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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路面基层材料，它由下述

质量配比的原材料构成：固化红粘土20-40份，碎

石60-80份；所述的固化红粘土由所述的红粘土

固化剂按质量份掺兑在红粘土内制成，掺兑的红

粘土固化剂量占红粘土及红粘土固化剂混合物

质量的7-12%。采用红粘土固化剂固化改良后的

红粘土与级配碎石复合制作的新型路面基层材

料，不仅路用性能好，而且材料费用低，取得了很

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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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路面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它由下述质量配比的原材料构成：固化红粘土20-

40份，碎石60-80份；所述的固化红粘土由所述的红粘土固化剂按质量份掺兑在红粘土内制

成，掺兑的红粘土固化剂量占红粘土及红粘土固化剂混合物质量的7-12%；所述的红粘土固

化剂它由下述质量配比的原材料混合构成，粉煤灰45-50份；硅灰1-5份；硅酸盐水泥18-22

份；石膏3-7份；碳酸钠8-12份；硅酸钠8-12份；氟硅酸钠0.1-1份；水溶性聚合物1-5份；所述

的水溶性聚合物为硅酸镁铝、硅酸镁锂、硅酸镁钠、膨润土、改性膨润土的其中一种或一种

以上的混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路面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它由下述质量配比的原材料构

成：固化红粘土30份，碎石70份，所述的固化红粘土由所述的红粘土固化剂按质量份掺兑在

红粘土内制成，掺兑的红粘土固化剂量占红粘土及红粘土固化剂混合物质量的9%。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路面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红粘土固化剂它由下

述质量配比的原材料混合构成，粉煤灰46份；硅灰1-5份；硅酸盐水泥20份；石膏4份；碳酸钠

10份；硅酸钠10份；氟硅酸钠0.3份；水溶性聚合物1-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路面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煤灰为粒径为0.9-5

μｍ的超细粉煤灰。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路面基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碎石采用道路采石场

的碎石，粒径<25mm，细集料含量占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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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路面基层材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路面基层材料，属于工程建筑材料应用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红粘土是岩土工程中的一种特殊土，属于石灰岩、白云岩等碳酸盐类岩石，在亚热

带高温潮湿气候条件下，经风化作用形成的高塑性红色粘土，具有高分散性、高含水量、高

塑性、胶体成分含量多等工程特性。贵州省是我国红粘土的主要分布区，受湿热交替气候的

影响，红粘土会干缩形成裂隙，在地表多呈竖向开口的龟裂状，向下逐渐闭合形成网状裂隙

面，从而破坏了土体的完整性，在雨季时，其天然含水量往往大于塑限，甚至接近液限，使得

土体的强度急剧降低；但随着近几年贵州道路建设的高速发展，常会在红粘土地基基础上

进行施工作业，但受红粘土自身特性的影响，需在红粘土地基上构建路面路基，针对上述问

题，申请人设计了一种能有效利用红粘土的新的路面基层材料。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成本低、性能好的采用固化改良后的红粘土

与级配碎石复合制作的路面基层材料，可以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路面基层材料，它由下述质量配比的原材料构成：固化红粘

土20-40份，碎石60-80份；所述的固化红粘土由所述的红粘土固化剂按质量份掺兑在红粘

土内制成，掺兑的红粘土固化剂量占红粘土及红粘土固化剂混合物质量的7-12%。

[0005] 前述的路面基层材料是，它由下述质量配比的原材料构成：固化红粘土30份，碎石

70份，所述的固化红粘土由所述的红粘土固化剂按质量份掺兑在红粘土内制成，掺兑的红

粘土固化剂量占红粘土及红粘土固化剂混合物质量的9%。

[0006] 前述的路面基层材料是，所述的红粘土固化剂它由下述质量配比的原材料混合构

成，粉煤灰45-50份；硅灰1-5份；硅酸盐水泥18-22份；石膏3-7份；碳酸钠8-12份；硅酸钠8-

12份；氟硅酸钠0.1-1份；水溶性聚合物1-5份。

[0007] 前述的路面基层材料是，所述的红粘土固化剂它由下述质量配比的原材料混合构

成，粉煤灰46份；硅灰1-5份；硅酸盐水泥20份；石膏4份；碳酸钠10份；硅酸钠10份；氟硅酸钠

0.3份；水溶性聚合物1-5份。

[0008] 前述的路面基层材料是，所述的粉煤灰为粒径为0.9-5μｍ的超细粉煤灰。

[0009] 前述的路面基层材料是，所述的水溶性聚合物为硅酸镁铝、硅酸镁锂、硅酸镁钠、

膨润土、改性膨润土的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0] 所述的碎石采用道路采石场的碎石，粒径<25mm，细集料含量约占20%。

[0011] 与现有技术比较，受红粘土的地域分布影响，申请人采用固化改良后的红粘土与

级配碎石复合制作了路面基层材料，为证明本路面基层材料的优越性，申请人进行相关实

验，使用该路面基层材料后，根据相关技术规范对路基路面的强度、模量和承载力进行测

试，各结构层指标检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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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表1 各结构层指标检测结果

[0013]

[0014] 由表1及图13可以看出，在红粘土固化剂掺量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碎石掺量的各结

构类型，弯沉及承载板检测结果都能满足设计要求，而基层顶面承载板实测结果更能表明，

基层顶面回弹模量随碎石掺量的增加而增加。

[0015] 为证明本新型路面基材的成本优势，申请人进行了不同材料的工程数量及费用对

比，如下表所示：

[0016]   表2 公路水泥稳定碎石、石灰+粉煤灰+碎石

[0017] 与红粘土固化材料的材料费比较(1000m2)

[0018]

[0019] 从表2材料费用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每1000m2（压实厚度36cm）的红粘土固化材

料基层与石灰+粉煤灰+碎石基层相比，节省材料费用18823 .30元，节约费用约43%；每

1000m2的红粘土固化材料基层与水泥稳定碎石基层相比，节省材料费用13102.40元，节约

费用约35％。

[0020] 综上所述，采用红粘土固化剂固化改良后的红粘土与级配碎石复合作为路面基层

材料，不仅路用性能好，而且材料费用低，取得了很好的技术经济效果，具有很好的市场和

应用前景。

[0021] 同时申请人根据红粘土的特性，配置了设计研发了一种新的红粘土固化剂，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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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单元材料组合形成，可增进红粘土地基的力学强度，同时本红粘土固化剂的效果可通

过以下测试数据并结合理论体现

[0022] 1）固化剂材料作用效果

[0023] ①物理效应

[0024] 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对红粘土固化剂各单元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并结合检测数据，

所得结论如下：

[0025] a、微集料效应，如图1所示：结合图1及本固化剂配方，技术人员认为本固化剂同时

采用了复合活性矿物超细粉煤灰、硅灰等掺合料，在胶凝材料的水化、凝结、硬化过程中产

生的微集料效应，比单一矿物掺合料的微集料作用，更胜一筹。

[0026] b、形态效应，如图2所示：结合图2及本固化剂配方，技术人员认为同时采用了超细

粉煤灰、硅灰、硅酸盐水泥等，可以起到形态互补的的效果，从微观结构起到改善红粘土固

化剂宏观性能的效果。

[0027] c、火山灰效应，如图3所示：结合图3及本固化剂配方，技术人员认为本固化剂同时

采用超细粉煤灰、硅灰、硅酸盐水泥等，水化过程中相互激发形成复合的胶凝体系，有助于

红粘土固化剂良好微级配的形成，从而改善了红粘土固化剂的宏观性能。

[0028] d、界面效应，如图4所示：结合图4及本固化剂配方，技术人员认为粉煤灰、硅灰等

颗粒尺寸较小保水性好，可抑制骨料周围水膜的形成，从而改善界面过渡区的结构，使的胶

体一集料界面的黏结力增强。

[0029] ②化学反应

[0030] a、火山灰反应

[0031] 火山灰反应是本申请红粘土固化剂强度形成的最基本因素。在一定压实条件下，

红粘土固化剂内部发生一些列物理、化学变化，其初期主要化学反应是在碱性激发剂与粉

煤灰中的活性氧化硅和活性氧化铝之间，分别生成水化硅酸钙（3Ca·SiO2·nH2O）和水化铝

酸钙（3CaO·Al2O3·nH2O），化学反应为：

[0032] 3Ca(OH)2+SiO2+(n-3)H2O→3CaSiO2·nH2O

[0033] 3Ca(OH)2+Al2O3+(n-3)H2O→3CaAl2O3·nH2O

[0034] 其产物称为C-S-H凝胶，具有良好的水稳性和抗冻性。

[0035] b、钙矾石生成反应

[0036] 火山灰反应生成的C-S-H凝胶并不是SSJY—NO.1红粘土固化剂最后的生成物，C-

S-H凝胶中的水化铝酸钙将继续与磷石膏中的主要成分二水硫酸钙（CaSO4·2H2O）进一步反

应，生成三硫型水化铝酸钙（3CaO·Al2O3·3CaSO4·32H2O） （简称钙矾石AFt）。其化学反应

式为：

[0037] 3CaO·Al2O3·n  H2O+3CaSO4•2H2O+(32-6-n)  H2O

[0038] →3CaO·Al2O3·3CaSO4·32H2O

[0039] 生成的钙矾石晶体如图5所示，生长茂盛、发育完全，在颗粒间以柱（针）状结构充

填，当它密集连生和交叉结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为一个晶体骨架，与C-S-H凝胶和六方板状

Ca(OH)2晶体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三维空间结晶网架的结构。此种结构有别于土的松散凝

聚结构，能赋予红粘土较好的强度，因此，随着固化材料的水化反应，红粘土中将形成牢固

的、对土起增强作用的结晶网架结构。此外本申请的红粘土固化剂水化早期即能生成钙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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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能提高早期强度，随钙矾石针状晶体的生长和伸展，能插入土团粒的缝隙中，起着一种

“撤型加筋”的增强作用。

[0040] 2）工程效果

[0041] 通过正交试验，向红粘土中分别掺入0%、3%、5%、9%、11%、13%的红粘土固化剂，养护

7天、28天、60天后，对红粘土的物理力学性质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0042] ①含水量%

[0043]   表3  含水量变化

[0044]

[0045] 由表3含水量变化可见，添加少量的红粘土固化剂，对含水量影响很小。无论是用

60°的温度烘干，还是110°的温度烘干，红粘土的含水量随红粘土固化剂含量增加并无多少

变化，并且也不随养护时间的增加而增大。

[0046] ②液塑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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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由表4~6可见，红粘土的液限随红粘土固化剂含量增加而减小；塑限随红粘土固化

剂含量增加变化很小；塑性指数随红粘土固化剂含量增加而减小。

[0049] ③水稳性

[0050] 表7 不同红粘土固化剂含量的红粘土浸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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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由表7可见，随着红粘土固化剂含量的增加，红粘土的水稳性增强，随养护时间增

加水稳性也增强。红粘土固化剂含量太低时，如含量为3%，5%时，由于红粘土不能全面固化，

使固化部分与未固化部分膨胀性差异增大而很快破坏，以至于破坏速度超过了纯红粘土。

[0053] ④膨胀及收缩性

[0054] 由图6-9所示，随着红粘土固化剂含量的增加，自由膨胀率迅速降低，膨胀应力有

降低趋势，收缩系数有减小趋势。

[0055] ⑤无侧限抗压强度

[0056]   表8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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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由图10和表8可见，随着红粘土固化剂含量的增加，在3%及5%时无侧限抗压强度有

下降趋势，随后迅速增加；纯土及固化剂含量为3%的红粘土强度随养护时间的增加，无侧限

抗压强度保持不变；固化剂含量为5%的红粘土无侧限抗压强度随时间的增加而略有降低。

经申请人研究认为在红粘土固化剂含量较低时，固化剂还不足以使与之混合的红粘土颗粒

并存，而它们之间的粘结力低于红粘土颗粒之间的粘结力，固造成其凝聚力下降。

[0059] ⑥抗剪强度

[0060] 表9 抗剪强度试验

[0061]

[0062] 注：每个抗剪强度为均6件试样平均值.

[0063] 由图11和9表可见，不同红粘土固化剂的抗剪强度变化规律与无侧限抗压强度一

致。其由于红粘土固化剂的胶凝作用，使整个试样凝聚力增加，而使垂直应力对其影响相对

减小。

[0064] ⑦回弹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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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通过表10的统计表明：回弹模量随红粘土固化剂含量增加而迅速增大。

[0067] 综上所述，采用红粘土固化剂固化改良后的红粘土与级配碎石复合作为路面基层

材料，不仅路用性能好，而且材料费用低，取得了很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0068] 另外，由于本路面基材材料大量采用了红粘土废弃物，并节约了水泥、石灰等资

源；减轻了当地的工程废弃物污染；减少了公路工程开采天然土石料带来的山体和农田的

破坏；可提高公路工程的质量，延长服役年限，因此，有利于环境保护，社会效益显著。

附图说明

[0069] 图1 为本红粘土固化剂形成的微集料效应图；

[0070] 图2 为本红粘土固化剂形成的形态效应图；

[0071] 图3 为本红粘土固化剂形成的火山灰效应图；

[0072] 图4 为本红粘土固化剂形成的界面效应图；

[0073] 图5 为本红粘土固化剂形成的钙矾石晶体网架结构图；

[0074] 图6 为自由膨胀率与本红粘土固化剂含量关系图；

[0075] 图7 为膨胀应力与本红粘土固化剂含量关系图；

[0076] 图8 为收缩系数与本红粘土固化剂含量关系图；

[0077] 图9 为不同压力下膨胀率与本红粘土固化剂含量关系图；

[0078] 图10 为无侧限抗压强度与固化剂含量关系图；

[0079] 图11 为不同红粘土固化剂含量的抗剪强度曲线图；

[0080] 图12 为回弹模量与红粘土固化剂含量的关系曲线图；

[0081] 图13 为不同碎石掺量的复合材料与实测回弹模量的曲线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82] 实施例1，红粘土固化剂的制备：取粉煤灰45kg；硅灰1kg；硅酸盐水泥18kg；石膏

3kg；碳酸钠8kg；硅酸钠8kg；氟硅酸钠0.1kg；水溶性聚合物1kg混合搅拌即可制得红粘土固

化剂。所用的粉煤灰为粒径为0.9-５ μｍ的超细粉煤灰；所用的水溶性聚合物为硅酸镁铝、

硅酸镁锂、硅酸镁钠、膨润土、改性膨润土的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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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固化红粘土的制备：取配好的红粘土固化剂70kg，红粘土930kg混合均匀即得固化

红粘土。

[0084] 路面基层材料的制备：取碎石600kg，固化红粘土400kg混合即得路面基层材料。

[0085] 施工严格遵守相关技术规范，清除底基原表面的石块等杂物，在集料摊铺前，底基

层表面应洒水，使其表面湿润，但不应过分潮湿而造成泥泞；路面基层材料洒水拌和后经过

充分润料，洒水量采用最佳含水量；每一段稳定层碾压完成后经压实度检查合格后立即开

始养生，养生期不宜少于7天。

[0086] 实施例2，红粘土固化剂的制备，取粉煤灰50kg；硅灰5kg；硅酸盐水泥22kg；石膏

7kg；碳酸钠12kg；硅酸钠12kg；氟硅酸钠1kg；水溶性聚合物5kg混合搅拌即可制得红粘土固

化剂。所用的粉煤灰为粒径为0.9-５ μｍ的超细粉煤灰；所用的水溶性聚合物为硅酸镁铝、

硅酸镁锂、硅酸镁钠、膨润土、改性膨润土的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87] 固化红粘土的制备：取红粘土固化剂120kg，红粘土880kg混合均匀后即得固化红

粘土。

[0088] 路面基层材料的制备：取碎石800kg，固化红粘土200kg混合即得路面基层材料。

[0089] 施工严格遵守相关技术规范，清除底基原表面的石块等杂物，在集料摊铺前，底基

层表面应洒水，使其表面湿润，但不应过分潮湿而造成泥泞；路面基层材料洒水拌和后经过

充分润料，洒水量采用最佳含水量；每一段稳定层碾压完成后经压实度检查合格后立即开

始养生，养生期不宜少于7天。

[0090] 实施例3，红粘土固化剂的制备：取粉煤灰460kg；硅灰50kg；硅酸盐水泥200kg；石

膏40kg；碳酸钠100kg；硅酸钠100kg；氟硅酸钠3kg；水溶性聚合物50kg混合搅拌即可制得红

粘土固化剂。所用的粉煤灰为粒径为0.9-５ μｍ的超细粉煤灰；所用的水溶性聚合物为硅酸

镁铝、硅酸镁锂、硅酸镁钠、膨润土、改性膨润土的其中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混合物。

[0091] 固化红粘土的制备：取红粘土固化剂90kg，红粘土910kg混合均匀后即得固化红粘

土。

[0092] 路面基层材料的制备：取碎石700kg，固化红粘土300kg混合即得路面基层材料。

[0093] 施工严格遵守相关技术规范，清除底基原表面的石块等杂物，在集料摊铺前，底基

层表面应洒水，使其表面湿润，但不应过分潮湿而造成泥泞；路面基层材料洒水拌和后经过

充分润料，洒水量采用最佳含水量；每一段稳定层碾压完成后经压实度检查合格后立即开

始养生，养生期不宜少于7天。

[0094]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但这些简

单变型和组合同样应当视为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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