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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混凝

土体系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淤泥资源化处置领域，具体涉及

一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混凝土体

系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将碎石、沸石、蛭石、陶

粒、多孔二氧化硅微球、胶凝材料、酸性掺合料和

水充分混合、插捣成型后得到基体材料I；淤泥经

筛分、脱水后得到浆料II；将浆料II与渗透性调

理剂和流动性调节剂充分混合，填充到基体材料

I中得到基体材料II；将浆料II与固化剂和改良

剂充分混料、养护后得到物料IV；在基体材料II

表面覆盖物料IV，在上面播种草种，制备得到植

生透水混凝土体系。本发明以淤泥的资源化处置

为目标，实现了对淤泥的资源化处置，所得植生

透水混凝土体系可广泛应用于河岸护坡工程、公

路护边工程、海绵城市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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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一定配比的碎石、沸石、蛭石、陶粒和多孔二氧化硅微球混合均匀，加入适量的水

润湿混合物料表面，得到物料I；所述物料I中碎石、沸石、蛭石、陶粒、多孔二氧化硅微球和

水的质量百分比为：碎石10%~70%，沸石(3/70.5)%~10%，蛭石(2/70.5)%~5%，陶粒5%~70%，多

孔二氧化硅微球(5/70.5)%~10%，水0.5%~1%；所述碎石、沸石、蛭石、陶粒和多孔二氧化硅微

球的粒径均为15mm~40mm；

（2）将物料I与适量的胶凝材料和酸性掺合料充分混料，得到物料 ，所述胶凝材料的用

量为所述物料I质量的5%~30%，所述酸性掺合料的用量为所述物料I质量的(4.5/70.5)%~
10%；所述胶凝材料和酸性掺合料的粒径均为75µm方孔筛筛余≤5%；

（3）再向物料 中加入适量的水，边搅拌边加水，得到物料III，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物

料  质量的1%~5%；

（4）将物料 倒出插捣成型，养护一段时间后得到高孔隙率的基体材料 ，作为植生透

水混凝土体系的基体材料，所得基体材料 的孔隙率为20%~40%；

（5）将清淤出来的淤泥进行筛分，去除淤泥中的大颗粒物质或杂质后，得到浆料I；所述

淤泥为河湖河道底泥、海洋滩涂淤泥、箱涵淤泥和疏浚泥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淤泥的粒径

为0.2~100µm，所述淤泥的有机质含量为5wt%~30wt%；

（6）将浆料I脱水，调整到合适的含水率，得到浆料 ；所述浆料 的含水率为50%~70%；

（7）取适量的浆料 与渗透性调理剂和流动性调节剂充分混合，得到浆料III；所述渗透

性调理剂为细砂、石粉、植物纤维和植物颗粒粉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流动性调节剂为膨润

土、石膏、硅微粉和碱木质素粉中的一种或几种；

（8）将步骤（7）所得浆料III全部填充到基体材料 的孔隙中，得到基体材料 ；

（9）取适量的浆料 与固化剂和改良剂充分混料，养护一段时间得到物料 ；所述固化

剂为普通硅酸盐水泥、石粉、脱硫石膏、粉煤灰和高炉矿渣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改良剂为

干鸡粪和/或厩肥；

（10）在基体材料 表面覆盖一定厚度的物料 ，然后在上面播种草种，定期洒水养护，

制备得到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所述草种为高羊茅、黑麦草、百喜草和白三叶中的一种或多

种；所述物料的厚度为1~7c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所述胶凝材料为等级42.5级

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磷铝酸盐水泥和脱硫石膏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酸性掺合料为高炉矿

渣、粉煤灰、硅灰、煤矸石粉和酸性矿渣微粉中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7）  所述浆料 与基体材料I的质

量比为5~30：100，步骤（7）中所述渗透性调理剂和流动性调节剂占所述浆料 的质量百分

比分别为0.5%~2%和0.5%~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9）所述浆料 与基体材料I的质

量比为1~15：100，步骤（9）中所述固化剂和改良剂占所述浆料 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5%~
30%和2%~10%。

5.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制备方法制备所得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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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及其制备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淤泥资源化处置、生态混凝土、环保材料和透水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淤泥是粘土矿物、动植物腐殖物、细砂等细小颗粒物在缓慢的流水作用下发生沉

积所形成的絮状结构。出于疏浚通航、环境保护和改善水质的目的，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河

湖河道清淤，产生大量淤泥。一般的淤泥就有含水量高、强度低、易泥化、腐殖质含量大、部

分重金属超农用标准等特点，这些特征导致淤泥的处理处置并未很好解决，并逐渐成为当

今社会的难题和安全隐患。目前，清淤出来的淤泥一般经过深度脱水后运出填埋处理，一方

面显著增加了运输费用和场地处置费用，增加了淤泥处置费用和占用大量土地资源，另一

方面大量露天堆放的淤泥容易二次泥化和高腐殖酸发酵，会污染周边环境和产生严重安全

隐患，威胁到人民群众的安全。特别地，一些城市周边的余泥渣土堆场过于饱和，易发生塌

方、滑坡和泥石流现象，会导致大量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寻找一种实现淤泥资源

化处理处置的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其处理处置费用，解决其产生的环境和安全问题以及提高

经济利用价值。

[0003] 目前淤泥资源化处理处置方面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应用主要集中在作为回填土、

种植土、烧结陶粒、烧结砖等方面，这些资源化产品存在制备成本过高、市场接受度低、竞争

力低等问题，并未得到大规模工程应用。植生混凝土是一种新型的生态混凝土，由多孔基

体、保水材料和营养物质、表层土以及植物组成，其具有高透气、透水性、优异的植物相容

型、良好的耐久性和耐侵蚀性以及较高的强度等特点。植生混凝土可用于河岸护坡工程、公

路护边工程、海绵城市建设中的屋顶绿化、建筑物墙面绿化、停车场中，可以降低面源污染

净化水质、调节雨水径流量、降低“热岛效应”、修复生态环境等优点，已经受到国内外研究

人员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淤泥经过简单处理后可以具备较好的保水性和较高营养物质，可

以成为较好的植生混凝土制备原料。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未见有将淤泥用作制备植生混凝

土的原料，最终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理处置相关研究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

混凝土体系及其制备方法。

[0005]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1)将一定配比的碎石、沸石、蛭石、陶粒和多孔二氧化硅微球混合均匀，加入适量

的水润湿混合物料表面，得到物料I；

[0008] (2)将物料I与适量的胶凝材料和酸性掺合料充分混料，得到物料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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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3)再向物料II中加入适量的水，边搅拌边加水，得到物料III；

[0010] (4)将物料III倒出插捣成型，养护一段时间后得到高孔隙率的基体材料I，作为植

生透水混凝土体系的基体材料；

[0011] (5)将清淤出来的淤泥进行筛分，去除淤泥中的大颗粒物质或杂质后，得到浆料I；

[0012] (6)将浆料I脱水，调整到合适的含水率，得到浆料II；

[0013] (7)取适量的浆料II与渗透性调理剂和流动性调节剂充分混合，得到浆料III；

[0014] (8)将步骤(7)所得浆料III全部填充到基体材料I的孔隙中，得到基体材料II；

[0015] (10)取适量的浆料II与固化剂和改良剂充分混料，养护一段时间得到物料IV；

[0016] (10)在基体材料II表面覆盖一定厚度的物料IV，然后在上面播种草种，定期洒水

养护，制备得到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

[0017] 上述方案中，步骤(1)所述物料I中碎石、沸石、蛭石、陶粒、多孔二氧化硅微球和水

的质量百分比为：碎石10％～70％，沸石0～10％，蛭石0～5％，陶粒5％～70％，多孔二氧化

硅微球0～10％，水0.5％～1％，物料I的平均粒径为15mm～40mm。

[0018] 上述方案中，步骤(2)中所述胶凝材料的用量为所述物料I质量的5％～30％，所述

酸性掺合料的用量为所述物料I质量的0～10％；步骤(3)中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物料II质

量的1％～5％。

[0019] 上述方案中，步骤(2)所述胶凝材料为等级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磷铝酸盐水

泥和脱硫石膏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酸性掺合料为高炉矿渣、粉煤灰、硅灰、煤矸石粉和酸

性矿渣微粉中一种或多种。

[0020] 上述方案中，步骤(2)中所述胶凝材料的用量为所述物料I质量的5％～30％，所述

酸性掺合料的用量为所述物料I质量的0～10％。

[0021] 上述方案中，步骤(2)中所述胶凝材料和酸性掺合料的粒径均为75μm方孔筛筛余

≤5％。

[0022] 上述方案中，步骤(3)中所述水的用量为所述物料II质量的1％～5％。

[0023] 上述方案中，步骤(4)所述养护时间为3～14天。

[0024] 上述方案中，步骤(4)所得基体材料I的孔隙率为20％～40％。

[0025] 上述方案中，步骤(5)所述淤泥为河湖河道底泥、海洋滩涂淤泥、箱涵淤泥和疏浚

泥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6] 上述方案中，步骤(5)所述淤泥的粒径为0 .2～100μm，有机质含量为5wt％～

30wt％。

[0027] 上述方案中，步骤(6)所述浆料II的含水率为50％～70％。

[0028] 上述方案中，步骤(7)中所述渗透性调理剂为细砂、石粉、植物纤维和植物颗粒粉

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流动性调节剂为膨润土、石膏、硅微粉和碱木质素粉中的一种或几

种，步骤(7)所述浆料II与所述基体材料I的质量比为5～30：100，步骤(7)中所述渗透性调

理剂和流动性调节剂占所述浆料II的质量百分比分别为0～2％和0～3％。。

[0029] 上述方案中，步骤(9)中所述固化剂为普通硅酸盐水泥、石粉、脱硫石膏、粉煤灰和

高炉矿渣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改良剂为干鸡粪和/或厩肥，步骤(9)所述浆料II与所述基

体材料I的质量比为1～15：100，步骤(9)中所述固化剂和改良剂占所述浆料II的质量百分

比分别为5％～30％和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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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上述方案中，步骤(10)所述物料IV的厚度为1～7cm。

[0031] 上述方案中，所述草种为高羊茅、黑麦草、百喜草和白三叶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2] 上述制备方法制备所得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34] (1)本发明以淤泥的资源化处置为目标，实现了对淤泥的资源化处置，将淤泥处理

处置后用于制备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制备出的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可广泛应用于河岸护

坡工程、公路护边工程、海绵城市建设工程等，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0035] (2)本发明制备所得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的基体材料采用的沸石、蛭石、陶粒、多

孔二氧化硅微球具有较强的吸附性和保水性，同时结合所种植的植物，可以对淤泥、雨水和

地表径流水进行净化，减少污染负荷；填充材料采用经过渗透性调理剂和流动性调节剂改

性的淤泥，可以具备较好的保水性和提供较高的营养物质；上层材料采用固化改性的淤泥，

具有较高孔隙度和有机质含量，是一种较好的种植土。

[0036] (3)本发明将淤泥资源化处置用于制备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可以消除淤泥产生

的环境和安全问题，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专利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了更好地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进一步阐明本发明的内容，但本发明的

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下面的实施例。

[0039] 实施例1

[0040] 一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通过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41] (1)称取40kg碎石、3kg沸石、2kg蛭石、20kg陶粒、5kg多孔二氧化硅微球混合均匀，

加入0.5kg水润湿混合物料表面，得到物料I，物料I的平均粒径为20mm；；

[0042] (2)将物料I与20kg等级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和4.5kg粉煤灰充分混料，得物

料II，所述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和粉煤灰的粒径均为75μm方孔筛筛余≤5％；

[0043] (3)再向物料II中加入5kg的水，边搅拌边加水，得到物料III；

[0044] (4)将物料III倒出插捣成型，养护3天后得到孔隙率30％的基体材料I，可作为植

生透水混凝土体系的基体材料；

[0045] (5)将清淤出来的淤泥进行筛分，去除淤泥中的大颗粒物质或杂质，得到浆料I，浆

料I中颗粒的平均粒径为25μm，有机质含量为15wt％；

[0046] (6)将浆料I进行脱水，调整到含水率60wt％，得到浆料II；

[0047] (7)取10kg浆料II与0.05kg细砂和0.05kg膨润土充分混合，得到浆料III；

[0048] (8)将浆料III全部填充到高孔隙率的基体材料I的孔隙中，得到基体材料II；

[0049] (9)取5kg浆料II与0.25kg含有普通硅酸盐水泥、脱硫石膏和粉煤灰的固化剂和

0.1kg含有干鸡粪和厩肥的改良剂充分混料，养护一段时间得到物料IV；

[0050] (10)在基体材料II表面覆盖成约2cm厚的物料IV，在上面播种黑麦草草种，定期洒

水养护，最终制备出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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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实施例2

[0052] 一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通过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53] (1)称取20kg碎石、5kg沸石、50kg陶粒混合均匀，加入0.5kg水润湿混合物料表面，

得到物料I,物料I的平均粒径为30mm；；

[0054] (2)将物料I与15kg等级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和8kg粉煤灰充分混料，得物料

II，所述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和粉煤灰的粒径均为75μm方孔筛筛余≤5％；

[0055] (3)再向物料II中加入1.5kg的水，边搅拌边加水，得到物料III；

[0056] (4)将物料III倒出插捣成型，养护3天后得到孔隙率35％的基体材料I，可作为植

生透水混凝土体系的基体材料；

[0057] (5)将清淤出来的淤泥进行筛分，去除淤泥中的大颗粒物质或杂质，得到浆料I，浆

料I中颗粒的平均粒径为3μm，有机质含量为10wt％；

[0058] (6)将浆料I进行脱水，调整到含水率65wt％，得到浆料II；

[0059] (7)取20kg浆料II与0.08kg石粉和0.08kg硅微粉充分混合，得到浆料III；

[0060] (8)将浆料III全部填充到高孔隙率的基体材料I的孔隙中，得到基体材料II；

[0061] (9)取8kg浆料II与0 .8kg含有普通硅酸盐水泥、石粉和高炉矿渣的固化剂和

0.32kg含有干鸡粪的改良剂充分混料，养护一段时间得到物料IV；

[0062] (10)在基体材料II表面覆盖成约3.5cm厚的物料IV，在上面播种百喜草草种，定期

洒水养护，最终制备出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

[0063] 实施例3

[0064] 一种实现淤泥资源化处置的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通过如下方法制备得到：

[0065] (1)称取30kg碎石、3kg蛭石、30kg陶粒、2kg多孔二氧化硅微球混合均匀，加入

0.8kg水润湿混合物料表面，得到物料I，物料I的平均粒径为35mm；；

[0066] (2)将物料I与18kg等级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2kg脱硫石膏、8kg煤矸石粉和

2kg酸性矿渣微粉充分混料，得物料II，所述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脱硫石膏、煤矸石粉

和酸性矿渣微粉的粒径均为75μm方孔筛筛余≤5％；

[0067] (3)再向物料II中加入4.2kg的水，边搅拌边加水，得到物料III；

[0068] (4)将物料III倒出插捣成型，养护3天后得到孔隙率36％的基体材料I，可作为植

生透水混凝土体系的基体材料；

[0069] (5)将清淤出来的淤泥进行筛分，去除淤泥中的大颗粒物质或杂质，得到浆料I，浆

料I中颗粒的平均粒径为55μm，有机质含量为7wt％；

[0070] (6)将浆料I进行脱水，调整到含水率65wt％，得到浆料II；

[0071] (7)取25kg浆料II与0.05kg细砂、0.075kg植物颗粒粉和0.075kg膨润土、0.05kg碱

木质素粉充分混合，得到浆料III；

[0072] (8)将浆料III全部填充到高孔隙率的基体材料I的孔隙中，得到基体材料II；

[0073] (9)取10kg浆料II与0.6kg含有普通硅酸盐水泥和脱硫石膏的固化剂和0.4kg含有

厩肥的改良剂充分混料，养护一段时间得到物料IV；

[0074] (10)在基体材料II表面覆盖成约4.5cm厚的物料IV，在上面播种百喜草草种，定期

洒水养护，最终制备出植生透水混凝土体系。

[0075] 显然，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实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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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

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因此所引申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

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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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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