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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疏浚淤泥工业废渣复合固化轻质土及

其路基分层填筑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1)固化轻质土原材料选用，脱水疏浚淤

泥、废弃轮胎橡胶粉、工业废渣复合固化剂；(2)

固化轻质土配合比设计：固化轻质土配合比是指

其中的脱水疏浚淤泥、废弃轮胎橡胶粉、工业废

渣复合固化剂和水所占的质量比例，脱水疏浚淤

泥与废弃轮胎橡胶粉的掺入比(体积比)为80:20

～60:40，复合固化剂掺量为4％～6％；(3)路基

分层填筑施工：固化轻质土路基施工包括施工准

备、拌和、摊铺、碾压、质检、养生和边坡防护。本

发明有效解决生产、生活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问

题，同时减少天然土石方用量，产生资源节约与

环境保护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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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疏浚淤泥工业废渣复合固化轻质土及其路基分层填筑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固化轻质土原材料选用

脱水疏浚淤泥：内陆湖泊、河道、水塘以及滨海港口、航道、码头清淤整治产生的高含水

率淤泥，采用透气真空快速泥水分离等技术措施处理后，使高含水率疏浚淤泥变为高液限

黏土，含水量降至120％以内；

废弃轮胎橡胶粉：废弃轮胎经过粉碎处理后所获颗粒，外形为带有棱角的不规则形状，

理化性质均匀稳定，选用10～20目废旧轮胎橡胶粉，粒径1～2mm，废旧轮胎橡胶粉中含3％

以上的纤维，堆积体密度约为0.5～0.6g/cm3，不去除废弃轮胎中的纤维和钢丝，直接粉碎

后用作轻质混合土中的添加物；

工业废渣复合固化剂：选定磷石膏和碱渣，矿渣和粉煤灰为辅助材料，粉状磷石膏的粒

径为0.15mm，化学成分为二水硫酸钙(CaSO4·2H2O)，含量达70～90％；碱渣的比表面积大于

450m2/kg的微粉；组分为：磷石膏12～30％，碱渣20～50％，矿渣0～30％，粉煤灰0～20％，

外加剂0～5％；

(2)固化轻质土配合比设计

固化轻质土配合比是指其中的脱水疏浚淤泥、废弃轮胎橡胶粉、工业废渣复合固化剂

和水所占的质量比例，脱水疏浚淤泥与废弃轮胎橡胶粉的掺入体积比为80:20～60:40，复

合固化剂掺量为4％～6％；

(3)路基分层填筑施工

固化轻质土路基施工包括施工准备、拌和、摊铺、碾压、质检、养生和边坡防护。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疏浚淤泥工业废渣复合固化轻质土及其路基分层填筑施工

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的过程如下：

3.1测量放样

根据路基设计图纸，定出测量基准点，以便施工中进行观测修正，在验收合格地基上恢

复中线，直线段按照每10～15m设一桩，平曲线段按照每5～10m设一桩，并在两侧路肩边缘

外设指示桩；然后进行水准测量，在两侧指示桩上用标记标出固化基层边缘设计高程；

3.2现场拌和

在固化轻质土拌和制备过程中，脱水疏浚淤泥、复合固化剂和废弃轮胎橡胶粉应该按

照脱水疏浚淤泥→复合固化剂→废弃轮胎橡胶粉的合理顺序进行逐步添加、搅拌；

将称好的脱水淤泥和复合固化剂加入搅拌机，而开动搅拌机强制搅拌5min以上，至淤

泥和固化剂混合均匀时停机；再将称好的废弃轮胎橡胶粉加入搅拌机，再次强制搅拌5min

以上，直至脱水疏浚淤泥、复合固化剂和废弃轮胎橡胶粉三者成为均匀的松散状拌和物为

止；

拌和过程中，加水量应随蒸发量变化及时调整，大于最佳含水量的1％，以便弥补拌和、

运输和摊铺过程中的水分散失；

3.3摊铺与碾压

自下而上，固化轻质土路基分层填筑，逐层碾压，松铺厚度递减而振动碾压次数递增；

松铺厚度：规定下路堤为30cm，上路堤为25cm，而路床为15～20cm；

采用重型振动压路机进行碾压，先静压再振动再静压，从两边往中间，先慢后快，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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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深度处路基压实度满足规范要求，以下对下路堤、上路堤和路床施工要求分别说明如

下：

3.3.1下路堤

下路堤压实度标准为K≥93％，采用YZ14JC型单钢轮振动压路机，松铺厚度为30cm，静

压1遍，强振1遍，弱振1遍，整平静压1遍；

3.3.2上路堤

上路堤压实度标准为K≥94％，采用YZ14JC型单钢轮振动压路机，松铺厚度为25cm，静

压1遍、强振2遍、弱振1遍，整平静压1遍；

3.3.3路床

路床压实度标准为K≥96％，采用YZ14JC型单钢轮振动压路机，松铺厚度≤20cm，填筑

路床顶部最后一层时，压实厚度≥15cm，静压1遍、强振2遍、弱振2遍、整平静压1遍；

3.4养生，过程如下：

3.4.1每一标段碾压完成，并经质检合格后，立即开始现场养生；在养生期间，表面覆盖

塑料薄膜，定期洒水，保持潮湿状态；

3.4.2每天洒水次数视环境温度而定，环境温度＞20℃，洒水次数≥2次/天；

3.4.3一般情况下，养护时间不宜少于7d；

3.4.4除洒水车外，应该封闭交通；

3.5边坡防护，过程如下：

3.5.1当路堤高度≤3m时，采用植草或植矮灌的方法进行边坡防护，边坡换填30cm以上

的种植土，以保证草皮及矮灌的成活率及覆盖率；

3.5.2当边坡高度＞3m时，采用拱型或人字型骨架进行边坡防护，骨架采用M7.5浆砌片

石或片石砼、素砼等，嵌入坡面深度≥0.8m，在道路纵向每10～15m设1沉降缝，并用沥青麻

絮填塞、防渗，在骨架内植草或矮灌，以强化防护、绿化坡面；

3.5.3路基边坡平台：采用浆砌片石或砼封闭，需绿化时于边缘设种植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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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疏浚淤泥工业废渣复合固化轻质土及路基分层填筑施工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岩土工程中的特殊土处治及路基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疏浚淤

泥的工业废渣复合固化土及路基分层填筑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各项生产、生活中，固体废弃物产出量逐年增加。例

如，内河航道和海岸清淤工程产生了大量疏浚淤泥；废弃轮胎随汽车总量不断攀升而迅速

增长；磷石膏(磷铵生产产生的工业废渣)排量为世界第3；每生产1吨纯碱要向外排放0.3吨

碱渣(氨碱法制碱产生的工业废渣)。如对上述固体废弃物仅予抛方、堆填，而不予合理处

治，则不仅会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而且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

[0003] 另一方面，我国公路与城市道路正进行大批的新建、改建与扩建，施工中大量开挖

天然土石方而造成建材短缺和环境破坏。为解决当前道路建设中土石方需求问题并有效减

缓固体废弃物激增趋势，已有诸多科研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学者或研究人员将生产、生活固

体废弃物视为“可再生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不仅实现了固体废弃物再生与工程应用的有

机结合，而且能够满足当前“两型社会”关于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技术之不足，提供一种疏浚淤泥工业废渣复合固化轻质土及

其路基分层填筑施工方法，从而解决高含水率疏浚淤泥和工业废渣的合理处治问题，适用

于各级公路与城市道路的路基填筑和底基层施工。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疏浚淤泥工业废渣复合固化轻质土及其路基分层填筑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7] (1)固化轻质土原材料选用

[0008] 脱水疏浚淤泥：内陆湖泊、河道、水塘以及滨海港口、航道、码头清淤整治产生的高

含水率淤泥。采用透气真空快速泥水分离等技术措施处理后，使高含水率疏浚淤泥变为高

液限黏土(含水量降至120％以内)。

[0009] 废弃轮胎橡胶粉：主要为废弃轮胎经过粉碎处理后所获颗粒，外形为带有棱角的

不规则形状，理化性质均匀稳定。选用10～20目废旧轮胎橡胶粉(粒径约1～  2mm)，废旧轮

胎橡胶粉中约含3％以上的纤维。堆积体密度约为0.5～0.6g/cm3。不去除废弃轮胎中的纤

维和钢丝，直接粉碎后用作轻质混合土中的添加物，能提高轻质土的强度。

[0010] 工业废渣复合固化剂：选定年均排量大和Ca2+有效成分高的磷石膏和碱渣为主要

原料，矿渣和粉煤灰为辅助材料。粉状磷石膏(粒径约0.15mm)，主要化学成分为二水硫酸钙

(CaSO4·2H2O)，含量达70～90％左右。碱渣(比表面积大于  450m2/kg的微粉)，含有大量的

CaCO3、CaSO4、CaCl2和SiO2等可化学固化疏浚淤泥的有效成分。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9853310 A

4



[0011] 在固化剂配方设计中，充分发挥各型工业废渣的独特理化特性，包括磷石膏对矿

渣和粉煤灰的硫铝酸盐激发作用和碱渣对矿渣和粉煤灰的碱激发作用等。以固化时间和早

期强度为评价指标，研发出工业废渣复合型土壤固化剂，其组分最佳/推荐配合比为：磷石

膏12～30％，碱渣20～50％，矿渣0～30％，粉煤灰0～  20％，外加剂0～5％。

[0012] (2)固化轻质土配合比设计

[0013] 固化轻质土配合比是指其中的脱水疏浚淤泥、废弃轮胎橡胶粉、工业废渣复合固

化剂和水所占的质量比例，固化剂用量＝固化剂质量/(固化剂质量+固化轻质土质量)，依

据公路与城市道路路基/底基层设计要求，参照《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JTGE51-2009)进行配合比试验，总结试验成果提出相关最佳/推荐配合比；

[0014] ①配合比设计试验：包括重型击实试验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0015] 重型击实试验：初选(脱水)疏浚淤泥与废弃轮胎橡胶粉的掺入比(体积比)  为80:

20～60:40，复合固化剂掺量为4％～6％。制作不同配合比室内测试试样，测定不同配合比

条件下固化轻质土的最佳含水量和最大干密度变化规律。

[0016] 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按照路基/底基层压实度标准，计算不同固化剂掺量下固化

轻质土干密度，制作不同配合比室内测试试件。在20±2℃温度下保湿养生  6d并浸水24小

时后，测试试样的7d和28d无侧限抗压强度变化规律。

[0017] ②固化轻质土推荐技术要求：

[0018] 压实度标准参考《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04)执行。

[0019] 其余推荐技术要求包括：设计要求固化轻质土最大干密度ρdmax≤1.20g/cm3，  7d无

侧限抗压强度≥0.2MPa，28d无侧限抗压强度≥0.3MPa。当(脱水)疏浚淤泥与废弃轮胎橡胶

粉掺入比70:30时，不同剂量复合固化剂固化轻质土无侧限抗压强度参考值如表1所示。

[0020]

[0021] 表1

[0022] ③固化剂现场调制与剂量调整：

[0023] 现场调制：根据复合固化剂配合比，首先将碱渣与矿渣微粉、粉煤灰进行混磨

15min，然后再加入磷石膏及外加剂进行机械混合10min，即得到工业废渣复合固化剂。

[0024] 剂量调整：以室内试验结果为依据，确定现场复合固化剂用量，剂量允许误差+

0.5％～+1.0％。当不能满足表1推荐技术要求时，固化剂用量以满足现场技术要求为准。

[0025] (3)路基分层填筑施工

[0026] 固化轻质土路基施工(包括施工准备、拌和、摊铺、碾压、质检、养生和边坡防护等)

参照①《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04)、②《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J  F10－

2006)和③《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2004)  执行。在本发明专利中，与规

范所述有所不同的关键工艺(现场拌和、摊铺、碾压、养生与边坡防护)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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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3.1测量放样

[0028] 根据路基设计图纸，定出测量基准点，以便施工中进行观测修正。在验收合格地基

上恢复中线，直线段按照每10～15m设一桩，平曲线段按照每5～10m设一桩，并在两侧路肩

边缘外设指示桩；然后进行水准测量，在两侧指示桩上用标记标出固化基层边缘设计高程。

[0029] 3.2现场拌和

[0030] 在固化轻质土拌和制备过程中，(脱水)疏浚淤泥、复合固化剂和废弃轮胎橡胶粉

应该按照脱水疏浚淤泥→复合固化剂→废弃轮胎橡胶粉的合理顺序进行逐步添加、搅拌。

若废弃轮胎橡胶粉先于复合固化剂添加，则搅拌过程中橡胶粉易被疏浚淤泥包裹；即使后

续添加固化剂进行强制搅拌，然而由于疏浚淤泥对橡胶粉与固化剂的隔离作用，三者间无

法发生应有的凝结硬化反应，导致混合物内部薄弱部位增多强度有所降低。

[0031] 依据现场路基施工土方用量，决定拌和设备台套数量。通常采用2台强制式  JS500

型混凝土搅拌机，每台搅拌机料斗容积0.5m3，每台每次搅拌0.3m3混合物。首先，将称好的脱

水淤泥和复合固化剂加入搅拌机，而开动搅拌机强制搅拌5min 以上，至淤泥和固化剂混合

均匀时停机。再次，将称好的废弃轮胎橡胶粉加入搅拌机，再次强制搅拌5min以上，直至(脱

水)疏浚淤泥、复合固化剂和废弃轮胎橡胶粉三者成为均匀的松散状拌和物为止。

[0032] 拌和过程中，加水量应随蒸发量变化及时调整，可略大于最佳含水量的1％，以便

弥补拌和、运输和摊铺过程中的水分散失。自卸汽车装料时应有规律移动，以使装车时拌和

物不产生离析。固化轻质土应该随拌、随运、随用。

[0033] 3.3摊铺与碾压

[0034] 依据《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J  F10-2006)，随着路基深度增加压实标准降

低。与此对应，自下而上，固化轻质土路基分层填筑，逐层碾压，松铺厚度递减而振动碾压次

数递增。

[0035] 松铺厚度：一般规定下路堤为30cm，上路堤为25cm，而路床为15～20cm。亦可设计

自下而上在40～20cm范围内由厚向薄断续变化。

[0036] 采用重型振动压路机进行碾压，先静压再振动再静压，从两边往中间，先慢后快，

直至不同深度处路基压实度满足规范要求。以下对下路堤、上路堤和路床施工要求分别说

明如下：

[0037] 3.3.1下路堤

[0038] 下路堤压实度标准为K≥93％。采用YZ14JC型单钢轮振动压路机，松铺厚度为

30cm，静压1遍，强振1遍，弱振1遍，(整平)静压1遍。

[0039] 3.3.2上路堤

[0040] 与下路堤施工要求类同。上路堤压实度标准为K≥94％。采用YZ14JC型单钢轮振动

压路机，松铺厚度为25cm，静压1遍、强振2遍、弱振1遍，(整平)静压1遍。

[0041] 3.3.3路床

[0042] 路床压实度标准为K≥96％。采用YZ14JC型单钢轮振动压路机，松铺厚度≤20cm。

填筑路床顶部最后一层时，压实厚度≥15cm。静压1遍、强振2遍、弱振2遍、(整平)静压1遍。

[0043] 3.4养生，过程如下：

[0044] 3.4.1每一标段碾压完成，并经质检合格后，立即开始现场养生；在养生期间，表面

覆盖塑料薄膜，定期洒水，保持潮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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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3.4.2每天洒水次数视环境温度而定(环境温度＞20℃，洒水次数≥2次/天)；

[0046] 3.4.3一般情况下，养护时间不宜少于7d。

[0047] 3.4.4除洒水车外，应该封闭交通。

[0048] 3.5边坡防护，过程如下：

[0049] 3 .5 .1当路堤高度≤3m时，采用植草或植矮灌的方法进行边坡防护。边坡换填 

30cm以上的种植土，以保证草皮及矮灌的成活率及覆盖率。

[0050] 3.5.2当边坡高度＞3m时，采用拱型或人字型骨架进行边坡防护，骨架采用  M7.5

浆砌片石或片石砼、素砼等，嵌入坡面深度≥0.8m，在道路纵向每10～15m  设1沉降缝，并用

沥青麻絮填塞、防渗。在骨架内植草或矮灌，以强化防护、绿化坡面。

[0051] 3.5.3路基边坡平台：采用浆砌片石或砼封闭，需绿化时于边缘设种植槽。

[0052] 本发明的基本原理是：

[0053] 复合固化剂化学固化：工业废渣(磷石膏、碱渣)主要含有C2+基化合物，含量一般可

达70～90％左右。在拌和过程中，工业废渣通过阳离子交换、胶凝和碳酸化等化学作用，使

疏浚淤泥中黏粒聚集成团，相对而言黏粒含量减少，砂/  粉粒含量增加，土的工程性质趋近

于胶结粉土。

[0054] 废弃轮胎橡胶粉物理改良：废弃轮胎橡胶粉自重轻(约为土颗粒比重的1/2)。在固

化轻质土中，废弃轮胎橡胶粉部分置换疏浚淤泥(原料土)，起到减轻路基自重的重要作用。

[0055] 废弃轮胎橡胶粉具有高弹性和高韧性，可增强固化轻质土的回弹特性和抗剪强

度。

[0056] 废弃轮胎橡胶粉比表面积大，可降低疏浚淤泥液限增加塑限，大幅减小塑性指数

而增强水稳定性；同时，胶粉与黏粒界面摩擦力大，能够抑制流变变形。

[0057] 本着“以废治废”理念，本发明专利对高含水率疏浚淤泥掺入磷石膏废碱渣  (简称

“石膏碱渣”)和废弃轮胎橡胶粉等工业废渣进行物理—化学联合固化，研发形成了疏浚淤

泥工业废渣复合固化轻质土(以下简称“固化轻质土”)的配合比设计及其路基分层填筑的

施工工艺等多项新技术，可有效解决生产、生活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问题，同时减少天然土

石方用量，产生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等功效。

[005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主要表现在：

[0059] 技术先进。与常用淤泥固化技术相比，该工艺联合物理、化学方法，淤泥固化和改

良效果更优，可有效缩短淤泥固化时间，减轻固化土体自重，改善固化土回弹特性和提高其

承载力，从而保持路基的持久稳定。

[0060] 以废治废。本工法可大量处理内河航道等处的疏浚淤泥和多种工业废弃物(例如

废弃轮胎、磷石膏和废弃碱渣等)，并用以配制轻质土和铺筑工程性质良好的道路路基，从

而实现废物再生和循环利用。

[0061] 有利环保。本工法可避免疏浚淤泥堆填占地和多种工业废弃物(例如废弃轮胎和

磷石膏、碱渣等)污染环境，以及由于大量借土换土而造成的生态与环境破坏问题，从而有

利于城镇及其周边环境保护。

[0062] 效益显著。无需借土、换土，加快了施工进度，节约了运输成本。同时，采用废弃物

代替水泥、石灰等工业产品，降低了原材料购置成本，并大大减少了废弃物的土地占用空

间，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环保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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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63] 下面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64] 一种疏浚淤泥工业废渣复合固化轻质土及路基分层填筑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65] (1)固化轻质土原材料选用

[0066] 采用(脱水)疏浚淤泥与废弃轮胎橡胶粉掺入比70:30，复合固化剂5％的剂量配置

疏浚淤泥工业废渣复合固化轻质土，原材料选用情况如下：

[0067] (脱水)疏浚淤泥：内陆湖泊、河道、水塘以及滨海港口、航道、码头清淤整治产生的

高含水率淤泥。采用透气真空快速泥水分离等技术措施处理后，使高含水率疏浚淤泥变为

高液限黏土(含水量降至120％以内)。

[0068] 废弃轮胎橡胶粉：主要为废弃轮胎经过粉碎处理后所获颗粒，外形为带有棱角的

不规则形状，理化性质均匀稳定。选用10～20目废旧轮胎橡胶粉(粒径约1～  2mm)，废旧轮

胎橡胶粉中约含3％以上的纤维。堆积体密度约为0.5～0.6g/cm3。不去除废弃轮胎中的纤

维和钢丝，直接粉碎后用作轻质混合土中的添加物，能提高轻质土的强度。

[0069] 工业废渣复合固化剂：选定年均排量大和Ca2+有效成分高的磷石膏和碱渣为主要

原料，矿渣和粉煤灰为辅助材料。粉状磷石膏(粒径约0.15mm)，主要化学成分为二水硫酸钙

(CaSO4·2H2O)，含量达70～90％左右。碱渣(比表面积大于  450m2/kg的微粉)，含有大量的

CaCO3、CaSO4、CaCl2和SiO2等可化学固化疏浚淤泥的有效成分。

[0070] 在固化剂配方设计中，充分发挥各型工业废渣的独特理化特性，包括磷石膏对矿

渣和粉煤灰的硫铝酸盐激发作用和碱渣对矿渣和粉煤灰的碱激发作用等。以固化时间和早

期强度为评价指标，研发出工业废渣复合型土壤固化剂，其组分最佳/推荐配合比为：磷石

膏12～30％，碱渣20～50％，矿渣0～30％，粉煤灰0～  20％，外加剂0～5％。

[0071] (2)固化轻质土配合比设计

[0072] 固化轻质土配合比是指其中的脱水疏浚淤泥、废弃轮胎橡胶粉、工业废渣复合固

化剂和水所占的质量比例，固化剂用量＝固化剂质量/(固化剂质量+固化轻质土质量)，依

据公路与城市道路路基/底基层设计要求，参照《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

(JTGE51-2009)进行配合比试验，总结试验成果提出相关最佳/推荐配合比；

[0073] ①配合比设计试验：包括重型击实试验和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0074] 重型击实试验：初选(脱水)疏浚淤泥与废弃轮胎橡胶粉的掺入比(体积比)  为80:

20～60:40，复合固化剂掺量为4％～6％。制作不同配合比室内测试试样，测定不同配合比

条件下固化轻质土的最佳含水量和最大干密度变化规律。

[0075] 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按照路基/底基层压实度标准，计算不同固化剂掺量下固化

轻质土干密度，制作不同配合比室内测试试件。在20±2℃温度下保湿养生6d并浸水24小时

后，测试试样的7d和28d无侧限抗压强度变化规律。

[0076] ②固化轻质土推荐技术要求：

[0077] 压实度标准参考《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04)执行。

[0078] 其余推荐技术要求包括：设计要求固化轻质土最大干密度ρdmax≤1.20g/cm3，  7d无

侧限抗压强度≥0.2MPa，28d无侧限抗压强度≥0.3MPa。当(脱水)疏浚淤泥与废弃轮胎橡胶

粉掺入比70:30时，不同剂量复合固化剂固化轻质土无侧限抗压强度参考值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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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0080] 表1

[0081] ③固化剂现场调制与剂量调整：

[0082] 现场调制：根据复合固化剂配合比，首先将碱渣与矿渣微粉、粉煤灰进行混磨

15min，然后再加入磷石膏及外加剂进行机械混合10min，即得到工业废渣复合固化剂。

[0083] 剂量调整：以室内试验结果为依据，确定现场复合固化剂用量，剂量允许误差+

0.5％～+1.0％。当不能满足表1推荐技术要求时，固化剂用量以满足现场技术要求为准。

[0084] (3)路基分层填筑施工

[0085] 固化轻质土路基施工(包括施工准备、拌和、摊铺、碾压、质检、养生和边坡防护等)

参照①《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04)、②《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J  F10－

2006)和③《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2004) 执行，详述如下：

[0086] 3.1测量放样

[0087] 根据路基设计图纸，定出测量基准点，以便施工中进行观测修正。在验收合格地基

上恢复中线，直线段按照每10～15m设一桩，平曲线段按照每5～10m设一桩，并在两侧路肩

边缘外设指示桩；然后进行水准测量，在两侧指示桩上用标记标出固化基层边缘设计高程。

[0088] 3.2现场拌和

[0089] 在固化轻质土拌和制备过程中，(脱水)疏浚淤泥、复合固化剂和废弃轮胎橡胶粉

应该按照脱水疏浚淤泥→复合固化剂→废弃轮胎橡胶粉的合理顺序进行逐步添加、搅拌。

若废弃轮胎橡胶粉先于复合固化剂添加，则搅拌过程中橡胶粉易被疏浚淤泥包裹；即使后

续添加固化剂进行强制搅拌，然而由于疏浚淤泥对橡胶粉与固化剂的隔离作用，三者间无

法发生应有的凝结硬化反应，导致混合物内部薄弱部位增多强度有所降低。

[0090] 依据现场路基施工土方用量，决定拌和设备台套数量。通常采用2台强制式JS500

型混凝土搅拌机，每台搅拌机料斗容积0.5m3，每台每次搅拌0.3m3混合物。首先，将称好的脱

水淤泥和复合固化剂加入搅拌机，而开动搅拌机强制搅拌5min 以上，至淤泥和固化剂混合

均匀时停机。再次，将称好的废弃轮胎橡胶粉加入搅拌机，再次强制搅拌5min以上，直至(脱

水)疏浚淤泥、复合固化剂和废弃轮胎橡胶粉三者成为均匀的松散状拌和物为止。

[0091] 拌和过程中，加水量应随蒸发量变化及时调整，可略大于最佳含水量的1％，以便

弥补拌和、运输和摊铺过程中的水分散失。自卸汽车装料时应有规律移动，以使装车时拌和

物不产生离析。固化轻质土应该随拌、随运、随用。

[0092] 3.3摊铺与碾压

[0093] 依据《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JTJ  F10-2006)，随着路基深度增加压实标准降

低。与此对应，自下而上，固化轻质土路基分层填筑，逐层碾压，松铺厚度递减而振动碾压次

数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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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松铺厚度：一般规定下路堤为30cm，上路堤为25cm，而路床为15～20cm。亦可设计

自下而上在40～20cm范围内由厚向薄断续变化。

[0095] 采用重型振动压路机进行碾压，先静压再振动再静压，从两边往中间，先慢后快，

直至不同深度处路基压实度满足规范要求。以下对下路堤、上路堤和路床施工要求分别说

明如下：

[0096] 3.3.1下路堤

[0097] 下路堤压实度标准为K≥93％。采用YZ14JC型单钢轮振动压路机，松铺厚度为

30cm，静压1遍，强振1遍，弱振1遍，(整平)静压1遍。

[0098] 3.3.2上路堤

[0099] 与下路堤施工要求类同。上路堤压实度标准为K≥94％。采用YZ14JC型单钢轮振动

压路机，松铺厚度为25cm，静压1遍、强振2遍、弱振1遍，(整平)静压1遍。

[0100] 3.3.3路床

[0101] 路床压实度标准为K≥96％。采用YZ14JC型单钢轮振动压路机，松铺厚度≤20cm。

填筑路床顶部最后一层时，压实厚度≥15cm。静压1遍、强振2遍、弱振2遍、(整平)静压1遍。

[0102] 3.4养生，过程如下：

[0103] 3.4.1每一标段碾压完成，并经质检合格后，立即开始现场养生；在养生期间，表面

覆盖塑料薄膜，定期洒水，保持潮湿状态。

[0104] 3.4.2每天洒水次数视环境温度而定(环境温度＞20℃，洒水次数≥2次/天)；

[0105] 3.4.3一般情况下，养护时间不宜少于7d。

[0106] 3.4.4除洒水车外，应该封闭交通。

[0107] 3.5边坡防护，过程如下：

[0108] 3 .5 .1当路堤高度≤3m时，采用植草或植矮灌的方法进行边坡防护。边坡换填 

30cm以上的种植土，以保证草皮及矮灌的成活率及覆盖率。

[0109] 3.5.2当边坡高度＞3m时，采用拱型或人字型骨架进行边坡防护，骨架采用  M7.5

浆砌片石或片石砼、素砼等，嵌入坡面深度≥0.8m，在道路纵向每10～15m  设1沉降缝，并用

沥青麻絮填塞、防渗。在骨架内植草或矮灌，以强化防护、绿化坡面。

[0110] 3.5.3路基边坡平台：采用浆砌片石或砼封闭，需绿化时于边缘设种植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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