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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提供一种高效、经济、应用广泛的土

体复合固化剂，能够将各类泥土、渣土等固化成

为强度高、抗压缩和抗渗性好、能够满足各类工

程要求的建筑材料。该固化剂以火电厂脱硫工艺

所产生的脱硫渣粉和激发剂为必要材料，以钢渣

粉、水泥熟料、煤矸石中的一种或数种为辅助材

料，均匀混合而成。只需与土体混合后加水搅拌

均匀，经常温下经自然养护即可显著改善和提高

土体技术性能，具有固化强度高、适用范围广泛、

成本低廉、消纳废料，节约资源等突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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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土体复合固化剂，其特征在于，以火电厂脱硫工艺所产生的脱硫渣粉和激发剂

为必要材料，以钢渣粉、水泥熟料、煤矸石中的一种或数种为辅助材料，均匀混合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体复合固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脱硫渣粉是采用石灰石粉

做脱硫剂，在火力发电过程中与煤或燃油燃烧所产生的烟气产生化学反应，经吸收烟气中

的二氧化硫后所产生的剩余废弃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体复合固化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激发剂是采用有机物

或/和无机物混合而成的具有催化胶凝能力的粉体或液体材料，包括：碱类激发剂如氢氧化

钙、氢氧化纳；盐类激发剂如硫铝酸盐、石膏、硫酸纳、水玻璃、硅酸纳、碳酸纳；还包括明矾

石、亚硝酸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体复合固化剂，其特征在于，必要材料与辅助材料按照下述

比例调配：

脱硫渣粉           30%~85%

激发剂             5%~15%

钢渣粉             0%~30%

水泥熟料           0%~20%

煤矸石             0%~30%。

5.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土体复合固化剂，其特征在于，必要材料与辅助材料按照

下述比例调配：

脱硫渣粉           38%

激发剂             8%

钢渣粉             20%

水泥熟料           12%

煤矸石             22%。

6.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土体复合固化剂，其特征在于，必要材料与辅助材料按照

下述比例调配：

脱硫渣粉          50%

激发剂            10%

钢渣粉            28%

水泥熟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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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体复合固化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土木建筑材料，具体涉及一种土体复合固化剂。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各类工程建设的数量日趋增多，在港口、道路、

矿山、城市建设等各类工程的地基基础处理中，被开挖、置换出的泥土、渣土每年的数量可

高达十几亿、几十亿立方米，这些泥土、渣土绝大部分没有被有效的回收和利用，而是被视

为废弃物堆置、抛弃，因此造成大量土地资源和泥土资源的浪费，而且易对周围环境造成二

次污染。

[0003] 因此，如何最有效的利用这些天然土体，并且能够改善土体性能以满足上述复杂、

广泛的施工需要，而且还要达到节约成本，降低施工周期，减少施工工序的良好效果，不仅

是当前岩土工程领域、也是整个建筑行业都面临的重大课题。

[0004] 采用固化剂对土体进行加固，是近几年来本领域研究的方向之一，其主要是采用

一定的物理化学方法使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能适应工程的实际需求，目前，传统加固土体的

材料多采用石灰、水泥类，通过增强土体强度和改善土的水稳性，提高土体的工程应用性

能。石灰类固化剂成本较低，但固化强度提高有限且缓慢，水稳性等整体性也较差，水泥类

固化剂虽然比石灰类固化剂的强度有一定提高，但其干缩性较大、耐久性较差，而且工程成

本也比较高。目前也有一些新型土体固化剂面市，通过添加各类表面活性剂、激发剂、膨胀

组分甚至是一些生物材料以达到增加土体强度的目的，但目前在性能上多少都存在一些不

足，比如通用性不是很好，一种固化剂只能提高一两项材料的性能，无法适应耐久性、耐水

性、抗冻融等多方面要求，另外就是成本一般较高，适用于用量较少的特殊环境，对于大量

的废弃土的处理方面经济性较差。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高效、经济、应用广泛的土体复合固化剂，能够

将各类泥土、渣土等固化成为强度高、抗压缩和抗渗性好、能够满足各类工程要求的建筑材

料。为实现上述目的，本申请的一种土体复合固化剂，以火电厂脱硫工艺所产生的脱硫渣粉

和激发剂为必要材料，以钢渣粉、水泥熟料、煤矸石中的一种或数种为辅助材料，均匀混合

而成。

[0006] 优选的，所述脱硫渣粉是采用石灰石粉做脱硫剂，在火力发电过程中与煤或燃油

燃烧所产生的烟气产生化学反应，经吸收烟气中的二氧化硫后所产生的剩余废弃物。

[0007] 优选的，土体复合固化剂中的激发剂是采用有机物或/和无机物混合而成的具有

催化胶凝能力的粉体或液体材料，包括：碱类激发剂如氢氧化钙、氢氧化纳；盐类激发剂如

硫铝酸盐、硫酸纳、水玻璃、硅酸纳、碳酸纳；还包括明矾石、亚硝酸纳。

[0008] 优选的，土体复合固化剂中必要材料与辅助材料按照下述比例调配：

脱硫渣粉          3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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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剂            5%~15%

钢渣粉            0%~30%

水泥熟料          0%~20%

煤矸石            0%~30%。

[0009] 优选的，土体复合固化剂中必要材料与辅助材料按照下述比例调配：

脱硫渣粉           38%

激发剂             8%

钢渣粉             20%

水泥熟料           12%

煤矸石             22%。

[0010] 优选的，土体复合固化剂中必要材料与辅助材料按照下述比例调配：

脱硫渣粉          50%

激发剂            10%

钢渣粉            28%

水泥熟料          12%。

[0011] 发电石烟气脱硫工艺所产生的脱硫渣粉，其主要成分是硫酸钙（CaSO4）、亚硫酸钙

（CaSO3）等，且其纯度较高可达90%以上，pH值为4-6，且具有细度较高的特点，颗粒直径一般

在30mm以下，因此可以直接用于固化剂的主要材料使用。

[0012] 土体复合固化剂中的激发剂包括碱类激发剂和盐类激发剂，碱类激发剂如氢氧化

钾、氢氧化纳，其主要作用机理与水泥熟料近似；盐类激发剂主要包括硫铝酸盐、硫酸纳、水

玻璃、硅酸纳、碳酸纳、碳酸钙、硅酸钾等，其与碱类激发剂反应可生成可溶性盐和强碱，提

高pH值，加快硅、铝物质溶解，提高反应生成物，并且可与铝酸钙反应生成例如硫铝酸钙胶

凝物质，填充土颗粒内部孔隙，从而增加土体的密实度和强度。

[0013] 土体复合固化剂中的组分钢渣粉，是冶炼钢铁的废渣，它经水或空气急冷处理成

为颗粒状，其主要化学成分是二氧化硅（SiO2）、氧化铝（Al2O3）、氧化钙（CaO）、氧化镁（MgO）

等，该钢渣玻璃体含量较多，经研磨成细钢渣粉后，在激发剂的作用下，钢渣粉中的二氧化

硅和氧化铝等成分与水反应形成凝胶物质从而具有水硬活性，当钢渣粉研磨成超细粉（比

表面积400-500m2/kg）时，水硬活性更佳。

[0014] 煤矸石的成分主要是硅、铝、钙、镁、铁的氧化物，其中以SiO2、Al2O3、Fe2O3等成分

最多，另外含有数量不等的CaO、MgO、SO3、等氧化物，以及微量的稀有金属元素如钛、钒、钴、

镓等，在土体复合固化剂中，煤矸石的主要作用与钢渣粉类似。

[0015] 水泥熟料的主要成分为3CaO·SiO2、2CaO·SiO2、3CaO·Al2O3等，其在土体复合固

化剂中的主要作用是，与固化剂中的CaSO4或CaSO3以及SiO2、Al2O3等成分反应，形成硅酸钙

凝胶、硫铝酸钙等，而且可以激发土体中的活性硅、铝物质参与反应，特别是在碱性条件下，

粘土矿物表面的氧化硅、氧化铝在土体溶液中溶解并与阳离子、钙离子结合，也形成大量硅

酸钙凝胶、硫铝酸钙等物质，同时还伴随着离子交换吸附作用、氢氧化钙的碳酸化作用等。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的土体复合固化剂的实质性特点和有益效果是：

①只需与土体混合后加水搅拌均匀，经常温下经自然养护即可显著改善和提高土体技

术性能，其对于土体所产生的固化稳定效果，可归结为复合凝胶效应和填充增强效应，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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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胶效应又可以进一步归结为水化水解——吸附粘结——固化稳定的作用过程，其中还伴

随激发作用和离子交换作用。

[0017] ②土体固化后强度高，根据与土体的掺入比的不同，无侧限抗压强度最小为2Mpa，

最大可达15Mpa，孔隙率可小于1%，渗透系数可小于1×10－6cm/s，经-52至22摄氏度下25次

反复冻融试验中质量损失小于1%，无抗压强度损失，稳定性和耐久性强。

[0018] ③适用范围广泛，对于各种土质包括淤泥质土、粘土、粉土、砂土、砾石，以及各类

固体建筑垃圾和废弃矿渣等，均可达到高效经济的固化效果。

[0019] ④固化剂的主要组分中，脱硫渣粉、钢渣粉、煤矸石占总质量的70%以上，因此绝大

部分的材料不仅不需要专门的制备生产，而且全部来源于工矿业废料，不仅成本低廉，相比

水泥用量可节约造价50%至80%，更可以消纳大量工业废料，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属于低碳、

绿色、环保型产品，具有很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0020] 该土体复合固化剂中，还可以适量加入分散剂、表面活性剂、吸附剂、微膨胀剂中

的一种或数种材料。分散剂可具体表现为木质素磺酸盐或萘磺酸盐甲醛缩合物，其主要使

胶凝材料的絮凝结构起到破碎分散作用；微膨胀剂可具体表现为不同煅烧程度的氧化镁或

氧化钙，可进一步增加固化土体的胶凝硬化反应；吸附剂可具体表现为具有很好的粘结作

用的聚乙烯醇和聚丙烯酰胺，对提高固化土早期强度和后期强度有比较明显的效果；上述

分散剂、表面活性剂、吸附剂、微膨胀剂的使用需要和使用量，应当根据天然土的成份性质，

上述活性硅铝物质、激发剂、晶化诱导剂的成份性质，以及对固化土成品的强度的不同要求

予以确定和调整，但每种材料的掺量一般不超过土体固化剂总量的5%。

[0021] 制备该固化剂时，将脱硫渣粉、钢渣粉、水泥熟料、煤矸石、激发剂等各组分均匀搅

拌即可。如果这些材料中有较大颗粒或块状的，首先要将较大颗粒或块状的材料研磨成粉

末状，一般要达到200目以上，然后再与其它材料组分混合、搅拌均匀即可。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土体复合固化剂予以进一步说明：

实施例1：以基槽开挖出的天然粉质粘土为主要材料，土体中含砂量4%，含水量5.2%；土

体复合固化剂的各组分比例为：脱硫渣粉32%、钢渣粉20%、水泥熟料12%、煤矸石28%、激发剂

为氢氧化钙8%，各组分材料的细度要求250目以上，将各组分材料混合后搅拌均匀形成复合

固化剂；现场施工时，通过地面搅拌机，将上述粉质粘土和复合固化剂加水共同混合搅拌，

粉质粘土的掺入比为81%，复合固化剂的掺入比为19%，水的掺量为粉质粘土和固化剂总质

量的11%，经均匀搅拌后的固化土坍落度为130mm；抗压强度试验数据：压实度为94%，养护制

度为标准养护，7天龄期时无侧限抗压强度平均值为1.36Mpa，28天龄期时无侧限抗压强度

平均值为2.81Mpa。

[0023] 实施例2：以道路开挖出的天然粉质粘土和粉土为主要材料，土体中含砂量8.1%，

含水量5.5%；土体复合固化剂的各组分比例为：脱硫渣粉50%、钢渣粉28%、水泥熟料12%、激

发剂为氢氧化钙6%、硅酸纳4%，各组分材料的细度要求350目以上，将各组分材料混合后搅

拌均匀形成复合固化剂；现场施工时，通过地面机械的传输将土输送至搅拌机内，同时将土

体固化剂和一定比例的水混合形成浆液也输送至搅拌机内，通过搅拌机的均匀搅拌，即形

成具有流动性且硬化后具备一定强度的建筑材料；其中粉质粘土的掺入比为61%，复合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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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掺入比为39%，水的掺量为粉质粘土和固化剂总质量的18%，经均匀搅拌后的固化土坍

落度为200mm；抗压强度试验数据：压实度为99%，养护制度为标准养护，7天龄期时无侧限抗

压强度平均值为3.91Mpa，28天龄期时无侧限抗压强度平均值为8.2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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