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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 

本文件起草单位：绍兴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晓敏、尉向荣、朱挺、朱旭飞、陈晓清、杨林志、赵丽君、钱涛等。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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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泥浆再生利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废弃泥浆再生利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基本要求、监督管理等要求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绍兴市废弃泥浆再生利用从业企业的服务与管理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5.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通则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废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1567    汽车及挂车侧面和后下部防护要求 

GB 26511    商用车前下部防护要求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HJ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从业企业  Enterprises engaged 

是指从事废弃泥浆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的企业。 

3.2   

废弃泥浆  Waste mud 

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产生，由黏性土、粉土、砂土、碎石土、风化岩石、矿物和岩屑等材料与水混合

的半流体，且不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不认定为具有

危险特性的一种建筑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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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再生利用  Recycling 

通过干化或固化处置等物理、化学的技术方法，使废弃泥浆含水量降低，具有一定强度，可用于填

筑路基、建材原料和土壤材料等泥浆再生物的过程。 

3.4  

干化  Drying 

将建筑废弃的半流体泥浆通过压滤、离心等方式进行脱水处置后，转化分离为固态干泥巴（泥浆干

化土）和分离水的处理方法。 

3.5  

固化处置  solidification disposal 

干泥巴通过采用添加石灰、水泥等无机物或有机物的一种或几种，通过破碎、搅拌等物理、化学处

理方法，使其有一定使用价值、且不形成二次污染的处理工艺。 

4  分类 

4.1  按作业方式分类 

4.1.1  集中处置，有满足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固定场地和固化处置设备，专门集中处置废弃泥浆的方

式。 

4.1.2  现场处置，一般指施工现场突发应急情况、并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移动固化处置设备进

行现场处置废弃泥浆的方式。 

4.2  按用途分类 

4.2.1  工程利用：废弃泥浆经再生利用，可作为工程材料，用于填筑道路、庭园景观等工程。 

4.2.2  建材利用：废弃泥浆经再生利用，可作为建材原料，用于再生砖、陶粒等的生产。 

4.2.3  土地利用：废弃泥浆经再生利用， 可作为土壤材料，用于园林、绿地、林业等地方的改良覆盖。 

5  基本要求 

5.1  收集 

5.1.1  工程施工单位应当编制泥浆处置方案，按要求设置泥浆暂存池收集，配置规范的出入口冲洗设施

和设备、视频监控设备等，并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备案。 



DB3306/T **—2020 
 

4 

 

5.1.2  委托经核准的运输企业运送泥浆至集中处置场所，并对进出的泥浆状况进行统一登记。如需就地

干化，经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现场设置固化处置设备进行干化，干化后的泥巴运送至集中处置场所。 

5.2  运输 

5.2.1  运输企业通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资格核准并定期车检，配备相应车（船）或管道、驾驶员及办公

场所，运输工具应满足密闭的技术标准，并取得相应的运输许可证明，遵守道路运输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严禁个人和未经核准从事废弃泥浆的运输企业承运废弃泥浆。 

5.2.2  运输废弃泥浆的车（船）应安装防护装置，悬挂专门标识，随车（船）携带相关证件，按照核定

的线路、时间清运至指定的消纳处置场所，不得沿途倾倒、泄漏、撒落泥浆，采取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5.3  再生管理 

5.3.1  选址与场所  

5.3.1.1  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禁止建设废弃泥

浆集中贮存消纳、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 

5.3.1.2  建设贮存、利用、处置废弃泥浆项目的场所及建设规模，应当符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规划

等政府部门和相关标准的要求，远离居住区、学校、市场、商贸区、水源保护地和基本农田，不渗漏，不

流失、不扬散、不偷排，防止扰民和污染环境。 

5.3.1.3  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通过验收许可，

处置利用场所方可运行和使用。 

5.3.1.4  集中处置利用场所应设置围墙（围护）和大门，围墙（围护）高度不低于 3 米。应建设路网系

统、沉淀系统和排水系统，应保证场内车辆行驶便捷和排水通畅。  

5.3.2  从业主体 

5.3.2.1  应依法设立，并依法取得相关服务许可手续，遵守生态环境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因其原因所造

成的环境污染依法承担主体责任。 

5.3.2.2  应建立完备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安全生产和应急预案等管理制度，建立管理台账，如实记录

废弃泥浆产生、收集、贮存、运输、数量、处置、利用、流向等信息，实施电子信息化追溯等措施。 

5.3.2.3  应具有一定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管理措施，处置后的废弃泥浆再生物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

用途、标准。 

5.3.2.4  应依法向社会及服务对象及时公开污染环境防治信息，应当依法向公众开放设施、场所，接受

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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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人员管理 

5.3.3.1  从业企业应配备 2 人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应定期进行环保、安全、岗位等方面知识

的培训，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5.3.3.2  操作人员应熟悉掌握废弃泥浆固化处置的设备操作方法和流程，熟知泥浆固化处置应急预案，

能正确有效处理在废弃泥浆固化处置服务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 

5.3.4  设备设施 

5.3.4.1  从业企业根据自身服务需要，应配置符合安全防护要求的废弃泥浆再生利用设施、设备，加

强管理和维护，提高废弃泥浆综合利用效益。 

5.3.4.2  从业企业建立设备设施例行检查与保养制度的档案，保障设备设施的安全、平稳运转，防止

污染环境。 

5.3.4.3  支持科研单位、废弃泥浆再生利用处置企业等科研合作，研究开发综合利用、集中处置等的

新技术、新设施，推动废弃泥浆污染环境防治技术进步。 

5.3.5  泥浆再生物管理 

5.3.5.1  消纳场所堆土高度应符合规划和相关管理部门要求，确保安全，不污染周边环境。发生突发事

件可能造成污染的，应当立即采取应急措施，防止污染生态环境，并依法承担污染风险评估、风险管控、

修复等责任，履行相应备案手续。 

5.3.5.2  经处置的泥浆再生物，应经检验合格，方可交付服务对象使用。 

5.3.5.3  泥浆再生物应符合 GB 6566、GB 18599、GB 36600 标准要求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有下

例情形之一的应满足用途要求： 

a)用于工程筑路时，泥浆再生物的含水率、填料强度(CBR)、压实度等主要技术指标应满足施工技

术规范。 

b)用于建材生产的原料时，泥浆再生物的物理性能应能满足再生砖、陶粒等的生产要求。 

c)用于土地覆盖时，泥浆再生物的物理状况应能满足改良覆盖土壤的作用，符合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 

5.3.5.4  废弃泥浆经过固化处置后产生的分离水，经处理检验后，水质应符合 GB 18918 的国家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要求。 

6  监督管理 

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法定职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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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绍兴市工程渣土（泥浆）处置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建立协作配合机制，健全管理考核制度，推进监管平台建设，对废

弃泥浆再生利用进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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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废弃泥浆干化土在路基中的应用技术 

A.1  干化材料 

A.1.1  固化剂 

主要为石灰、水泥、粉煤灰、矿粉及其它固化剂的一种或几种，其产品均应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A.1.2  拌和用水 

拌和用水应符合 JGJ 63《混凝土用水标准》的规定。宜使用饮用水及不含油类等杂质的清洁中性

水。 

A.2  干化作业设备 

A.2.1  泥浆干化设备主要有成套压滤设备、水泵等。 

A.2.2  拌和的主要核心设备由泥浆干化泥饼破碎系统、装载机、控制室、灰粉储罐、粉剂固化剂给料

系统、拌和设备、自动称重计量系统、履带输送系统等组成。 

A.3  厂房及配套设备 

A.3.1  集中拌和厂房应为干化土提供一个保持含水率稳定的储存环境，避免天气因素影响干化土拌合

料的含水率，同时应防止泥饼在粉碎、拌和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外泄。 

A.3.2  与厂房配套的机械包括装载机、运输车辆等。 

A.4  路基干化土要求 

A.4.1  泥浆干化土性能主要包括：CBR值、压实度、含水率等设计指标和配合比设计。 

A.4.2  干化土路基应具有足够的强度、稳定性、抗变形能力和耐久性。 

A.4.3  路基干湿类型应根据 CJJ 194《城市道路路基设计规范》确定。 

A.4.4  掺入干化土中的固化剂配比投料为石灰，掺入其它固化剂的按需设计。 

A.5  干化作业准备 

A.5.1  干化土拌合前应具备下列资料： 

----泥浆干化土、固化剂的相关检验报告； 

----固化剂对环境影响的说明书或评估报告； 

----拌合设备的技术性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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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干化土拌合前，应根据厂内具体环境情况，制定相应的拌和流程管理制度。设置安全生产防护

设施，避免安全事故发生。 

A.5.3  干化土制备完成后需及时做好防潮及防干措施。 

A.5.4  复合土工膜的储存应避光防潮，应根据工程进度情况，分批适量取用。复合膜施工工艺按 JTG/TD 

32《公路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相关要求设置。 

A.6  干化作业工艺 

A.6.1  干化土的拌和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正式拌制干化土之前，应调试所用的设备，使干化土拌合料的粒径组成和含水率达到路基施

工要求； 

----干化土应粉碎，最大尺寸粒径不得大于 15mm； 

----配料应准确，拌和应充分均匀，拌和时间应与拌和设施相匹配； 

----含水率宜略大于最佳含水率，使干化土混合料运到现场摊铺时达到最佳含水率； 

----泥浆干化土、固化剂等应符合设计相关规定，对拌合后的干化土应留存检验样品，做好相关检

测数据记录存档工作。 

A.6.2  干化土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采取覆盖封闭等保护措施，防止扬洒、撒落，影响环境。 

-----应根据干化土混合料含水率的大小，结合施工温度、气候因素，及时调整含水率。 

-----应尽快将拌制成的干化土混合料运送到铺筑现场。 

-----干化土运输到施工现场后，应根据 JTGE 51《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进行

石灰剂量检测。 

A.7  路基施工要求 

A.7.1  应结合本地区地质、水文、气候等特点，充分理解干化土设计和施工要求，严格按照要求对施

工全过程进行控制。 

A.7.2  施工前，应按 A.4.6 的相关规定做好干化土配合比设计，宜根据工程规模施工试验段。试验段

长度不小于 100m，通过试验段确定施工参数及施工工艺。 

A.7.3  城市快速路、主干路路基干化土最小填筑厚度要充足、平整均匀。 

A.7.4低洼地段和高填深挖地段的土质路基、工程地质不良路段以及排水困难路段，避免雨天施工。 

A.7.5  路基临时排水应符合下列要求： 

----施工前，应先完成临时排水设施。施工期间，应经常维护临时排水设施，保证水流畅通，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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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有强排措施。 

----在路堤施工中，各施工作业层面应设 2%～4%的排水横坡，层面上不得有积水，并应采取措施

防止水流冲刷边坡。 

A.7.6  摊铺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采用摊铺机摊铺，每次摊铺长度宜为一个碾压段； 

-----摊铺机与拌和机的生产能力应互相匹配，摊铺机宜连续摊铺； 

-----压实系数应根据试验段参数确定； 

-----在坡面上铺设复合土工膜时，宜自下而上铺设并就地连接；复合土工膜应紧贴被保护层，不

宜拉的过紧； 

-----干化土的摊铺宽度应为设计宽度两侧加上施工必要附加宽度； 

-----路基施工中不应采用贴薄层方法整平修补表面。 

A.7.7  整形和碾压 

A.7.7.1  整形 

-----采用摊铺机摊铺，可不用整形。整形工作主要针对平地机、挖掘机辅助摊铺的干化土拌合料。 

-----干化土拌合料摊铺均匀后，应立即用平地机初步整形。在直线段，平地机由两侧向路中心进

行刮平。在平曲线段，平地机由内侧向外侧进行刮平；必要时，再返回刮一遍。 

A.7.7.2碾压 

-----铺好的干化土应及时碾压成型。碾压时的含水率宜在最佳含水率的允许偏差 1%～2%范围内； 

-----直线和不设超高的平曲线段，应由两侧向中心碾压；设超高的平曲线段，应由内侧向外侧碾

压； 

----路基压实应先轻后重、先慢后快、均匀一致。填土的压实遍数，应按压实度要求，经现场试验

确定； 

-----填方路基应分层填筑压实，每层表面平整，路拱合适，排水良好，不应有明显碾压轮迹，不

得亏坡； 

-----碾压过程中，干化土的表面应始终保持湿润，如水分蒸发过快，应及时补洒少量的水，但严

禁洒大水后碾压。碾压过程中，如有“弹簧土”、松散、起皮等现象，应及时翻开重新拌和（加适量的

石灰粉或水泥）或用其他方法处理，使其达到质量要求； 

-----在碾压结束之前，用平地机再终平一次，使其纵向顺适，路拱和超高符合要求。终平应仔细

进行，必须将局部高出部分刮除并扫出路外。 

A.8  干化土的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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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化土养护期应封闭交通； 

-----干化土拌合料分层施工时，下层干化土碾压完成后，可铺筑上一层干化土拌合料，不需专门

的养生期； 

-----干化土拌合料成型后应立即洒水覆盖养护，保持湿润，直至上层结构开始施工为止，养生期

不得少于 7d； 

------干化土拌合料养护期间，最低温度不宜低于 5℃； 

-----养护期间如遇雨天，应在干化土路基表面采用铺设塑料薄膜等，同时加强场外排水，以减少

雨水对路基的影响； 

-----干化土养生期结束后，应清扫干化土层并适量喷洒水进行湿润，且宜在其含水率为 10％左右

时进行上层结构施工。 

A.9 质量控制及检验标准 

A.9.1  干化土路基施工和质量检验评定应按照 CJJ-1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的要求进

行。 

A.9.2  使用的干化土拌合料及施工控制要点和施工质量等应符合路基施工设计要求。 

A.9.3  软土地基上的路基，应满足沉降标准和稳定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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