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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

积沙土及其制备方法，所述气泡混合风积沙土组

分包括：水泥，矿渣，活性氧化镁，水玻璃，氢氧化

钠，风积沙，矿物掺合料，水和发泡剂。通过所述

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各组分之间相互作用及气泡

隔水阻盐作用，保证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在盐渍环

境中凝结硬化、产生、发展并长期保持强度。该种

气泡混合风积沙土用于沙漠盐渍土环境中，能够

满足构筑物、构件对强度和耐久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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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由水泥、矿渣、活性氧化镁、水玻璃、氢氧化钠、

风积沙、矿物掺合料、水和发泡剂组成，其特征在于：各组分重量比为，水泥3％-25％，矿渣

8％-25％，活性氧化镁1％-5％，水玻璃1％-10％，氢氧化钠0.5％-3％，风积沙5％-70％，矿

物掺合料0％-5％，水15％-30％，发泡剂1％-5％；所述的风积沙粒径不大于1mm，含盐量为

1％-10％，所含盐包含Na+、K+、Ca2+、Mg2+、Cl-、SO42-、CO32-、HCO3-多种盐离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泥比表

面积不小于300m2/kg；所述的矿渣比表面积不小于250m2/kg；所述的活性氧化镁比表面积不

小于300m2/kg；所述水玻璃模数为2-3 .5，浓度为20-50°Be’；所述氢氧化钠纯度不小于

95％；所述的水为淡水；所述发泡剂是蛋白类发泡剂、树脂类发泡剂、碳酸盐类发泡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物掺合料

是满足粒径要求的粉煤灰、硅灰、钢渣、赤泥尾矿粉、有色金属渣、煅烧煤矸石粉中的一种矿

物掺合料或几种矿物掺合料混合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的比

表面积不小于400m2/kg，硅灰的比表面积不小于15000m2/kg，钢渣与有色金属渣的比表面积

不小于350m2/kg，赤泥尾矿粉的比表面积不小于300m2/kg，煅烧煤矸石粉的比表面积不小于

300m2/kg。

5.一种采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制作的加筋气泡混合风积

沙土现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采用的筋材为玄武岩纤维筋、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筋、碳纤维

增强塑料筋、芳纶纤维增强塑料筋、竹筋、竹丝索或苇筋。

6.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如下步骤，首先，对施工地区盐渍环境的盐分种类、浓度及比例进行测定，依据气泡混合风

积沙土所处盐渍环境的含盐种类及含盐量确定气泡混合风积沙土的具体配比；其次，按照

确定的组分配比，将水泥、矿渣、活性氧化镁、水玻璃、氢氧化钠、风积沙、矿物掺合料放入搅

拌机充分混合，再加入水搅拌均匀，得到混合物料；然后，在发泡机中加入发泡剂并加水稀

释，稀释后发泡剂随着发泡剂冲入的压缩空气，产生气泡群；最终，将发泡剂产生的气泡群

和搅拌机拌制的混合物料充分混合，得到气泡混合风积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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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沙漠盐渍环境下建筑、道路和桥梁的地基、路基处理的气泡

混合风积沙土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土木工程地基处理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沙漠分布最广泛的国家之一，沙漠面积占国土面积约8.4％，且主要分布于

我国西部的新疆、内蒙、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省区。由于西部沙漠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

造就了该地区气候的独特性，夏季高温，冬季寒冷，年温差和日温差均较大，气候干燥少雨，

降水量少，蒸发量大。这些气候特点决定了沙漠土壤中上升水流的优势，使其可溶性盐份随

着毛细管水上升积聚于表层，而自然淋溶与脱盐过程十分微弱，导致土壤普遍积盐，形成大

面积盐渍土，绝大部分的沙漠土壤均属于盐渍土。沙漠盐渍土含盐量较高、含盐种类多，这

些地区的建筑、道路、桥梁、隧道等构筑物的地基、路基工程，必须考虑对盐渍环境的耐腐蚀

性能。沙漠盐渍土所含盐分主要为含钾(K+)、钠(Na+)、镁(Mg2+)、钙(Ca2+)的氯盐(Cl-)、硫酸

盐(SO42-)、碳酸盐(CO32-)和碳酸氢盐(HCO3-)，它们对目前使用的基于硅酸盐系列水泥的混

凝土和钢筋产生严重腐蚀作用，从而对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构件的耐久性构成严重威胁。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是地基、路基处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在沙漠盐渍环境下其应用

受到极大限制。同时，混凝土集料需采用非盐渍材料，在沙漠盐渍地区这些材料运输距离

远、购置成本大，而大量存在的风积沙资源却无法有效利用，因此迫切需寻求一种既能充分

利用风积沙资源又能在盐渍环境中具有很强的耐腐蚀性能的地基、路基处理方法，以满足

盐渍环境工程应用的要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解决沙漠盐渍环境下地基、路基的耐久性问题，提出了一种利用风积沙

资源作为原料、可用于盐渍环境的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的耐

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包含水泥、矿渣、活性氧化镁、水玻璃、氢氧化钠、风积沙、矿物

掺合料和水，并含有重量占比1％-5％的气泡。

[0004] 水泥、矿渣、活性氧化镁、水玻璃和氢氧化钠作为胶凝材料，在含Na+、K+、Ca2+、Mg2+、

Cl-、SO42-、CO32-等几种或多种盐离子的盐渍环境下水化硬化，并且胶凝材料与盐渍环境中

的部分盐分反应生成大量的水化物CASH、Friedel’s  salt、Kuzel’s  salt和Layered 

Double  Hydroxide，这些水化物作为胶结强度的主要贡献者，其在盐渍环境中良好水稳性

和耐盐蚀性，保证了混合风积沙土强度的稳定与耐盐蚀能力；同时在混合风积沙土中还掺

入了气泡群，形成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大量封闭、细密、分散均匀的气泡，可有效提高混合土

的抗渗性能，减轻含盐毛细水的渗入对混合土的盐蚀破坏，进一步提高其耐盐腐蚀性。本发

明所述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适用的盐渍环境为含Na+、K+、Ca2+、Mg2+、Cl-、SO42-、CO32-、HCO3-等

盐离子，含盐总质量百分含量为0.5％-10％，含水质量百分比5％-100％的盐渍土。

[0005] 所述的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其各组分重量比为：水泥：3％-25％；矿渣：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6007636 B

3



8％-25％；活性氧化镁：1％-5％；水玻璃：1％-10％；氢氧化钠：0.5％-3％；风积沙：5％-

70％；矿物掺合料：0％-5％；水：15％-30％；气泡：1％-5％。具体配比可根据使用地区盐渍

风积沙土中盐分种类及比例、浓度确定。

[0006] 所述的水泥比表面积不小于300m2/kg；所述的矿渣比表面积不小于250m2/kg；所述

的活性氧化镁比表面积不小于300m2/kg；所述水玻璃模数为2-3.5，浓度为20-50°Be’；所述

氢氧化钠纯度不小于95％；所述的风积沙粒径不大于1mm，含盐量为0.5％-10％；所述的水

为淡水；所述的气泡为使用发泡剂生成，所述发泡剂是表面活性类发泡剂、蛋白类发泡剂、

树脂类发泡剂、碳酸盐类发泡剂。

[0007] 所述矿物掺合料是满足粒径要求的粉煤灰、硅灰、钢渣、赤泥尾矿粉、有色金属渣、

煅烧煤矸石粉中的一种矿物掺合料或几种矿物掺合料混合而成，所述粉煤灰的比表面积不

小于400m2/kg，硅灰的比表面积不小于15000m2/kg，磨细钢渣与有色金属渣的比表面积不小

于350m2/kg，赤泥尾矿粉的比表面积不小于300m2/kg，煅烧煤矸石粉的比表面积不小于

300m2/kg。

[0008] 本发明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可以配合增强筋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以制备盐渍

环境中使用的耐盐腐蚀构件和构筑物。根据构筑物种类和设计要求，其应用方法不尽相同，

可以是素气泡混合风积沙土现浇构筑物或构件，也可以是加筋气泡混合风积沙土现浇构筑

物或构件。加强筋的筋材可以使用：玄武岩纤维筋、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筋、碳纤维增强塑料

筋、芳纶纤维增强塑料筋、竹筋、竹丝索、苇筋。

[0009]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其制备方法为：对施工地区盐

渍环境的盐分种类、浓度及比例进行测定，依据混凝土所处盐渍环境的含盐种类及含盐量

确定气泡混合风积沙土的具体配比；按照确定的组分配比，将水泥、矿渣、活性氧化镁、水玻

璃、氢氧化钠、风积沙、矿物掺合料放入搅拌机充分混合，再加入水搅拌均匀，得到混合物

料；在发泡机中加入发泡剂并加水稀释，稀释后发泡剂随着发泡剂冲入的压缩空气，产生气

泡群；将发泡剂产生的气泡群和搅拌机拌制的混合物料充分混合，得到气泡混合风积沙土；

对气泡混合风积沙土进行施工及养护。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1] (1)本发明提供的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能在盐渍环境中凝结硬化、发展

并保持强度，具有良好的水稳性、耐盐蚀性和抗渗性，适用于普通混凝土无法使用的盐渍土

环境。

[0012] (2)本发明提供的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可充分利用盐渍沙漠地区大量存

在的风积沙资源，可就地取材，制备成本低廉，适合大规模的工程应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作进一步说

明。本发明不受下述实施例的限制，可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与实际情况来确定具体的实

施方式。

[0014] 实施例1

[0015] 对本发明中提出的一种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进行强度试验，采用5％水

泥，20％矿渣，5％活性氧化镁，5％水玻璃，2％氢氧化钠，37％风积沙，25％水，1％气泡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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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制成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其中水泥比表面积340m2/kg；矿渣比表面积300m2/kg；活性氧化

镁比表面积300m2/kg；水玻璃模数为3，浓度为35°Be’；氢氧化钠纯度97％；风积沙粒径1mm，

含盐量为1％；水为当地普通淡水；气泡为使用表面活性类发泡剂生成。拌制成的气泡混合

风积沙土振实装入边长为150mm混凝土立方体试模中，硬化脱模后将上述气泡混合风积沙

土于淡水、卤水和埋覆于盐渍土环境下养护，环境温度控制在20±2℃。混凝土强度测试按

照《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02)进行，抗压强度见表1所示：

[0016] 表1  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在淡水、卤水和盐渍土中强度对比

[0017]

[0018] 从表中数据可见，360d养护后，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在卤水和盐渍土中的强度高于

其在淡水中的强度，且在后龄期过程中，卤水和盐渍土中养护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强度增

量高于淡水养护。试验结果说明本发明所述的一种耐盐腐蚀的气泡混合风积沙土能应用于

盐渍环境中，并保持强度稳定和很好的耐盐蚀性，满足构筑物在盐渍环境中对强度和耐久

性的要求。

[0019] 实施例2

[0020] 某沙漠公路路堤填筑采用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填筑厚度3m，处理长度200m。根据工

程勘察报告得知该盐渍土地区风积沙含盐量为2.2％，主要离子的含量为：Ca2+：0.1％，Mg2

+：0.2％，K+/Na+：0.5％，SO42-：0.6％，Cl-：0.8％。根据上述盐渍土含盐种类及含盐量分析结

果，按下述原料的重量百分比制备气泡混合风积沙土：10％水泥，15％矿渣，3％活性氧化

镁，8％水玻璃，3％氢氧化钠，35％风积沙，3％矿物掺合料，20％水，3％气泡。其中水泥比表

面积350m2/kg；矿渣比表面积300m2/kg；活性氧化镁比表面积350m2/kg；水玻璃模数为2.5，浓

度为20°Be’；氢氧化钠纯度97％；风积沙粒径0.6mm，含盐量为2.2％；矿物掺合料为硅灰和

赤泥尾矿粉的混合掺合料，重量比各占50％，硅灰的比表面积15000m2/kg，赤泥尾矿粉的比

表面积300m2/kg；水为当地普通淡水；气泡为使用蛋白类发泡剂生成。

[0021] 将水泥、矿渣、活性氧化镁、水玻璃、氢氧化钠、风积沙、矿物掺合料按照配比放入

搅拌机后充分混合，再向其中加入水，搅拌均匀得到混合物料；使用苇筋作为混合物料的筋

材，将筋材与混合物料拌制均匀；在发泡机中加入发泡剂并加水稀释，稀释后发泡剂随着发

泡剂冲入的压缩空气，产生气泡群；将发泡剂产生的气泡群和搅拌机拌制的加筋材混合物

料充分混合，得到加筋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将加筋气泡混合轻质土按每层0.5m分层台阶式

填筑路堤，养护龄期30天，养护温度为20±2℃，养护环境的空气湿度为98％。

[0022] 实施例3

[0023] 某沙漠盐渍土地区道路改建，路基采用气泡混合风积沙土进行处理，路基处理深

度0.5m，处理长度500m，地下水埋深5m。根据工程勘察报告得知该盐渍土地区风积沙含盐量

为1.3％，主要离子的含量为：Ca2+：0.1％，Mg2+：0.03％，K+/Na+：0.5％，SO42-：0.07％，Cl-：

0.6％。根据上述盐渍土含盐种类及含盐量分析结果，按下述原料的重量百分比制备气泡混

合风积沙土：10％水泥，10％矿渣，1％活性氧化镁，5％水玻璃，1％氢氧化钠，50％风积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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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水，3％气泡。其中水泥比表面积350m2/kg；矿渣比表面积300m2/kg；活性氧化镁比表面

积300m2/kg；水玻璃模数为2.5，浓度为35°Be’；氢氧化钠纯度99％；风积沙粒径0.5mm，含盐

量为1.3％；水为当地普通淡水；气泡为使用表面活性类发泡剂生成。

[0024] 将水泥、矿渣、活性氧化镁、水玻璃、氢氧化钠、风积沙按照配比放入搅拌机后充分

混合，再向其中加入水，搅拌均匀得到混合物料；在发泡机中加入发泡剂并加水稀释，稀释

后发泡剂随着发泡剂冲入的压缩空气，产生气泡群；将发泡剂产生的气泡群和搅拌机拌制

的混合物料充分混合，得到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将气泡混合轻质土按每层0.25m分两层浇筑

于路基，养护龄期为28天，养护温度为20℃，养护环境的空气湿度为98％。

[0025] 实施例4

[0026] 某沙漠盐渍土地区桥台台背回填采用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台背回填深度1.5m，处

理长度50m。根据工程勘察报告得知该盐渍土地区风积沙含盐量为4.9％，主要离子的含量

为：Ca2+：0.8％，Mg2+：0.6％，K+/Na+：1.1％，SO42-：2.1％，Cl-：0.3％。根据上述盐渍土含盐种

类及含盐量分析结果，按下述原料的重量百分比制备气泡混合风积沙土：3％水泥，22％矿

渣，3％活性氧化镁，10％水玻璃，3％氢氧化钠，25％风积沙，2％矿物掺合料，30％水，2％气

泡。其中水泥比表面积300m2/kg；矿渣比表面积280m2/kg；活性氧化镁比表面积300m2/kg；水

玻璃模数为3，浓度为40°Be’；氢氧化钠纯度99％；风积沙粒径0.5mm，含盐量为4.9％；矿物

掺合料为粉煤灰、钢渣的混合掺合料，重量比各占50％，比表面积均为350m2/kg；水为当地

普通淡水；气泡为使用树脂类发泡剂生成。

[0027] 将水泥、矿渣、活性氧化镁、水玻璃、氢氧化钠、风积沙、矿物掺合料按照配比放入

搅拌机后充分混合，再向其中加入水，搅拌均匀得到混合物料；在发泡机中加入发泡剂并加

水稀释，稀释后发泡剂随着发泡剂冲入的压缩空气，产生气泡群；将发泡剂产生的气泡群和

搅拌机拌制的混合物料充分混合，得到气泡混合风积沙土；将气泡混合轻质土按每层0.5m

分层直接浇筑于台背，养护龄期为28天，养护温度为22℃，养护环境的空气湿度为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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