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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真空预压法处理工程废浆中生石灰的增渗作用
武亚军 1，牛

坤 1，唐海峰 2，胡志刚 2，陆逸天 1

（1. 上海大学 土木工程系，上海 200072；2.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1206）

摘 要：针对上海某桩基施工现场产生的工程废弃泥浆，将传统的固化剂生石灰作为添加药剂，在静置沉降阶段测试了不同
添加量时浑液面沉降随时间的变化；对于静置沉降后不同添加量的泥浆絮体进行了真空预压试验，研究了真空预压过程中的
排水量变化特性及试验结束后模型箱内的颗粒分布特性，采用 MIP 试验研究了真空预压前、后不同位置处孔隙的分布变化
规律；基于 SEM 试验解释了生石灰在废浆处理中的水化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1）加入生石灰不仅能加快静置沉降阶段浑
液面的沉降速率，而且由于生石灰水化物结晶体能将土颗粒联接起来，形成体积较大、结构松散、可以起到骨架作用的土团
粒，后期的增渗作用十分明显；
（2）在 0.2%、0.5%、0.8%生石灰的 3 种添加量中，掺量为 0.5%时，静置沉降和真空预压阶
段泥面沉降速度均为最快；
（3）经药剂真空预压法处理后，废浆中的孔隙孔径由处理前的 3 184～11 308 nm 为主减小至 681～
3 244 nm 为主，孔隙总量减小约 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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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permeability of calcium lime in construction waste slurry
improvement by vacuum preloading with flocculation
WU Ya-jun1,

NIU Kun1,

TANG Hai-feng2,

HU Zhi-gang2,

LU Yi-tian1

(1.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2. China Southwest Ge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Shanghai 201206, China)

Abstract: To improve the waste slurry discarded from a pile foundation project in Shanghai, the curing agent (calcium lime) is used
as an additive material. The deformation on the waste slurry surface with various additives is measured during settlement at rest. The
vacuum preloading tests are conducted for the slurry flocculation. The variation in water discharge during vacuum preloading and the
particle distribution in the slurry flocculation at various locations as the tests completed are then investigated. The changes in the size
distributions of the pores in the waste slurry are also explored using MIP tests before and after the vacuum preloading tests. The
hydration mechanism of the calcium lime on the improvement of waste slurry is illustrated using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image processing. It shows that the settlement rate on the waste slurry surface accelerated after adding calcium lime, and soil particles
are joined together by lime hydrate crystals to form the skeletonized soil-flocculation aggregates with larger volume, looser structure,
and enhanced permeability. Among the calcium lime contents of 0.2%, 0.5% and 0.8%, the surface settlement of the waste slurry with
the content of 0.5% is fastest both during the settlement at rest and in the vacuum preloading test. Most of the pore sizes of waste
slurry decrease from between 3,184 to 11,308 nm before improvement to between 681 to 3,244 nm after vacuum preloading with
floccul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total pore volume decreased by 60% to 79%.
Keywords: vacuum preloading with flocculation; construction waste slurry; calcium lime; enhanced permeability effect;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mercury intrusion test

1

引 言

下连续墙等地下工程施工中一种必不可少的辅助材
料，主要起着稳定地层、携带钻渣、冷却钻具的作

泥浆是石油钻井、隧道盾构、钻孔灌注桩和地

用，但施工结束后大量废弃泥浆的处理却一直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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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工程施工[1]。国内外学者围绕废浆处理进行了大

量级在 104～105 cm/s，渗透系数较大，在地基处

量研究，特别是在石油钻井方面取得了不少科研成

理时可以成为排水通道，加速地基土的固结；罗逸

[23]

果

。而对于城市工程废浆，由于一般不含重金属，

等[15]研究了天然膨胀土经 H24 稳定剂处理后其土力

直接危害比石油钻井泥浆要小，故其所引起的环境

学性质的改变，研究表明，经 H24 处理后，土体渗

污染问题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目前许多地方是采用

透性增大，可通过灌浆法处理土层。

槽罐车把废浆运输到指定地点直接倾倒，这一简单

基于目前工程废浆的处理现状，武亚军等[16]将

处置方式在运输过程中不仅容易引起渗漏而影响城

化学絮凝沉淀法与真空预压法相结合，提出适用于

市市容，而且可能导致土壤板结、河流阻塞以及水

处理大范围高含水率废浆的药剂真空预压法。药剂

土流失等严重后果，对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污染。

真空预压法是在废浆内加入化学药剂，
通过电中和、

随着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对工程废浆进行合

压缩双电层或架桥吸附等作用，将废浆中的细小颗

理处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无序排放方式已不可取。

粒连接起来生成粗大颗粒，
以增大土体的渗透系数，

近年来，关于城市工程废浆处理的研究逐渐引起人

减小土中水的渗透阻力，最终达到改善后期真空预

们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冷凡等[4]研

压处理效果和缩短真空预压时间的目的。

究了不同絮凝剂联合不同助滤剂对工程废浆絮凝脱
稳的影响；李冲等[5]采用阴离子型聚丙烯酰胺对桩
基废弃泥浆进行了絮凝脱水试验，研究了投药量、
分子量、废浆 pH 值等因素对絮凝效果的影响；常
鸽等[6]在钱江隧道盾构施工废浆处理中，研究了砂
土废浆和黏土废浆各自的最优化絮凝分离条件；楼
春晖等[7]针对工程废浆进行了压滤试验，得到了压
滤压力、压滤时间以及压滤效果之间的关系；张忠
苗等[8]通过振动筛分，化学絮凝和板式真空压滤机
三项工艺，成功实现废弃钻孔泥浆的固液分离，减
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王力等[9]通过改变分离因数、
差转速以及进料流量等，研究了操作参数对卧式螺
旋卸料离心机分离灌注桩废浆的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工程废浆处理方法主要是先加
入絮凝剂或助滤剂后，再采用压滤机、离心机进一
步固液分离，而这些方法存在机械设备易磨损、滤
孔易堵塞、成本高、效率低和难以实现集约化处理
等不足。
真空预压法是处理大面积高含水率淤泥的有效

本课题组已经对采用添加阴离子有机高分子聚
丙烯酰胺絮凝剂（Anionic Polyacrylamidle，简称
APAM）的真空预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16]，但考虑到有机高分子絮凝剂在实际
工程废浆处理中的工序比较繁琐，对水质、温度 搅
拌方式等要求比较高，故本文选择更实用的生石灰
作为试验药剂，
进行了药剂真空预压室内模型试验，
结合含水率、颗粒分布和压汞试验，研究了药剂添
加量对于废浆增渗与固化作用的影响。

2

模型试验材料及药剂

2.1 试验材料
2.1.1 废浆试样
废浆取自上海市闸北区某钻孔灌注桩施工工
地，各项基本性质如表 1 所示。颗粒组成如图 1 所
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废浆含砂率为 8.79%，粉土
含量为 68.48%，小于 0.005 mm 的颗粒占 22.0%，
废浆砂石含量很低，主要以细小的粉黏性颗粒为主。

方法，目前应用极其广泛，它的缺点是当土体渗透
性低时会影响其处理效果[10]。泥浆比淤泥的渗透性
还要差，直接采用真空预压处理必然造成淤堵，因
此，为了采用真空预压法必须要事先增大泥浆的渗
透系数（即增渗）。增渗技术[1112]通常用于低渗透
油气田、煤层气开采及瓦斯治理等领域，通过增加
岩土体的渗透系数以提高采油（气）率。而在岩土
工程领域，目前增渗技术研究较少：王伟等[13]提出
了适用于低渗透砂岩型铀矿床原地浸出生产的无临
空面深层岩体爆破增渗方法，以提高低渗透赋矿岩
层的渗透性；冯海宁等[14]通过大量的土工试验和理
论分析，研究了双灰桩桩体材料的工程特性，当双
灰材料粉煤灰：生石灰7:3 时，材料渗透系数的数

表 1 废浆基本性质
Table 1 Properties of slurry
相对密度

含水率/ %

密度/ (g/cm3)

pH 值

2.73

154

1.34

7.1

2.1.2 试验药剂
本文选用的生石灰，由原窖生石灰块机器细磨
而成，纯度在 96%以上，研磨加工后的生石灰颗粒
直径为 74 m。
生石灰与水反应生成 Ca(OH)2，它可以与废浆
土颗粒发生离子交换[17]和火山灰反应[18]，形成渗水
通道，增大废浆渗透性，可起增渗作用；同时所形
成的水化产物具有一定的结构强度，
可起固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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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某粒径的土所占比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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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本文模型中采用硬质有机玻璃板进行密封，
主要是考虑到采用软式膜不易测量泥浆的压缩量，

80

而硬质密封板容易测量，且二者所产生的体积应变

(0.075, 91.21)
60

相同。试验中真空度保持在 80～90 kPa 之间，与现
场比较接近。

40

2.3 试验步骤
20

为了研究生石灰添加量对药剂真空预压法增渗

(0.005 7, 22.73)

作用的影响，进行 4 组室内模型箱试验，如表 2 所

0
100

101

102
孔径 d / mm

103

图 1 原状废浆的颗粒分布曲线
Fig.1 Grain distribution of original waste slurry

示。其中第 4 组未添加生石灰，作为空白对比组，
进行普通真空预压法试验。
表 2 生石灰添加量
Table 2 Different additives of calcium lime

2.2 试验设备
所采用的试验设备或仪器主要包括自制的模型

模型箱编号

废浆体积/ L

生石灰添加比例/ %

1

62.28

0.2

箱（见图 2）
、真空泵、抽滤瓶、TM85 型土壤密度

2

62.28

0.5

计、标准筛、美国麦克 AutoPore IV9500 压汞仪、
SU1500 型钨灯丝扫描电子显微镜。

3

62.28

0.8

4

62.28

0.0

刻度尺

试验包括静置沉降和真空预压两个阶段，以 1
号模型箱试验为例：向 62.28 L 废浆中添加占其质

排水管

模型箱

500 mm

真空表

量分数为 0.2%的生石灰，一边加药一边搅拌，保证

真空管
密封盖

真空泵

废浆

250 mm

生石灰与废浆充分均匀混合，发挥助滤作用，搅拌
结束后，将废浆缓慢倒进 1 号模型箱，废浆出现固、
液分离现象，每隔一定时间，观察贴在模型箱外的

250 mm
软式透水管

抽滤瓶

(a) 模型试验装置简图

刻度尺，记录浑液面高度变化值。静置 48 h 后，废
浆固液分离基本结束，利用真空泵抽去上清液，安
装密封盖进行真空预压试验，
进一步实现废浆脱水，
试验前检查设备密封性，保证不出现漏气、真空度
衰减现象，以免影响试验效果。在这一阶段，按照
事先计划好的时间间隔，测读记录各项数据，包括
模型箱内真空度、浑液面高度变化值、抽滤液排水
量等。
其余模型箱试验操作流程、注意事项及数据测
录等同上所述。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b) 模型试验装置实物图

图 2 模型试验装置图
Fig.2 Device of model test in outline and entities

3.1 废浆静置沉降阶段
掺入不同量的生石灰之后，在静置阶段各模型
箱内浑液面高度与时间关系如图 3 所示，从图中可

模型箱用直径为  500 mm、高为 500 mm 的敞
口有机玻璃桶制成，
壁厚 10 mm；
密封盖采用 20 mm
厚的硬质有机玻璃板，板中心开孔；排水滤管采用
外径为 45 mm、外包滤膜的软式透水管，外包滤膜
的等效孔径为 75 m，软式透水管顶部是不透水的
塑料管，
通过有机玻璃板中心孔穿出与真空泵连接。
现场真空预压一般是采用聚氯乙烯软式膜进行

以看出：
（1）添加生石灰的废浆，前 12 h 浑液面下降速
率很快，12 h 后速率开始缓慢降低，45 h 时固、液
分离基本结束，浑液面不再下降；而未添加任何药
剂的原状废浆在观测的 48 h 内沉降速率较稳定，但
明显小于添加了生石灰的废浆，且 48 h 时沉降仍在
继续，由表 3 可知，其上清液排水量也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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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预压，进一步实现废浆脱水目的。废浆排水量随

生石灰添加量 0.2%
生石灰添加量 0.5%
生石灰添加量 0.8%
普通真空预压

时间的变化如图 4 所示，其中初始排水量代表絮凝
阶段废浆排出的上清液量。表 3 列出了 4 个模型箱
分别在两个阶段中的总排水量。从图 4 和表 3 可以

16

看出：

18

（1）添加生石灰的废浆，在真空作用下排水速
20
22

率明显加快，排水量很快趋于稳定，由表 3 知废浆
0

5

10

15

20 25 30
静置时间/ h

35

40

45

50

真空预压阶段的排水量可以占到废浆总排水量的
70.6%～74.9%，废浆含水率由最初的 154%降至

图 3 浑液面高度及静置时间关系曲线
Fig.3 Heights with time for waste slurry settlement

30%～40%，体积减小约 50%；采用普通真空预压

表 3 废浆排水量
Table 3 Water discharge

分缓慢，可知废浆内部虽未淤堵，但其渗透系数很

法时废浆排水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接近直线，且十
小。由表 3 可知，普通真空预压法的最终排水率比

添加量/ %

上清液/ L

真空预压排水量/ L

总排水量/ L

0.2

8.84

26.32

35.16

0.5

10.33

24.84

35.17

0.8

9.03

24.53

33.56

经分析这是由于 60 h 时真空泵断电造成的，断电后

0.0

5.08

25.65

30.73

真空度迅速减小，紧贴在软式透水管滤膜上的泥饼

生石灰的助滤作用效果明显，可以显著提高废
浆固液分离速率。其原因可能是生石灰与水反应生
成 Ca(OH)2，Ca(OH)2 电离出的 Ca2+可以与废浆土
颗粒表面的 Na+和 K+发生离子交换和团粒化反应，
进行当量吸附交换：

+ Ca

2+

脱开，重新形成滤水通道，把废浆自然沉降的上部
分水抽出。
（2）采用普通真空预压法，废浆在排水固结的
同时，会发生土颗粒随水流发生沿径向向管中心运
移的现象，靠近管壁处细颗粒大量聚集，导致离开
管壁一定范围内废浆渗透性急剧减小，真空度无法

+

K (Na )
土颗粒
K+(Na+)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在 60 h时废浆排水量猛增，

Ca2+

继续向外传递，造成外部废浆水力梯度锐减，孔隙
+

+

+ 2K (Na )

水无法持续顺利排出。

土颗粒

Ca2+离子吸附在土颗粒表面，中和一部分负电
荷，减薄双电层，土粒间距减小，土粒之间引力增
大，相互吸引聚结，使大量土颗粒形成较大的土团
粒，增快废浆固液分离速率。相应地，上清液排水
量也增多。
Ca(OH)2 絮体物表面带有正电荷，具有静电黏
附能力，能够发挥卷扫网捕作用将废浆中的沉淀物
进一步沉淀。
（2）生石灰掺量为 0.5%时，浑液面沉降速率最
快，最终排水量也最多；继续增加添量至 0.8%时，
废浆固液分离速率减小，与添加 0.2%的沉降速率相
近。
其原因可能是添加 0.8%生石灰时，土颗粒表面
的负电荷已被全部中和，过量的 Ca2+就吸附在了土
颗粒表面，使得土颗粒携带正电荷，土颗粒之间的
静电斥力变大，凝聚效果降低，沉降速率减慢，相
应上清液排水量也减少。
3.2 真空预压排水量
固、液分离结束后，同时对 4 个模型箱进行真

40

30
排水量/ L

+

药剂真空预压法少 3～5 L。

20
生石灰添加量 0.2%
生石灰添加量 0.5%
生石灰添加量 0.8%
普通真空预压

10

0

0

48

96
真空预压时间/ h

144

192

图 4 废浆排水量及真空预压时间关系曲线
Fig.4 Water discharges with time during vacuum
preloading test

生石灰的增渗作用：药剂真空预压法首先添加
生石灰，对废浆进行预处理，改变土颗粒物理、化
学性质，增大废浆渗透性，改善后期废浆在真空预
压条件下的排水固结。
周国钧等[19]认为，Ca2+在满足离子交换后，在
碱性环境中能与黏土矿物中的 SiO2 和 Al2O3 发生火
山灰反应：

第 12 期

武亚军等：药剂真空预压法处理工程废浆中生石灰的增渗作用

3457

CaOSiO2(n+1)H2O

废浆排水速率较快，20 h 时，两者排水速率开始减

CaOAl2O3(n+1)H2O

小，36 h 时掺量为 0.8%生石灰的废浆最先停止出

添加的生石灰与水反应生成 Ca(OH)2，提高废

石灰掺量 0.2%的废浆在整个真空预压期间，排水速

浆 pH，使水溶液呈现弱碱性，在碱性环境中，

率较平缓，持续时间较长，58 h 时排水固结结束。

Ca(OH)2 与 SiO2、Al2O3 发生火山灰反应，吸收孔隙

（4）生石灰掺量的不同影响废浆真空预压条件

自由水和土颗粒表面的附着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下的排水速率和最终排水量，分析原因可能是：

废浆含水率，并生成不溶于水的硅酸钙、铝酸钙微

Ca(OH)2 同时分解为 Ca2+和 2OH根离子，此过程一

晶凝胶，这些微晶凝胶是由极细小的微晶聚集而成

直进行到溶液呈饱和状态，石灰在水内溶解度很小

的。微晶凝胶具有黏性，吸附在土颗粒表面形成纤

（1 kg 水大约 1.3 g 的 CaO），分解的 Ca2+与土颗粒

维状的结晶体。随着化学反应的不断进行，废浆中

进行离子交换结束后，与废浆中的 SiO2、Al2O3 发

的游离水分不断减少，凝胶体逐渐变稠，吸附在土

生火山灰反应。随着火山灰反应的进行，Ca2+浓度

颗粒表面的微晶凝胶不断增多，结晶体不断包裹土

减小，Ca(OH)2 不再饱和，生石灰继续与水反应，

颗粒，增大土颗粒粒径。

电离出更多的 Ca2+参与火山灰反应。因此，生石灰

SiO2
+Ca(OH)2 +nH2O
Al2O3

对添加 0.5%生石灰处理后的废浆，取离开管中
心 10 cm 位置处的土样做 SEM 电镜扫描试验，其
图像如图 5 所示。

水，40 h 时添加 0.5%生石灰的废浆也停止排水；生

添加量的增多会电离出更多的 Ca2+，生成更多的水
化物结晶体构成骨架，废浆渗透性更大，排水速率
更快。添加 0.8%的生石灰能够提供最多的 Ca2+，不
断地进行火山灰反应，废浆渗透性最大，初期排水
速率最快，但随着抽真空过程的进行，废浆孔隙被
压缩，孔隙比减小，所生成的水化物结晶体会填充
土团粒间的孔隙，进一步降低了废浆渗透性，因此，
最先停止排水。
3.3 颗粒分布试验
为更直观地反映在径向真空预压处理条件下，
废浆土颗粒向软式透水管方向运移情况，取离开管
中心 1、3、8 cm 处废浆土样，进行颗粒分布试验，

图 5 水化物结晶体示意图
Fig.5 A SEM image of hydration crystals

图中框选出来的吸附在土颗粒表面，呈纤维状
的就是生石灰与黏土矿物质发生火山灰反应生成的
结晶体，结晶体相互连接、缠绕，包裹土颗粒，被

结果如图 6 所示。由图可知：
（1）不同生石灰添加量时，离开管中心不同距
离处的废浆土颗粒粒径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大。原因
可能是：生石灰助滤作用下废浆土颗粒得到一定程
度的增大，细小颗粒含量减小；真空预压前期废浆

包裹的土颗粒之间再通过结晶体的黏结、吸附构成

水力梯度较大，孔隙率较大，细小颗粒流失导致。

更大的土团粒，体积较大的土团粒起到骨架作用，
形成更大的渗水通道，增大废浆渗透性，有利于废

生石灰不同添加量情况下，离开管中心 1 cm 处颗粒

浆在真空预压条件下孔隙水的排出。

力梯度大，细小颗粒更容易流失，随着离开管中心

（3）添加 0.5%生石灰的废浆最终总排水量最
多，为 35.17 L（约占加药前废浆体积的 69.6%），

距离增大，水力梯度减小，颗粒流失现象不明显。

添加 0.2%生石灰的废浆总排水量为 35.16 L，与添

的增加，颗粒分布曲线整体下降程度增大，添加

加 0.5%生石灰总排水量几乎相同，二者的差别主要
体现在两个阶段中的排水量不同：在静置阶段，添

0.8%生石灰废浆颗粒粒径增大最多，细小颗粒含量

加 0.2%生石灰的废浆排水量比添加 0.5%生石灰的

对废浆增渗作用最明显，在真空预压前期排水速率

废浆要少，而在真空预压阶段正好相反。
真空预压初期生石灰添加量为 0.8%和 0.5%的

最快，细小颗粒流失最严重，导致处理后废浆中细

分布曲线整体下降程度最大，原因是靠近管壁处水

（2）比较图 6(a)～6(c)可知，随着生石灰添加量

最少，由图 5 结合前述分析可知，添加 0.8%生石灰

小颗粒含量减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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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比药剂真空预压法处理后的废浆含水率高很多，达

80

70%左右，如图 8(b)所示，在软式透水管周围形成
60

半径约 8 cm 的土柱，土柱外废浆仍呈液态，处理效
果较差。

40
20

原状废浆
离开管中心 1 cm
离开管中心 3 cm
离开管中心 8 cm
101

160
140

102
孔径 d / mm

103

(a) 生石灰添加量 0.2%
100
小于某粒径的土所占比值/ %

2017 年

水率较低，平均含水率为 31.25%，8 cm 外含水率

0 0
10

废浆初始含水率
生石灰添量 0.2%
生石灰添量 0.5%
生石灰添量 0.8%
普通真空预压

120
100
80
60

90
40

80

20

70
60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离开管中心距离/ cm

50

图 7 含水率与位置的关系曲线
Fig.7 Moisture contents vs. locations

40
30
20
10

原状废浆
离开管中心 1 cm
离开管中心 3 cm
离开管中心 8 cm

0 0
10

1

10

（2）对于添加了生石灰的废浆，同一模型箱里
2

10
孔径 d / mm

3

10

随着离开管中心距离增加废浆含水率增大，16 cm
外含水率基本不变，16 cm 内变化明显，这是因为
靠近管壁处水力梯度大，水容易被排出，距离较远

(b) 生石灰添加量 0.5%
100
小于某粒径的土所占比重/ %

学

最终含水率/ %

小于某粒径的土所占比值/ %

100

力

处水力梯度小， 水不容易被排出。由图 7 可知，不
同模型箱离开管中心距离相同时，添加 0.2%生石灰
废浆含水率最低，0.5%居中，0.8%含水率最高，这

80
60

是因为添加 0.8%生石灰废浆在真空预压前期排水
40
20

速率最快，废浆体积压缩，大量细颗粒沿径向向管
中心聚集，造成废浆孔隙减小，渗透性减小，对后

原状废浆
离开管中心 1 cm
离开管中心 3 cm
离开管中心 8 cm

0 0
10

101

102
孔径 d / mm

期更远距离废浆排出不利；添加 0.2%生石灰废浆在
103

真空预压全过程，排水较慢，颗粒运移较少，废浆
水力梯度整体较大，含水率最低。

(c) 生石灰添加量 0.8%

图 6 颗粒分布试验图
Fig.6 Grain distributions after treatment of waste
slurry with different lime contents

3.4 含水率测定
处理后模型箱内沿径向离开软式透水管中心不
同距离位置处的废浆含水率如图 7 所示，因模型箱
底部铺设的土工布会造成靠近底部废浆双向排水，
所以含水率测定取距离表层深度 4 cm，离开管中心
1、3、5、8、10、16、24 cm 处土样进行试验。
（1）废浆添加生石灰先助滤固液分离，然后经
真空预压处理 36～58 h 后，其含水率可由初始的
154%降至平均含水率为 37%～43%，废浆含水率
低，呈固态，如图 8(a)所示。普通真空预压法在处
理 178 h 后，废浆平均含水率为 60.29%，5 cm 内含

(a) 添加生石灰废浆处理效果

(b) 未添加任何药剂废浆处理效果

图 8 真空预压处理效果图
Fig.8 Sketch of vacuum preloading treatment for slurry
with additive of lime and without additive

3.5 压汞试验
为更直观地描述孔隙大小以及孔隙率，故进行
压 汞 试 验 （ mercury intrusion porosimetry ， 简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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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P）。压汞试验的原理是：通过施加一定的汞压力，
所压进汞的体积即是孔隙体积。本文选取自然沉降
结束后未 抽真空的原状废浆 和真空预压后深 度
4 cm，离开管中心 1、5 cm 和 10 cm 处的土样做压
汞试验。试验结果如图 9、10 所示。
（1）图 9、10 分别为原状废浆和真空预压后孔

孔径分布密度 dV/d(lgd)/ (mL/g)

克服汞的表面张力，从而使汞被压入试样孔隙中，

2.0

径与累计入汞量的关系曲线和孔径密度分布曲线，

1.5

离开管中心 1 cm
离开管中心 5 cm
离开管中心 10 cm
未抽真空

1.0

0.5

0.0 0
10

从图中可以看出，原始废浆孔径主要分布在 3 184～

101

11 308 nm 之间，真空预压后孔径主要集中在 681～
2.0
孔径分布密度 dV/d(lgd)/ (mL/g)

累计入汞量 V / (mL/g)

0.8
0.6

离开管中心 1 cm
离开管中心 5 cm
离开管中心 10 cm
未抽真空

0.4
0.2
0.0
100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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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孔径 d / nm

105

1.5

孔径分布密度 dV/d(lgd)/ (mL/g)

累计入汞量 V / (mL/g)

离开管中心 1 cm
离开管中心 5 cm
离开管中心 10 cm
未抽真空

0.4
0.2
102

103
104
孔径 d / nm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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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累计入汞量 V / (mL/g)

1.0
离开管中心 1 cm
离开管中心 5 cm
离开管中心 10 cm
未抽真空

106

1.5

105

106

离开管中心 1 cm
离开管中心 5 cm
离开管中心 10 cm
未抽真空

1.0

0.5

0.0 0
10

101

102

103
104
孔径 d / nm

3 244 nm 之间，药剂真空预压法处理后孔隙总量平
均降低了 60%～79%，这是由于经过真空预压作用

0.4

后废浆中的水被排出，其中的孔隙被压缩所致。
（2）随着离开管中心距离的增加，土样入汞量

0.2
0.0 0
10

103
104
孔径 d / nm

图 10 真空预压前后孔径分布密度曲线
Fig.10 Pore-size-density distributions before and after
vacuum preloading with different lime contents

1.2

0.6

102

(c) 生石灰添加量 0.8%

(b) 生石灰添加量 0.5%

0.8

105

0.5

2.0

101

106

(b) 生石灰添加量 0.5%

1.0

0.0 0
10

105

1.0

0.0 0
10

106

1.2

0.6

103
104
孔径 d / nm

离开管中心 1 cm
离开管中心 5 cm
离开管中心 10 cm
未抽真空

(a) 生石灰添加量 0.2%

0.8

102

(a) 生石灰添加量 0.2%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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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2

103
104
孔径 d / nm

105

106

(c) 生石灰添加量 0.8%

增加，这说明离管中心越远，土样孔隙率增大，孔
隙数量变多。原因是在径向真空排水固结情况下，
离软式透水管越近，废浆水力梯度越大，排水固结
程度越高，处理后的废浆密实度更高，孔隙率越小；

图 9 真空预压前后孔隙累计入汞量曲线
Fig.9 Cumulative mercury intrusions before and after
vacuum preloading with differents lime contents

随着距离的增加，
水力梯度的减小使得固结度减小，
入汞量大，废浆中的孔隙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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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桩基废浆处理中的应用[J]. 环境科技, 2012, 25(1):
33－37.

（1）生石灰与废浆土颗粒进行电中和反应，并

LI Chong, LÜ Zhi-gang, CHEN Hong-ling, et al.

与废浆中的 SiO2、Al2O3 发生火山灰反应，生成水

Application of anionic polyacrylamide in treating waste

化物结晶体，形成渗水通道，增大废浆渗透性，增

slurry from pile foundation engineering[J]. Environ-

渗作用明显，利于真空预压排水。
（2）经过 36～58 h 药剂真空预压的处理，工程
废弃泥浆的含水率从 154%降低至 30%～40%，废

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25(1): 33－37.
[6]

常鸽, 李春杰, 丁光莹, 等. 钱江隧道盾构废弃泥浆的
缓凝分离[J]. 环境工程学报, 2012, 6(10): 3752－3756.

浆体积减小约 50%，固液分离十分效果明显。

CHANG Ge, LI Chun-jie, DING Guang-ying, et al.

（3）生石灰不同添加量影响废浆前期固液分离

Coagulation and separation of waste slurry from

和后期真空预压阶段的出水量及出水速率：生石灰

Qianjiang river tunnel shield[J]. Chinese Journal of

的添加量为 0.5%时，废浆出水速率较快，试验结束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2012, 6(10): 3752－3756.

后土样含水率较低；添加量为 0.2%时，出水速率较

[7]

平缓，但保持时间长，最后含水率也最低。

楼春晖, 张忠苗, 房凯. 废浆压滤处理技术理论分析及
试验研究[J]. 土木建筑与环境工程, 2012, 34(6): 57－

（4）压汞试验能精确反映废浆孔隙大小及其数

61.

量特征：处理前废浆以直径为 3 184～11 308 nm 的
大孔隙为主，
处理后孔径主要集中在 681～3 244 nm

LOU Chun-hui, ZHANG Zhong-miao, FANG Kai.

之间，孔隙总量减小约 60%～79%。

filtration technology in slurries treatiment[J].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the pressure

Civil, Architectura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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