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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洲河碧道试点段建设项目（光明段）全长6.8公里，建设范围以茅洲河为主线，以沿线

路网与现状空间结构为基础，统筹各种生态要素，兼顾生态、安全、文化、景观、经济等功

能，打造“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水草丰美、白鹭成群”的生态廊道，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碧道

便民服务设施、景观提升、水环境提升等工程。本项目是深圳市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重大的献

礼项目，目前被列为深圳市，广东省碧道建设重要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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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野

考虑吸附结合水影响的高液限土路基
压实度控制标准

郑健龙1，2，张  锐1，2

（1.长沙理工大学 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长沙 410114；
2.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长沙 410114）

[摘  要]  为了确定用高液限土直接填筑高速公路下路堤时压实度控制的下限值，选取海南高液限土，并以长沙黏土质砂为

对比样，开展了基本物理性质、电镜扫描、重型湿法击实、浸水CBR和非饱和固结试验；利用容量瓶法测定了土样的吸附结

合水含量；分析了吸附结合水对高液限土击实特性、强度、水稳性和压缩性的影响；将吸附结合水视为土中固相的一部分，

提出并论证了高液限土压实度控制下限值计算公式。研究结果表明：海南高液限土含有大量微孔隙和叠片状结构的黏土矿

物，吸附结合水的能力远强于黏土质砂；吸附结合水含量与塑限密切相关，约为塑限的0.853倍；吸附结合水作用使高液限

土相对黏土质砂而言最佳含水率偏高，最大干密度偏低；当初始含水率低于吸附结合水含量时，高液限土CBR试件浸水后的

膨胀量显著增强；吸附结合水对高液限土在高含水率状态下仍能保持一定CBR强度和低压缩性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可在路基

运营期内始终保持稳定；高含水率的高液限土填筑下路堤时其压实度控制下限值并非定值，而是与其吸附结合水含量和最佳

含水率相关，前者越大于后者，压实度控制下限值越低。本文研究成果可为高液限土路基设计与施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制修

订提供参考。

[关键词]  道路工程；高液限土；吸附结合水；压实度；路堤

Control standard for degree of compaction of high liquid limit soil subgrade considering the effect of  
absorbed bound water

Zheng Jianlong1,2, Zhang Rui1,2

(1.Nation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for Highway Maintenance Technology,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2.School of Traffic and Transport Engineering,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410114)

Abstrac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lower bound of the degree of compaction of high liquid limit soil directly used to fill the lower part 

of expressway embankment, several soil samples from Hainan, as well as a clayey sand sample from Changsha, were selected. Various 

作者简介

郑健龙，道路工程专家，长沙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院士，天健集团

院士（专家）工作站驻站院士。

长期从事道路工程领域的技术研发和工程实践。解决了

南方湿热地区膨胀土等不良土质公路边坡的稳定与加固，采

用不良土质填筑路基等一系列技术难题，提出了设计寿命分

层递增的耐久性沥青路面理论框架、结构体系与设计准则，

建立了沥青路面的状态设计法，为我国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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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液限土在我国南方地区分布十分广泛，天然

含水率高，细粒含量大，亲水性较强，水稳性差。

由于我国南方地区以丘陵山地为主，高速公路建设

经常会遇到大量高液限土挖方处治的问题：一是在

南方地区湿润气候条件下很难通过翻晒将高液限土

填料从天然含水率降至最佳含水率附近进行碾压，

使其达到压实控制标准。二是采用传统弃土换填技

术，借弃土大量占地，造成严重水土流失；采用掺

灰或掺砂改良技术，会导致造价数倍增加。我国已

有工程实践表明，将高液限土用作高速公路下路堤

填料，在满足路基对填料强度和变形要求的前提

下，适当降低压实度控制标准，同样可以确保路基

的长期稳定[1-2]，但压实度控制标准一直未能统一。

由于含水率是影响路基压实的关键因素，结合水又

是细粒土中水的主要形式[3-4]，研究结合水对高液限

土路用性能的影响，并据此提出高液限土路基压实

度控制标准，对于促进我国特殊土路基工程问题研

究和绿色公路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

美国最早提出压实度概念并将其作为路基压实

控制指标。由于美国高塑性土(类似我国高液限土)

分布区地势相对平坦，路堤高度不大，工程中普遍

采用化学改良处治[5]。其他国家高速公路建设规模

小或高液限土较少，也多采用类似改良技术[6]，因

此国外鲜有高液限土路基压实方面的文献报导。我

国现行公路路基设计规范也采用压实度这一指标，

提出对于特殊填料和特殊气候地区可适当降低压实

度标准。谈云志等[7]根据湖南高液限红粘土CBR、

压缩性、胀缩性、渗透性等指标随压实度变化的规

律，提出红粘土作为下路堤填料其压实度标准可降

低至90.5%。程涛等[8]通过室内和现场试验提出广

东高液限土下路堤压实度标准可降至88%。贵州省

地方标准[9]则提出高液限土下路堤压实度可以按照

不低于85%进行控制。日本和英国公路部门则以空

气率作为细粒土路基压实控制指标[10]。高含水率状

态下，高液限土即使空气率小，但路基工后沉降仍

会很大，因此洪宝宁等[11]和卢佩霞等[12]提出了以

压实度和空气率为指标的高液限土路基压实控制标

准，但各自的压实度控制标准不同。从已有研究可

以看出，对不同高液限土路基压实度的控制标准及

其确定方法各异。能否用一个特定的压实度作为不

同高液限土路基压实度控制的下限值有待商榷。路

基压实目的在于尽可能减小路基土中可发生体积变

化的部分(液相和气相)，避免路基工后沉降。已有

土质和土力学研究成果表明，除强结合水外，一部

分弱结合水中的吸附结合水在一定温度范围内也具

有近似固体的性质[13-15]。然而，以往路基工程中对

高液限土含水率测试与路基压实度计算时均忽略了

该部分结合水。因此，吸附结合水能否作为高液限

土中固相的一部分，并对路基压实有何影响值得深

入研究。

本文基于国内外在土中结合水及其性质方面的

成果，以海南高液限土为主要研究对象，选择简便

且易于推广的容量瓶法测试了各土样吸附结合水含

量；通过试验揭示了吸附结合水对高液限土击实、

强度和变形的影响，基于南方地区高液限土路基湿

度与温度长期变化规律，论证了吸附结合水可以作

为高液限土固相的一部分；提出并验证了以吸附结

合水含量和最佳含水率为参数的高液限土路基压实

2  吸附结合水及其测试结果

2.1  吸附结合水及其特性

国内外研究表明[4,13]，土中结合水主要由黏土

颗粒双电层效应形成(图2)。强结合水紧靠土颗粒

表面，需在200℃以上才有可能去除[16]，目前工程

中所测的干土质量已包含了强结合水。强结合水外

层是吸附结合水，虽属于弱结合水，但其密度大于

1.0(g·cm-3)，不传递静水压力，具有一定的黏滞性

和抗剪强度，不能自行由一个土颗粒旁移到另一个

颗粒上去，只有当压力大于3MPa，这部分结合水才

能从土中排出，只有温度大于50℃时，才有可能向

自由水转化[17-18]。其余弱结合水受范德华分子力影

响，密度降为1.0(g·cm-3)，可变形和迁移。考虑到

吸附结合水在一定条件下仍具有近似固体的性质，

因此测定其含量并论证其可作为高液限土中固相的

表1  试验土样基本物理性质指标测试结果

tests lik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heavy wet compaction, soaked California Bearing Ratio (CBR), and unsaturated 

consolidation tests were conducted on those soil samples. Absorbed bound water content (ABWC) was measured using a volumetric 

flask method to evaluate its influence on compaction properties, strength, water stability and compressibility of high liquid limit soil. An 

equation for estimating lower bound of the degree of compaction of high liquid limit soil was proposed and validated by considering 

the ABWC as a part of the solid phase.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ability to absorb bound water of the high liquid limit soil is much 

stronger than the ability of the clayey sand due to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micropores and laminated structures contained 

in the high liquid limit soil. ABWC is closely related to plastic limit and is about 0.853 times of plastic limit. It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influence of ABWC that the optimum water content (OMC) higher but the maximum dry density is lower for high liquid limit 

soil compared with the clayey sand. The swelling ratio of CBR specimens of the high liquid limit soi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inundation when the initial water content is lower than ABWC. ABWC has an active effect in maintaining the high strength and 

low compressibility of high liquid limit soil in the state of high water content and can keep stable during the operation period of the 

embankment. When using the high liquid limit soil with high water content to fill the embankment, the lower bound of the degree of 

compaction is not a fixed value but relevant to ABWC and the OMC. The lower bound decreases further when ABWC exceeds the 

OMC.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high liquid limit soil subgrade and the revision of related 

technical standards with references.

Keywords: road engineering; high liquid limit soil; adsorbed bound water; degree of compaction; embankment

土样
编号

取样位置 土样颜色

颗粒组成/%
黏粒中高岭
石含量/%

天然含水
率/%

液限wl/% 塑限wp/%
塑性指数
IP/%

比重

黏粒 粉粒 粗粒

HT-1
海屯
K6+780

红褐色 42.31 23.83 33.86 53.2% 33.0 54.5 31.2 23.3 2.74

WY-6
万洋

K67+300
灰黄色 32.17 32.50 35.33 54.3% 31.5 58.3 30.2 28.1 2.72

WY-9
万洋

K118+800
浅黄色 30.81 29.50 39.69 62.3% 29.1 54.0 28.5 25.5 2.73

WY-10
万洋

K121+620
红白相间 32.00 38.50 29.50 63.1% 36.1 57.2 31.3 25.9 2.73

WY-11
万洋

K136+550
棕红色 37.70 39.30 24.00 75.5% 34.2 74.0 34.2 39.8 2.74

CS
长沙理工
大学校园

砖红色 7.76 20.12 72.12 4.3% 21.2 29.8 15.6 14.2 2.69

测试结果表明：在海屯高速公路和万洋高速公

路采集的土样都具有高液限土特征，即天然含水率

较高、细粒含量大、液塑限高、塑性指数大。根据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G  E40-2007)中的土的工

程分类标准，HT-1、WY-6、WY-9、WY-10为含砂高

液限黏土；WY-11为高液限黏土；CS为黏土质砂。

考虑到土的微结构是影响土吸附水能力的一个重要

因素，为了对后续吸附结合水试验结果进行分析，

利用扫描电镜对6个扰动样的微结构特征进行了观

察。由于5个高液限土具有类似的微结构特征，考

虑篇幅限制，仅给出了WY-9高液限土和长沙黏土质

砂样的放大2万倍的电镜扫描照片(图1)。图1(a)是

高液限土中众多高岭石颗粒中某一个的局部放大照

片，可见叠片状微孔隙特征；而图1(b)表明黏土质

砂中的土颗粒不具有这种微孔隙特征。

度控制下限值计算公式，并在海南高速公路建设中

应用。研究成果可为高液限土路基填筑和行业技术

标准的制修订提供参考。

1  试验土样及其基本物理性质

海南潮湿多雨且高液限土分布广泛。海(口)至

屯(昌)和万(宁)至洋(浦)高速公路的建设中需处治

的高液限土填料分别为30多万方和200多万方。作

者先后在上述两条高速公路采集了5个高液限土土

样。在湖南长沙采集了砂土，用于验证本文提出的

压实度控制下限值计算公式的合理性。各土样基本

物理性质指标测试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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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

2.2  吸附结合水测试结果及分析

国内外主要采用热重分析法[16,19]、等温吸附法[20]

和容量瓶法[17,18,21]测定土中结合水。热重分析仪价

格昂贵，且只能测试1g左右的试样。等温吸附试验

中，高液限土颗粒易堆积或成团，水分子只能被吸

附在土团表面，难以测定出全部的吸附结合水。容

量瓶法中，土颗粒在水中能完全分散，充分吸附结

合水，且测试简便，便于工程应用。因此，本文采

用容量瓶法测定所选土样的吸附结合水。

本文参照文献[21]给出的方法进行试验。先将

土在105℃温度下烘干冷却后，取一定质量的干土与

一定体积的水在容量瓶中和25℃恒温条件下混合，

使土颗粒完全分散并充分吸附结合水。由于吸附结

合水的密度由吸附前的1.0(g·cm-3)增至1.3(g·cm-3)
[22]，会使得总体积的减小。通过观测容量瓶中总体

积的变化，并进行蒸发校正，根据公式(1)计算得到

标准温度下土样的吸附结合水含量。

式中：ρ we为吸附结合水密度，取1.3(g·cm-3)；ρ wt

为25℃时水的密度；ms为干土颗粒质量；ΔV为进行

蒸发校正后的总体积减小量，根据公式(2)计算。

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分析表明，吸附结合水含量与

黏粒含量、液限、塑限各指标之间均为正相关，相

关系数分别为0.910、0.937和0.991，吸附结合水

与塑限相关性最好，且均低于塑限。

当土处于塑限时，即半固态与可塑态之间的状

态，结合水包括了全部的吸附结合水和其它弱结合

水[13]，因此吸附结合水含量会略低于塑限。随着含

水率的增加，弱结合水逐渐增多，土的塑性增强，

直至增至液限时，土中水既包括全部吸附结合水还

包括其它剩余的所有弱结合水和少量自由水。因

此，吸附结合水含量与塑限相关性最大，与液限的

相关性次之。此外，由于不同高液限土中黏粒的矿

物成分不同，不同黏土矿物吸附结合水的能力差异

大，因此相对于与界限含水率指标的相关性而言，

吸附结合水与黏粒含量的相关性与相对较小。

为了进一步验证高液限土吸附结合水含量与塑

限的相关性，将本文5个土样和文献[23]中10个高

液限土样的吸附结合水与塑限测试结果进行回归分

析，建立了相应的回归公式(3)，以便于工程中对

吸附结合水含量进行预估：

    wg=0.853wp                                        (3)

式中：wp为土的塑限；回归相关系数为0.987。

3  吸附结合水对高液限土击实特性和强度及水稳性

的影响

在南方湿润气候条件下，利用高液限土填筑

路基时往往需通过晾晒将含水率降低后进行碾压，

不同含水率状态下填料的可压实性，浸水后填料的

强度及水稳性也有所差异。为了研究吸附结合水对

上述填料路用性能的影响，考虑现场施工的实际工

况，进行了湿法重型击实试验、并对平行击实试件

进行了浸水CBR试验。各土样湿法重型击实后的干

密度、浸水CBR膨胀量和浸水CBR值随初始含水率的

变化曲线如图4所示。

击实试验结果表明，高液限土最佳含水率远大

于砂土最佳含水率，最大干密度则相反。由于高液

限土吸附结合水含量远大于砂土吸附结合水含量，

且吸附结合水具有近似固体的性质，在重型击实条

件下也不易失去，因此高液限土最佳含水率高、最

大干密度低。由于各土样的最佳含水率均低于表2

中给出的各土样吸附结合水含量，若将该含水率状

态下的土中水视为土中固相的一部分，固相密度用

ρ dmax(1+wopt)计算，则高液限土固相密度与砂土固相

密度相近，只是由于吸附结合水的密度比土颗粒的

密度小，高液限土固相密度略低于砂土固相密度。

wg= ρ we-ρ w ms

ρ we ρ w ΔV

ΔV= +V0-Vt-V1ρ weGs

ms

(1)

(2)

式中：Gs为干土颗粒的比重；V0为加入水的体积；

Vt为吸附平衡时容量瓶中液面读数；V1为吸附平衡

时水的蒸发损失量。

为了确保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按上述方法对本

文选取的土样进行了平行试验。各土样吸附结合水

平行测定结果见表2。

试验结果表明，高液限土吸附结合水含量远

大于黏土质砂的吸附结合水含量。由于高液限土样

黏粒含量相对较大，电镜扫描照片表明高岭石黏土

颗粒又具有许多叠片状微孔隙，大大增加了黏土颗

粒的比表面积，加之结合水主要吸附于黏土颗粒表

面，因此高液限土能吸附较多的结合水。而黏土质

砂中黏粒和黏土矿物含量较少，且土颗粒不具有微

孔隙特征，使得比表面积相对较小，吸附水的能力

相应减弱，因此测得的吸附结合水含量较小。

试验结果也表明，不同高液限土的吸附结合水

含量也有所差异。考虑到黏粒含量、液限和塑限是

基本土性指标，采用常规土工试验方法即可测得，

为了建立常规土性指标与吸附结合水含量的之间的

关系，便于当缺乏容量瓶法试验条件时，也能对高

液限土的吸附结合水含量进行预估。根据表1所示

结果，对吸附结合水含量与上述三个基本土性指标

表2  各土样的吸附结合水含量测定结果

试样编号
干土

质量ms/g
比重Gs

干土
体积Vs/cm

3
水体积
V0/ml

最终液面
读数Vt/ml

蒸发量
V1/ml

总体积减小
量ΔV/ml

吸附结合
水含量wg/%

wg平均值/%

HT-1-1 26.26

2.74

9.58 245.00 252.73 0.20  1.65  27.3

27.1

HT-1-2 26.68 9.74 245.00 252.88 0.20  1.66  26.9

WY-6-1 26.50

2.71

9.78 245.00 252.89 0.20  1.69  27.6

27.7

WY-6-2 24.79 9.15 245.00 252.35 0.20  1.60  27.9

WY-9-1 22.59

2.73

8.27 245.00 251.77 0.20  1.30  25.0

24.8

WY-9-2 22.65 8.30 245.00 251.81 0.20  1.29  24.6

WY-10-1 25.20

2.73

9.23 245.00 252.35 0.18  1.70  29.2

29.4

WY-10-2 24.90 9.12 245.00 252.24 0.18  1.70  29.6

WY-11-1 25.15

2.74

9.18  245.00  252.24 0.18  1.76  30.3

30.5

WY-11-2 25.17 9.19  245.00  252.22 0.18  1.79  30.8

CS-1 24.36

2.69

9.06 245.00 253.13 0.18  0.75  13.3

13.2

CS-2 26.46 9.43 245.00 253.45 0.18  0.80  13.1

图2  土中结合水和自由水示意图[13]

(a) WY-9高液限土  (b) CS黏土质砂

图1  部分试验土样电镜扫描照片(放大2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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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水CBR膨胀量试验结果表明，各土样的膨胀

量均随初始含水率的降低而增大，当初始含水率低

于吸附结合水含量时试样浸水后的膨胀量显著增

大。这是因为各土样天然含水率大于塑限，在该含

水率状态下击实后土中水包含了所有吸附结合水，

且试样基本处于饱和状态，浸水后水仅填充土中孔

隙，土体没有发生浸水膨胀。随着初始含水率降

低，土中结合水逐渐减小，浸水后水不仅填充气相

还会与土颗粒结合，使结合水膜增厚，土颗粒间距

增加，从而使得土样浸水后膨胀量增大。当初始含

水率低于吸附结合水含量后，土体浸水后的膨胀量

会显著增加，远大于砂土在高密度和低含水率状态

下的膨胀量。

浸水CBR的试验结果表明，在天然含水率状态

下由于高液限土的密度低，土中细粒之间多是弱结

合水膜接触，使得土体强度极低，满足不了规范对

路基填料强度的要求。随着初始含水率降低，浸水

后虽然黏粒结合水膜增厚，但粉粒和粗粒之间的刚

性接触保证了土体整体强度，因此随着土的干密度

增大，CBR也随之增大。随着初始含水率逐渐减小

至吸附结合水含量附近，土中水多具有固体性质且

具有一定抗剪强度，此状态下高液限土的CBR均在

4%～8%范围内，能满足规范对下路堤填料的要求。

当初始含水率大于最佳含水率2%～3%时，浸水CBR

出现峰值。由于高液限土吸附结合水能力强，土中

细粒之间多是结合水膜接触，因此其CBR峰值要小

于砂土的CBR峰值。

由此可见，吸附结合水是影响高液限土击实性

能、强度和水稳性的重要因素。因其具有一定固体

性质，使高液限土在高含水率状态下还能保持一定

强度，达到作为下路堤填料的要求。

4  结合水对高液限土压缩性的影响

在南方湿润地区，利用高液限土填筑路基，

通常只能在大于最佳含水率的状态下进行碾压，压

实度会较低，普遍担心高液限土路基工后沉降量会

较大。为了评价高液限土在高含水率状态下的压缩

性，对湿法重型击实曲线的湿侧各点对应的土样，

开展了非饱和固结试验测定100kPa至200kPa范围的

压缩系数a1-2。对湿法重型击实曲线湿侧平行击实试

件，用固结环刀取试件中部土样。按照《公路土工

试验规程》(JTG  E40-2007)采用固结仪法，对非饱

和环刀样按照50kPa、100kPa和200kPa顺序逐级加

载。土样固结时用湿棉纱围住上下透水面四周，避

免试样水分蒸发。不同含水率状态下高液限土压缩

系数测试结果如图5所示。

试验结果表明，土体的压缩系数随含水率的

增大而增大。当含水率小于吸附结合水含量时，

压缩系数随含水率增加较缓。当含水率大于吸附

结合水含量后，受力可变形和迁移的弱结合水增

加，因此压缩系数会随含水率的增大显著增大。

但各高液限土在高含水率状态下的压缩系数a1-2均

小于0.5(MPa -1)，都能满足规范对填料压缩性的

要求。

对固结试验完成后的试样进行了含水率测定。

测定结果表明，在200kPa上覆荷载作用下各试样的

含水率基本没有变化。试验前后含水率变化最大的

是WY-6在天然含水率状态下的试样，含水率仅减小

了0.2%。尽管在高含水率下高液限土干密度较小，

但因含水率远小于液限，土中没有自由水，且吸附

结合水在1.6MPa荷载作用下也不会被排出[24]其余

弱结合水也仅会在大于200kPa荷载作用下排出。因

图6  考虑结合水的高液限土三相示意图

图5  不同含水率状态下击实高液限土样压缩系数

图例:×为各高液限土的吸附结合水含量对应的插值

假设高液限土在含水率大于吸附结合水含量状

态下压实的干密度为ρ d，则此时固相密度ρ＇d为：

    ρ＇d=ρ d(1+wg)           (4)

式中：wg为吸附结合水的含量。

在室内湿法重型击实最大干密度ρ max状态下，

若土的吸附结合水含量大于最佳含水率，则最佳含

水率状态下土的实际吸附结合水含量为wopt，该状

态下固相密度ρ＇max为：

(a) HT-1  (c) WY-9

(e) WY-11

(b) WY-6

(d) WY-10 (f) CS

图4  湿法击实及CBR试验结果

图例：   为击实曲线；   为CBR曲线；   为CBR膨胀量曲线。

此，高液限土的压缩主要是土中孔隙气的减小，吸

附结合水并不会受到上覆荷载的影响。

5  高液限土压实度控制标准及应用

现行公路路基设计和施工技术规范中均对路堤

不同部位的压实度提出了控制标准。但无论对何种

土质，压实度测定时均只考虑土中包含强结合水的

土颗粒。通过对海南高液限土的吸附结合水含量的

测定以及填料工程性质试验可以发现，高液限土中

吸附结合水含量较大，因其同样具有固相性质，使

得高液限土即使在相对较高的含水率状态下强度、

水稳性和压缩性均较好。

此外，高液限土只作为下路堤填料，且一般会

对路堤边部采用低液限土包边或格栅加筋等措施，

提高边坡稳定性同时减少大气干湿循环作用对高液

限土填料的影响。因此，南方气候条件下，路面以

下的下路堤填料的温度极少会出现高于25℃(本文

吸附结合水含量标准测试温度)的情况[25]，即使极

端升至30℃，吸附结合水含量的减少也不会超过

1%[17]，对固相压实度的影响也不会超过0.8%。此

外，现场调查表明，南方气候条件下细粒土路基含

水率会从初始压实控制含水率逐年升至平衡含水率

(约为塑限)[26]。由于塑限大于吸附结合水含量，

在高液限土路基湿度平衡后的运营期内直至设计使

用年限末期，高液限土吸附结合水含量都是相对稳

定的。因此可将吸附结合水视为高液限土固相一部

分，进行压实度计算。

图6为当高液限土含水率大于吸附结合水含量

时，将吸附结合水视为土中固相后的三相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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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吸附结合水含量与最佳含水率的差值越大，可

降低的压实度也就越大。本文计算得到的文献[1]

和文献[2]土样的压实度控制下限值与相应文献根

据大量室内外试验及工程验证提出的下限值一致。

由于黏土质砂中黏土颗粒少，整体吸附结合水的能

力较弱，最佳含水率与吸附结合水含量接近，因此

计算得到压实度控制下限值仍为93%，即对于优质

填料，不需要降低压实度控制标准。

降低压实度控制标准后，对于高液限土填高

应有所限制。根据表3中的海南高液限土压实度控

制下限值以及图4和图5所示试验结果，可以在图5

中插值得到各土样压实度控制下限值所对应的压缩

系数。考虑到填方路堤整体最大自密沉降不得超过

30cm，以及上路堤和路床部分也存在自密沉降，本

文按照下路堤自密沉降不得大于20cm，将下路堤顶

面所受荷载计为80kPa，参照文献[8]中的方法，计

算了压实度控制的下限值对应的高液限土下路堤最

大填筑高度Hmax，一同列于表3。计算结果表明由于

本文所选的不同海南高液限土压缩性不同，按压实

度控制下限值填筑高液限土最大填高也不相同，在

16m～22m范围内。文献[1]对福建26.5m高的路堤

(其中高液限土填高25m)的现场监测表明，在高含

水率和压实度控制下限(88%)填筑的路堤工后沉降

量小，长期稳定性好，但宜在铺筑路面前预留一定

路基自密沉降的时间。

按照本文提出的高液限土路基压实控制方法

与标准，对海南海屯高速公路和万洋高速公路高液

限土下路堤进行了压实控制，高液限土最大填高

16m。根据湿法击实曲线、CBR曲线和计算得到的压

实度控制下限值确定了压实控制含水率。表4为高

液限土路基试验段现场压实度平均值检测结果。现

场压实含水率均略低于天然含水率2.3%～4.9%，但

大于最佳含水率7.7%～11.8%；常规压实度均能大

于压实度控制下限值且固相压实度均大于93%。

由于低压实度的高液限土下路堤顶面弯沉较

大，模量较低，为了提升路基整体刚度并达到路基

顶面验收弯沉值的要求，需在上路堤和路床填筑模

量较大和水稳性好的填料进行刚度补偿。根据文献

[26]提出的路基刚度补偿方法，对海南海屯高速公

路和万洋高速公路高液限土路基进行了上路堤与路

床的刚度补偿设计，既充分高效利用了高液限土又

保证了路基强度和刚度的要求。海南海屯高速公路

高液限土路段已经通车6年，至今运营良好。

6  结论

(1)高液限土黏粒含量大且黏粒具有大量微孔

隙结构，吸附结合水能力强。吸附结合水含量与塑

限相关性最大，前者约为后者的0.853倍。

(2)因为吸附结合水含量大，使得高液限土相

对砂土而言最大干密度较小，最佳含水率较大。吸

附结合水含量状态下高液限土重型击实试件浸水后

CBR能满足规范对填料强度的要求，且水稳性好。

高含水率状态下高液限土的压缩主要是孔隙气的排

出，吸附结合水不受到上覆荷载的影响。

(3)因为吸附结合水具有近似固体的特性，且

在高液限土路基湿度平衡后都相对稳定，故可将其

视为土中固相一部分。基于现行规范对高速公路下

路堤压实度的要求，提出了以吸附结合水含量和最

佳含水率为参数的压实度控制下限值计算公式，并

验证了其合理性和实用性。高液限土路基压实度控

制的下限值并非定值，吸附结合水含量与最佳含水

率之间相差越大，压实度控制的下限值越低。

(4)降低高液限土下路堤压实度标准后，相应

的填筑高度应有所控制，且需要在上路堤和路床进

行刚度补偿，以达到路基顶面验收弯沉值的要求。

本文提出的考虑吸附结合水影响的高液限土路基压

实度控制标准还有待更为广泛的工程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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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括号内是相关文献研究确定的值；Hmax为高液限土下路

堤最大填筑控制高度。

  ρ＇max=ρ max(1+wopt)         (5)

则将吸附结合水视为土中固相一部分之后的压

实度（本文称之为固相压实度）为：

参数解释表

K＇= = =K
ρ＇max ρ max(1+wopt) 1+wopt

ρ＇d ρ d(1+wg) 1+wg

Kmin=93%
1+wopt

1+wg

(6)

(7)

式中：K＇为固相压实度；K为常规压实度。

用高液限土填筑高速公路下路堤时，对其固相

压实度按照现行公路路基设计规范要求进行控制，

即K＇不小于93%，则常规压实度下限值Kmin为:

从上式可以看出，由于高液限土吸附结合水的

含量wg大于最佳含水率wopt，因此高液限土用作下

路堤填料时压实度可适当降低。由于不同高液限土

吸附结合水的含量和最佳含水率不同，因此相应压

实度降低标准也不同。

当土吸附结合水能力较弱，wg小于或等于wopt

时，则最佳含水率状态下土的实际吸附结合水含量

为wg，即公式(7)中wopt=wg，压实度下限值会保持

93%不变，即压实度控制标准不需降低。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提出的压实度控制下限

计算公式的合理性和实用性，根据公式(7)计算了

本文海南高液限土、长沙黏土质砂作为高速公路下

路堤填料时压实度控制的下限值。根据文献[1]和

文献[2]给出的高液限土塑限和本文公式(3)和公式

(7)，计算了压实度控制下限值，结果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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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回弹弯沉是评定路基和路面结构的整体刚度、

强度的关键指标，其值越大，路基路面结构的整体

刚度越低，结构承载能力也越差；反之，则路面结

构整体刚度越高，承载能力也越好。因此我国目前

在路面设计、验收和质量评定时，均以弯沉作为关

键控制指标。现有《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中，弯沉的标准检测方法为贝克曼梁法，但是随着

时代的发展，原有标准测试车型逐渐被淘汰，使得

可供测试的标准车越来越少，加之贝克曼梁法检测

效率低、精度差、人员操作失误较多、人员投入大

等弊端，国内各省份逐步开始采用一种新型的动态

检测手段——落锤式弯沉仪（FWD）法，该方法测

试效率高、精度高、人员投入少，且能模拟实际行

路基贝克曼梁弯沉与FWD弯沉关系研究

范璐璐，涂亮亮，刘  忠，许  勐
（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深圳 518034）

[摘  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贝克曼梁弯沉测试方法逐渐无法适应当下快速、精确测试的要求，落锤式弯沉仪成为弯沉测试

的替代方法。但是目前尚无针对落锤式弯沉验收标准，仍需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本研究依托广东某高速公路路基建设项

目，分别进行了贝克曼梁和落锤式弯沉测试。首先采用直接回归法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弯沉数据较离散，不同函数下

回归相关系数均较低，采用物理意义更加明确的幂函数形式，得到了动静弯沉直接转换关系式；然后采用代表值回归法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数据相关性较高，采用幂函数形式得到了动静弯沉代表值转换关系式；最后分别对不同软基处置路段

和填挖方式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软基处置方式和路基填挖方式对弯沉转换关系影响不大。

[关键词]  弯沉，贝克曼梁，落槌弯沉仪，转换关系，验收标准

Study on the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mic and static deflection of Subgrade

Fan Lulu, Tu Liangliang, Liu Zhong, Xu Meng
(Shenzhe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rp., Shenzhen, 518034)

Abstract: The Beckmann beam deflection test method gradually can’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rapid and accurate test with 

the society development. The falling weight deflectometer becomes an alternative method of deflection test.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ckmann deflection and FWD deflection still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for there isn’t an acceptance criterion for FWD 

deflection test at present. In this study the Beckmann deflection and FWD deflection was tested respectively on the subgrade of one 

highway in Guangdong Province. First, the direct regression method is u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flection data are relatively 

discrete and the regress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re low using different functions. The power function with more clear physical 

meaning is used to obtain the direct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mic deflection and static deflection. Then the representative 

value regression method is used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ata are highly correlated. The power function is used to obtain the 

representative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ynamic deflection and static deflection. Finally, the data from different soft foundation 

disposal sections and excavation/filling section a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ft foundation disposal and excavation/filling 

methods have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deflection conversion.

Keywords: deflection; Beckmann beam; falling weight deflectometer; conversion relationship; acceptance 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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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动态荷载对道路结构的作用，是贝克曼梁法的理

想替代方法[1]。

由于贝克曼梁法和落锤式弯沉仪法动、静测试

特征的不同，导致二者之间的弯沉值仍需进一步的

转换，故目前尚无FWD法的国家和行业验收标准。

目前国内各省、市、建设项目已经展开了大量研究

工作，构建了各自的换算方法，其中大部分研究均

采用了线性回归模型[2-12]。我国辽宁省发布了《公

路路基弯沉验收标准》DB21  T  2764—2017，但是

由于FWD弯沉与贝克曼梁弯沉直接的关系可能与路

基土性、温度、湿度、填筑类型、填筑高度等因素

影响，各回归模型并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落锤

式弯沉仪与贝克曼梁之间毫无关系可寻，对于某一

地区，或某一类型的路面结构，两者之间存在对应

关系。故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

及影响因素。

本研究立足于广东高速公路路基工程建设项

目，开展动静弯沉转换关系研究，并分析了不同软

基处理路段、填挖路段的影响规律，保证回归关系

的可靠性。本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对FWD弯沉测试

用于路基弯沉验收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测试概述

1.1  依托工程概述

本研究依托广东省某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线路通过区底层主要有第四系全新统（Q4）粉质黏

土、淤泥质黏土、粉、细砂、中粗砂及卵砾石等。

测试路段分为两个标段：

（1）测试段一

沿线部分为不良地质路段，主要的不良地质为

置，并取其平均值。

2  试验结果

2.1  动静弯沉转换关系

一共对近1000个测点进行了测试，两种测试方

法对比数据见图2。

结果表明，测试路段一，也即软弱路基段的弯

沉相对更大，一方面是因为软基段未完工路段，也

即未完成压实工序的路段更多；另一方面，也是软

基段路基承载能力更弱一些，尽管已经进行了相关

处置。

下面对弯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1）直接回归法

首先采用不同函数形式直接对贝克曼梁和FWD

弯沉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2。

测试路段长度 现场含水量（%） 软基处理方式

K1+156—K2+356 4.7 沉管碎石桩

K5+150—K5+210 3.0 高压旋喷桩

K6+450—K6+650 4.0 预应力管桩

K7+050—K7+200 4.3 振冲碎石桩

K9+415—K9+725 5.4 水泥湿喷桩

表1  弯沉测试标段一分路段状况

图1  贝克曼梁弯沉测试车轮胎接地面积（cm2）

图2  所有测点贝克曼梁和FWD弯沉对比结果

软土和砂土液化，故进行了深部处理。试验路段路

基填土类型为砂性土，分路段路基状况及软弱地基

处置工艺见表1。

    lFWD=20.781lBB
0.4034               （1）

整体上贝克曼梁弯沉与FWD弯沉存在类似线性

关系，但是相关性相对较差。事实上，贝克曼梁弯

沉回弹弯沉包含了弹性变形及粘性变形，而FWD弯

沉则主要为弹性变形部分。由于土体为粘弹塑性

体，土基相较于路面基层或面层，其粘性、塑性不

可忽视，尤其是压实不足，或土性质不好（偏黏

性）时，其粘塑对于二者换算影响更加显著，因此

可以预测路面基层和面层的动静弯沉数据相关性会

更好，更容易满足《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E60  T0953中给定的相关系数0.95的要求。而对于

土基的弯沉换算，采用直接回归分析的方式很难达

到该限定。

（2）代表值回归法

考虑到路基弯沉验收时采用的是代表弯沉值，

因此提出将路基顶面弯沉值按照贝克曼梁弯沉测试

结果进行排序，每隔10（0.01mm）作为一个计算

段，分别计算每个计算路段FWD和贝克曼梁的弯沉

代表值，贝克曼弯沉和FWD弯沉数据存在较好的相

关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不同函数形式的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

数学表达式 相关系数R2 过零点

y=0.496x+83.068 0.6367 否

y=93.375e0.0034x 0.5901 否

y=53.644In(x)-111.81 0.5833 否

y=-0.0003x2+0.592x+76.892 0.6377 否

y=20.781x0.4034 0.6370 是
数学表达式 相关系数R2 过零点

y=0.4537x+110.58 0.9361 否

y=119.31e0.0026x 0.9195 否

y=59.089In(x)-113.57 0.9399 否

y=-0.0009x2+0.7115x+94.111 0.9451 否

y=32.021x0.3458 0.9281 是

表2  不同动静弯沉转换关系

表3  不同动静弯沉转换关系

图3  贝克曼梁和FWD弯沉回归结果

在进行测试时，FWD弯沉车与贝克曼梁进行同

步测试，FWD由于测试效率高，行走在前，并逐一

标记测试位置，贝克曼梁标准车尾随其后，保证

贝克曼梁测点位于FWD测试标记点内。测点间距10

米，均位于行车道位置处，同一路线进行往返测

试，分别使贝克曼梁标准车左轮和右轮置于测点位

（2）测试段二

测试路段总长度为8.990km。路段所在区域为

农田湿地区，分为挖方路段和填方路段，路基填土

类型为砂性土。

需要说明的是，每个测试段均存在完全压实

（完工）和未完全压实（未完工）路段，以模拟路

基不同的状况，保证换算关系具有代表性。

1.2  测试方法

贝克曼梁弯沉测试按照《公路路基路面现场

测试规程》E60  T0951的标准测试方法。贝克曼梁

长3.6m，测试车后轴重10050kg。并实时测试轮胎

接地面积，以计算轮胎的接地压力，计算结果如图

1，轮胎接触面积动弯沉FWD测试按照《公路路基路

面现场测试规程》E60  T0953的标准测试方法，落

锤重200kg，加载峰值荷载为50kN，承载板直径为

30cm，每点实测接地压力约为0.7±0.05MPa。

当选择合理的数据拟合数学模型时，如果拟

合模型不过零点（如现有大多数研究采用的线性模

型），其物理意义不明确，即理论上讲，静弯沉为

0时，动弯沉也应为0。综合考虑模型的实用性和简

洁性，采用幂函数形式既有较好的物理意义，又具

有较好的相关系数，结果如图3。

故动静弯沉代表值换算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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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是否一致。本课题采用邹至庄检验，即Chow 

test，它可以用来判定两组不同数据的线性回归

系数是否相等。假设两组数据：y=a1+b1x1+c1x2+ε及
y=a2+b2x1+c2x2+ε，其残差为未知方差的独立同分布

的正态分布，判定是否a1=a2，b1=b2和c1=c2。设定Sc

是组合数据的残差平方和（RSS），S1是第一组数据

的残差平方和（RSS1），S2是第二组数据的残差平

方和（RSS2）。N1和N2分别是每一组数据的观察数

目，k是参数的总数。得到如下F统计量是：

弯沉和FWD弯沉测试，并对二者的转换关系进行了

研究，得到的具体结论如下：

（1）采用幂函数形式进行回归分析，不仅物

理意义明确，相关系数也较高，宜作为动静弯沉转

换函数形式。

（2）采用直接回归法得到了动静弯沉直接转

换关系式。由于土体为粘弹塑性体，总体回归效果

较差，相关系数较低。

（3）按照弯沉排序分段计算代表值，得到了

动静弯沉代表值转换关系式，关系式相关系数可达

0.9以上，可作为路基弯沉验收转换关系。

（4）不同软基处置路段弯沉可用动静弯沉直

接转换关系进行预测，即软基处置工艺对贝克曼梁

和FWD弯沉的转化关系影响不大，但是相关性相对

较差，数据较离散。不同填挖方式路基弯沉动静弯

沉代表值转化模型一致，即填筑类型对贝克曼梁和

FWD弯沉的转化关系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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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沉管碎石桩 （b）高压旋喷桩

（c）预应力管桩 （e）水泥湿喷桩（d）振冲碎石桩

图5  各段实测弯沉与预测值对比结果

图6  填挖方段动静弯沉对比结果

(S1+S2)/(N1+N2-2k)
(Sc-(S1+S2)/k

填方路段的残差平方和S1 595.6203

挖方的残差平方和S2 217.7309

综合残差平方和Sc 1190.595

F检验量 3.246697

自由度1 2

自由度2 14

检验值P=0.05 3.738892

表4  不同填筑形式路基动静弯沉转化关系的假设检验

图4  贝克曼梁和FWD弯沉代表值回归结果

通过对二者代表弯沉值进行回归分析即可得到

动静弯沉的转化关系模型。

综合考虑模型的实用性和简洁性，采用幂函

数形式既有较好的物理意义，又具有较好的相关系

数，如图4。

结果显示采用该方法进行回归相关系数可达

0.928，回归效果理想。故动静弯沉代表值换算关

系为：

    lFWD=32.021lBB
0.3458              （2）

2.1  软土路基处置方式对动静弯沉影响分析

然后对不同的软基处置路段的贝克曼梁弯沉和

FWD弯沉进行对比分析。由于采样数据量有限，无

法采样代表值回归法进行计算。因此这里对比分析

了采用式（1）所得的预测曲线与弯沉单点值。结

果如图5。

结果表明，软土路基路段贝克曼梁弯沉与FWD

弯沉相关性相对较差，数据较离散。其中沉管碎石

桩路段、高压旋喷桩、预应力管桩路段振冲碎石桩

路段与式（1）给定的转换关系吻合度较高。水泥

湿喷桩路段FWD弯沉较预测值略大，且其总体弯沉

较其他路段偏大，可能是该路段压实尚未完成，压

实度不足，塑性变形较大，贝克曼梁回弹较少。

总体来说，直接回归法所得回归关系能够较好

的预测经处置的软弱路基路段。

2.2  路基填挖方式对动静弯沉影响分析

对该路段还按照填筑形式进行了划分，即分

为填方>1米、填方0-1米和挖方段。由于填方0-1m

路段数据点太少，故暂不做分析。采用代表值回归

法，对填挖方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图6。

可以看到，二者的相关系数均较高。由于现有

对路基填筑材料的严格要求，基本上所有挖方路段都

会进行换填性能良好的筑路材料，并且换填深度一般

都大于0.5m。因此，由以上的现场测试数据可知，填

筑方式对动静弯沉测试结果转化关系影响较小。

为明确路基填筑类型对动静弯沉转化关系的

影响，采用数理统计中的假设检验分析不同路基

填筑类型下的动静弯沉转化数学表达式从统计意

如果两模型不存在显著差异，那么（S1+S2）与

Sc不应是统计上显著不同的。该F统计量值是服从自

由度为k和N1+N2-2k的F-分布。按照上述提出的邹至

庄检验对比填方和挖方路段数据，结果如下表。

（3）

由表可知，F检验量<3.738892，证明填方和挖

方路段对应的贝克曼梁和FWD弯沉幂函数转化关系

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别。因此，可以认为两个路段的

动静弯沉转化模型一致，即填筑类型对贝克曼梁和

FWD弯沉的转化关系影响较小。

3  结论

本课题对广东某高速公路路基进行了贝克曼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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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软基处理对地铁影响的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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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众多城市大力开展地铁建设，地铁的建设、运营与其它建设项目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多，这

些相互影响中包括软基处理对已建地铁的影响。要保证建设项目对已建地铁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必须采用有效的控制手

段，并进行必要的数值分析。本文以南方某城市大面积软基处理为例，介绍有限元法在大面积软基处理对地铁影响分析中的

应用，并讨论大面积软基处理对地铁影响分析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关键词]  软基处理；地铁；有限元分析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large area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on the subway

Chen Mengou1, Wu Jie2

(1.Shenzhen Surve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Shenzhen,518026;

 2.Shenzhen Shantytown Renovation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Ltd.,Shenzhen,518019)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many cities are vigorously carrying out subway construction.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subway and other construction projects is greatly increasing, including the 

influence of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on the subway which is built already.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on the built subway is controllable, effective control methods must be adopted and necessary numerical analysi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large area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in a city of southern China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the 

application of finite element method in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large area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on the subway. And we will 

discuss some main 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large area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on 

the subway.

Keywords: soft foundation treatment; subwa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FEA）

0  前言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地铁成为公共交通不

可或缺的形式，众多城市都已建成或规划多条地铁

线路，地铁的建设和运营也对其它建设项目带来越

来越多的影响，例如：地铁修建时除了考虑其隧道

和车站支护结构自身的安全，还要考虑对周边环境

（市政管网、房建等）的保护；已建地铁周边进行

开发建设时，需要考虑对地铁的保护，确保地铁隧

道及结构的变形和内力不超过其允许值；在规划地

铁线路周边进行开发建设时，不得在规划地铁线路

位置上留下后期施工障碍。

在东部和南部沿海城市，存在大量的海积平

原（滩涂），要在这些海积平原（滩涂）上进行建

设，就必须先进行大面积软基处理；当海积平原

（滩涂）下方已建地铁时，就需要考虑大面积软基

处理对地铁的影响。

本文以南方某城市大面积软基处理为例，介绍

有限元法在大面积软基处理对地铁影响分析中的应

用，并讨论大面积软基处理对地铁影响分析中应注

意的几个问题。

1  项目概况

拟建的南方某城市新航站区位于已有的航站

楼北侧，由航站楼主体、卫星厅及配套设施如联络

道、滑行道、停机坪、建筑区、物流仓储区等组

成，总占地面积超过350万平方米。

场地内的地质条件从上至下依次为：杂填土、

素填土、填污泥、填淤泥、淤泥、含有机质中粗

砂、粉质黏土、淤泥质粉质黏土、中粗砂、砂质黏

性土、下伏长城系混合花岗岩。场地内典型地质断

面图见图1。

图1  场地内典型地质断面图

表1  各分区软基处理方案

拟建航站区场地内有多条地铁线、城际轻轨

和高铁等轨道交通。其中地铁已建成通车，在新

航站区软基处理范围内有地下车站（共3个地铁车

站，下文从南至北依次简称为车站A、车站B和车站

C）、明挖风井、区间盾构隧道、停车场和出入段

线，进行软基处理时需考虑对其的保护。

根据地层条件和使用功能及场地现状情况，地

铁线路安保区采用了开挖整平、搅拌桩复合地基、

真空预压+搅拌桩复合地基、袖阀注浆等地基处理

形式。各区具体的软基处理方案见表1。

场地分区 功能分区（场地条件） 软基处理方案

隧道安保区

场道区（填土、填污泥区） 搅拌桩复合地基

场道区（纳淤区） 真空预压+搅拌桩复合地基

建筑区（航站楼、卫星厅） 插板排水堆载预压

建筑区（其它） 搅拌桩复合地基

市政道路区（填土、填污泥区） 搅拌桩复合地基

市政道路区（拦淤堤、海堤） 袖阀注浆

地铁安保区从南往北地基处理方式为：

（1）车站A至风井明挖段，开挖整平处理，地

铁保护区外堆载预压处理；

（2）地铁风井至车站B区间隧道靠近风井区

域，搅拌桩复合地基处理，地铁保护区外堆载预压

处理；

（3）地铁风井至车站B区间隧道中间区域，先

真空预压（插板不穿透淤泥）后搅拌桩复合地基处

理，地铁保护区外堆载预压处理；

（4）地铁风井至车站B区间隧道靠近车站B区

域，搅拌桩复合地基处理，地铁保护区外堆载预压

处理；

（5）车站B，开挖整平处理，地铁保护区外堆

载预压处理；

（6）车站B至车站C区间隧道区域，开挖整平

后搅拌桩复合地基处理，地铁保护区外堆载预压处

理；

（7）车站B至停车场出入场段，开挖整平后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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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隧道上方搅拌桩处理典型断面图

图3  车站结构两侧堆载预压处理典型断面图

拌桩复合地基处理，地铁保护区外堆载预压处理。

各不同保护区的典型断面如图2和图3（其它地

基处理典型断面略）。

2  建模分析

2.1  分析内容

根据前面的介绍，本项目共分析以下九个方面

的内容：

（1）软基处理对车站A至风井明挖区间段的影

响，包括场地整平、搅拌桩施工以及两侧堆载预压

引起的明挖区间结构变形、内力；

（2）软基处理对风井至车站B盾构区间段的影

响，包括场地整平、控制性降水（现状标高大于6m

范围）、搅拌桩施工以及两侧堆载预压引起的隧道

结构变形、内力；

（3）软基处理对风井至车站B盾构区间段的影

响，包括真空预压（现状地面为淤泥区域）、搅拌

桩施工以及两侧堆载预压引起的隧道结构变形、内

力；

（4）软基处理对车站B及其附属结构的影响，

包括场地整平、搅拌桩施工以及两侧堆载预压引起

的明挖区间结构变形、内力；

（5）软基处理对车站B至车站C盾构区间段的

影响，包括场地整平、搅拌桩施工以及两侧堆载预

压引起的隧道结构变形、内力；

（6）软基处理对车站B至地铁停车场盾构段的

影响，包括场地整平、搅拌桩施工以及两侧堆载预

压引起的隧道结构变形、内力；

（7）软基处理对车站B至地铁停车场明挖区间

段的影响，包括场地整平、搅拌桩施工以及两侧堆

载预压引起的明挖区间结构变形、内力；

（8）软基处理对地铁停车场的影响，包括场

地整平、搅拌桩施工以及两侧堆载预压引起的机场

北站停车场结构变形、内力；

（9）软基处理对站台与隧道连接处结构的影

响。

本文根据工程的施工组织工序采用有限元软件

建立二维及三维模型，对明挖结构及区间隧道的危

险断面及代表性区段进行动态数值模拟，分析软基

处理施工对地铁区间隧道和明挖结构的不利影响，

并评估地铁区间隧道的安全性。

2.2  地铁保护控制标准

根据该城市及所在省份的城市轨道交通保护

规程，车站、隧道结构绝对竖向位移量及水平位移

量≤20mm（包括各种荷载加载和卸载的最终位移

量），变形缝差异沉降≤20mm；若无法取得初值

时，控制标准按上述标准的1/2计算。故本项目地

铁保护的控制标准为：车站、隧道结构竖向及水平

位移量≤10mm，变形缝差异沉降≤10mm[1]。

2.3  分析模型

采用MIDAS/GTS软件对上节所述的八个区段进

行建模分析，分析模型包括二维模型和三维模型；

经找原地铁设计单位咨询，本项目地铁站台与隧

道连接处采用柔性连接，故分析软基处理对站台

与隧道连接处结构的影响时，在站台和隧道之间

设置一个很窄的过渡单元，并弱化过渡单元的刚

度。有限元计算参数参考《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DBJ  15-31-2003）》和《陆培炎科技著作及论文

选集》。

因本项目面积大，地基处理工况多，且部分位

置存在卸载，故需要分析计算卸载引起的地铁隧道

隆起，同时，需要逐个工况分别计算，以避免出现

最终工况变形在控制范围内但过程工况变形超标的

情况。

各不同分析内容的三维模型见图4和图5（本文

仅列出部分分析内容）。

图4  软基处理对车站A至风井明挖区间段的影响分析模型

图6  初始状态车站结构竖向位移图

图7  施工步2车站结构竖向位移图

图5  软基处理对风井至车站B盾构区间段的

影响（现状地面超过6m处）分析模型

3  计算结果分析及对设计方案的反馈

3.1  软基处理对车站A至风井明挖区间段的影响分析

结果

本段风井结构顶部原为分层碾压回填，现状地

面标高超过本次软基处理设计交工面标高，故风井

结构顶部整平至交工面标高即可；风井结构两侧各

5m已施工搅拌桩，不需要再进行软基处理，整平至

交工面即可；风井结构两侧5m以外采用堆载预压进

行软基处理。

本段共三个施工工况，施工工序为：明挖段上

方整平至3.0m——两侧堆载预压区整平至1.5m——

两侧分别堆载（其中东侧堆载至9.8m、西侧堆载至

9.4m）。相应的计算分四个施工步：初始应力状态

（位移清零）——明挖断整平至3.0m标高——两侧

堆载预压区整平至1.5m——两侧分别堆载至设计标

高。各施工步的计算结果见图6至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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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4张图可以看出，明挖段顶部卸载时，

车站结构发生隆起，隆起量达到6.7mm；两侧堆

载预压区卸载时，车站结构相对上一工况继续隆

起，隆起量达到2.9mm，车站结构总的隆起量达到

9.6mm，接近地铁安保要求的10mm允许值；两侧堆

载预压后，车站结构相对于上一工况发生了沉降，

沉降值为3.7mm，但车站结构总体变形仍为隆起，

总的隆起量为5.9mm。

在本区段的计算中，若只进行初始工况和最

终工况的计算，则会得到一个比较容易误导相关各

方的结论：施工过程中地铁结构隆起5.9mm，距离

地铁安保允许值较大，满足地铁安保要求。但事实

上，本区段过程工况地铁结构的隆起量最大值达到

了9.6mm，接近地铁安保允许值。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另行分析了施工过程中

分层卸载——控制性降水——分层卸载的方案，采用

控制性降水措施后，地铁结构过程工况隆起量最大值

为5.4mm，过程工况沉降量最大值为2.9mm，均在地铁

安保控制范围内，且有一定的安全储备。将分层卸载

结合控制性降水措施的方案提供给建设单位和设计单

位讨论后，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接受了该方案。

3.2  软基处理对风井至车站B盾构区间段（现状地面

超过6m处）的影响分析

本段现状地面标高较高，设计单位设计伊始便

图8  施工步3车站结构竖向位移图

图10  整平至6.0m标高时隧道竖向位移图

图12  整平至3.5m标高时隧道竖向位移图

图11  控制性降水后隧道竖向位移图

图13  施工搅拌桩后隧道竖向位移图

图9  施工步4车站结构竖向位移图

判断卸载对隧道影响较大，故原设计中便采取了控

制性降水措施。本段采用的软基处理方式为搅拌桩

复合地基。

本段共六个施工工况，施工工序为：整平至

6.0m标高——控制性降水——整平至3.5m标高——

施工搅拌桩——整平至1.5m标高——分层填筑至

3.0m标高。相应的计算分七个施工步。各施工步的

计算结果见图10至图15。

从上面6张图可以看出，隧道顶部卸载时，隧

道向上隆起，隆起量达到3.1mm；控制性降水后，

降水导致土中有效应力增加，隧道相对上一个工况

发生沉降，沉降量2.8mm，总的变形仍为隆起，隆

起量0.3mm；卸载至3.5m标高后，隧道继续隆起，

隆起总量达到4.2mm；施工搅拌桩后，隧道顶部分

淤泥被搅拌桩置换，土体重度增加，隧道相对于上

一工况发生沉降，沉降量1.7mm，隧道总的变形仍

为隆起，隆起量2.5mm；卸载至1.5m标高后，隧道

隆起量达到5.9mm，此工况为施工过程中隧道变形

最大工况；填筑至3.0m标高后，隧道隆起量减小为

3.5mm。

由于设计时预判到了卸载对地铁隧道的影响，

图14  整平至1.5m标高时隧道竖向位移图

图15  填筑至3.0m标高后隧道竖向位移图

在设计时采取了控制性降水、提高搅拌桩施工作业

面等措施，故有效的控制了隧道变形。

其它区段分别采用堆载预压、真空预压、搅拌

桩复合地基等软基处理方式，通过控制加、卸载顺

序和厚度，以及分层分段施工、多种工况组合施工

等方式，有效的控制了地铁隧道及结构变形。计算

结果在此不赘述。

4  结论与建议

（1）大面积软基处理时，工程界往往比较关

注堆载预压及其它处理形式对地铁的影响，但忽略

了卸载引起的地铁结构隆起。事实上，大面积卸载

引起的隆起不可忽略。

（2）大面积软基处理往往工况复杂，分析其

对地铁结构的影响时如果仅仅分析最终工况，可能

会得出“满足地铁变形控制要求”的结论，但过程

工况可能会超出地铁变形控制要求，所以大面积软

基处理每个工况都需要进行计算，避免出现过程工

况造成地铁结构变形超标的情况。必要时可增加工

况，减小单工况对地铁结构的影响。

（3）降水引起土中有效应力增加，会导致地

铁结构沉降，设计时需要注意；同时，可利用本规

律合理安排地基处理的工序，利用降水引起的沉降

消除或减弱卸载引起的隆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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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型城市核心老城区停车位奇缺的矛盾日益突出，给市民汽车出行和城市交通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在既有建筑

物下增加地下车库是一种解决老城区停车难问题的可行方案。提出了梁式转换托换技术，相对于传统的原位托换，该技术可

以为地下加层提供较大的自由布置空间。并建议了新旧混凝土梁柱节点的设计方法，该设计方法可提高节点的抗剪承载力，

防止新旧混凝土出现错动而破坏。

[关键词]  桥梁加固；增大截面法；预应力法；模型试验；挠度；裂缝

Research on the beam-column joint design of transfer beam underpinning of the storey-adding

Li Youzhi, Shi Junle, Liu Yixuan
(Shenzhen Tagen<Group>Co.Ltd., Shenzhen, 518034)

Abstract: The scarcity of parking spaces in the core old cit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brings great trouble to 

the citizens' car travel and city traffic management. The addition of underground garages under existing buildings provides a feasibl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The beam switching underpinning is proposed, which is more flexible and can provide more free space for 

layout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in-situ underpinning. The design of new and old concrete beam-column joints is also put forward, 

which can improve the shear capacity of the joints and prevent the failure of new and old concrete due to dislocation.

Keywords: underground space; underpinning; shear capacity; beam-column joint

0  前言

城市快速发展，导致用地规模和城市容量需

求不断扩大，空间资源的紧缺已经成为制约深圳市

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地下空间不仅是有效

的防护空间，还是完善步行网络，可以安排基础配

套设施。有序、合理地开发利用城市地下空间，有

助于提升城市功能，提高土地价值，缓解深圳市快

速发展所带来的土地和交通压力，是实现城市循环

经济、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像深圳这

样汽车拥有量超高的一线城市，核心老城区停车位

奇缺的矛盾日益突出，给市民的汽车出行带来极大

的困惑，因此在既有建筑物下增加地下车库为解决

老城区停车难的问题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地下

加层设计中，上部结构的托换方式是关键的技术问

题。

1  托换方式

1.1  原位托换

原位托换，指的是不设置托换梁，在原柱位处

向下增设新柱、新基础完成转换的一种托换方法，

见图1。此方法使建筑物上部荷载直接向下传至新

增基础，传力途径较为直接，设计较为简单，但施

工过程较为繁琐，存在多次拆除旧混凝土柱、基础

的工序。新旧构件连接的可靠性是托换的关键问

题。

图1  原位托换

图2  桩（柱）梁式托换

1.2  桩（柱）梁式托换

根据增建的地下室平面布置和功能要求，方便

施工等因素，布置转换梁托换上部柱，完成桩基和

转换梁的施工，再截断拆除转换梁下的基础、原建

筑物柱子，实现两种转换，增加地下空间。梁柱节

点的设计是本托换形式的关键，见图2。

2  梁式托换梁柱节点设计

托换梁与原结构柱连接节点是受力转换的关键

部位，梁柱连接方式及其可靠性至关重要，以下是

几种可行的原柱与托换梁的连接节点。

将托换梁高度范围内的原结构柱凿除保护层，

漏出原结构的纵筋，将界面处水泥砂浆层清理干

净，只保留粗骨料；在柱左右两侧沿托换梁高度范

围均匀植入抗剪钢筋，再进行托换梁混凝土浇筑，

图3为托换梁与原结构柱连接大样。

3  规范要求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关于新旧混凝土

界面的设计处理，只是针对影响界面抗剪的一些主

要因素给出了定性的要求或构造规定，并没有给出

界面抗剪强度的计算公式。考虑到被托换柱与托换

梁之间的节点连接为不同时期浇注的新旧混凝土，

其连接节点的抗剪承载力参考欧洲规范PrEN-1992-

1-1第6.2.5条规定进行验算：

Vu≤cfctdAc+μN+Asfy（μsinα+cosα）≤0.5νfcdAc

其中fctd为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fcd为混凝

土抗压强度设计值；Ac为剪切平面面积；N为与剪

力同时存在的垂直于剪切平面的轴向力，压正拉

负；As为抗剪钢筋面积；fy为抗剪钢筋屈服强度；

α为抗剪钢筋于剪切平面的夹角（取锐角），夹角

示意图见图4；fck为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标准值；

45°≤α≤90°；ν为开裂混凝土抗剪强度折减系

数，ν=0.6（1-fck/250）。

按原结构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5，可得知

fctd=1.57N/mm
2，fcd=16.7N/mm

2，fck=23.4N/mm
2；新

增抗剪钢筋牌号为HRB400，fy=360N/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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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托换梁与原结构柱连接大样

图4  抗剪钢筋于剪切平面的夹角示意图

表1  欧洲规范PrEN-1992-1-1 c值与μ值

界面类型 c值 μ值

钢、塑料、模具与混凝土 0.25 0.5

新旧混凝土，表面未处理 0.35 0.6

新旧混凝土，表面经粗糙化处理 0.45 0.7

新旧混凝土，齿槽截面 0.5 0.9

4  计算分析

按照典型的被托换柱截面为500×700，被

托换柱与托换梁共有四个互相接触的剪切平面，

与托换梁梁高为1200mm（建模计算时按1000mm，

此处由于节点连接复杂，建议将梁高适当增

加），Ac=（500+700）×1200×2=2880000mm2；

另外抗剪钢筋植入原结构柱时，需考虑避开

原有的结构柱的纵向钢筋，四个剪切平面按

照200m m间隔设置6排且每排4  20抗剪植筋，

As=3.14×102×24×4=30144mm2。另外，N=0，

α=90°，ν=0.6×（1-23.4/250）=0.54；此节点

形式为新旧混凝土界面表面经过粗糙化处理，查表

可知，c=0.45，μ=0.7。

Vu≤cfctdAc+μN+Asfy（μsinα+cosα）
  ≤0.45×1.57×2880000+0+30144×360×

  （0.7×sin90°+cos90°）   

 =2034720+7596288=9631008N=9631kN

Vu≤0.5νfcdAc

  ≤0.5×0.54×16.7×2880000=12985920N=

 12985kN

取Vu=9631kN。

另参考《建筑结构》2016年8月上所刊登的

《新老混凝土界面抗剪强度计算方法》中经验公

式，对连接节点的抗剪承载力进行验算：

Vu=Vc+Vs=τAc=(τc+τs)Ac=(fv+0.56ρsvfy)Ac

其中V c为由新老混凝土界面提供的粘结抗剪

注：表中粗糙界面要求至少有3mm粗糙深度及40mm宽度。

要求。

5  结论

（1）地下加层托换方法的确定要充分考虑上

部结构的结构形式、基础形式、以及加层的功能、

方便施工等因素，合理选择托换方式。

（2）新旧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是确保梁柱节

点可靠连接是关键。上部结构柱与转换梁的连接

基本上要靠新旧混凝土的咬合力来传递柱的竖向

轴力，一旦施工过程中结构柱与托换梁之间产生相

对滑移即视为失效。建议在施工前进行节点受荷试

验，确保梁柱节点连接的可靠度。

（3）施加预应力，主动控制上部结构的沉降

量，托换梁的弯矩值、挠度、裂缝均有不同程度的

减少，故施加预应力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托换梁的

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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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Vs为植入钢筋提供的抗剪力；Ac为新老混凝土

界面面积；τ c为新老混凝土粘结抗剪能力；τ s为植

筋所提供抗剪能力；ρ sv为界面植筋率，ρ sv=nAs/

Ac；fv为混凝土粘结的抗剪强度设计值；fy为植入钢

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按原结构柱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为C35，查表可

得知，

fv=0.4MPa=0.4N/mm2；

fy=360N/mm
2；

ρsv1=nAs1/Ac1=24×3.14×

    10×10/(500×1200)=0.01256；

ρsv2=nAs2/Ac2=24×3.14×

    10×10/（700×1200）=0.00897；

Vu1=(fv+0.56ρsv1fy)Ac=(0.4+0.56×0.01256×

    360)×(500×1200)=1759257N=1759kN

Vu2=(fv+0.56ρsv2fy)Ac=(0.4+0.56×0.00897×

    360)×(700×1200)=1855015N=1855kN

Vu=（Vu1+Vu2）×2=

   （1759+1855）×2=7228kN

经复核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所得出的抗剪承载

力，均大于Nmax工况下被托换柱中最大的柱底内力

4208kN，根据计算结果推断此节点形式可满足设计

简 讯

亚洲最大跨度节段胶拼铁路桥合龙

京唐铁路起点位于北京站城市副中心站，途径北京通州、河北廊坊、天津宝坻、河北唐山，终点位于河北省

唐山市唐山站，线路长148.7公里，最高设计时速为350千米。截至目前，京唐铁路宝坻至唐山段路基主体工程已

全部完成，预计2020年底前完成天津段箱梁架设，2021年4月宝坻至唐山段具备铺轨条件。

本次应用的节段预制胶拼法施工技术在在2016年被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列为重大科研课题，由中铁二十四局集

团和中铁五院联合承担专项施工和科研实践任务。

节段预制胶拼梁施工实现了铁路桥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四新技术，与传统连续梁挂篮施

工相比，具有作业效率高、施工工期短、安全风险低、环境影响小等优势，对中国高铁施工技术“走出去”具有

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应用该工法施工的铁路桥梁多为32米双线简支箱梁及(40+56+40)米双线连续箱梁。其中，中跨80

米的双线连续箱梁在国内尚属首次，为目前亚洲采用节段胶拼预制法施工的最大跨度连续梁铁路桥。

来源：中国桥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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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践

管道内衬技术在异型管道快速修复上的应用

陈  俭，郑  妍，陈焕旭
(深圳市天健坪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 518000)

[摘  要]  本文以地下管道修复方法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各类管道修复技术，将管道内衬技术在异型管道快速修

复上进行应用，能对任何形状、弯曲、错位的复杂管道进行修复，提高耐久性和管网运行效率。实践证明，相比于传统翻转

内衬修复、开挖施工，该方法高效、经济，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地下管道；异型管道；内衬修复技术

Application of pipe lining technology in rapid repair of irregular pipe

Chen Jian, Zheng Yan, Chen Huanxu
(Shenzhen Tagen Pingsha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Shenzhen, 518000)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underground pipeline repair metho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es various advanced pipeline repair 

technolog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applies the pipeline lining technology to the rapid repair of irregular pipelines. It can repair 

complex pipes with any shapes, bends and misalignments, improving durability and operating efficiency of the pipe network. Practice 

proves that this method is more efficient, economical, and has a wider application prospect than traditional flip lining repair and 

excav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  underground pipes; irregular pipe; lining repair technology

0  前言

城市地下管道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其在使用

过程受到损坏后，为了修复或更换破损管道，以往

多采用直接开挖的方法，将旧管道取出，铺设新管

道。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为解决管道修复过程中

开挖地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非开挖修复方式[1-4]

逐渐得到应用和普及。

内衬修复技术是非开挖修复中常用的技术手

段，诸如软管内衬法修复技术[5-6]、U型内衬HDPE管

修复技术[7-8]在圆形管道修复中已得到了成熟的应

用。但对于截面非圆形的管道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

的施工工艺，若套用软管内衬法或U型内衬HDPE管

修复技术，则修复后的管道无法覆盖原有管道的直

角空间，大幅缩减了管道截面大小，难以保证设计

的最大排水量。本文通过结合国内外先进的各类管

道修复技术，将管道内衬技术在异型管道快速修复

上进行应用，并成功推广到多个工程中，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1  工程概况

福田区红岭路雨水方渠改造工程位于深圳市

福田区红岭路园岭九街至红荔路段，该工程雨水排

疏结构由混凝土结构方渠及管道组成，并通过检查

井连接，均埋设于地面以下。方渠结构受周边其他

工程施工及长期运行影响，局部出现塌陷，破损等

现象，且部分部位经过加固维修处理，经检查为结

构性缺陷，结构等级为三级，需对方渠整体进行改

造处理，以确保正常运行。由于工程位于市区核心

路段，为保证道路交通不受较大影响，要求采取非

开挖施工方式。福田区红岭路雨水方渠改造工程为

福田区市政工程重点项目，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因

此，红岭路雨水方渠修复施工质量对工程验收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方案比选

通过对近几年深圳市内有关非开挖修复项目进

行调查，共调查400个点，存在问题的共计58点。

问题可以归纳为“截面大小明显缩减、修复材料粘

贴不牢、内衬材料腐蚀、修复点再次破损、其他”

共5大类，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管道内衬修复后截面大小明

显减小为主要问题。为了确定合理的管道修复方

案，选择了三种方案进行比选。

（1）钢管内衬法。一般以1个井距为施工单

元，利用检查井为操作空间。打开检查井顶板后将

圆形钢管分节吊入井内逐节推入管道内部，实施拼

装焊接成钢管内衬，在新老管的间隙中填筑水泥浆

达到新老管紧密粘结的目的。

（2）CIPP翻转内衬法。利用检查井将内衬材

料翻转进入箱涵后实施加热固化，形成与旧管紧密

配合的内衬管，四周空隙部位采用注浆填充。

（3）管道内垫衬法。选用速格垫作为内衬材

料，将材料拖入渠道内，对内衬材料进行安装、固

定，在管壁与内衬层间注浆填充，形成新的内衬

层。

从交通影响、施工工期、管道抗腐蚀性、适

用管道类型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见表

1），选择方案三最为合适。

3  技术原理与优点

在传统内衬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优化，采

用一种新型的柔性材料作为内衬，在异型管道内部

进行成型、焊接安装。该柔性材料具有良好的延展

性、耐腐蚀性、强度高、刚性好。先对管道内泥砂

等杂物进行清理，用灌浆料将管壁上的较大缝隙进

行预处理，然后在管道内结构表面粘结焊接钢板，

进行坍塌加固处理，再安装固定垫片，根据管道

内部的具体尺寸将内衬材料裁剪好，携带至管道内

部，紧贴异型管道内壁将其弯折成型，然后用钢压

条对内衬材料进行压角贴合处理，同时与固定垫片

对接，进行固定。将相邻的两段内衬材料焊接为一

个整体，再利用木方支撑对内衬层进行临时固定，

确保后续灌浆固化过程中内衬材料不变形。

内衬材料安装完成后，再用特制的灌浆料（主

要由水泥、专用外加剂，并辅以多钟矿物改性组分

和高分子聚合物材料配合组成，具有低水胶比、高

流动性、零泌水、微膨胀、耐久性好的特点）对内

衬层与管壁间的空隙进行灌浆施工，灌浆料能够渗

透到管壁裂缝根部，对原结构进行补强，灌浆料固

化后，柔性材料便与管道内壁锚固在一起，形成新

的内衬结构，起到防渗修复作用。

表1 木棉岭片区01-02住宅地块设计阶段自评得分情况

图1  管道内衬修复施工质量问题排列图

方案编号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对交通的影响
需要开挖检查井顶板，堆放材料等
占用2个车道，对交通影响大

只需要在翻转施工检查井周边占用
一个车道，影响小

几乎不占用地面空间，影响可忽略
不计

施工工期 工期最长 工期较短 工期适宜

管道抗腐蚀性 一般 良好 良好

修复后截面变化 截面明显缩小 对于圆形管道，截面大小几乎不变 截面形状、大小几乎不变

适用环境 一般适用于圆形管道
多适用于圆形管道；会出现褶皱、
粘结不牢、上口下垂现象

适用于任何形状管道、箱涵，可在
变形管及弯曲管内施工

施工难度
简单，但接口多，对施工质量管理
比较困难

对方渠施工难度大，要将转角处理
为弧形转角。

施工设备简单，材料固化不受环境
影响。

比较结果 不采用 不采用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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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艺流程

施工准备→管道清淤→管壁裂缝预处理→坍塌

加固施工→安装内衬材料→支撑内衬层→灌浆固结

→检查验收。

4.1  施工准备

（1）包括熟悉图纸、制定施工方案、编制施

工工序，根据现场情况，施工用地及资源布置施工

用地，搭建施工用电设施，做好材料进场及施工准

备工作。

（2）进入井内作业前，作业部门针对作业内

容，对有限空间进行危害识别，制定相应的作业程

序及安全措施。

4.2  管道清淤

（1）管道通风，气体检测。强行通风排气

1～2小时，用气体检测仪检测井内氧气含量是否满

足安全施工要求，是否含有有毒有害气体。同时做

好防触电措施，做好通风工作，及时检测井内气体

情况。

（2）管道截水、排水。先对施工段进行截

水，必要时进行排水导流，进行清淤疏通工作。

（3）管道清淤疏通。从井口处开始向下清

理，连接高压水枪冲刷淤泥壁，当淤泥能够使用泥

浆泵抽取作业时，使用泥浆泵抽吸淤泥。管道堵水

后，采用吸淤车将管内污水、淤泥、砂等杂物吸

出。最后将垃圾进行处理。

（4）用高压冲洗枪头对管道底板、渠壁、顶

板进行二次的高压冲洗处理，至露出原管道结构基

面，保证修复材料的粘接性。

（5）清洗后进行检查，确认达到施工要求后

进行下一工序施工，检查同时可发现管道内部

存在的其它问题。

4.3  管壁裂缝预处理

找 到 裂 缝 具 体 位 置 并 清 理 裂 缝 。 按 照

500～800mm间距设置注浆孔，并对注浆孔进行清

理，在孔内安装注浆嘴。为保证注浆质量，节省浆

液，采用堵漏材料对接头缝进行封堵止浆。待封缝

材料完全固化后，依次对各个灌浆管从低到高进行

灌浆施工，达到0.1～0.3MPa压力后停止灌浆。灌

浆完成后，缝隙处不再出现任何渗漏水现象，如滴

水等。在密封的同时对管接口空洞部位填充加固管

接口基础。

图2  管道通风 

图3  气体检测

图4  管壁裂缝灌浆处理

4.4  坍塌加固施工

（1）将管道内结构表面进行清理，用角磨机

打磨构件表面，除去结构面松散面积，保证粘接面

坚实。

（2）配制粘钢胶。

（3）粘结钢板。用抹刀将配制好的结构胶同

时抹在已清洗过的不平整混凝土表面和钢板结合

面，为使结构胶能充分浸润、渗透、扩散、粘附于

结合面，先取少量胶于不平整混凝土表面来回刮抹

数遍。钢板抹胶中间厚边缘薄，然后将钢板套入预

埋锚固螺栓定位。钢板粘好后，用加强膨胀螺栓的

方法给钢材适当加压，以使胶液恰好从钢板边缝挤

出为宜。

（4）将钢板进行定位焊接安装。定位焊的

质量要求及工艺措施与正式焊缝相同；定位焊缝

有一定强度，钢板厚8mm，长度500×600mm，间距

1～3mm；定位焊缝的引弧和熄弧在坡口内进行；熔

入焊缝的定位焊缝，其焊条符合正式焊缝的要求；

钢板所有缝隙焊接都应达到“满焊”。

现场温度、湿度调节焊接设备，达到最佳状态。焊

缝平整牢固，无漏焊，虚焊现象。

图5  坍塌加固

图6  钢压条固定

图7  安装固定垫片

图8  对接固定垫片

4.5  安装内衬材料

（1）对内衬材料进行切割、裁剪。对内衬材

料采用井上切割、裁剪，井下成型、焊接的方式处

理，考虑到将速格垫携带入方渠内部的便捷性，以

及对其支撑成型的牢靠性，沿管道走向每隔2m进行

一次内衬材料的安装。

（2）在管道内对内衬材料进行安装成型。首

先在管壁上安装好固定垫片，紧贴管道内壁将其

弯折成型，然后用钢压条将内衬两头进行固定，

确保管道的边角贴合，不锈钢压条厚度3.0mm，宽

50mm，用M8螺栓固定，间距300mm。同时用仪器将

内衬材料与安装的固定垫片对接，进行固定。

（3）内衬材料的焊接。将相邻的两段的内衬

材料焊接为一个整体。焊接前进行试焊，根据工程

4.6  支撑内衬层

采用模板等对安装好的内衬层进行临时支撑，

确保灌浆过程中内衬层不产生变形。把准备好的

木撑放入方渠内，以横向间距400mm，纵向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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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管道修复后缺陷统计表

序号 因素类别 频数 累计频数 频率 累计频率

1 截面大小明显缩减 1 1 11.1% 11.1%

2 修复材料粘贴不牢靠 2 3 22.2% 33.3%

3 内衬材料腐蚀 3 6 33.3% 66.6%

4 修复点再次破损 1 7 11.1% 77.7%

5 其他 2 9 22.2% 100%

合计 9 100% 10

400mm-600mm的间距进行支撑安装。 外加剂，并辅以多钟矿物改性组分和高分子聚合物

材料配合组成。具有低水胶比、高流动性、零泌

水、微膨胀、耐久性好的特点，施工时，直接加水

搅拌使用，配合比为高徽浆料：水=100：27（重量

比）。

（2）灌浆施工。两端的内衬材料与渠道内

壁之间的缝隙用水泥砂浆进行封闭，同时预埋注

浆口、出浆口，灌浆平台控制高度根据管道长度

确定，从灌浆孔注入高徽浆料，注浆压力控制在

0.1MPa，采用水平衡原理，利用灌浆料的自重推动

浆料流动并充满内衬材料与管道之间，从而使内衬

材料与原渠道内壁连为一体，灌浆快速持续进行，

使灌浆密实。灌浆结束后进行闭浆，闭浆管高度比

上游管道口顶部高出1.5m，待闭浆管出浆即可。灌

浆料固化后，拆除支撑结构。

图9  内衬层的支撑

图10  管道修复完成后

4.7  灌浆固结

（1）配置灌浆料。灌浆料主要由水泥、专用

5  实施效果分析

合格率分析

通过严格执行各项措施，经过各个环节实施

后，按照《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69－2002）等设计、施工规范对现场实

物重新进行全面检查，共检查400个点，不合格

点共计9个，其中截面大小明显缩减、修复材料粘

贴不牢靠所占不合格率为33%，且总合格率变为

97.75%，达到了预期目标。见表2。

频数：统计管道修复后各缺陷因素出现的次

数。 

累计频数：将各缺陷因素的频数逐步累加，统

计管道修复后问题出现的总次数。

6  结论

管道内衬技术在异型管道快速修复上的应用

既满足了给排水管道修复的安全性要求，又提高了

施工效率，加快了修复进度，更加灵活适用，可操

作性更强。将修复后的截流面积损失降到最低，提

高了排水管网运行效率，缓解城市雨季排水内涝，

积水，地陷等问题，对雨季交通，行人安全问题极

为有利，还具有工程进度快、安全文明施工好等优

点，有着很大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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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我国首个足尺实体6层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房屋振动台试验成功

6月4日，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顺利完成了首个足尺寸实体6层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房屋的振动台试验，并取

得成功。

该试验项目来源于周绪红院士和石宇教授主持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高性能钢结构体系研究与示范应

用》（2016YFC070120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钢结构高效抗震体系研究》（51890902），是我国首个

成功完成的6层足尺实体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房屋振动台试验，也是世界首次“双向”地震动输入的6层足尺冷弯薄

壁型钢结构房屋振动台试验。

项目组在重庆大学振动台实验室内修建了一栋高16.2米的6层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房屋，该房屋每一层楼面积

23.5平方米，层高2.7米。 试验建筑采用了钢管端柱—双面蒙皮钢板剪力墙，和夹支单层薄钢板剪力墙两种抗侧

力体系，因为该钢结构建筑采用了特有两种抗侧力体系，因此抗震级别很高。

本次试验采用模拟汶川地震的相关数据，对该建筑进行试验。当地震级达到8级时，能明显看到房屋在剧烈

地晃动。停止震动后，对建筑进行了全方位检查，发现房屋内虽然有开裂、钢材螺栓松动等情况，但建筑物主体

结构完全没有问题。经过100余次的地震模拟，建筑物仍然屹立不倒。可以说做到了“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

震不倒”。

本次试验结果表明，冷弯薄壁型钢结构多层房屋是安全可靠的，这将推动多层冷弯薄壁型钢结构体系在中国

的发展与应用。

来源：重庆大学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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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淤泥泥砂分离及快速脱水技术研究

盛  宴，夏  龙，林焕生
(深圳市天健坪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深圳 518000)

[摘  要]  通过对深圳市坪山新区雨污水管网工程黑臭河道淤泥进行试验研究，研发形成了新的适合于深圳地区城市黑臭河

道淤泥的一体化淤泥处理简易设备。设备由筛分除杂模块、砂水分离模块、泥水分离模块等组装而成。通过对三洋湖河道底

泥进行试验，结果表明设备采用滚筛装置、旋流除砂分离器、椭叠脱水机三级分离技术能将淤泥中的杂质、砂和泥水进行有

效分离，分离后的余砂含泥量小，泥饼含水率低，尾水含固率低；通过对絮凝剂添加量、压板压力、絮凝搅拌速率对淤泥脱

水效果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设备的最优工况为进泥流量设为1600L/h，絮凝剂流量为400L/h，压力板压力为0.4MPa，絮凝

搅拌速率为60r/min，此时，设备出泥脱水效果最好，泥饼含水率为51%～54%，尾水含固率为1.1%～1.3%。

[关键词]  泥砂分离；快速脱水；泥饼含水率；尾水含固率

Study on separation of mud and sand and rapid dehydration of the river silt

Sheng Yan, Xia Long, Lin Huansheng
(Shenzhen Tagen Pingsha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 Shenzhen,518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rain sewage pipe network project in Pingshan New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a new 

integrated sludge treatment equipment suitable for black and smelly river silt in Shenzhen area was developed. The equipment is 

assembled by screening in the module, sand water separation module, mud separation module . By experiment of SanYang lake river silt 

,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quipment adopts level 3 separation technology including the roller screen, hydrocyclone desanding separator, 

elliptic fold dewaterer can separate the impurities, sand and mud effectively , after the separation ,the residual sand contains little mud, 

the mud cake moisture content is low, the tail water solid content is low. by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adding amount of flocculant, pressure 

of pressing plate and rate of flocculation on sludge dewatering, the optimal working condition of the equipment is concluded, rate the 

mud flow , rate of flocculant flow ,pressure of clamp and Stirring speed were 1600L/h, 400L/h, 0.4 MPa, 60 r/min, respectively.And 

the effect of dewatering sludge is the best,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cake was 51%~54%, and the solid content of the tail water was 

1.1%~1.3%.

Keywords: separation of mud and sand; rapid dehydration; the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mud cake;the solid content of tail water

0  前言

深圳市坪山新区雨污水管网工程（坪山片区）

涉及大量黑臭河道治理，随着黑臭河道治理工作的

进行，河道淤泥带来的内源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

重，因此，有必要对河道黑臭污泥处理方法进行研

究。

淤泥的资源化利用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研究方

向[1-2]。河道淤泥一般体量巨大，成分比较复杂，

且往往含有各种大颗粒杂质等[3]，是淤泥直接进行

规范化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主要障碍。坪山新

区黑臭河道整治中疏浚淤泥总量较多，具有含水率

高，含砂量多的特点，淤泥受污染严重，直接堆放

容易造成环境污染，采用化学固化处理由于疏浚淤

泥含水量较高，需要耗费大量的固化材料，经济成

本较高。因此，需要对淤泥进行“减量化”处理。

淤泥脱水是淤泥“减量化”最有效的方法之

一。目前，机械脱水法在淤泥脱水中运用较多[4]，

机械脱水工艺主要有离心脱水、板框压滤、带式压

滤[5]等。离心脱水具有脱水效率高的优点，但设备

磨损率大，耗电量高。带式压滤出泥稳定，处理量

大，但需频繁清洗滤布，维护较困难[6]。板框压滤

对泥浆适应性较强，泥饼含水率低，但需定期清洗

滤布，且只能间歇性工作，影响出泥效率[7]。本研

究在板框压滤工艺的基础上进行改良，通过增设旋

流除砂器实现淤泥泥砂分离，采用多组回转椭圆板

和压板结合对淤泥有效进行脱水，有效对淤泥进行

“减量化”处理，并通过絮凝剂添加量试验、絮凝

搅拌速率试验、压板压力试验对淤泥脱水工作参数

进行了优化，最后对不同进泥流量下，一体化处理

设备的泥砂分离效果、泥水分离效果进行评价。本

研究依托深圳河道整治坪山新区渠道治理项目进行

淤泥快速脱水室内及现场试验，探索深圳河道淤泥

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方法。

1  淤泥基本性质及脱水工艺介绍

1.1  试验淤泥基本性质

试验淤泥来源于深圳市坪山新区三洋湖一典型

黑臭河道，如图1所示。试验淤泥基本性质如表1和

表2所示。

图1  试验淤泥河道

表1  淤泥物理性质

表2  淤泥化学性质

颗粒分析（mm）
含水率 比重

石粒 砾粒 砂粒 粉粒

40～20 20～10 10～5 5～2 2～0.5 0.5～0.25 0.25～0.075 <0.075
62.13% 2.4

— — 1.2% 4.5% 2.3% 5.5% 7.1% 79.4%

重金属（mg/kg） 营养盐（mg/kg）
有机质
（%）

铅 镉 铜 锌 铬 镍 汞 砷 总氮 总磷

— 0.35 15.4 200 69.3 15.4 0.64 41.6 2464.92 1221.90 5.13

试验淤泥含水率为62.13%，粉粒含量高达

79.4%，有机质含量为5.13%，氮磷含量偏高属于典

型黑臭淤泥，同时含有少量重金属，重金属检测结

果显示，该淤泥满足建设用地第二类用地要求，即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

2011）规定的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工业用地（M），

物流仓储用地（W），商业服务设施用地（B），道

路与交通设施用地（S），公用设施用地（U），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A）（A33、A5、A6除

外），以及绿地与广场用地（G）（G1中的社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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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或儿童公园用地除外）等。

1.2  泥砂分离及脱水工艺介绍

本淤泥处理工艺由杂质分离、砂分离、泥水

分离三个模块组成，杂质分离模块完成淤泥滚筛除

杂，砂分离模块完成泥砂分离和出砂，泥水分离模

图2  淤泥脱水设备及脱水工艺流程图

图3  工艺流程示意图

块由搅拌絮凝、椭叠压滤、出泥三个子模块组成，

分别完成对泥浆中絮凝剂添加及浆体絮凝  、脱

水、出泥工作。具体的工艺流程为：滚筛除杂、旋

流除砂、搅拌絮凝、椭叠压滤。工作示意图如图2

所示，工艺流程图如图3所示。

1.2.1  杂质分离

本工艺通过将试验淤泥泵送进入滚筛式分离

装置，滚筛式分离装置与水平面呈一定角度倾斜放

置，采用旋转筛分工艺，在电动机传动的离心作用

下，将粒径8mm以上的杂质进行分离去除，其工作

示意图如图4所示。

1.2.2  砂分离

经一级除杂处理后的泥浆在泵机作用下进入锥

形旋流除砂器，并以一定速度与旋流除砂器内壁产

生碰撞，沿内壁形成涡流。其中，粒径较大的颗粒

在离心力和自身重力的作用下持续沿内壁螺旋向下

运动，形成外旋流，最终在锥体底部聚集，小颗粒

泥浆则通过泥浆溢流口流出。另外，空压机通过向

锥形旋流除砂器底部持续曝气，一方面平衡内外压

差，另一方面对沉砂进行冲洗，使粘附在砂粒表面

的细小泥浆颗粒进一步去除，冲洗后的沉砂通过倾

斜放置的螺旋输砂槽输送至砂出口，其工作示意图 如图5所示。

图4  杂质分离工作示意图

图5  砂分离工作示意图

1.2.3  泥水分离

泥水分离工艺主要有絮凝剂配置、搅拌絮凝、

椭叠压滤三个工作程序。絮凝剂在配药桶完成配

置，并通过输药管进入泥浆搅拌池。在搅拌池中电

动机的驱动下，搅拌桨叶将絮凝剂与砂分离后的泥

浆充分搅拌混合，充分搅拌后的泥浆溢流进入椭叠

压滤装置，椭叠压滤装置工作示意图如图6所示，

主要由椭叠压滤部分和尾水池两大部分组成。

经过絮凝的泥浆由泥浆入口进入椭叠层。首

先，在重力作用下泥浆中的水分透过椭叠片缝隙流

入下面的尾水池，滞留在叠片上的大颗粒絮团则在

图7回转轴和椭圆形叠片的推动作用下向前运动，

并在椭叠层另一端在气压顶杆和压板的共同作用下

进行压榨，压榨后的泥饼从泥饼出口挤出，进入尾

水池的水分则从尾水池上部的尾水出口溢流出去，

图6  椭叠压滤装置工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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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絮凝剂流量下的脱水效果

图7  椭叠层工作原理示意图

进行下一步的尾水净化处理。尾水池池底还设置有

排水管，可将沉积在池底的泥浆回流至泥浆搅拌

池，循环进行泥水分离处理。

2  泥水分离工作参数研究

当前，许多学者认为絮凝剂添加量、压板压

力、絮凝搅拌强度对泥浆的脱水效果存在一定的影

响[8-14]。苏雅等[15]研究发现随着絮凝剂添加量的增

加，淤泥絮凝效果越好；毕涛等[16]则认为CPAM对污

水厂、河道、水库污泥的脱水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同时存在最佳搅拌速率[17]。本节在前文淤泥处理工

艺的基础上，通过添加CPAM絮凝剂，对淤泥进行絮

凝剂添加量试验、压板压力试验、絮凝搅拌速率试

验、进泥流量试验，并根据试验结果，对泥水分离

装置的工作进行优化。

2.1  絮凝剂添加量试验

本试验采用分子量为1800万的CPAM作为淤泥

絮凝剂，絮凝剂溶解配比为2‰，在配药桶以150r/

min的转速进行搅拌溶解，搅拌溶解时间为1h，控

制泥浆进泥流量为800L/h。待系统运行稳定后，

分别设定絮凝剂添加量为50L/h，100L/h，150L/

h，200L/h和250L/h，絮凝池搅拌速率均设为80r/

min，压板压力均设为0.4MPa，并测得絮凝剂1h的

添加量为0.46，0.92，1.38，1.84，2.30g/kg(以

干泥计)。在出泥稳定后，采用重量法分别测定泥

饼含水率和从尾水出口溢流出的尾水含固率，每个

指标分三次取样测试，每次取样间隔10min。试验

结果如表3所示。

絮凝剂流量（L/h） 取样编号 泥饼含水率（%） 尾水含固率（%） 试验现象

50

① 63.5 8.41

絮团颗粒非常小，出泥量少，尾水浑浊② 66.6 8.72

③ 64.8 7.88

100

① 62.4 3.22

有小型絮团产生，尾水浑浊② 64.7 3.19

③ 61.5 2.55

150

① 60.3 1.98

有大絮团产生，尾水含细小颗粒物② 57.2 2.12

③ 57.5 1.77

200

① 54.4 1.06

有大絮团产生，尾水较清澈② 53.1 0.94

③ 50.5 1.14

250

① 52.2 0.35

絮团较大，尾水出水较澄清② 55.8 0.42

③ 54.4 0.51

表3为不同絮凝剂添加量下的泥饼含水率和尾

水含固率情况，制图如图8所示。由图可看出，当

絮凝剂添加量为50L/h时，泥饼含水率较高；随着

絮凝剂流量的持续增大，泥饼的含水率逐渐减小，

呈塑性状态，但当絮凝剂流量超过200L/h时，泥饼

含水率又呈现增大趋势。同时，可以看出：随着絮

凝剂流量的增大，尾水含固率逐渐降低。由此，可

以确定絮凝剂流量的相对最优工作参数为200L/h，

即絮凝剂添加量为1.84g/kg。

2.2  压板压力试验

本试验在絮凝剂添加量试验的基础上进行，配

药桶转速、搅拌溶解时间、絮凝池搅拌速率、进泥

流量各参数均保持不变，絮凝剂溶液流量取相对最

优工作参数为200L/h，控制压板压力分别为0MPa，

图8  不同絮凝剂添加量下的尾水含固率及泥饼含水率

0.2MPa，0.4MPa和0.6MPa。在出泥稳定后，采用

上述相同的取样方法进行测试。试验结果如表4所

示，并绘制成图如图9所示。

表4  不同压板压力下的脱水效果情况表

絮凝剂流量（L/h） 取样编号 泥饼含水率（%） 尾水含固率（%） 试验现象

0

① 82.3 0.55

出泥为松散的絮团，表面大量水分，呈流动态② 83.4 0.48

③ 81.8 0.48

0.2

① 68.6 0.76

出泥表面滴水，尾水较清澈② 69.1 0.69

③ 67.8 0.86

0.4

① 53.3 1.14

出泥呈塑性，表面几乎不滴水，尾水相对清澈② 55.9 1.26

③ 52.1 1.07

0.6

① 48.7 1.56

出泥呈塑性，表面不滴水，尾水含少量颗粒物② 47.5 1.52

③ 49.3 1.71

图9表明，压板压力越大，出泥泥饼含水率越

低，但同时尾水的含固率相应增大。主要是由于压

板压力越大，淤泥受到压迫颗粒间隙越来越紧实，

更多的间隙水透过颗粒间的通道被挤出，从而使得

泥饼含水率降低；同时尾水含固率增大考虑主要是

由于压板压力过大致使部分絮凝体破碎，通过椭叠

盘缝隙进入尾水中，导致尾水含固率增加。由图中

可以看到，压板压力从0.4MPa升高至0.6MPa时，泥

饼平均含水率由54.4%降低至51.0%，降低幅度相对

较小，而尾水含固率则从1.16%升高至1.60%。综合

实际效果及经济成本考虑，选定压板的工作压力参

数为0.4MPa。

2.3  絮凝搅拌速率试验

本试验在压板压力试验的基础上进行，配药

桶转速、搅拌溶解时间、絮凝剂溶液流量、进泥流

量各参数均保持不变，压板压力取0.4MPa，絮凝池

搅拌速率分别设为20r/min，40r/min，60r/min，

80r/min和100r/min。在出泥稳定后，采用上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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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不同压板压力下的尾水含固率及泥饼含水率

同的取样方法进行测试。试验结果如表5所示，并

绘制成图如图10所示。

由图可见，当搅拌速率较低时，出泥泥饼含水

率和尾水含固率都比较高，在搅拌速率增大到40r/

min时，泥饼含水率降低较明显，平均泥饼含水率

相比于20r/min时降低了9.1%，因此泥浆絮凝搅拌

速率不宜过慢。而随着搅拌速率持续增大时，泥饼

含水率无明显变化，且随着搅拌速率增大至100r/

min时，尾水含固率有所升高。这主要是因为搅拌

速率过大时，搅拌桨叶会对絮团造成扰动和切割，

使得絮团破坏，从而导致透过椭叠层的颗粒物增

多。因此泥浆絮凝搅拌速率不宜过快。根据试验结

果可知，合适的搅拌速率区间在40r/min～80r/min

范围内，选定60r/min。

表5  不同絮凝搅拌速率下的脱水效果情况表

絮凝剂流量（L/h） 取样编号 泥饼含水率（%） 尾水含固率（%） 试验现象

20

① 58.6 1.78

出泥量少，表面有水分，尾水较浑浊② 58.1 1.56

③ 59.4 1.65

40

① 53.3 1.09

泥饼呈塑性，表面几乎不滴水，尾水相对清澈② 52.9 1.18

③ 53.8 1.32

60

① 51.9 1.18

泥饼呈塑性，表面几乎不滴水，尾水相对清澈② 53.3 1.12

③ 53.6 1.23

80

① 52.5 1.22

泥饼呈塑性，表面几乎不滴水，尾水相对清澈② 54.3 1.13

③ 53.7 1.24

100

① 54.2 1.45

泥饼呈塑性，几乎不滴水，尾水有细小颗粒物② 52.3 1.29

③ 52.8 1.31

根据以上各参数优化试验结论，该一体化淤

泥处理设备优化后的泥水分离工作参数为：浓度为

2‰絮凝剂CAPM流量为200L/h，即每1kg淤泥干重添

加1.84gCAPM絮凝剂,絮凝池搅拌速率为60r/min，

压板压力为0.4MPa。

3  设备工作效果评价

进泥流量的大小直接关系着淤泥单位时间内

的处理能力，在对一体化淤泥处理设备的泥水分

离工作参数进行优化后，对在800，1200，1600，

2000L/h不同进泥流量下，一体化处理设备的泥砂

分离效果、泥水分离效果进行评价。

3.1  泥砂分离效果评价

3.1.1  试验方法

将在800，1200，1600，2000L/h进泥流量

下，经一体化处理设备处理后的余砂进行含泥量测

定，具体方法如下：

将余砂用四分法缩分至每份约1000g，置于温

度为105℃±5℃的烘箱中烘干至恒重，冷却至室温

后，称取约400g(m0)的试样两份备用。

（1）取烘干的试样一份置于筒中，并注入

浩净的水，使水面高出砂面约200㎜，充分拌和均

匀后，浸泡24h，然后用手在水中淘洗试样，使尘

屑、淤泥和粘土与砂粒分离，并使之悬浮水中，缓

缓地将浑浊液倒入1.18mm至0.075mm的套筛上，滤

去小于0.075mm的颗粒。试验前筛子的两面应先用

水湿润，在整个试验过程中应注意避免砂粒丢失。

（2）再次加水于筒中，重复上述过程，直至

筒内砂样洗出的水清澈为止。

（3）用水冲洗剩留在筛上的细粒，并将

0.075mm筛放在水中(使水面略高出筛中砂粒的上表

面)来回摇动，以充分洗除小于0.075mm的颗粒；然

后将两筛上筛余的颗粒和筒中已经洗净的试样一并

装入浅盘，置于温度为105℃±5℃的烘箱中烘干至

怛重，冷却至室温，称取试样的质量(m1)。

砂的含泥量按下式计算至0.1％。

图10  不同搅拌速率下的尾水含固率及泥饼含水率

图11  不同进泥流量下余砂的含泥量

式中：Qn——砂的含泥量(％)；

m0——试验前的烘干试样质量(g)；

m1——试验后的烘干试样质量(g)。

以两个试样试验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测定

值。两次结果的差值超过0.5％时，应重新取样进

行试验。

3.1.2  试验结果

不同进泥流量下，产出的余砂的含泥量见图11

所示。

Qn= ×100
m0

m0-m1

由图10可见，不同进泥流量下，砂分离器产出

的余砂含泥量均<5%，均满足深圳市《河湖污泥处

理厂产出物处置技术规范》中对二级余沙含泥量的

要求，泥沙分离效果良好，便于开展下一步资源化

利用研究。

3.2  泥水分离效果评价

3.2.1  试验方法

泥水分离模块采用优化后的泥水分离工作参

数，淤泥絮凝剂为分子量1800万的CPAM，絮凝剂

溶解配比为2‰，配药桶转速为150r/min，搅拌溶

解时间为1h，进泥流量分别设为800L/h、1200L/

h、1600L/h和2000L/h，根据絮凝剂最优添加量

为1.84g/kg换算，800L/h，1200L/h，1600L/h和

2000L/h进泥流量所对应的絮凝剂流量为200L/h、

300L/h、400L/h、500L/h，。在出泥稳定后，采用

重量法分别测定泥饼含水率、从尾水出口溢流出的

尾水含固率，每个指标分三次取样测试，每次取样

间隔10min，并对每小时设备的淤泥出泥量进行统

计。

3.2.2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7表示不同进泥流量下的单位时间出泥重

量、泥饼含水率及尾水含固率情况，图12和图13

则反映了不同进泥流量下的单位时间出泥重量、

泥饼含水率及尾水含固率的情况。可以得出：进

泥流量升高时，单位时间出泥量增大，泥饼含水

率及尾水含固率也相应有所提高；进泥流量不高

于1600L/h时，泥饼含水率均低于55%，呈塑性状

态；而在进泥流量达到2000L/h时，出泥泥饼表面

有滴水现象，另外，在试验中发现，当进泥流量达

到2000L/h时，由于工作负荷较高，设备偶尔有堵

塞现象。故进泥流量不宜过高，适宜范围为1200L/

h～1600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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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进泥流量下的脱水效果情况表

表7  不同进泥流量下的单位时间出泥重量、泥饼含水率及尾水含固率表

进泥流量（L/h） 絮凝剂流量（L/h） 取样编号 泥饼含水率（%） 尾水含固率（%） 出泥量（kg/h） 试验现象

800 200

① 53.6 1.15

21.6 出泥量较少，泥饼呈塑性② 52.4 1.26

③ 51.8 1.05

1200 300

① 53.2 1.17

35.8
泥饼呈塑性，表面几乎不

滴水
② 53.9 1.19

③ 53.1 1.12

1600 400

① 54.9 1.29

46.4
泥饼呈塑性，表面几乎不

滴水
② 53.7 1.16

③ 55.4 1.35

2000 500

① 56.8 1.42

62.5
出泥量相对较多，泥饼表

面滴水
② 58.1 1.35

③ 57.2 1.55

进泥流量（L/h） 絮凝剂流量（L/h） 含水率（%） 尾水含固率（%） 出泥量（kg/h）

800 200 52.6 1.15 21.6

1200 300 53.4 1.16 35.8

1600 400 54.7 1.27 46.4

2000 500 57.4 1.44 62.5

根据以上各参数优化试验结论，该一体化淤泥

处理设备最优工况为：进泥流量设为1600L/h，浓

度为2‰絮凝剂CAPM流量为400L/h，即絮凝剂溶液

添加量为1.84g/kg。絮凝池搅拌速率为60r/min，

压板压力为0.4MPa。图14为该工况下的淤泥处理效

图12  不同进泥流量下的尾水含固率及泥饼含水率 图13  不同进泥流量下的单位时间出泥量

果，由图可见，泥饼呈塑性，表面不滴水，可以直

接收集运输进行后续处理。

根据以上各参数优化试验结论，该一体化淤泥

处理设备最优工况为：进泥流量设为1600L/h，浓

度为2‰絮凝剂CAPM流量为400L/h，即絮凝剂溶液

添加量为1.84g/kg。絮凝池搅拌速率为60r/min，

压板压力为0.4MPa。图14为该工况下的淤泥处理效

果，由图可见，泥饼呈塑性，表面不滴水，可以直

接收集运输进行后续处理。

图14  脱水后的泥饼

4  效益分析

4.1  技术效益

设备由筛分除杂模块、砂水分离模块、泥水

分离模块等组装而成，各模块之间独立运行，互不

干扰，使得稳定性优于一般的集成化设备。配套

滚筛装置，在筛分除杂模块，处理效率高，节省了

设备空间，且分离效果显著，去除颗粒粒径8mm以

上的杂质；配套砂水分离器，在砂水分离模块，分

离效果显著，砂水分离彻底，排出的余砂含泥量非

常少，便于余砂后续的资源化利用；配套的椭叠脱

水机，在泥水分离阶段分离效果显著，出泥含水率

低，尾水含固率低。

4.2  经济社会效益

（1）余砂资源化利用，绿色环保。通过采用

旋流除砂技术实现泥砂有效分离，余砂含泥量低，

满足深圳市《河湖淤泥处理厂产出物处置技术规

范》的二级余沙标准，可用于一般混凝土或建筑砂

浆骨料。既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同时还可以减少

对天然砂石的开采，缓解资源日益匮乏的现状以及

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

（2）节约工程成本。泥砂分离和泥水分离有

效实现淤泥“减量化”，一方面减少了淤泥外运成

本，另一方面处理后的淤泥泥饼含水量低，有利于

进一步进行资源化利用研究。

（3）提供技术保障。本淤泥一体化处理设备

集成安装，占地面积小，适用范围广，各类施工场

地狭小的河道沟渠都可适用，工作稳定，淤泥处理

效果显著，为黑臭河道污水治理提供技术保障。

5  结论

本技术对坪山片区三洋湖河道淤泥进行了采样

检测和分析，并采用一体化淤泥处理设备对该典型

黑臭河道淤泥进行了三级分离、脱水处理试验研究

以及设备工作效果评价。主要的研究结论如下：

（1）一体化淤泥处理设备由杂质分离、砂分

离、泥水分离三个模块组成，设计处理工艺为：滚

筛除杂、旋流除砂、搅拌絮凝、椭叠压滤脱水。滚

筛除杂工艺能有效去除颗粒粒径8mm以上的杂质，

旋流除砂工艺对2mm以上的砂颗粒分离效果明显。

（2）对泥水分离处理的关键技术参数进行了

试验研究。根据实验室及现场试验结果，确定的工

作参数为进泥流量为1600L/h，所选絮凝剂为分子

量1800万的CPAM，絮凝剂配比为2‰，絮凝剂流量

为400L/h，絮凝搅拌速率为60r/min，压板压力为

0.4MPa。该工况下的湿重出泥量在45kg/h～48kg/h

之间，尾水含固率在1.1%～1.3%之间，泥饼含水率

在50%～53%之间，出泥比较稳定，便于运输及后续

的资源化处理。

（3）设备产出的余砂含泥量较低，满足深圳

市《河湖淤泥处理厂产出物处置技术规范》的二级

余沙标准，可用于一般混凝土或建筑砂浆骨料，具

有显著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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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浅谈高层建筑“坑中坑”砖胎模施工的安全管理 

罗贤伟，王  进
(深圳市天健棚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 518019)

[摘  要]  “坑中坑”在高层建筑基础施工中普遍存在，本文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坑中坑”砖胎模的具体分析，给出了相应

的施工方案及安全管理措施。

[关键词]  坑中坑；集水坑；电梯基坑；砖胎模；安全管理

Discussion 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of brick  membrane in high-rise buildings

Luo Xianwei,Wang Jin
（ShenzhenTagen penggai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 Ltd., Shenzhen,518019）

Abstract: "Pit in pit" is common in th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of high-rise buildings. Through the specific analysis of the representative 

"pit in pit" brick mold, the author gives th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scheme and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Keywords: Pit in pit; collecting well; elevator shaft; brick membranes; the safety management

0  前言

在建筑基坑工程中，由于建筑物的结构特点

决定了基坑有不同的开挖深度，因地下室的承台、

电梯基坑、集水坑等在建筑基坑中普遍存在着坑中

坑现象，近年来因坑中坑砖胎模的失稳和变形而造

成的安全事故屡见不鲜，关于基坑工程坑中坑砖胎

模的加强设计至今研究尚少[1]，为此有必要对这方

面进行深入研究。本文结合多篇“坑中坑”相关论

文[2]，以某项目涉及到的“坑中坑”中的砖胎模施

工为例，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电梯基坑、集水坑砖胎

模施工作具体分析，重点阐述了在高层建筑施工中

“坑中坑”中的砖胎模施工安全管理要求，给出了

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为今后大面积推广应用积累

经验和提供参考。   

1  设计概况

1.1  建筑设计概况

该项目其中一片区的01地块各建筑单体概况

（见表1）,其中1-5#楼均为超高层建筑。

建筑名称 层数与高度 设计正负零标高 地下室层数 地下室底标高

1#楼 51F/148m 43.4m 4 26.2m

2#楼 51F/148m 43.4m 4 26.2m

3#楼 51F/148m 43.4m 4 26.2m

4#楼 51F/148m 52.2m 6 26.2m

5#楼 51F/148m 47.1m 5 26.2m

幼儿园 3F/18.6m 36.4m 2 26.2m

表1  建筑单体概况表

简 讯

深圳市盐港东立交工程加快建设

深圳市盐港东立交工程于2018年10月开始前期施工；2019年3月，C1匝道桥的6号门架墩浇筑完成；2020年4

月，首跨节段梁顺利拼装完成，上部结构装配式施工正式开始；目前市交通运输局协调建设单位克服疫情带来的

不利影响，加快工程建设；项目预计2021年12月底完工。

盐港东立交位于盐田区东港区北面，与盐坝高速、在建坪盐通道、拟建盐龙快速、东港区进港路和盐梅路连

接，为5路交叉的大型枢纽立交。项目新建匝道10条，总长约7.53公里，其中包括新建桥梁16座，桥梁总长4.099

公里，桥梁总面积46079平方米；隧道5条，总长2.022公里。

盐港东立交工程是深圳市首先应用节段拼接箱梁和装配式桥墩的市政项目，桥墩和桥梁等主要部件在工厂

“流水线生产”，经过海运运输到施工现场再像搭积木一样拼装，项目涉及预制桥墩装配施工、预制节段梁拼装

施工、超大型断面隧道矿山法施工、高速公路超浅覆土下穿通道施工等新工艺，其中，隧道最大断面是目前我国

市政公路隧道的最大断面。该项目是深圳规划“七横十三纵”高快速路网的重要枢纽立交，也是盐田港东港区重

要的疏港节点，建成后将有效连接深圳各区交通路网。同时，作为深圳市预制装配式桥梁试点项目，对推动深圳

市市政桥梁建造方式创新，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意义。

来源：深圳特区报 深圳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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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坑中坑设计概况

该项目地基基础形式采用变厚度筏板基础，

地下室附楼筏板厚度为0.6m，主楼部分地下室采

用桩筏基础，筏板厚度为2.2m。电梯基坑尺寸为

7.1m*10.1m，开挖深度4m有五个，电梯基坑尺寸

为13.4m*7.9m开挖深度4m有一个，电梯基坑尺寸

为13.4*6.7m，开挖深度4m有一个。集水坑尺寸为

6.85m*8.1m开挖深度5.5m有五个，集水坑尺寸为

7.9m*5.9m,开挖深度为5.5m有一个，集水坑尺寸为

7.35m*6.2m,开挖深度为5.5m有一个。

主楼电梯基坑、集水坑开挖后形成典型坑中坑
[3]，开挖深度示意图（以1#楼主楼开挖平面示意图

为例见图1）、远视实景图（见图2）、近视实景图

（见图3）。

图1  坑中坑开挖深度示意图（以1#主楼开挖深度示意图为例）

图2  远视实景图

图3  近视实景图

本项目电梯基坑、集水坑周边等均采用砖胎模

作为基础侧模板，现场土方开挖至设计标高后，经

研判土质符合地勘报告揭示的土层信息。砖胎模施

工前，需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因此砖胎模厚度和高

度参数编制方案的前提和关键。

2  建立力学模型

参照李永鹏[4]先生的《利用力学模型确定深大

基础砖胎模参数的方法》首先需建立力学模型，砖

胎模力学计算实际属于支护工程计算范畴。砖胎模

主要受到其砌筑后土压力作用，根据砖胎模的工作

原理，可将其视为小型的重力式挡土墙，即利用砖

胎模砌体的重力并辅以粗糙的背面摩擦效应抵抗背

面土体压力，确保砖胎模在施工过程和施工后不发

生倾覆。

目前计算土压力的理论和方法较多，常用的主

要有W·J·M朗金理论、C·A库伦理论和《建筑地

基基础设计规范》方法等三种。由于采用朗金土压

力和库伦土压力理论计算砂土产生的主动土压力时

前者比实测值偏大，后者比实测值偏小，故为安全

起见，对填土水平、墙背垂直、光滑的情况，一般

采用朗金理论计算。结合砖胎模工作原理建立如图

4所示的计算模型。

图4中：H为砖胎模高度；h为土压力作用点与

墙底距离，G为每延米砖胎模自重，B为砖胎模厚

度，Ex为主动土压力水平分力，Ey为主动土压力垂

直分力。

在模型建立时，考虑到承台、地梁等结构为矩

图4  砖胎模计算模型简图

形体，砖砌体不能侵入结构，故砖胎模墙体正面、

背面均为垂直；由于砖胎模后填土需一定时间间

隔，故假定除土体外土体表面无荷载作用；虽然朗

金理论计算公式提到背面光滑，但结合砖胎模背面

粗糙以及实际施工时增加砖柱构造措施等的实际情

况，更有利于抵抗土压力，防止发生倾覆。

3  砖胎模参数计算

3.1  主要计算流程和因素确定

砖胎模厚度和高度的参数确定，先确定厚度，

然后计算土压力，再进行砖胎模稳定性验算并验算

至满足设计要求。稳定性验算包括倾覆稳定性验

算、抗滑稳定性验算、圆弧滑动稳定性验算、地基

承载力和墙体强度验算。

由于砖胎模现场常砌筑在混凝土垫层上或埋

入地基一定深度，且砖胎模砌体基底的摩擦系数较

大，故可不验算抗滑稳定性，砖胎模砌体高度和自

重较小，砌体是砌筑在满足工程地基承载力的土层

上，故可不验算圆弧滑动稳定性和地基承载力；砖

墙体强度能满足现场施工荷载承载力要求，故可不

验算墙体强度。此外，由于砖胎模位于基坑内，砖

胎模顶部标高基本与基坑底板土体持平，且基坑内

风荷载不大，以及有临时支撑作用等因素，故不需

要对其在风载作用下的自由高度进行验算。

3.2  土压力计算

取1m高、370mm厚砖胎模为计算对象，结合建

筑工程现场工况，砖胎模参照《建筑施工计算手

册》[5](下称《手册》)以主动土压力计算公式计

算：

Ex=Mx·Nx·H2，Ey=My·Ny·H2

式中：Mx、My为墙背垂直时土压力水平和垂直

分力计算系数；Nx、Ny为墙倾斜时土压力的水平和

垂直分力影响系数。

因墙背垂直，故墙背倾斜角α=0;填土为水

平，故砖胎模后土坡坡脚β=0；本工程墙后填土

为砂土(含砾砂粗砂和中砂)，查《手册》P228曲

线Ⅱ得：Mx=0.255，My=0.072，Nx=1，Ny=1，故

Ex=2.55kN/m，Ey=0.72kN/m。

3.3  倾覆稳定性验算

根据计算模型和上述假定，对《手册》原计算

公式进行参数代换后，得到砖胎模抗倾覆安全系数

公式：

Kt=

=

=1.78>1.5，安全。

×100
Ex×h

2.55×(1/3)

(1/2)GB+Ey×B

(1/2)×1×1×18×0.37×0.37+0.72×0.37

式中：Kt为砖胎模抗倾覆安全系数，G为每1m

长度砖胎模自重，本工程采用页岩实心砖，查《建

筑施工手册》[6]取值18kN/m3，h为土压力作用离墙

底距离=(1/3)H=0.33m。

同理计算可得，在满足Kt>1.5的情况下，

240mm厚砖胎模理论砌筑高度700mm；370mm厚砖胎

模理论砌筑高度1000mm；500mm厚砖胎模理论砌筑

高度1400mm；1000mm厚砖胎模理论砌筑高度约为

2970mm。

4  本项目电梯基坑、集水坑砖胎模厚度和高度确定

由于本工程基础构件高度大，如1#楼塔楼电

梯基坑、集水坑砖胎模最高处高度达到5500mm,因

此采用单一厚度和高度已无法满足总高度和经济

要求，参照李永鹏先生的《利用力学模型确定深大

基础砖胎模参数的方法》一文中的结论，需采用三

种组合方式按厚度由大到小从下到上组合，利用上

下段墙厚差处土体对下端墙体向下的压力和嵌固作

用，并增加砖柱构造措施增加墙体整体抗倾覆性

能，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在电梯基坑、集水坑砖胎模砌筑时先砌筑

1500mm高490厚墙，再砌筑1500mm高370mm厚墙，

设置一道370mm*200mm的圈梁，然后砌筑240mm厚墙

到顶，在顶部做一道240mm*200mm的压顶圈梁以加

大砖模侧向抗压能力。圈梁内配4Φ10钢筋，箍筋

设置为Φ6@250，混凝土等级为C25。结合本工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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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电梯基坑、集水坑砖胎模平面意图

图6  电梯基坑、集水坑砖胎模1-1剖面示意图

场土质情况，为使砖胎模尽快达到一定强度，提高

砌筑砂浆标号等级，采用M7.5水泥砂浆，抹灰厚度

控制在25mm,要求砂浆饱满，随砌随勾砖缝，长度

方向每超过2m在中部设置一道砖柱，砖柱为（墙厚

+120）mm*（墙厚+120）mm。在个别特殊部位可局

部增加拉结钢筋，能显著增强抗倾覆性能，经实践

证明上述做法能满足现场施工质量和安全要求。电

梯基坑、集水坑砖胎模平面示意图（见图5）、电

梯基坑、集水坑砖胎模1-1剖面示意图（见图6）。

5  砖胎模侧壁空隙回填

5.1  回填材料要求

采用原始土或砂土分层夯实回填,少量空间用

C15素砼填塞。

5.2  回填时间要求

砖胎模砌筑后不能立即回填土方,应根据环境

温度和砌筑情况,待砌体砂浆强度发挥后方能逐层

回填,以免因过早回填而导致砌体倾覆。

5.3  回填前合理设置临时支撑

分层回填夯实前要做好砖胎模的内支撑加固措

施，以免土侧压力过大导致侧壁发生变形或坍塌，

可采用旧模板、钢管做临时支撑[7]。

6  施工排水措施及基坑监测施工

6.1  降排水措施

(1)  在本工程基底四周设明沟排水，每隔

20～40m左右设集水坑，并在储水丰富地面开挖排

水汇流小沟，将基坑内的雨水及地下渗水导向明沟

排至集水坑，最后再由抽水泵排向市政污水管道。

(2) 在基坑顶部四周做好排水沟，基坑四个角

及每隔20～40米布置一个集水坑。排水沟每段长不

大于40米，从中间向两端做2%找坡，集水坑位置布

置满足要求。

(3)对于电梯基坑、集水坑承台开挖部分，为

减少土方挖填量，将底板部分降排水的集水坑位置

设置在砖胎模以内位置，以解决坑内积水问题。对

存在不良地层的下沉电梯基坑承台，将下沉电梯基

坑部位承台局部加深0.5米，并在此部位设置集水

坑，如水量较大可在承台内设置盲沟，将坑底坑壁

的渗水、涌水引入井内，再利用水泵将承台内积水

就近抽至集水坑排走。

(4) 现场场地内排水系统派专人负责管理、维

修、清理，做到排水畅通，场地内无明显积水，场

地整洁。

6.2  基坑监测及稳定控制措施

在开始施工之前，对整个地下室边坡进行全

面检查，对发现有裂缝或坍塌等存在隐患的部位进

行整修、加固补牢并记录在案，在地下室施工过

程中要注意重点观察。在边坡上设立栏杆，并涂刷

醒目油漆，悬挂明显标志。边坡上下均沿基坑边设

排水沟，使坡面及基坑内排水畅通，无积水。施工

开始后对外侧基坑支护现场永久性测量点每周测量

一次，对已施工完成的坑中坑内的砖胎模临时测量

点每日测量一次，记录下标高及相对位置，看有无

变化；测量记录作为施工文件存档，以备查阅。沿

坡边的道路、场地禁止重型车辆经过，禁止堆放重

物。基坑监测要及时和定时，并根据情况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

7  结束语

基坑工程是岩土工程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之一，具有事故多发的特点，随着建筑结构的多样

化，主副裙楼等建筑尤其是高层结构的电梯基坑、

集水坑和基础设备等附属结构设施，导致绝大部分

基坑坑底不是简单的平面，而是出现了大量深浅不

一的带坑中坑的基坑形式，而有些坑中坑因超过一

定深度而形成深基坑需要进行专家论证，而这种形

式所带来的坑中坑砖胎模因其本身只是起到类似于

模板作用的施工措施，并非构成建筑结构实体的一

部分，因此并未受到相关设计人员的重视，在施工

图设计中并没有对此砖胎模有专门的设计，对此，

就需要有经验的施工单位针对此砖胎模进行必要的

深化设计。本项目1-5#楼均为超高层建筑，地下室

最大开挖深度17.2m,电梯基坑最大开挖深度5.5m，

属于典型的坑中坑工程。本工程根据上述力学模型

进行方案设计并组织现场施工，砖胎模分项施工安

全可靠，同时也从工程理论依据上解决了项目参与

各方对砖胎模高度和厚度确定发生分歧的问题，因

此提供以上解决方案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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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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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建筑垃圾中以废混凝土、废砖块等可再生建筑材料为主要成分的建筑拆除垃圾作为主要调研对象，从多

角度多维度对其资源化利用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首先，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发展背景出发，阐述了现

阶段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紧迫性和意义，并选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于先进水平的国外发达国家，就目前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状况同我国行业发展利用现状进行了对比阐述。其次，对国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程度较高的典型发达国家，就

有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法律法规等政策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对我国在该领域的法律法规政策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再次，对现行国内外建筑（拆除）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主流技术和工艺核心内容进行了整理，并对行业领域内国内外现行主要

采用的设备构成及优缺点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国内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典型管理模式进行了介绍；最后，从建筑垃圾产生

现状、相关法规政策及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建筑垃圾综合处理企业运营状况、建筑垃圾收纳场运营情况、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主要种类以及目前该行业领域内面临的突出问题等多个方面对深圳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归纳。

[关键词]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政策法规；管理模式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城市建设规

模日益扩大，工程新建量、改建量、扩建量以及工

程拆除量不断增加，导致建筑垃圾产量不断增加。

2018年[1]我国在城市建设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建筑

垃圾数量已占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成为第一

大城市垃圾源。据统计[2]，我国过去50年间至少生

产了300亿m3的黏土砖，在未来50年大都会转化为建

筑垃圾。“十一五”期间，全国共有46亿m2建筑被

拆除，其中20亿m2建筑在拆除时寿命小于40年。据

测算，每1万m2建筑施工面积平均产生550t建筑废

弃物，建筑施工面积对城市建筑废弃物产量的贡献

率为48%。截止至2017年我国共计产生建筑废弃物

15.93亿t。依据住建部公布的最新规划，到2020年

中国还将新建住宅300亿平方米，届时，我国建筑

废弃物产生量将达到峰值，预计会突破30亿t。

建筑垃圾[3]主要指各类建筑物和构筑物及其辅

助设施等进行建设、拆除与改造、装修及铺设等过

程中产生的各类固体废弃物，主要包括工程渣土、

工程泥浆、建筑拆除垃圾、废沥青、废旧管材及废

旧木材等。其中以混凝土、砖瓦等为主要成分的建

筑拆除垃圾具有体量大，污染较小[4]，显著资源属

性的特性，常被称为被放错地方的土石方资源和城

市矿山[5-6]。若不妥善处置，不仅破坏生态环境[7]，

而且严重制约工程建设进度[8]。为此，本文以建筑

拆除垃圾作为调研主体，对其资源化利用行业发展

现状从多方面加以总结。

1  国内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现状

1.1  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现状

日本：由于国土狭小且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加

上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更加

紧迫。日本明确要求建筑师在设计时要考虑建筑在

50 年或者100年后拆除的回收效率，建造者在建造

时采用可回收的建筑材料和方法，并尽量做到建造

零排放[9]。建造排放量从1995年的9620万t下降到

2008年的6380万t，回收利用率从42%提高到2011年

的97%。

日本对建筑垃圾进行严格的分类，不同的类

别都有较为成熟的处理方案和技术。在废混凝土回

收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大部分拆除混凝土用作路

基材料或者回填材料，有时还用于结构[10]。经过破

碎、分选、筛分后用于市政工程、景观或者用作混

凝土的骨料。日本还利用先进的技术提高骨料的质

量，将其用于高质量的混凝土中，技术包括加热破

碎、捣碎、机械破碎和重力浓缩[11]。沥青混凝土块

可作为再生沥青骨料使用和作为再生碎石路基材料

使用。建设工程产生的废木料，除了作为模板和建

筑用材再利用外，通过木材破碎机，弄成碎屑作为

造纸原料或燃料使用。利用废弃木材发电等，将建

筑垃圾转化为沼气用于能源在日本也在逐渐增加。

建设污泥经过脱水处理后，添加水泥和石灰等固化

材料进行稳定化处理，保证符合一定的品质标准，

可作为回填的土质材料再使用。

德国[12-13]：在二战后重建期间，德国积累了大

量的建筑垃圾再利用经验，建筑垃圾资源化已发展

的相当成熟，已形成完整的产业发展体系，实现了

工业化发展。根据德国环境部统计数据，到2008年

为止，德国的建筑垃圾资源化产业所提供的就业岗

位达16万个，每年实现的经济效益达400亿欧元左

右。2017年德国投入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人力、

物力就达到27万人、11000家企业及15500套设备，

使其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超过90%。2017年德国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年产值达到了700亿欧元。

美国：对建筑垃圾的利用主要分为“低级利

用”、“中级利用”和“高级利用”三个级别，总

体利用率几乎达到100%。“低级利用”主要是一

般性土方回填和对施工现场可回收的物质分拣后再

利用等。“中级利用”主要是将废混凝土、废砖瓦

等加工成再生骨料，用于再生混凝土、建筑物垫

层、再生砖砌体、道路铺筑材料等。“高级利用”

主要是将建筑垃圾加工成水泥、沥青等材料。一般

“低级利用”的比例较大，约占建筑垃圾总量的

50%～60%，“中级利用”约占  40%左右，由于技

术和成本的限制，“高级利用”占比非常小。据统

计，2010 年，美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产业规

模就超过2400亿美元，与其汽车产业业相当。

1.2  国内现状

对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等国，我国的

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最早开

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5年11月全国人大通过了

《城市固体垃圾处理法》，要求垃圾产生者必须缴

纳处理垃圾相关费用[14]。1997年“建筑废弃物综

合利用”作为国家建设部年度重点科技成果进行推

广[15]。2005年制定《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规范了城市建筑垃圾的倾倒、运输、中转、回填、

消纳、利用等处置活动以及各级主管部门、建筑及

装修施工单位、建筑垃圾处置单位、居民等主体的

责任与义务，并进一步明确了建筑垃圾处置收费制

度。该规定从“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和“谁

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出发鼓励建筑垃圾处置单位

对建筑垃圾综合利用，鼓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优

先采用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产品等。

2018年4月，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

于开展建筑垃圾治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建城函

【2018】65号），在北京市、郑州市、洛阳市、

许昌市、商丘市、苏州市、南通市、杭州市、深圳

市、广州市、上海市等35个城市（区）开展建筑垃

圾治理试点工作。

截至2018年底[16]，全国35个建筑垃圾治理试

点城市建成投用的建筑垃圾消纳场995座，消纳能

力46082.53万m3；建筑垃圾资源化项目224个，资

源化能力21718万t/年，企业性质以民营为主，实

际产能发挥不足50%。其中，已建成投产和在建的

建筑垃圾年处置能力在100万t以上的生产线仅有70

条左右，小规模处置企业有几百家，总资源利用量

不足1亿t，建筑垃圾总体资源化率不足10%，远低

于欧美国家的90%和日韩的95%。

2  国内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政策现状

2.1  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现状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开始制定一系

列法律、法规及政策措施促进垃圾资源化[17]。目

前，日本已形成以１部基本法为主体，２部综合法

为保障，６部专项法为辅助的垃圾回收循环利用体

系[18]。1970年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该法详细

介绍了各种废弃物的处置方法。1977年制定了《再

生骨料和再生混凝土使用规范》。  1991年制定了

《资源重新利用促进法》和《再循环法》。1994年

制定了《推进废弃物对策行动计划》。1998年发布

《建设再循环指导方针》和《推进建筑副产物正确

处理纲要》。2000年先后发布《建筑工程用资材再

资源化》、《由国家来推进采购环保产品》、《促

进废弃物处理指定设施配备》、《促进再生资源利

用法》、《关于建筑工地材料再资源化的法律》

（简称《建筑再利用法》）等法律法规。2001年

修订《废弃物处理法》，并制定《资源有效利用促

进法》[19]，该法规定了混凝土、砂石、金属类等

再生资源的利用，并从法律层面促进再生资源循环

利用。2002年制定《建筑再利用法》、《绿色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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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其中《建

筑再利用法》规定对于特定的建筑材料要分类拆除

和促进再资源化，拆除业主要按规定登记，并对主

管官员、地方政府、建设者、工程发包商的责任做

出详细规定，促使垃圾处置管理规范化；《循环型

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20]规定了建筑垃圾废弃、回

收、处理、利用的具体行动方针。

美国[21]：1965年，美国出台了《固体废弃物

处置法》，其立法宗旨是促进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的

保护，节约有价值的物质和能源资源。该法主要规

定联邦政府需从资金和技术方面协助地方政府进行

固体废弃物管理，但不直接管理固体废弃物。1976

年，美国国会对《固体废弃物处置法》进行了修

订，并重命名为《资源保护和回收法》，这是美国

固体废物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开启了联邦政府对固

体废物的管理工作。该法创立了美国联邦固体废弃

物管理体系，确定了国家废物管理的政策。198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和责任

法》，该法规定任何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废弃物的企

业，要自行承担处理责任，不能随意倾卸，从而在

源头上限制了建筑废弃物的产量，促使各企业自觉

寻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途径。1990年通过的

《污染预防法》彻底转变了以往管理固体废弃物的

惯性思维，由重视末端治理变为重视源头防治。

美国主管建筑垃圾等废物处理的最高机构是

国家环境保护局。自2000年以来[22]，美国国家环

保局对建筑垃圾管理实施的主要政策有：合理废弃

计划，通过自愿性质的行动让建筑施工单位将它们

的废物削减设想付诸实施，并给予技术支持；在集

中填埋垃圾这一程序上采取流向控制政策，从而便

利各州的垃圾处理计划和资金筹集；采用完全记账

法、废弃付费法的经济管理政策，力图通过废物回

收利用创造就业机会。此外，美国各州在贯彻联邦

立法的前提下，也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适合各州特

色的政策法规。

德国：1972年制定的《废弃物处理法》[23]要

求以关闭无人管理的废物垃圾场、污染者付费、废

弃物无害化、规范化处理等手段对废弃物进行末端

治理。1986年对原有的《废弃物处理法》修订颁布

为《废物防止与管理法》，规定了预防优先、循环

利用等内容，强调从源头上减少和避免废弃物的产

生，德国自此从末端治理转变为以源头预防和控制

为主。1991年颁布了《防止和再生利用包装废弃物

条例》，经1998年和2005年两次修订，明确了生

产者和经销商对产品包装的责任。这是世界上首次

在国家法规层面出现生产者责任延伸的概念，同时

制定了配套的法律法规。1994年，制定了《循环经

济和废物管理法》[12]，循环经济概念首次在国家

法律中明确提出，这部法律把建筑垃圾处理上升到

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经两年过渡期后于1996

年生效。1999年，德国制定了《垃圾法》，并在其

增补草案中明确规定了不同种类建筑垃圾的利用率

比率，同时规定对未对建筑垃圾进行处理者收取存

放费。2000年制定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政府

对从事再生能源的企业进行资金补助。2002年制定

了推进循环经济的《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政

府在对矿物能源征收销售税外又加征生态税，将征

收生态税多获的税款补贴给资源化企业。2012年，

德国出台了新的《循环经济法》，其宗旨是执行欧

盟第2008/98号《废弃物框架指令》规定的义务责

任，在欧盟标准的基础上，采取立法行动实现指令

所确定的目标，进一步推动德国废弃物管理政策的

发展。

2.2  国内现状

随着我国建筑垃圾问题的日益凸显，政府有关

部门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开始提上日程，相

应的政策制定不断出台，扶持力度逐年增大。

“十五”（2001—2005年）期间：是我国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的起步阶段，我国对建筑垃圾的关

注还主要停留在管理层面，城市建筑垃圾的工作重

心还没有向资源化利用转移。“十五”期间，我国

主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政策法规有国务院于2005

年颁发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修

订）》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城市建筑垃圾

管理规定》。

“十一五”（2006—2010）期间：是建筑废弃

物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探索阶段，为推进综合利用的

法制化进程，逐步形成以《循环经济法》为核心、

《资源综合利用管理办法》为基础，依法推进建筑

垃圾等固体废物资源的综合利用。该期间的相关政

策法规有2006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颁发的《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

法》；200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绿色施工

导则》；2009年国务院颁发的《循环经济促进法》

和201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建筑垃圾资源化再利

用部门职责分工通知》。

“十二五”（2011—2015）期间：是我国建

筑垃圾资源化的推进阶段，为深入推进循环利用，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颁布的重大相关政策法规达

9项之多。  2011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筑法（2011 年修正）》；2011年国家发改委颁

发的《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2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

进法（2012年修订）》；2013年国家发改委、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绿色建筑行动方案》；2013

年国务院颁发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

划》；2014年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

环保部、商务部颁发的《重要资源循环利用工程

（技术推广及装备产业化）实施方案》；2015年国

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

修订）》；2015年国家发改委颁发的《2015年循环

经济推进计划》和201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3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技术发展现状

3.1  制备再生骨料技术[24-30]

再生骨料指由废混凝土破碎得到粗、细骨料

并回用于新混凝土配制的技术，其中粒径不大于

4.75mm的称再生细骨料，粒径大于4.75mm的称再生

粗骨料。

3.1.1  基于简单破碎制备再生骨料技术

目前，国内外再生骨料的简单破碎工艺大同

小异，主要是将不同的破碎设备、传送机械、筛分

设备和清除杂质的设备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共同

完成破碎、筛分和去除杂质等工序。简单破碎的再

生骨料棱角多、表面粗糙、组分中还含有硬化水泥

砂浆，再加上混凝土块在破碎过程中因损伤累积在

内部造成大量微裂纹，导致再生骨料自身的孔隙率

大、吸水率大、堆积空隙率大、压碎指标值高、堆

积密度小，性能明显劣化，且不同建筑物或同一建

筑物的不同部位所用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尽相同，

因此将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块直接破碎、筛分制备

的再生骨料不仅性能差，且产品的质量离散性也较

大，故常用于制备低等级混凝土。

3.1.2  基于物理强化破碎制备再生骨料技术

物理强化指使用机械设备对简单破碎的再生骨

料进一步处理，通过骨料之间的相互撞击、磨削等

机械作用除去表面黏附的水泥砂浆和颗粒棱角。物

理强化主要有立式偏心装置研磨法、卧式回转研磨

法、加热研磨法、磨内研磨法和颗粒整形法等几种

方法。

立式偏心装置研磨法：所用设备主要由外部

筒壁、内部高速旋转的偏心轮和驱动装置所组成。

设备构造有点类似于锥式破碎机，不同点是转动部

分为柱状结构，而且转速快。由日本竹中工务店研

制开发的立式偏心研磨装置的外筒内直径为72mm，

内部高速旋转的偏心轮的直径66mm。预破碎好的物

料进入到内外装置间的空腔后，受到高速旋转的偏

心轮的研磨作用，使得粘附在骨料表面的水泥浆体

被磨掉。由于颗粒间的相互作用，骨料上较为突出

的棱角也会被磨掉，从而使再生骨料的性能得以提

高。

卧式回转研磨法：该研磨设备由日本水泥株式

会社研制。该设备十分类似于倾斜布置的螺旋输送

机，只是螺旋叶片改造成带有研磨块的螺旋带，在

机壳内壁上也布置着大量的耐磨衬板，并且在螺旋

带的顶端装有与螺旋带转向相反的追星体，以增加

对物料的研磨作用。在进入设备内部的预先破碎处

理的物料，由于受到研磨块、衬板以及物料之间的

相互作用，骨料上较为突出的棱角也会被磨掉，从

而使再生骨料的性能得以提高。

加热研磨法：日本三菱公司研制开发的加热

研磨法工作原理如下：初步破碎后的混凝土块经过 

300℃～400℃加热处理，使水泥石脱水、脆化，

而后在磨机内对其进行冲击和研磨处理，实现有效

除去再生骨料中的水泥石残余物。加热研磨处理工

艺，不但可以回收高品质的再生粗骨料，还可以回

收高品质再生细骨料和微集料。加热温度越高，研

磨处理越容易；但是当加热温度超过  500℃时，不

仅使骨料性能劣化，而且加热与研磨的总能量消耗

会显著增大。

磨内研磨法：主要在前苏联有所研究。分为有

研磨体和无研磨体（主要依靠物料相互间的研磨作

用）两种基本形式。前种形式主要利用球磨机或棒

球磨进行强化，后种形式可以理解为无介质磨。磨

内研磨法的动力消耗大，效率低，设备和研磨体磨

损严重。

颗粒整形法：我国在借鉴了国外经验的基础

上，找到了一种实用且有效的处理方法——再生骨

料颗粒整形法。所谓颗粒整形强化法，就是通过再

生骨料高速自击与摩擦来击掉骨料表面附着的砂浆

或水泥石，并除掉骨料颗粒上较为突出的棱角，使

其成为较为干净、较为圆滑的再生骨料，从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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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再生骨料的强化。行业学者研究表明：通过颗粒

整形与强化，再生骨料的性能显著提高，高品质的

再生粗骨料的性能可以与天然碎石相媲美，再生细

骨料的性能也有大幅度地改善。颗粒整形设备体积

小，工艺简单，设备使用寿命长，生产成本较低，

可以较好的进行推广应用。

3.1.3  再生骨料力学性能强化技术

湿处理法：湿处理法是指用清水对再生骨料进

行浸泡、冲洗，洗掉再生骨料表面附着的粉尘、泥

块和杂质。德国湿处理技术的原理是依据材料密度

的差异，利用脉冲水流冲过材料混合物，密度较小

的材料漂浮到顶层，密度较大的材料沉到底层，达

到去除木屑、纸、泡沫、塑料、橡胶等杂质，获得

品质较高的再生骨料。有学者在日本加热研磨法的

基础上提出了在破碎与筛分之间增加水冲洗环节，

能大幅度提高再生骨料的力学性能。

化学表面处理技术：

聚合物乳液处理法。利用聚合物乳液良好的

黏附性、憎水性，并可以在短时间内固化成型的特

点，对再生骨料进行浸泡或喷淋处理，聚合物分

子能够迅速填充再生骨料内部的微裂纹和附着硬化

水泥砂浆的微孔，同时还可以在再生骨料表面形成

一层致密的不透水薄膜，从而降低再生骨料的吸水

率。

酸液处理法。将再生骨料浸泡在酸液（如

CH3COOH、H3PO4、HCl、H2C2O4）中，利用酸液与再

生骨料表面附着硬化水泥砂浆（CaO、Al2O3、Fe2O3

等）发生化学反应，起到剥离硬化水泥砂浆和改善

颗粒表面形貌作用。相关文献表明酸液处理法能降

低再生骨料表面附着硬化水泥砂浆含量，从而降低

吸水率。

火山灰浆液处理法。火山灰浆液处理法是基

于火山灰反应的一种改性强化处理方法。采用粉煤

灰、硅灰、硅藻土等活性粉末浆液处理再生骨料

时，再生骨料表面附着的硬化水泥砂浆能激发活性

粉末的火山灰效应和微集料填充效应，填充再生骨

料内部存在的微裂纹和表面硬化水泥砂浆中的微

孔，减小孔隙率。相关研究表明用不同化学浆液改

性处理再生骨料，发现表观密度和压碎指标得到明

显改善，但吸水率有所增加，其中采用水泥浆外掺

硅粉或硅藻土效果最佳。

水玻璃溶液处理法。利用水玻璃溶液与氢氧化

钙反应生成C-S-H和硅酸凝胶，填充再生骨料内部

微裂纹和表面附着硬化水泥砂浆的微孔，固化再生

骨料表面附着的硬化水泥砂浆，从而细化孔径，减

小孔隙率，降低吸水率。相关研究发现，用浓度为

5%的水玻璃溶液浸泡处理1h时，所得再生骨料配制

的再生混凝土的强度可以显著提高。但高浓度和长

时间浸泡处理时，所得再生骨料会影响配制再生混

凝土的强度。

碳酸钙晶体填充法。碳酸钙晶体填充法是指通

过化学反应生成碳酸钙晶体，填充再生骨料内部微

裂纹和表面附着硬化水泥砂浆微孔，达到增强密实

度、减小吸水率的目的。有外国学者利用巴氏芽孢

杆菌具有吸附Ca2+的能力，将再生骨料完全浸泡在

巴氏芽孢杆菌（Sp.cell）培养液中，Sp.cell-Ca2+

与培养液中尿素水解生成的CO32-反应，反应生成的

CaCO3晶体能在骨料内部微裂纹和表面附着硬化水泥

砂浆的微孔中沉淀，对再生骨料的孔结构能起到有

效的填充效果，使再生骨料的结构更加致密。

碳化反应处理法。碳化反应改性处理再生骨

料是以碳化反应为基础，利用再生骨料表面附着硬

化水泥砂浆中的Ca(OH)2和C-S-H与CO2反应生成的

CaCO3晶体和硅酸凝胶填充骨料内部微裂纹和附着

硬化水泥砂浆微孔，使得再生骨料整体结构变得致

密，从而减小孔隙率，减小再生骨料的吸水率，提

升强度。

3.2  再生骨料的功能化利用技术[31-35]

3.2.1  再生骨料制砖技术

技术要求。再生骨料砖所用骨料最大粒径不

宜大于8mm；再生骨料砖按抗压强度分为MU7.5，

MUl0，MU15，MU20四个等级；再生骨料砖的尺寸允

许偏差和外观质量应符合规定；再生骨料砖吸水率

单块值不应大18%；干燥收缩率和相对含水率应符

合相关规定。

生产工艺。除土，清除建筑垃圾原料中的大

量渣土，一般多使用振动式给料机；破碎，一般采

用鄂式破碎机进行初级破碎，再选用锤式破碎机

或反击式破碎机二级破碎，最后选用立式冲击破碎

机三级破碎；筛分，采用筛框振动式电动筛，通过

初步筛分控制破碎后物料的最大粒径，经二次筛分

获得满足粒径要求的粗、细骨料；搅拌，即原料称

量后倒入搅拌机中进行干搅拌，然后加水进行湿搅

拌，搅拌好的半成品倒入中间贮料仓中贮存待用；

成型，再生骨料砖生产中采用压制密实成型工艺，

混合料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发生排气和体积收缩过

程，并逐渐波及其整体，最终达到较好的密实成型

效果；养护，宜采用自然养护和加速养护相结合的

养护工艺制度。

3.2.2  再生骨料制预拌砂浆技术

技术要求。采用再生骨料的预拌砂浆性能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预拌砂浆》GB/T  25181的规定。

I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各种强度等级的砂浆；

Ⅱ类再生细骨料可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M15的

砂浆；Ⅲ类再生细骨料宜用于配制强度等级不高于

M10砂浆。再生骨料砂浆用于建筑砌体结构时，尚

应符合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的

相关规定。

生产工艺。除土；破碎；掺加干粉煤灰，做和

易剂、保水剂，同时作为细集料和辅助胶凝材料；

掺加水泥，做胶凝材料和粉煤灰等火山灰质材料的

激发剂；配制，根据预拌砂浆的用途和各组份材料

的相关指标调整三种原料的种类和配比；搅拌。

3.2.3  再生种植土技术

技术要求。再生绿化种植土是由污泥、建筑弃

土、碎石以及草炭土构成；再生种植土应具有满足

植物生长所需要水、肥、气、热的能力；再生种植

土中不得掺入钢筋、塑料、木材等建筑垃圾，化工

厂和医院的建筑垃圾不得用于生产再生种植土；园

林绿化种植土壤划分级为一级、二级、三级。

生产工艺。分选，将建筑垃圾收集并进行分

类；粉碎；配合比试验，根据不同垃圾微量元素做

出配合比；搅拌，将上述做出配合比后的组合物送

入搅拌机混合搅拌均匀；化验，将上述搅拌好的基

料送到化验室化验；装袋，将经检验的基料送到装

袋区装袋。

3.2.4  再生骨料混凝土用作道路基础填料技术

再生骨料混凝土用作道路基础填料时，其颗粒

级配和压碎值指标均应满足《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

术规范》（JTJ034-93）的要求。相关研究表明，

与天然碎石制备的二灰碎石物理性质相比较，再生

骨料制作的二灰碎石最大干密度小于天然骨料，最

佳含水量大于天然骨料，无侧限抗压强度和间接拉

伸强度较高。

4  建筑垃圾处理设备发展现状及趋势[36-43]

4.1  发展现状

目前，建筑垃圾处理设备主要分移动线和固定线。

移动线。由给料机、输送带、破碎设备（颚式

破碎机、反击式破碎机、圆锥破碎机）、除铁器、

振动筛组成，各个设备连接紧凑，采用履带式或轮

胎式结构，可以灵活移动。最初由德国、荷兰等发

达国家研制，目前我国很多破碎设备生产企业也在

制造，而且对国外进口的设备进行了改进，增加了

风选设备及水雾降尘设备等，提高了移动线在处理

建筑垃圾中的适用性。

主要优点：灵活机动，占地面积小，不用办理

相关土地、环评等相关手续，拉到拆迁现场就可以

开始工作，投资少，收益快；根据建筑垃圾特性可

配置相应处理单元，组合灵活；自备发电机组，用

柴油作为动力，不用架设输电线路；移动式破碎站

在现场加工物料，不必将物料搬离现场再加工，大

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可以多台设备同时作业，根

据需求调整产能。

主要缺点：由于移动线在拆除现场进行作业，

除尘、降噪等硬件设施的短缺，造成垃圾处理过程

中的噪音、粉尘等环境污染；由于设备本身的结构

紧凑，体积偏小，体积较大的物料无法进入设备，

在处理前需进行预处理；建筑垃圾及再生骨料无法

做均化处理，再生骨料质量不稳定，受原料影响因

素大；由于大部分设备自身几乎没有去处轻质物的

功能，基本依靠人工拣除，无法彻底清除建筑垃圾

中混杂的渣土和轻质物，最终形成大垃圾变小垃圾

的状态；一般拆迁工程要求的工期很紧，拆除后的

建筑垃圾如果在现场处理，需要很长时间，未处理

的建筑垃圾占用很大的场地，导致工程正常建设受

到影响。

固定线。根据去除轻质物的方法不同，分为

干式和湿式两大类。主要生产设备和移动线设备配

置基本一致，区别在于由于场地固定，设备选型

更大，生产呈现规模化，可以配套相应的除尘、降

噪设施，减少对环境的二次污染；在去除轻质物方

面，安装风选或水选设备，再生骨料品质相比移动

线有了很大提升。

主要优点：有固定的生产场地，生产规模大；

环保方面的硬件设施容易实施，对环境污染小；在

堆料场、破碎车间、中转料仓、成品堆场各个阶段

的处理过程中，对建筑垃圾进行均化处理，再生骨

料质量相对稳定；再生骨料的品质较高，容易满足

标准要求；设备选型大，减少了大块建筑垃圾的预

处理工作量；可以配套相应的制砖车间、混凝土搅

拌站、无机混合料拌合站等生产车间，真正实现建

筑垃圾的循环利用；建筑垃圾集中处理，为拆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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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尽快腾出场地，提供开发建设条件。

主要缺点：需要相关的土地、规划、环保等多

部门审批；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缓慢；

建筑垃圾需集中处理，原料堆场及再生骨料占地面

积大；项目受原料来源制约较大，一旦项目周围原

料匮乏，将面临项目迁移的局面，造成投资浪费；

原料及再生骨料在场内需要大量的二次倒运，处理

成本偏大。

4.2  发展趋势

破碎设备将向大破碎比方向发展。近年来，

国外在破碎设备、破碎工艺和破碎理论的研究上极

为重视降低能耗和钢耗。随着各国建筑垃圾资源化

利用规模的继续扩大，破碎系统的入料块度也明显

增大，对破碎比的要求相应提高。为了适应破碎比

的要求，促使破碎系统向大破碎比和高效能方向发

展。

移动式破碎筛分机组将逐步成为主流。由于

现在的楼宇实行爆破拆除，运用移动式破碎筛分机

械在爆破地进行现场破碎与筛分，可大大提高生产

率，节省人力和物力。据行业专家评估，移动式破

碎筛分机组发展前景良好，有替代其他类型破碎筛

分机组的趋势。

破碎筛分联合设备将向大型化发展。目前，国

外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破碎筛分设备在向大型化发

展，其优点是节省占地面积和基础投资、单位产品

功耗低，同时设备的处理能力强，设备综合利用效

率高。

智能破碎筛分机械已被提上日程。随着科技的

蓬勃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已进入破碎技术的理论

研究、工程设计和生产控制领域，美国一些公司已

运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对破碎设备进行选择，包括对

破碎和筛分工艺流程、破碎机参数最优化选择等。

总体而言，随着各种新技术、新工艺在破碎和筛分

领域的应用，必将推动破碎技术的发展。

5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经典管理模式[44-47]

5.1  新加坡的资源型+特许经营模式 

据新加坡国家环保署统计，2018年新加坡建

筑垃圾产生量约为162.45万t。近10 年来，综合利

用率一直维持在99%，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对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有效的管理模式。“资源型+特许经

营模式”的核心内容包括：政府出台高额建筑垃圾

处置费用政策和建筑垃圾拆除行为准则，严格分类

收集，保证建筑垃圾量和品质；相对固定的用地模

式，综合利用，企业无需支付用地租金，其成本仅

需考虑厂区建设费用和设施设备购买费用，资金投

入较少；设立门槛，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新加坡现

有6家政府发放牌照的建筑垃圾处置公司，专责承

担全国建筑垃圾的收集、清运、处理及综合利用工

作，建筑垃圾处置公司须遵守有关环境法规，未达

到服务标准，处以罚金，严重的吊销牌照；新加坡

本土不具备天然石材采集条件，长期依赖于进口，

再生建材对于新加坡而言无疑是一项稀缺资源，往

往供不应求，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缺乏建材企业的

竞争，更有利于其盈利。

5.2  香港的政府建设部门主导模式 

香港环保署2017年的统计，香港每天产生的建

筑垃圾大约为4207t，而且这一数字日益攀升。目

前对于建筑垃圾的处置，香港政府的做法主要包括

3个方面：对于可再造物料，进行循环利用；将可

重用的惰性建筑垃圾运往公众填海区，以备日后在

填海及土地平整工程中使用；其余的非惰性建筑垃

圾运往堆置区弃置。香港政府通过建立公众填料委

员会(  PFC) 统筹管理及处置建筑垃圾。所有的公

务工程在启动阶段即向委员会报备工程产生建筑垃

圾的数量及时间表。通过报备，公众填料委员会可

有效统筹掌握香港整体公务工程建筑垃圾产生的规

模和时间，同时科学分配倾卸配额给予具体工程，

协调建筑废物配对，确保设施资源被妥善运用。为

了有效作出指引，香港环保署详细列出了再造建造

物料名录及建造业可循环再用物料清单。此外，规

定在填海区减少采用进口海沙，尽量利用建筑废弃

物进行回填；市政工程强制要求使用10%以上由建

筑废弃物加工生产而成的A类填料。

2005年1月，香港开始实施建筑垃圾处置收费

计划，建筑废物产生者（如建造工程承包商、装修

工程承包商或处所拥有人）在使用政府的废物处置

设施前，须先向环境保护署开立帐户，并须通过帐

户缴纳费用。而且对于惰性建筑废物含量越低，收

费越高，以此来引导产生单位进行源头分类。

5.3  上海的核心棚改国企主导模式

目前上海建筑垃圾全年申报量均超过1亿t，主

要来源于轨道建设和棚户区的改造工程，综合利用

率约21%。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

其优势在于，这些企业不仅储备了不少土地资源、

设施用地条件有保障，而且其本体为工程建设单

位，对建筑垃圾的来源和再生建材的去路有一定的

保障作用。以上海城建物资公司长风分公司为例，

其公司以苏州河南岸旧改经济适用房的碎砖、废

砖、混凝土等建筑垃圾为资源化利用对象，将其研

磨至较小粒径的颗粒，与混凝土混合，替代粉煤灰

使用，或将混凝土破碎后替代河砂。目前上海市砂

石需求量为1200万t/a，但仅能满足60%，建筑垃圾

仍有很大的资源化利用空间。

5.4  青岛的骨干建材民企主导模式

近年来，青岛建筑垃圾产生量已超过1200万t/

a，已达到城市垃圾数量的40%以上。因此自2010年

起，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开始着手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现已逐步形成了由青岛市建

筑节能与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负责青岛市区的建筑

垃圾管理工作，县级市下放到各市自行管理的管理

局面。目前，青岛市主要通过“地域垄断+骨干建

材民营企业+处置收费”的管理模式来实现建筑垃

圾的资源化利用。具体为建立拆除垃圾收费制度，

在办理拆除施工备案时需按地上和地下面积分别缴

纳保证金，其中地上部分不返还，这部分钱用于奖

励给资源化利用企业；地下部分即新建工程的土石

方排放，收纳的保证金要退还必须要购买再生骨料

产品混凝土，且必须要占工程总量的30%以上，直

接用于工地的回填土则不需要买，直接留在现场。

目前，青岛有14家生产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民营企

业，这些企业本身是建材公司，因此在再生建材的

生产和销售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此外，政府对于这

些企业，根据加工量给予4元/m3的资金补贴。

6  深圳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现状

6.1  建筑垃圾产生现状

深圳市目前所面临的建筑垃圾主要有工程弃

土、工程泥浆、拆除废弃物、施工废弃物、装修废

弃物五大类。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相关数据，

2018-2025年，全市工程弃土和工程泥浆的产生总

量预测为60946.4万立方米，年均产生量为7618.3

万立方米；拆除废弃物预测产生总量为16298.4万

立方米，年均产生量为2037.30万立方米；施工废

弃物、装修废弃物预测产生总量为8466.6万立方

米，年均产生量为1058.3万立方米。深圳市建筑垃

圾主要通过海陆外运、受纳填埋、围填海、工地回

填、综合利用等渠道处置[48]。

6.2  相关法规政策、标准及规范体系建设

1998年4月深圳市发布《深圳经济特区余泥渣

土管理办法》，于2004年进行了修订。2006年3月

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2009年

5月发布《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条例》，

2012年2月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发布《深圳市建筑废

弃物受纳场运行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三年。2013年6月发布《深圳市建筑废弃物

运输和处置管理办法》，2014年1月1日实施，同

期《深圳经济特区余泥渣土管理办法》废止。2017

年11月发布《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管理办法（送审

稿）》，拟出台后取代《深圳市建筑废弃物运输和

处置管理办法》，实现建筑工地、泥头车、受纳场

和综合利用厂等环节的闭环管理。

2017年12月，深圳市住建局公开发布了《深

圳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激励办法》（征求意见

稿），从地租减免、产品推广、税收优惠、贷款贴

息等政策扶持及现场移动式综合利用、综合利用产

品销售、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综合利用能力建设等

资金资助方面对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激励

政策做了全面的规定，并约定了相关机构部门职责

和监督法律责任。

2018年8月深圳市住建局发布了《深圳市建

筑废弃物受纳场建设运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

2019年11月深圳市住建局发布《深圳市建筑

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安全生产

指引》（征求意见稿）和《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综合

利用产品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

公开征求意见。

目前，深圳市正在修订《深圳市建筑废弃物运

输和处置管理办法》（2013年），并同步配套制定

了减排与综合利用激励办法、综合利用企业监督管

理办法、综合利用产品认定办法、综合利用安全生

产工作指引、综合利用示范项目管理办法等5项综

合利用管理办法，构建和完善建筑废弃物“1+N”

管理政策体系。

在标准及规范体系建设方面，深圳市目前已

印发《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应用工程技术规

程》和《道路工程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

程》2项标准规范，正在编制《深圳市建设工程建

筑废弃物减排与综合利用技术规范》、《深圳市建

筑废弃物限额排放标准》、《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分

类拆除施工规范》3项规范。已印发实施的《深圳

市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应用工程技术规程》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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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新建、扩建、改建的建筑工程、市政工

程、水务工程和景观工程中采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

品的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道路工程建筑废弃

物再生产品应用技术规程》适用于建筑废弃物再生

材料在城市道路工程中的应用，对建筑废弃物原材

料的再生加工、运输和储存及各类再生产品对原材

料的要求、技术要求、配合比设计、养护、施工质

量验收进行了规定。

6.3  建筑垃圾综合处理企业运营状况

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方面，深圳市建筑垃

圾综合利用企业从2017年的22家增长至2018年的

42家，同比增长91%，其中固定式综合利用企业15

家，移动式综合利用企业27家，详见附表1。

全市固定式综合利用企业年设计处理能力超过

1200万t，现场移动式综合利用企业年设计处理能

力超1300万t，2018年实际综合利用量达1060万t，

同比增长78%。，节约标煤21万t，减排二氧化碳51

万t，节约填埋土地逾1000亩，社会和生态效益相

当显著。

但是由于深圳市建材市场竞争激烈，目前存

在部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甚至“来料吃不

饱”、“产品卖不出”、“企业被关停”等多重经

营困境。

6.4  建筑垃圾受纳场运营情况

除了发生事故的光明红坳受纳场，深圳市可使

用的余泥渣土受纳场主要有部九窝二期、新屋围建

筑垃圾利用场、龙岗新坑受纳场、坪山新区甘角落

受纳场和沙田秀禾路受纳场、宝安区西部沿江新城

土地平整工程等6座受纳场。

部九窝余泥渣土受纳场位于龙华新区与南山区

交界处，福龙路西侧，分一、二期建设。部九窝受纳

场一期2008年10月启用，2013年3月填满封场，现由

市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处管理。为解决深圳市轨道交

通三期工程等重大建设项目弃土出路问题，2012年1

月5日，市政府召开关于研究加快深圳市余泥渣土受

纳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等问题的会议，确定由市城管

局负责建设部九窝受纳场二期工程，部九窝受纳二期

总设计库容3800万m3。2018 年2月，经深圳市政府同

意，启动部九窝受纳场二期封场工作[49]。

新屋围建筑废弃物受纳场位于深圳市南山区

西丽新屋围村、平山村（塘朗山西部山脉），2016

年12  月1日全面开放，只受纳建筑垃圾，严禁纯

土进场，入场收费标准10元/t。该项目用地面积

25930.52平方米，设计库容366万m3，截至2019年

已经填埋约260万m3。受纳场填埋完毕后，拟建立配

套的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生产线，形成建筑废弃物

回收-处理-再利用的循环式产业链[50]。

6.5  建筑垃圾再生产品[51]

目前，深圳市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再生

建材产品主要包括骨料、混凝土实心砖、混凝土路

面砖、混凝土透水路面砖、混凝土植草砖、非承重

混凝土多孔砖、混凝土水工砖、混凝土预制构件、

轻质内隔墙板、干混预拌砂浆等。

6.6  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

拆除企业与资源化利用企业之间的矛盾突出。

目前，深圳市拆除工程主要是采用拆除、废弃物综

合处理利用分离模式，拆除施工单位往往处于主导

地位。为了节约成本，加快拆迁进度，施工企业拆

迁时，通常不会对建筑废弃物进行有效地源头分类

和减量化处理，导致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企业处置

难度加大，大幅增加综合利用成本，经常出现两家

企业之间推诿扯皮的情形，不仅影响项目进度，还

增加了安全风险。

建筑垃圾受纳场地严重不足。深圳市政府于

2012 年通过了《深圳市余泥渣土受纳场专项规划

（2011-2020）》，在2011年到2015年期间各项规

划建设一直按照这个规划陆续推进。按照规划，在

2020年之前将会有47个受纳场陆续建设完成[52]。但

是自从光明红坳受纳场滑坡事件之后，各项规划建

设的受纳场均叫停，截至2018年实际受纳场13座已

填满。为了缓解工程渣土受纳压力，深圳市又规划

了7座受纳场，设计总受纳量约3000万m3，显然无法

满足深圳建筑废弃物填埋需求，深圳已陷入工程渣

土无处安放的窘境。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大多运营困难。深圳

市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以及行业孵化等

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但相对实际需求而言，建筑

垃圾的资源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相关工作力度

和财政投入亟需加强。由于用地严重缺乏，深圳市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用厂规模偏小，建筑垃圾

分拣难度达、粉碎耗电较高，加之深圳人力成本较

高，从而导致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品生产成本比

普通建材高，价格缺乏竞争力，不利于资源化利用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7  结论

本文选取建筑垃圾中以废混凝土、废砖块等可

再生建筑材料为主要成分的建筑拆除垃圾作为主要

调研对象，从多角度多维度对其资源化利用行业发

展现状进行了系统归纳总结。

（1）从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发展背景出

发，阐述了现阶段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紧迫

性和意义。选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处于先进水平

的国外发达国家，就目前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状况

同我国行业发展利用现状进行了对比阐述。

（2）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政策应先行。对国

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程度较高的典型发达国家，

就有关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法律法规等政策发展历

程进行了梳理，同时对我国在该领域的法律法规政

策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

（3）在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领域，其技

术和设备发展水平处于核心地位。对现行国内外建

筑（拆除）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再生骨料、再生骨料

功能化以及再生种植土等技术和工艺核心内容进行

了整理。对行业领域内国内外现行主要采用的固定

线、移动线设备构成及两种形式的优缺点进行了阐

述，并就设备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归纳。

（4）高效合理的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管理模

式可以有效推动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广度和

深度。分别对新加坡“资源型  + 特许经营”、香

港“政府建设部门主动”、上海“核心棚改国企主

导”、青岛“骨干建材民企主导”等国内外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典型管理模式进行了介绍。

（5）从建筑垃圾产生现状、相关法规政策及

标准规范体系建设、建筑垃圾综合处理企业运营状

况、建筑垃圾收纳场运营情况、建筑垃圾再生产品

主要种类及目前行业领域内面临的突出问题等多个

方面对深圳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现状进行了系统

的整理归纳。

参考文献

[1]2018-2023年中国建筑垃圾处理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

划分析报告.

[2]建筑垃圾成为第一大城市垃圾源，资源化利用或可创造万亿

价值—中国生态资本网.[2019/7/23].

[3]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垃圾处理技术规范:  CJJ 

134－2009[S]．北京: 中国建筑行业出版社，2009．

[4]李小卉．城市建筑垃圾分类及治理研究[J]．环境卫生工

程，2011,9(4)．

[5]曹小琳，刘仁海．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多级利用模式[J]．建

筑经济，2009,(6)．

[6]陈昌礼，赵振华．我国城市建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关键问

题及对策分析[J]．建筑技术，2011,42(9)．

[7]王瑞敏，王林秀．中国建筑垃圾现状分析及发展前景[J]．

中国城市经济，2011(5x)．

[8]周文娟，陈家珑，路宏波，等． 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现状及

对策[J]．建筑技术，2009,40(08)．

[9]Annual  Report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in  Japan．  Establishing 

a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Milestone  toward 

a  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through  changes 

in  business  and  life  styles[R]．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Government of Japan，2010．

[10]Environmental  Council  of  Concrete  Organizations

．  Recycled  concrete  and  masonry[R]．Environmental 

Council of Concrete Organizations，Japan，2006．

[11]Kawano  H．  The  state  of  using  by-products  in 

concrete  in  Japan  and  outline  of  JIS  /TR  on 

recycled  concrete  using  recycled  aggregate．[C]//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FIB  congress．Osaka，

Japan: 2003．

[12]W o r l d   B a n k .   C h i n a   A i r ,   L a n d ,   a n d   W a t e r -

environmental priorities for a new millennium.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2001,100. 

[13]Ming  Lu,  Chi-Sun,  Poon  LW.  Application  Framework 

for  Mapping  and  Simulation  of  Waste  Handing 

Processes  in  Construction  [J].  Journal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06.

[14]陆凯安．我国建筑垃圾的现状与综合利用[J].施工技

术.1999, (5). 

[ 1 5 ] 屈先奇．建筑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研究 [ D ] .长安大

学.2014.6.

[16]徐玉波,李颖,樊斌. 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现状、

问题和建议[J].固废利用, 2019, (12).

[17]施锦芳，李博文．日本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的制度构建及启

示[J].日本问题研究，2019,33(6)．

[18]施锦芳，李博文．日本小型家电回收再利用的制度构建分析

[J].现代日本经济,2018(３)．

[19]李景茹，赫改红，钟喜增．日本、德国、新加坡建筑废

弃物资源化管理的政策工具选择研究[J]．建筑经济，

2017,38(5)．

[20]谢晓光．完善中日环境合作机制的路径选择[Ｊ]．日本问

题研究，2010(1)．

[21]Dunston  P  S.  Construction  Research  Congress 



60 天健技术
Vol.07.No.2
Jul.2020

第07卷第2期
2020年07月

天健技术
Tagen Technology 61

简 讯

行业新词汇：国家发改委发声！“新基建”首次明确！

在国家发改委日前召开的4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

相较于此前热议的“新基建”范围：5G基建、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

汽车及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此次发改委的介绍更加详细与明确。

首次明确“新基建”3个方面内容

国家发改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司长伍浩表示，初步研究认为，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

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

施体系。

目前来看，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3个方面内容：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

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

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

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当然，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将持续跟踪研

究。”伍浩表示。

将从四个方面促进“新基建”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联合相关部门，深化研究、强化统筹、完善制度，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研究出台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的有关指导意见。

二是优化政策环境。以提高新型基础设施的长期供给质量和效率为重点，修订完善有利于新兴行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准入规则。

三是抓好项目建设。加快推动5G网络部署，促进光纤宽带网络的优化升级，加快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

设。稳步推进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智能+”升级。同时，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

四是做好统筹协调。强化部门协同，通过试点示范、合规指引等方式，加快产业成熟和设施完善。推进政企

协同，激发各类主体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技术创新、部署建设和融合应用的互促互进。

聚焦新型基础设施领域促进深度融合与转型升级

在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

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各地目前积极推动扩大有效投资，数据中心、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成为引领新一轮投资

的亮点。

国家发改委将联合相关部门，在加强新基建顶层设计的同时，以提高新型基础设施的长期供给质量和效率为

重点，修订完善有利于新兴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准入规则；加快推动5G网络部署，加快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

设；稳步推进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智能+”升级，同时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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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固废法》：全面打开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市场新空间

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第四十三号主席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9

月1日起施行。至此，最新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下简称“新《固废法》”）正式

揭开面纱。其中，该法对“建筑垃圾”生产、管理、处置、监督等做了专门规定，由此构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法

律治理框架。同时，也为建筑垃圾的资源化综合利用全面打开了市场发展的空间。

有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在城市建设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建筑垃圾数量已占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建筑垃

圾已成为第一大城市垃圾源。因此，对建筑垃圾进行治理和利用，不仅涉及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涉及提升百

姓生活环境质量和国家的生态保护、土地安全等重大利益，由此也一直成为政府、相关行业、社会和学界关心的

严峻的社会议题。此次新《固废法》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

工作，建立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制度，规范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行为，推进综合利

用，加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场所建设，保障处置安全，防止污染环境。新《固废法》的实施，将有力推动建筑

垃圾资源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围城”已成发展之“痛”

据悉，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十多亿平方米新建面积，加

上近年来一直在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小区改造等。以建筑业发展现状的规模以及改建、装修等工程量计，不

可避免地，每年会产生巨量的建筑垃圾。据统计，我国每年建筑垃圾的排放总量约为15～24亿吨之间，占城市垃

圾的比例约为40%。其中，未经任何处理直接填埋的建筑垃圾约占总量的98%，相当部分作了填埋。轻度分拣出废

金属、废混凝土的约占2%，资源化利用率不足1%，远低于德国和日本的90%，英国的80%和美国的70%。若以每填

埋1万吨建筑垃圾占用1亩土地计算，每年国家产生的建筑垃圾需占用土地是十分惊人的。

随着建筑垃圾的快速增长，不仅在发达地区存在严重的“建筑垃圾围城”现象，即使在不发达地区甚至欠发

达地区，由于对建筑垃圾资源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紧迫感不强，以及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如果一直得不到

有效处置和利用，必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造成的危害是，污染水、空气和环境，破坏土壤，占用大

量的土地。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深入研究，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垃圾处理链条，

建立循环产业链，实现“变废为宝”、综合利用；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对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进行规范，尽快

建立和完善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的法律和政策。

资源化利用市场空间巨大

有机构研究结果显示，每资源化利用1亿吨建筑垃圾，可节省堆放占地万余亩，减少取土或代替天然沙石

千万立方米，节省标准煤500万吨；可减少污染，改善城市环境，降低可吸入颗粒物和细颗粒物指标；可新增就

业岗位，带动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也有权威机构统计表明，我国因环保投资力度加大，整个“十三五”期间固废处理行业投资规模有望超过

3.5万亿元，其中，建筑垃圾处理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经济效益巨大。且相比成熟市场，目前我国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率不高，远低于美国的70%、德国的90%以及日本的97%，因此发展潜力巨大。有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

显示：如果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比例每年保持1～3个百分点的增长，到2025年和2030年，这个市场将分别达到

20%和30%，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16.3%和14.0%，届时的市场规模将分别达到1200亿元和2500亿元。也就是说，建

筑垃圾资源化市场有望成为固废行业的又一个“千亿”增长点。“若我国建筑垃圾资源化可达到欧美、日韩水

平，将这些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再利用，可创造万亿元价值。”有关专家曾作如此表示。

“变废为宝”仍存多重“桎梏”

事实上，建筑垃圾也是一种资源，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对其加以再利用和再生利用，既可节省资源的消耗，

又可使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

但是，相比国外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再利用，我国无论在意识、法规还是具体管理实施，以及技术能力和处理

设施、方式等方面，都相差巨大。主要原因一是不清楚建筑垃圾也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常常把它当成麻烦事甚

至偷倒偷运。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建筑垃圾处置紧迫性认识不够，认为建筑垃圾对环境污染没有生活垃圾对环境的

污染明显和严重，大部分由建筑垃圾产生者自行填埋处置或异地倾倒；二是认识有误区。市场较难接纳建筑垃圾

再生产品应用，建设方或普通消费者不了解，甚至存在抵触情绪；三是有些施工单位和管理机构的处理方式较为

粗放，将一些建筑垃圾未经任何处理便运往填埋场，但一些有处置能力的建筑垃圾资源化企业却缺乏稳定的原材

料供应；四是还有一些地方建筑垃圾收集、转运、处理一体化的模式体系不完善，处置效率和能力不足。

要高效处理和利用建筑垃圾，将其转化为绿色再生资源，必须形成统一认识、协调行动。当前，在我国仍处

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疫情结束后，我国经济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因此，既要着眼于从源头开始进行建筑垃圾

减量的努力，又需要建设完整的处理产业链，以及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给予保障。新《固废法》的颁布实施，

可谓是送来一场对建筑垃圾推进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探索建立相关技术、市场和监管体系 的

“及时雨”。

顶层设计提出治本之策

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12月公布并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部署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

工作。预计两年内在全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根据该《方案》，“无废城市”建设的宗旨是推

进固废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废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已

列为中共中央深改委工作要点。毫无疑问，建筑垃圾作为固废重要的源头之一，必然会被统筹于整体的监督管理

体系之中。

而国家多部门曾颁布过对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的政策，如住建部《关于发展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指导

意见》中有过原则性的建议，“要积极采用新型建筑体系，推广应用高性能、低能耗、可再生循环利用的建筑材

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要提高建筑品质，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努力降低对建筑材料的消耗。要积极研究和

开展建筑废弃物与部品的回收和利用。”住建部、工信部联合印发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规范条件（暂

行）》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行业从生产企业的设立和布局生产规模和管理等都做了具体规定。

合力推进资源化“蝶变”之路

部分省市也制定了建筑垃圾回收利用率规划及政策扶持的措施。如《湖南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

(2020-2030)》明确了该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发展方向与分阶段目标。提出，至2020年全省规划建设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基地37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5%以上；至2025年全省规划建设相关基地60个，资源化利用

率达到70%以上;至2030年全省规划建设相关基地75个，资源化利用率达到85%以上。河北提出通过建立健全政策

引导、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长效推进机制，形成布局合理、制度完善、技术先进、全程可控、利用高效的建

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到2020年，全省城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20%以上;到2025年，达到50%以

上。安徽提出到2020年底，省辖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0%以上，县(市)资源化利用率达到30%以上。《海

口市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实施方案》明确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使用的范围、比例和质量等要求。提出至2020

年，该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低于70%，并逐年提高。从事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活动的单位或个人，按规定

享受国家、海南省规定的有关财税、用电优惠政策。

一些地区更是通过税收优惠、资金扶持、土地利用、产品推广、科研支撑、环保支持等方面，全面扶持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并成功创建了“样板”。如深圳市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建设工程建筑废弃物排放限额指标，

明确建筑废弃物减排与综合利用技术措施。制定的《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条例》，从设计等项目源头开

始着力建筑垃圾的减量化。无论是在南方科大项目进行“零排放”模式实践，还是对相关处置企业推出系列极具

扶持力度如享受免收或减收等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规定再生建材率先用于政府工程等等，各项措施多方鼓励建筑

垃圾综合利用。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优先采用建筑再生资源化产品进行政策激励，带动了一批建筑垃圾回收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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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再利用企业的诞生与成长，不仅为深圳市建筑垃圾资源利用的工作走向纵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是达到了规

模化的处理和产业化的程度，形成了一个良性运行、得到各界支持的新兴市场。深圳市被住建部列为全国首个

“建筑废弃物减排与综合利用试点城市”，就是对其勇于探索所取得的成绩的充分肯定。

新《固废法》的颁布，为建筑垃圾的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武器。广大建筑施工企业要积极配

合新《固废法》的实施，与相关部门合力，大力倡导绿色建造方式，倡导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不断优化施工方

案，坚持绿色施工、文明施工，让建筑垃圾变废为宝，让建筑垃圾资源化成为城市和社会经济建设的良心体现，

为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留下坚实的足迹。

来源：建筑时报

装配整体式建筑免套筒超高性能混凝土新型连接技术

上海建工联合上海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以新型预制构件节点连接方式为研究重点，将超高性能混凝土应

用于预制构件的连接，实现了钢筋直锚短搭接的免套筒新型高效连接技术。

经超高性能混凝土中的钢筋中心拉拔试验，得出用于测定超高性能混凝土与高强钢筋黏结强度的中心拉拔试

件的钢筋锚固长度为4d。而实际工程中钢筋搭接长度为10d时，与现浇砼结构规范规定的钢筋锚固长度等效，具

有足够的安全储备，可完全满足承载和抗震需求。得益于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高强高韧特性，发明了基于超高性能

砼的钢筋直锚短搭接高效连接技术，为装配式建筑节点连接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为进一步验证直锚短搭接高效连接技术在结构中的实际效果和力学表现，开展了基于超高性能混凝土连接的

预制梁受弯性能试验、预制柱抗震性能试验、装配式框架节点抗震性能试验等。结果显示，钢筋搭接长度为10d

时，超高性能混凝土连接的预制构件和预制节点已具有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同水平的力学性能和抗震能力。

同时，装配式单榀框架室内抗震性能试验观测了结构塑性铰和裂缝的发展规律、结构承载能力、层间位移、

滞回曲线、钢筋应变等，试验表明，超高性能混凝土连接的装配式框架结构实现了强柱弱梁、强节点弱构件的设

计目标，与现浇框架结构具有同等水平的位移变形能力和耗能能力。框架结构体系现场静载试验通过现场9级加

载和3级卸载试验，检验预制现浇整体梁、板构件的竖向变形和受力性能，观测显示，结构在设计荷载下的变形

能够很好地满足适用性和安全性检验要求。

来源：上海理工大学学报 上海建工科技创新平台等

（1）预制梁连接示意图 （2）预制柱连接示意图  （3）装配式框架节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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