骨料质量的1％～10％；

⑵预处理免烧骨料的制备：免烧骨料与1～4mm的纤维材料的质量份数为：1～10mm骨料

65～90份、1～4mm的纤维材料1～5份；

⑶基层配料：将水泥和粉煤灰混合搅拌，制得基层干混合料，称取预处理免烧骨料，上

述基层干混合料与预处理免烧骨料的质量份数为：水泥15～30份、粉煤灰3～10份、预处理

疏浚底泥免烧骨料65～90份；

⑷基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预处理免烧骨料与干混合料所形成的基层配料置于搅拌机中

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基层配料总质量5％～15％的水，搅拌时间为5～10min；

⑸面层配料：将水泥、石英砂和混凝土颜料混合搅拌，制得面层配料，所述面层配料的

质量份数为：水泥15～25份、石英砂45～60份、混凝土颜料1～5份；

⑹面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面层配料置于搅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面层配料总

质量5％～10％的水，搅拌时间为5～10min；

⑺压砖机压制成型：先将拌合均匀的基层配料填放入压砖机的砖坯模具中，再将拌合

均匀的面层配料均匀铺在基层配料上，相应的质量份数为：基层配料80～90份、面层配料10

～20份；上述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层叠完成后静置，然后启动压砖机将物料压制成透水砖

砖坯，压制时间为1～5min，压力为15～50KN，得免烧透水砖砖坯；

⑻制品养护：制备出的透水砖砖坯表面覆盖保鲜膜，进行洒水自然养护3～28天，得到

成品疏浚底泥免烧骨料透水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⑴中免烧骨料的筒压强度为5～15MPa，免烧骨料的吸水率为4％～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⑺中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层叠完成后静置时间为1～10min。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步骤⑻中洒水的时间间隔为8～1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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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疏浚行业和建筑材料技术领域，涉及疏浚底泥的环保利用，尤其  是利

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建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每年要开釆多达100亿吨的砂、石材料  用于建

材上，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枯竭和生态破坏问题。因此，国家于2000-2013  年发布多项政策鼓

励利用废弃物制备建材，大力发展绿色建材。近年来，由于我 国疏浚业快速发展，每年倾倒

于海洋的疏浚物达到近2亿m3。疏浚底泥是疏浚  工程通过清除河湖水体中的受污染底泥而

产生的，将疏浚底泥应用于建材，不仅  解决了底泥量大难处理的问题，而且将减少建筑业

对天然骨料的消耗，起到变废  为宝、节能减排的巨大综合社会效益。目前，国内外疏浚底泥

在建材方面的资源  化利用多采用烧结法，而烧结法所制备的烧结砖虽然结构致密，强度较

高，但烧  制需要大量的能源，每年消耗大量煤资源，对于成本的控制不利，且烧结过程产 

生大量CO2，影响环境。

[0003] 通过检索，发现如下三篇与本发明专利申请相关的专利公开文献：

[0004] 1、一种利用疏浚底泥骨料制备免烧砖的方法(105130289A)，包括步骤如  下：⑴疏

浚底泥骨料筛分；⑵将水泥、生石灰、石膏和粉煤灰通过粉碎机进行粉  碎；⑶配料：将预处

理的水泥、生石灰、石膏和粉煤灰混合搅拌，制得干混合料，  称取疏浚底泥骨料，干混合料

与疏浚底泥骨料的质量份数为：水泥5～20份、生  石灰3～13份、石膏1～10份、粉煤灰15～

30份、疏浚底泥骨料45～70份；⑷  加水搅拌；⑸混合料陈化；⑹压砖机压制成型；⑺制品养

护，即得到成品免烧砖。  本方法能够消耗大量疏浚底泥，达到资源化利用的目的，满足疏浚

行业需求，所  用免烧法生产能耗低，生产的免烧砖成本低廉，性能较优，能够拓宽疏浚底泥

资  源化利用的途径，同时满足建材市场的需求。

[0005] 2、一种采用疏浚底泥制备泡沫底泥砖的方法(106045420A)，包括如下步骤：1)  采

集河道疏浚底泥，自然通风后，静置24～48h，倒去上覆水，将底泥在自然条件下风化 晾干；

2)将风干后结块的底泥经过粉碎机破碎研磨，过100～200目筛，收集备用；3)  将底泥、P.O 

42.5水泥按照质量比7:3混合，然后加入占水泥质量2％的固化剂；4)混  合均匀后浇铸于模

具中，将模具置于振动台上，机械振动至填满模具，振幅为0.5mm，  振动时间为1～5分钟，20

～30小时后脱模，于湿度>95％，温度控制于19.5～20.5℃条件  下连续湿式养护7～90天。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原材料来源广，成本低廉；机械强度好；  工艺简单易量产。

[0006] 3、一种河湖疏浚底泥为主料的免烧砖及其自然养护制作方法(104177015B)。  本

发明属于环境工程及建材技术领域。一种河湖疏浚底泥为主料的免烧砖，其原  料重量百分

比组成为：疏浚底泥50％-70％、水泥10％-20％、沙子12.5％-30％、  粉煤灰1.5％-5％、生

石灰2％-3％、硅酸钠0.1％-0.25％、防冻剂0.25％-0.4％。  河湖疏浚底泥为主料的免烧砖

的自然养护制作方法：(1)疏浚底泥脱水：脱水干  化至含水率30％以下；(2)混合：将疏浚底

泥、水泥、沙子、粉煤灰、硅酸钠和 防冻剂干拌；加水湿拌，加入生石灰，搅拌；(3)轮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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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砖体：制砖机通过  振动和加压制成砖体；(5)自然养护：砖体码垛，自然养护得到免烧砖。

本发明  具有工艺简单，操作方便，变废为宝，砖质量好，成本低廉，效益明显，环境友  好等

优点。

[0007] 通过技术特征的对比，申请人认为，上述三篇公开专利文献，虽然发明目的  基本

相同，但技术方案的内容区别较大，本发明申请的技术优势体现的明显，因  此不会破坏本

发明申请的创造性。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  料

制备透水砖的方法，该方法节能利废、生产能耗低、不需要烧结，所制得的透  水砖强度高、

性能优异、质量合格。

[0009]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10] 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1] ⑴疏浚底泥免烧骨料筛选：利用筛分机对疏浚底泥免烧骨料进行筛分，筛  选得到

免烧骨料，将免烧骨料提前浸水润湿1～15min，浸水量为免烧骨料质量的  1％～10％；

[0012] ⑵预处理免烧骨料的制备：免烧骨料与1～4mm的纤维材料的质量份数为：  1～

10mm骨料65～90份、1～4mm的纤维材料1～5份；

[0013] ⑶基层配料：将水泥和粉煤灰混合搅拌，制得基层配料，称取预处理免烧骨  料，上

述基层配料与预处理免烧骨料的质量份数为：水泥15～30份、粉煤灰3～10  份、预处理疏浚

底泥免烧骨料65～90份；

[0014] ⑷基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预处理免烧骨料与干混合料所形成的基层配料置于  搅

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基层配料总质量5％～15％的水，搅拌时间为  5～10min；

[0015] ⑸面层配料：将水泥、石英砂和混凝土颜料混合搅拌，制得面层配料，所述  面层配

料的质量份数为：水泥15～25份、石英砂45～60份、混凝土颜料1～5份；

[0016] ⑹面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面层配料置于搅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面  层配

料总质量5％～10％的水，搅拌时间为5～10min；

[0017] ⑺压砖机压制成型：先将拌合均匀的基层配料填放入压砖机的砖坯模具中，  再将

拌合均匀的面层配料均匀铺在基层配料上，相应的质量份数为：基层配料  80～90份、面层

配料10～20份；上述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层叠完成后静置，然后  启动压砖机将物料压制成

透水砖砖坯，压制时间为1～5min，压力为15～50KN， 得免烧透水砖砖坯；

[0018] ⑻制品养护：制备出的透水砖砖坯表面覆盖保鲜膜，进行洒水自然养护3～28  天，

得到成品疏浚底泥免烧骨料透水砖。

[0019] 而且，所述步骤⑴中免烧骨料的筒压强度为5～15MPa，免烧骨料的吸水率  为4％

～10％。

[0020] 而且，所述步骤⑺中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层叠完成后静置时间为1～10min。

[0021] 而且，所述步骤⑻中洒水的时间间隔为8～14h。

[0022] 本发明取得的优点和有益效果是：

[0023] 1、本方法中，在基层干混合料中疏浚底泥免烧骨料的加入量占到50～75份，  疏浚

底泥资源化利用率高；水泥的水化作用结合该方法的工艺步骤和参数的合理  设计，使得该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09648685 A

4



方法制备透水砖的过程中不需要进行焙烧即可直接制得透水砖，极  大降低了生产能耗；而

且，所制得的透水砖结构科学，成本低廉且产品强度高，  性能优异；同时，该方法的养护步

骤简便，降低了生产成本。

[0024] 2、本方法中，对免烧骨料进行预湿处理，吸水后的骨料与水泥和粉煤灰混  合后，

可以有效降低混凝土坍落度的损失，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使混凝土拌合  性跟流动性提

升，有利于工业操作；透水砖在养护过程中，吸水后的骨料可自然  释放出水分，产生“内养

护”作用，使得透水砖内部水化反应更彻底，改善路面  砖的收缩性能，减少内部裂纹的产生

从而提升透水砖的强度，技术构成巧妙而合 理。

[0025] 3、本方法中，是先将疏浚底泥制备成免烧骨料，然后将疏浚底泥免烧骨料 以粗、

细集料的形式与纤维、胶凝材料混合压制透水砖，引入砖体的纤维能改善  水泥因自缩而产

生的微裂缝，对砖体起到阻裂、增强和増韧的作用；同时，疏浚  底泥免烧粗骨料自身强度

高，性能优异，与胶凝材料混合压制成透水砖时，使整  个透水砖体系中骨料间通过胶凝材

料以点点连接结合，保证整个体系胶连在一起，  结构稳定，孔隙丰富，生产能耗低、强度高，

性能优异，生产的透水砖满足建筑 市场的需求。

[0026] 4、本方法先将骨料进行筛分或者可以先利用疏浚底泥制备成免烧骨料再进  行筛

分，得级配优良的骨料，然后以骨料形式与胶凝材料混合，通过压制得到透  水砖；作为细集

料的疏浚底泥免烧骨料自身强度高，性能优异，与胶凝材料混合  压制透水砖时，使整个透

水砖体系中骨料间通过胶凝材料以点点连接结合，保证  整个体系紧密胶连在一起，孔隙丰

富，结构稳定，不坍塌。

[0027] 5、本方法能够消耗大量疏浚底泥，减少天然骨料的开采，达到资源化利用、  保护

生态环境的目的；满足疏浚行业需求，所用免烧法生产能耗低、排放少，生  产的透水砖成本

低廉，性能优异，能够拓宽疏浚底泥资源化利用的途径，同时满  足建材市场的需求，并能较

好地缓解“城市热岛效应”。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下述实施例是说明性的，不是限定  性的，

不能以下述实施例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29]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0030] 1、本发明中所使用的原料，如无特殊说明，均为常规的市售产品；本发明  中所使

用的方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规方法。

[0031] 2、本发明所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的制备过程包含两个步骤：第一步完成疏  浚底

泥免烧原陶粒的制备，其参照专利公开文献《一种疏浚底泥免烧陶粒的方法》  (专利号为ZL 

2015  1  0374608.5)；第二步完成疏浚底泥免烧骨料的制备，其参  照专利公开文献《一种疏

浚底泥免烧骨料的裹壳方法》(专利号为ZL  2015  1  0387395.X)。

[0032] 3、所用粉煤灰为燃煤电厂产生的飞灰收集所得，性能符合GB1596-91《用  于水泥

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技术要求；所述生石灰为普通建筑生石灰，性能符  合JC/T  621-2009

《硅酸盐建筑制品用生石灰》技术要求；所述石膏为普通建筑  磷石膏粉，性能符合GB/T 

23456-2009《磷石膏》技术要求；所述水泥为42.5、  52.5等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所述水玻

璃为普通工业用水玻璃，性能符合GB  4209-96《工业硅酸钠》技术要求。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09648685 A

5



[0033] 下面通过四个实施例，来具体描述本发明申请的技术内容。

[0034] 实施例1：

[0035] 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36] 1、疏浚底泥免烧骨料筛分：利用筛分机对疏浚底泥免烧骨料进行筛分，筛  选粒径

范围为1～5mm，筒压强度为9.8MPa，吸水率为5.4％的骨料作为透水砖  细集料；将免烧骨料

提前浸水润湿6min，浸水量为免烧骨料质量的6％；

[0037] 2、预处理免烧骨料的制备：按照疏浚底泥免烧骨料65份、1～4mm的纤维  材料5份

配制预处理疏浚底泥免烧骨料；

[0038] 3、基层配料：将水泥(通用PO  42.5)和粉煤灰混合搅拌，制得基层干混合料，  称取

预处理的免烧砖骨料，所述干混合料与预处理免烧骨料所构成的基层配料的  质量份数为：

水泥18份、粉煤灰5份、预处理疏浚底泥免烧骨料80份；

[0039] 4、基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预处理免烧砖骨料与干混合料所构成的基层配料  置于

搅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基层配料总质量6％的水，搅拌时间为  5min；

[0040] 5、面层配料：将水泥、石英砂和混凝土颜料混合搅拌，制得面层配料，所  述面层配

料的质量份数为：水泥15份、石英砂45份、混凝土颜料1份：

[0041] 6、面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面层配料置于搅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  面层配

料总质量6％的水，搅拌时间为5min；

[0042] 7、压砖机压制成型：先将拌合均匀的基层配料填放入压砖机的砖坯模具中，  再将

拌合均匀的面层配料均匀铺在基层上，上述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的质量份数  为：基层配料

80份、面层配料10份；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层叠完成后静置5min，  然后启动压砖机将物料

压制成透水砖砖坯，压制时间为5min，压力为15KN，得  透水砖砖坯；

[0043] 8、制品养护：制备出的透水砖砖坯表面覆盖保鲜膜，进行洒水自然养护15  天，得

到成品疏浚底泥透水砖。

[0044] 通过检验，本实施例所得的疏浚底泥透水砖的抗压强度21 .5MPa，透水系  数为

1.05×10-2cm/s，完全符合GB/T《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的标准要求。

[0045] 实施例2：

[0046] 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47] 1、疏浚底泥免烧骨料筛分：利用筛分机对疏浚底泥免烧骨料进行筛分，筛  选粒径

范围为5～10mm，筒压强度为12.4MPa，吸水率为7.4％的骨料作为透水  砖粗集料；将免烧骨

料提前浸水润湿10min，浸水量为免烧骨料质量的8％；

[0048] 2、骨料的预处理：按照疏浚底泥免烧骨料75份、1～4mm的纤维材料4份  配制预处

理疏浚底泥免烧骨料；

[0049] 3、基层配料：将水泥(通用PO42.5)和粉煤灰混合搅拌，制得基层干混合料，  称取

预处理的免烧砖骨料，所述干混合料与预处理免烧骨料所构成的基层配料质  量份数为：水

泥20份、粉煤灰5份、预处理疏浚底泥免烧骨料90份；

[0050] 4、基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预处理免烧砖骨料与干混合料所构成的基层配料  置于

搅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基层配料总质量8％的水，搅拌时间为  5min；

[0051] 5、面层配料：将水泥、石英砂和混凝土颜料混合搅拌，制得面层配料，所  述面层配

料的质量份数为：水泥20份、石英砂50份、混凝土颜料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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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6、面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面层配料置于搅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  面层配

料总质量7％的水，搅拌时间为10min；

[0053] 7、压砖机压制成型：先将拌合均匀的基层配料填放入压砖机的砖坯模具中，  再将

拌合均匀的面层配料均匀铺在基层上，上述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的质量份数  为：基层配料

85份、面层配料15份；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层叠完成后静置7min，  然后启动压砖机将物料

压制成透水砖砖坯，压制时间为4min，压力为30KN，得  透水砖砖坯；

[0054] 8、制品养护：制备出的透水砖砖坯表面覆盖保鲜膜，进行洒水自然养护24  天，得

到成品疏浚底泥透水砖。

[0055] 通过检验，本实施例所得的疏浚底泥透水砖的抗压强度22.7MPa，透水系  数为

1.13×10-2cm/s，完全符合GB/T《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的标准要求。

[0056] 实施例3：

[0057] 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58] 1、疏浚底泥免烧骨料筛分：利用筛分机对疏浚底泥免烧骨料进行筛分，筛  选粒径

范围为1～5mm，筒压强度为12.4MPa，吸水率为6.5％的骨料与纤维材料  4份作为透水砖集

料；将免烧骨料提前浸水润湿8min，浸水量为免烧骨料质量的  9％；

[0059] 2、骨料的预处理：按照疏浚底泥免烧骨料85份、1～4mm的纤维材料3份  配制预处

理疏浚底泥免烧骨料；

[0060] 3、基层配料：将水泥(通用PO52.5)和粉煤灰、纤维材料混合搅拌，制得基  层干混

合料，称取预处理的免烧砖骨料，所述干混合料与预处理免烧骨料所构成 的基层配料的质

量份数为：水泥30份、粉煤灰8份、预处理疏浚底泥免烧骨料  75份；

[0061] 4、基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预处理免烧砖骨料与干混合料置于搅拌机中搅拌，  搅拌

过程中加入为基层配料总质量9％的水，搅拌时间为10min；

[0062] 5、面层配料：将水泥、石英砂和混凝土颜料混合搅拌，制得面层配料，所  述面层配

料的质量份数为：水泥25份、石英砂60份、混凝土颜料3份：

[0063] 6、面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面层配料置于搅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  面层配

料总质量9％的水，搅拌时间为5min；

[0064] 7、压砖机压制成型：先将拌合均匀的基层配料填放入压砖机的砖坯模具中，  再将

拌合均匀的面层配料均匀铺在基层上，上述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的质量份数  为：基层配料

90份、面层配料20份；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层叠完成后静置3min，  然后启动压砖机将物料

压制成透水砖砖坯，压制时间为5min，压力为40KN，得  透水砖砖坯；

[0065] 8、制品养护：制备出的透水砖坯表面覆盖保鲜膜，进行洒水自然养护28  天，得到

成品疏浚底泥透水砖。

[0066] 通过检验，本实施例所得的疏浚底泥透水砖的抗压强度25.6MPa，透水系  数1.46

×10-2cm/s，完全符合GB/T《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的标准要求。

[0067] 实施例4：

[0068] 利用疏浚底泥免烧骨料制备透水砖的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69] 1、疏浚底泥免烧骨料筛分：利用筛分机对疏浚底泥免烧骨料进行筛分，筛  选粒径

范围为5～10mm，筒压强度为10.1MPa，吸水率为4.8％的骨料与纤维材料  5份，作为透水砖

集料；将免烧骨料提前浸水润湿15min，浸水量为免烧骨料质 量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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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2、骨料的预处理：按照疏浚底泥免烧骨料90份、1～4mm的纤维材料1份  配制预处

理疏浚底泥免烧骨料；

[0071] 3、基层配料：将水泥(通用PO52.5)和粉煤灰、纤维材料混合搅拌，制得基  层干混

合料，称取预处理的免烧砖骨料，所述干混合料与预处理免烧骨料所构成 的基层配料的质

量份数为：水泥30份、粉煤灰5份、预处理疏浚底泥免烧骨料  85份；

[0072] 4、基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预处理免烧砖骨料与干混合料所构成的基层配料  置于

搅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基层配料总质量8％的水，搅拌时间为  10min；

[0073] 5、面层配料：将水泥、石英砂和混凝土颜料混合搅拌，制得面层配料，所  述面层配

料的质量份数为：水泥25份、石英砂55份、混凝土颜料2份：

[0074] 6、面层配料加水搅拌：将面层配料置于搅拌机中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为  面层配

料总质量9％的水，搅拌时间为5min；

[0075] 7、压砖机压制成型：先将拌合均匀的基层配料填放入压砖机的砖坯模具中，  再将

拌合均匀的面层配料均匀铺在基层上，上述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的质量份数  为：基层配料

90份、面层配料20份；基层配料与面层配料层叠完成后静置9min，  然后启动压砖机将物料

压制成透水砖砖坯，压制时间为3min，压力为25KN，得  透水砖砖坯；

[0076] 8、制品养护：制备出的透水砖坯表面覆盖保鲜膜，进行洒水自然养护28  天，得到

成品疏浚底泥透水砖。

[0077] 通过检验，本实施例所得的疏浚底泥透水砖的抗压强度20.4MPa，透水系  数2.15

×10-2cm/s，完全符合GB/T《透水路面砖和透水路面板》的标准要求。

说　明　书 6/6 页

8

CN 109648685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