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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石膏在公路路基中的应用探讨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phosphogypsum in highway subgrade
王转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我国磷化工行业每年的磷石膏排放量超过 5000 万吨，这占据了工业复产石膏的七成以上，并且依然以每年
15%的速度增长。传统的管理中，磷复肥企业都采取推存法的方式进行处理，不仅利用率低并且造成环境污染，然
而，磷石膏可以用于路基填料，本文就简要地分析了这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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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nnual phosphogypsum emission of the phosphorus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 has exceeded 50 million
tons, which accounts for more than 70% of the re-produced industrial gypsum, and is still growing at an annual rate of
15%. In traditional management, phosphate and compound fertilizer enterprises adopt the method of deposit, but this not
only causes low utilization rate but also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owever, phosphogypsum can be used as roadbed filler.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ses this application.
Keywords: phosphogypsum; highway; roadbed; application
中图分类号：TQ1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3-8965（2019）03-0043-02

磷石膏是工业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虽然其利用的途
径很多，但是资源利用率却仅仅在 3 成左右。近些年来，磷
石膏的资源利用化引起了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以改善
磷石膏的性能，可以用于传统水泥、信息建筑材料等行业
的应用，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对于磷石膏的综合
应用新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1

磷石膏在公路路基常规应用前的检查

由于磷石膏中存在部分结晶水，因此，在不同的烘干
温度和条件下，同一个样品的含水率测量得到的值是有所
不同的，这样会导致击实实验和CBR实验得出的结果缺乏
一致性，影响了结果的准确度，从而使得实验的结果无法
进行对比，影响了对于工程质量的判断。
1.1 含水率监测
在经过研究之后，表明烘干时间控制在4~32小时之内，
控制烘箱的温度为 105℃之下，测量得到的含水率会在很大
程度上受到烘干时间的影响，但如果时间超过了 32 小时之
后，就会逐渐趋于稳定。如果烘干时间在 4~32 小时之内，
控制烘箱温度为 75℃之下，那么测量得到的含水率智慧受
到很小的烘干时间影响，一旦烘干时间超过 42 小时，那么
受到烘干时间的影响会大幅度的增强。综合这种实验研究
分析得到结论，为了放置留存于磷石膏中的结晶水受到损
失，在测量含水率的时候，要控制烘箱温度低于 80℃。将
测试的周期、测试结果的稳定性等因素考虑进来，最佳的
含水率监测条件为烘箱温度为 75℃，烘干的时间要控制在
24 小时最好。
1.2 液塑限监测
根据实验结果表明，测试的样品液限为 27.9℃，而塑限
为 21.5 摄氏度，不同的磷石膏的液塑限相差并不大，这也
表明了其塑性指数普遍偏小，也就是说，磷石膏的物理状

态会随着含水率的变化进行变化，并且这一变化是显著的，
例如会变为半固态、甚至液态、可塑的形态等等，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会增加路基施工的难度。
1.3 CBR值的检测
检测的结果，如见表 1 所示。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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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结果表明，如果将磷石膏作为路基填料来看，在
材料的强度等主要的检测指标方面，是能够满足施工相关
的技术规范和要求的，能够直接的作为路基填料来使用。
第二，CBR的试件在浸入水中 96 小时候进行检测，磷石膏
经过压实之后形成的板体有更明显的使用效果，表面不松
散，这一点相比较砂类土和粘性土来说是更理想的，因此，
也是一种非常理想的路基填料。第三，实验结果可以得到，
路基被土经浸水之后的强度会显著的降低了，因此，在施
工的过程中，要尽可能的做好防水、排水工作。一旦选择
用磷石膏作为路基的填筑材料，更要尤其做好这一点，因
为含水率监测实验表明，磷石膏的物理状态很容易受到温
度等的变化，并且在压实过程中，水分也会对压实的装填
造成影响。

2

磷石膏在公路软土病害路基中的应用

造成路基病害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可以归纳如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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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基的岩土条件是产生路基病害的基本原因和内部的条
件；2）水汪汪会直接造成路基的病害；3）引起路基病害的外
部条件有风雪、气温、荷载、地震和地形等等；4）综合路基
病害产生的原因还有人为的因素：例如，设计不够合理、施
工步骤不恰当、没有及时养护等等。例如，如果是含水量
过高的软土地基的路段，那么如果没有做到正确的处理方
法，或是选择了错误的改良措施、在施工时都没有达到实
际的设计要求。总而言之，很多条件都可能造成路基的沉
陷，从而造成路面的破坏。磷石膏的主要成分是二水硫酸
钙，并且含有非常丰富的钙、硫，呈现颗粒状。在一定的施
工工艺下，可以先采取碎石状的磷石膏作为基层，第一种
基层制作，其配合的材料为 10 厘米厚的碎石、7 厘米厚的磷
石膏、粉煤灰、4 厘米厚的白灰和 10 公斤的水泥。第二种基
层制作，要开始制作红土磷石膏，这一种石膏的配合材料
要先将所有的材料拌合、摊铺然后压实，之后将水泥摊铺
至 10 厘米厚，再进行压实。在整个实验的过程中，要观察
磷石膏的路基材料的材料配方，观察做出的示范路基作对
比显示得到：磷石膏在作为路基的基层材料是非常可行的，
并且凝固性很强，另外，碎石状的磷石膏做基层时，与红土
磷石膏做基层是相比，具有更强的弹压强度，并且这种制作
方法具有更明显的优势。掺入了传统的石灰粉的材料相比，
掺入磷石膏的路基材料能够将整个路基的强度提高两倍数
字甚至更多，并且经过车辆的碾压，依然能够保持极高的
完成度，不论是路基强度、还是实验效果，都更加理想于其
他的材料。因此，用这种磷石膏作为路基的材料，具有很
强的材料优势。从技术角度出发，磷石膏粉煤灰是非常多
孔的材料，能够形成三硫型的钙矾石，这种石呈针状，能够
起到支撑骨架的作用，因此，也更有利于材料内部结构的
连接，能够给路基内各个单元之间增加更多的连接力和接
触点。除此之外，采用磷石膏作为路基材料还能够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公路的投资，每吨平均节约 10-20 元。由此可
见，从综合性的角度来说，磷石膏是一种品质非常优良，且
具有很强经济效益的路基材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半
刚性基层的工程性质。

3

磷石膏在半刚性基层的路基中的应用

当前阶段，磷石膏的利用产品主要是一些普通的建筑
材料、土壤的改良剂、筑路材料等等，一般都是一些低端的
产品，没有理想的附加值，很少有高档次的应用产品。磷
石膏与天然的石膏有所不同，苏日安其纯度能够高达 90%，
但是却含有一些有毒物质，例如大量的硫酸钙、少量未被
分解的磷矿、未洗涤干净的磷酸、铁铝化合物等等。这些
污染物，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对环境造成危害。在国外，
日本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尝试使用磷石膏做水泥缓
凝剂，并且已经被大量的投入使用，而在欧洲一些国家，主
要应用于石膏粉、石膏面板等等。在我国，这些应用也都

在不同地区进行了相应的尝试。将磷石膏应用于半刚性基
层的路集中，存在以下三个方面地技术性难题。1）必须要
对磷石膏进行性能的改良，寻找到恰当的配合比。要全面
的分析、了解建筑工程的基础上，结合磷石膏自身的化学、
物理特性，建立专门用于路面基层建设的磷石膏分类体系。
根据各种磷石膏的物理化学方面的特点，以及磷石膏之间
的相互作用关系，结合半刚性基层的材料强度、胶凝材料学
等原理，进行磷石膏的分类建设。要设计磷石膏路面基层
材料的配置方案，研究在半刚性基层的路基中，使用这种材
料的配制方法。在这一步骤中，也要计算最佳的磷石膏用
量、磷石膏和碎石的比例、组合锌层的各种材料的强度、配
合比等等，探讨磷石膏的路面基层材料的环境影响。2）要
设计磷石膏的半刚性基层的施工工艺方案，因为在这种施
工过程中，不论是凝结材料的选择、量的控制、还是材料的
级别、离析处理、摊铺碾压、时间等过程，都是会造成较大
影响，并且控制难度较大的因素。一旦在某一方面有所失
误，就会产生裂缝，在厚度方面、强度方面等无法满足施工
的设计要求等等，导致沥青面受到破坏，从而产生了无法
估量的损失。因此，为了提高效率和准确率，要求施工单
位在突破了第一项技术难点之后，进一步的寻找更加恰当
的施工工艺，并且对施工过程中更关键的一些技术进行探
讨研究，确保磷石膏应用于半刚性基层的效果能够优于传
统的筑路材料的效果，同时，还更便于保养。3）要进行这
种半刚性基层的监测体系。因为磷石膏这种材料与传统的
主路材料相比，具有更强的特殊性，因此，如果依然采用原
有的筑路材料进行监测，那么肯定是无法符合监测要求的。
因此，还是需要研究一些包含关键技术的研究，从恰当的
力学角度出发，追踪不同的物理指标，以此来反应磷石膏
在半刚性基层中的质量应用和探讨，这对于公路的路基建
设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总而言之，磷石膏现如今作为一种路基填料进行应用，
已经取得了公路建设工程中的初步应用和有效的成果，但
是这只是磷石膏的一个研究起点。磷石膏不仅可以用作于
路基材料进行路面的建设工作，还可以改善软土路基的病
害问题，并且用磷石膏完成路基基层建设具有非常理想的
建筑效果，施工的工艺简单、整体效果好，在缩短工期的同
时也能够有效的节约成本，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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