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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掌握深圳市盾构渣土现场处置工艺及其运营实效，以深圳市地铁 6 号、12 号、13 号和 16 号

线的 4 个盾构渣土处理现场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和实地调研，分析了现场处置工艺情况、
资源化产品和工艺特色等情况，归纳了现有工艺存在的问题 . 研究表明，现场处理工艺基本可行，实现了
盾构渣土减量化、部分资源化和泥饼含水率（水的质量分数）低于 40% 的目标，但存在工艺效率偏低、处理

设备适应性弱、砂土含泥量较大和设备集成化和智能化程度低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改进设备性能、
优化工艺流程、提高集成化及智能化程度等方面提出了改善措施和建议，为深圳市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其他
城市的地铁盾构渣土的高效处置提供一种较为经济可行的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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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grasp the disposal technology of shield waste onsite treatment and the oper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Shenzhen, we carry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expert interviews and field investigations on 4 shield waste disposal

sites of Shenzhen Metro Lines 6, 12, 13 and 16. We analyze in detail the onsite treatment process, resource-recycling
products and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e and sort out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onsite treatment

proc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isting onsite treatment process is basically feasible, and the targets of reducing

the amount of shield waste, partially recycling and moisture content of mud cake less than 40% have been realized.
However, some problems are also found, such as low treatment process efficiency, weak adaptability of treatment

equipment, high silt content in recycled sand, and low integration and intelligence of equi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re economical and feasible treatment scheme for the efficient disposal of shield waste in Shenzhen and other citie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ome improvement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equipmen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treatment process optimization, integ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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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ualization.

Key words: zero waste cit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shield waste; onsite treatment;
reduc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持续的高强度城市开发建设产生的大量建筑废
弃物，使得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问题日益突显．在
中国，2018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无废
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021 年 5 月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印
发的 《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
指导意见》 以及 2021 年 7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编制印发的 《“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均
对固体废弃物减量、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置提出了要
求．在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固体废弃物处置
的协同机制、资源化技术的研发有待进一步开拓，
且随着生态环境压力的加大，亟需对固废资源循环
利用方案进行探索［1］．以深圳市为例，其固体废弃
物中的工程渣土的产生量和全市的承载能力已严重
失衡．2015—2019 年，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年均产生
质量是深圳市生活垃圾总质量的 19 倍．其中，工
程渣土体积约占建筑废弃物的 75%~80%，产生量
已远超深圳市工程渣土受纳场承载能力［2］．
作为无废城市试点之一，深圳市积极展开试点
工作，对工程渣土处置问题进行探索．2019 年制定
了 《深圳市工程泥浆施工现场处理试点工作方案》，
组织深圳地铁集团开展现场试点工作．虽然试点工
作的开展有助于工程渣土处置难题的解决，但仍存
在较多问题，如所采用的处理设备集成化和模块化
程度低，设备占地面积与处理能力不匹配，对不同
地层适应性弱等，这些问题对工程渣土的处理能力
及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均存在重大影响．因此，
亟需对现存问题详细分析，探索一套可靠、有效、
经济的解决方案，实现工程渣土高效的源头减量、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
本研究以深圳市地铁盾构渣土为研究对象，通
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以及实地调研等手段收集各
地铁工程盾构渣土试点项目的一手资料，系统分析
盾构渣土在现场处置中详细问题，并提出改进措
施，为规范深圳市盾构渣土现场处置活动，实现无
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提供参考．

深圳市地铁建设也主要应用盾构法施工．虽然盾构

1 深圳市盾构渣土处置概况

浆压滤，实现盾构渣土的泥砂和泥水分离，达到盾

法施工对深圳交通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
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盾构渣土，每千米地铁盾构施工

至少产生 4.5 × 104 m³的盾构渣土［4］，截至 2030 年，
深 圳 市 仍 有 超 过 500 km 的 轨 道 交 通 规 划 建 设 规

模［5-6］．考虑到深圳市工程渣土受纳场承载能力，
盾构渣土处置问题将变得日益严峻．
盾构渣土不同于普通的工程渣土．在盾构施工
中，为顺利掘进，往往会在掘进过程中添加泡沫剂
和高分子聚合物等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物质．因
此，由盾构产生的渣土不能简单地通过填埋和堆放
进行处置，未经处理的填埋和堆放容易导致渣土内
含的有害物质污染土壤和水体，对环境产生负面影
响［7］．同时，由于盾构渣土中含有大量流动性泥
浆，含水率高，运输途中容易产生泄漏等问题，常
规工程渣土受纳场很难接纳，而简单地堆积有可能
造成滑坡等安全事故，因此处置难度较大．
盾构渣土作为一种建筑废弃物，对其进行资源
化利用是一种高效的处置方法．2020 年深圳市建筑

废弃物产生量为 9.476 × 107 m³，各处置方式中，通

过外运方式进行平衡处置的量占全市建筑废弃物总
体积的 70. 7%，资源化利用（包括围填海、综合利
用和工程回填）的量约占总体积的 26. 6%［8］．考虑到

建筑废弃物中工程渣土（含盾构渣土）的占比较高，
中国的盾构渣土资源利用率仅为 1% 左右［9］．虽然

深圳市整体盾构渣土资源化利用水平相对较好，但
主要处置方式仍以外运为主，资源化利用水平仍有
巨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深入探索盾构渣土资源化
利用对深圳市进一步挖掘资源化利用潜力极具价
值，且能提升全国的盾构渣土资源化利用水平．
为进一步对深圳市盾构渣土资源化利用展开探
索，并有效遏制盾构渣土海路或陆路运输途中泥浆
乱排和污染环境等现象，2019 年下半年，深圳市住
房和建设局对在建地铁项目展开了盾构渣土现场处
置试点工作．通过对渣土筛分和对细颗粒渣土、泥
构渣土减量化和控制余泥含水率目标．本研究第 1

盾构法施工因具有快速、安全和可靠等优势，
已成为地铁和隧道等地下工程的主要施工工法 ，
［3］

批试点项目集中在深圳地铁 6 号、12 号、13 号和 16

号线． 根据试点项目的效果，制订深圳市盾构渣
土处置办法、技术规范和工程造价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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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备及工艺流程并不相同，这与盾构区间土质特

2 深圳市盾构渣土现场处置问题分析

性和实施单位的技术能力有关． 表 1 为 4 个试点现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4 月，以深圳地铁 6 号、

12 号、13 号和 16 号线的 4 个盾构渣土现场处理项

场的盾构区间主要土质类型或特点、工艺流程和处
理设备类型等信息．由表 1 可知，各试点现场已形

成较为完善的盾构渣土处置流程，均包含了进料、

目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专家访谈、现场踏

筛分、泥浆调理、压滤及尾水处理等环节．各试点

勘和咨询，了解各试点单位的工程概况，并取各试

现场所使用的设备主要包括振动筛、除砂器、滚筒

点现场的砂子和泥饼样品进行检测分析．

筛、沉淀罐、水力旋流器、泥浆净化设备和板框式

2. 1 现场处置工艺情况

压滤机等．

调研发现，每个试点现场所使用的盾构渣土处
表1
Table 1
试

点

试点现场工艺流程及主要处理设备

Pilot process flow and main disposal equipment

盾构区间土质类型或特点

13 号线

全风化花岗岩、硬塑砾质黏性土

12 号线

成分不稳定、塑性强、流动性差

16 号线

黏性强、颗粒粒径小

6 号线

花岗岩残积土、风化物

主要工艺流程

主要处理设备类型

渣土进料→振动筛筛分→除砂器除砂→泥浆调 振动筛、除砂器、沉淀罐、板框式
理→泥饼压滤→尾水处理

压滤机

渣土进料→振动筛、滚筒筛筛分→泥浆调理→ 振动筛、滚筒筛、沉淀罐、板框式
泥饼压滤→尾水处理

压滤机

渣土进料→筛分设备筛分→泥浆调理→泥饼压 粗筛分设备、泥浆净化器、泥浆
滤→尾水处理

改性器、水平台、微滤机

渣土进料→振动筛筛分→旋流器筛分→泥浆调 振动筛、水力旋流器、储泥池、板
理→泥饼压滤→尾水处理

各试点使用的工艺流程可划分为预处理、泥浆
调理、泥砂分离、泥浆浓缩、压滤脱水、尾水处理
和集成化控制等 7 个子系统 （图 1）． 其中，仅 6 号

线试点项目安装了集成化控制系统． 各子系统主

框压滤机、集控房

要功能如下：

1） 预处理：利用筛分设备对盾构渣土进行预

筛分处理，筛出大块岩石颗粒，可用高压冲水将泥
浆分散．

2） 泥浆调理：加水稀释泥浆，对泥浆中残留

的泡沫剂进行消泡和除味．

3） 泥砂分离：将经过稀释消泡后的浆液输送

至除砂设备中进行泥砂分离．

4） 泥浆浓缩：将已分离砂粒的工程泥浆从泥

浆池输送至泥浆浓缩罐，进一步浓缩提高泥浆含
固率．

5） 压滤脱水：将浓缩后的泥浆输送至压滤机，

进行压滤脱水，泥浆经过压滤脱水后形成的泥饼含
水率（水的质量分数）不得超过 40％．

6） 尾水处理：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方法

对泥浆处理工艺过程中产生的尾水进行净化处理．

7） 集成化控制：由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ro⁃

深圳市盾构渣土现场处理工艺流程

互系统和监测通讯系统组成，可满足控制室远程自

Process flow chart of shield waste onsite treatment

动或手动控制、现场本地控制、关键参数检测及系

图1
Fig. 1

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PLC）控制系统、人机交

i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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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样品检测

表2
Table 2

为进一步确定试点项目中砂土和泥饼的参数，

对 4 个试点现场收集的砂和泥饼进行检测．具体操

试点

作步骤为：① 称取砂与泥饼的湿质量；② 将砂与

砂的含水率（水的质量分数）w1 和泥饼的含水率 w2；
③ 将砂送至标准筛中进行筛分试验，计算砂的细
度模数 Mx［10］．含水率和 M x 的计算公式为

m (烘干前) - m (烘干后)
含水率 =
× 100% （1）
m (烘干后)
( A 2 + A 3 + A 4 + A 5 + A 6 ) - 5A 1
100 - A 1

各试点项目砂和泥饼检测指标

Test index of each pilot sand and mud cake
Mx

w1/%

w2/%

w3/%

21. 7

7. 5

13 号线

2. 20（细砂）

19. 6

24. 2

16 号线

1. 10（特细砂）

20. 2

21. 1

12 号线

泥饼置于 105 ℃烘干箱中烘干，通过质量损失计算

M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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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号线

2. 40（中砂）
2. 10（细砂）

13. 5
19. 0

22. 4

4. 9
6. 5
3. 6

各试点项目的工艺特点进行分析（表 3）． 依据 《深

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公开征集泥浆施工现场处理
技术方案的通知》［11］ 对用地面积及脱水干化设备处

（2）

理能力的要求，判断各试点项目处理能力是否达

其中，A1，A2，…，A6 分别是孔径为 4. 75、2. 36、

合时拆卸的简便性，以及是否充分利用场地面积进

1. 18、600、300 和 150 μm 筛的累计筛余砂的质量
分数．

各试点项目砂和泥饼的各项检测结果如表 2．

由表 2 可知，12 号线试点项目砂的细度模数较大，
16 号线试点项目砂的细度模数较小． 4 个试点项目
中砂的含泥量 w3 （砂中粒径小于 75. 00 μm 的颗粒
的质量分数）普遍较高，12 号线试点项目中 w3 约为
6 号线的 2 倍．4 个试点项目中的 w2 均小于 25%．
2. 3 处理能力及工艺特点

根据调查问卷、专家访谈和现场考察结果，对
表3
Table 3
试 点

占地
面积/m

处理能力/
2

（m·d ）
3

-1

是否达标

集成化程度

200～300

否

12 号线

300

600

是

16 号线

960

500

否

6 号线

500

400～600

否

化管理．设备对地层适应性主要看各试点项目是否

能有效应对盾构区间土质变化问题． 由表 3 可见，
4 个试点项目中只有 12 号线项目处理能力满足要

求，其他 3 个项目需要改进． 模块化和集成化程度
方面，12 和 6 号线采用了模块化设计，13 和 16 号

线项目模块化集成化程度一般． 装备智能化方面，
4 个试点项目都有所体现，其中，6 号线项目程度
最高． 设备对地层适应性方面，13 和 6 号线项目较
好，12 和 16 号线项目一般．

Technological features of each pilot project
模块化、

300

行设备安装． 装备智能化则体现在是否实现智能

各试点项目工艺特点

处理能力

13 号线

标． 模块化和集成化程度主要考虑设备在模块组

设备较传统，模块化
集成化程度一般
大部分采用模块式、
移动式设备
设备较传统，模块化
集成化程度一般
模块化设计

2. 4 盾构渣土现场处理存在的问题
调研结果表明，各试点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盾构
渣土处置流程，可以将盾构渣土处理为石子、砂土
和泥饼，各组成材料的含水率满足 《深圳市建筑废
弃物管理办法》（市政府令 330 号）运出场（厂）地的

装备智能化

设备对地层适应性

加药自控系统、泥浆入池监

多级固液分离技术，

测、泥浆处理泵送管道监测、 适应地铁现场施工
清水流量监测、水质监测

条件

自动拉板系统、吹泥系统

一般

控制系统、自动搅拌装置

一般

中央控制系统、密闭式厂房

泥水分离智能系统、物
料添加精确优化控制

要求．但存在以下问题：

1） 设备对地层适应性弱且现场处理能力不足．

4 个试点项目的地层土质均不同， 且随着盾构掘
进，土质变化明显．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盾构区间

土质变化易造成振动筛无法筛分、泥浆溢流及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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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泥量高等问题，需对工艺设备进行改造升级．设

要使用传统设备，效率高的水力旋流器 （除砂器和

备除了适应性弱以外，还存在处理能力不达标的问

除泥器） 和智能管理系统很少使用．4 个试点项目

提高．根据现场调查，影响处理效率的主要原因

安装了密闭式厂房和中央控制系统，智能化管理程

题．地铁 13、16 和 6 号线试点项目日处理能力有待
有：① 泥饼质量含水率过低 . 对泥饼性质进行测试
发现，4 个试点现场处理项目的泥饼质量含水率（质

量分数）介于 21. 07%～24. 25%，远低于深圳住建
局招标文件规定的要求（< 40%）．较低的含水率（水

中只有地铁 6 号线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区间试点工地
度较高，其余试点项目智能化管理程度较低．

3 改进措施及建议

的质量分数）意味较长的压滤时间，一定程度上会

针对盾构渣土现场处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

影响压滤效率和压滤机使用寿命．② 盾构渣土现

改进措施和建议，以期能为经济高效处理深圳市盾

场处置使用的压滤机的滤布寿命较短，频繁更换滤

构渣土和资源化利用提供借鉴．

布需要时间，且由于压滤机滤框给料口经常发送堵
塞，滤饼不易取出，对连续生产存在一定影响 ．
③ 试点项目所采用的处理设备对不同地层土质的

1） 采用 3 层振动筛和斜板沉淀设备提高设备

适应性和处理能力．为提升盾构渣土处置设备对不
同类型渣土的适应性和处理能力，在选取处理设备

适应性弱，处理能力不足．④ 盾构渣土中含有泡

时，应充分考虑设备参数的可调性和设备的本身特

沫剂，在处理过程中需要加入消泡剂进行消泡，占

性．如在预处理子系统中，若筛分设备参数可调性

用大量的时间．

差或筛网直径选择不当，当盾构渣土组成类型发生

2） 再生砂含泥量偏高和未对泥饼进行资源化

处 理 ． 再 生 砂 的 含 泥 量（质 量 分 数）为 3. 56%~

7. 48%，且含有一定的絮凝剂．根据 《建筑用砂》
GB/T 14684—2011 规定，Ⅰ类砂的含泥量不得大于
1. 0%，Ⅱ类砂的含泥量不得大于 3. 0%，Ⅲ类砂的
含泥量不得大于 5. 0%．4 个试点项目中只有 13 和 6

变化时，易发生淤堵，对系统处理效率及后续成品
质量将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振动筛分设备的选
取时应充分调查盾构区间渣土类型，优先选取振幅
范围、频率范围和激振力均可调，且筛分效率高、
不易堵孔的 3 层筛网的筛分设备．

泥水分离阶段应优先考虑选择斜板沉淀设备，

号 线 试 点 项 目 的 再 生 砂 符 合 《建 筑 用 砂》 GB/T

不宜选用传统的沉淀塔进行泥水分离．目前，大部

的再生砂需要进一步处理，说明目前的除砂设备需

有斜板或斜管，沉淀效率低，且传统的沉淀塔一般

要改进．大量实践表明，用于制备混凝土的砂的含

为现场制作，无法循环利用．为进一步提高泥水分

泥量越高，对混凝土的强度和耐久性的影响越

离效率，LIU 等［15］结合斜板沉淀设备，参与研发了

大［12］，需在工序中严格控制砂石骨料的含泥量．絮

移动式高速泥水分离系统该系统由消能箱、斜板沉

凝剂的残留问题也会影响混凝土质量．絮凝剂残留

淀装置、排泥装置、排水装置及絮凝剂自动添加装

量越高，混凝土的流动性、保坍性能和抗压强度均

置组成，在东莞清溪河道底泥处置项目中已正常运

14684—2011 中Ⅲ类砂的要求，其他两个试点项目

会显著降低

．

［13］

经过压滤而成的泥饼资源化利用途径多样，如
利用泥饼制作免烧砖、陶粒、海绵城市设施介质
土

分试点仍采用传统的沉淀塔进行泥水分离，由于没

行 3 a，该系统的整体处理效率是使用传统沉淀塔
的 4 倍，运行效果良好．

2） 采用水力旋流器制成的除砂器提高再生砂

、种植土、水稳层和高岭土等，但由于受施工

质量．目前的盾构渣土现场处理工艺技术上是可行

场地限制，4 个试点项目的泥饼都是外运填埋，未

的，只是再生砂中的含泥量较高．采用由水力旋流

实现资源化利用．

器和振动脱水筛制成的除砂器代替传统的滚筒式洗

［14］

3） 盾构渣土处理设备集成化、模块化和智能

化程度偏低．为适应狭小场地的盾构渣土资源化需
求，应对设备进行集成化和模块化设计，方便快速

拼接安装．13 及 16 号线试点项目设备占地面积大，
未充分利用场地实现高效渣土处理，设备集成化和
模块化有待提升．考虑到经济因素，各试点项目主

http：
//journal.szu.edu.cn

砂机，可提高再生砂的质量，使再生砂满足 《建筑

用砂》 GB/T 14684—2011 标准．受施工场地限制，
不鼓励在施工现场对泥饼进行资源化处理，但应将
泥饼运至工程渣土集中处理厂进行资源化处理，而
不是直接运至东莞和惠州等地填埋．
由于滚筒式洗砂机和大直径水力旋流器仅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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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泥砂分离，而无法将粉土和黏土分开，无法充分

量偏高，泥饼没有资源化处理，盾构渣土处理设备

发挥泥饼应用潜力．因此，建议在工艺流程中增加

集成化、模块化和智能化程度偏低等．

除泥器，或者采用 LIU 等

研发的盾构渣土生态处

为提高盾构渣土现场处理能力和提高产品质

理工艺．该工艺设备已在东莞清溪河道底泥处置运

量，从设备、工艺、资源化利用、集成化、模块化

改进后可用于地铁盾构渣土现场处理或者渣土集中

动筛和斜板沉淀设备提高设备适应性和处理能力；

［16］

行 3 a，效果良好．对盾构渣土生态处理工艺适当

及智能化角度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① 采用 3 层振

处理．

② 采用水力旋流器制成的除砂器提高再生砂质量；

化控制水平．集成化和智能化在盾构渣土处置过程

提高设备集成化布置和智能化控制水平．

3） 提高设备集成化布置、模块化设计和智能

③ 利用 BIM 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和信息化技术，

中的优势较为明显．集成化主要是在有限的施工场
地对设备进行布置，形成最优化和集成度最高的场
地布置方案．模块化设计可方便快速实现各类系统
间模块化安装．智能化控制是解决设备运行效率和
操作简便性的关键，通过设备智能化实现现场少人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助项目 （2018YFB2100901）
作者简介：刘 恒 （1977—），中铁南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
程师．研究方向：隧道施工与管理．
E-mail: 2933188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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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 恒，薛德韩，吴凌壹，等 . 深圳市盾构渣土现场处
理现状及改进建议［J］. 深圳大学学报理工版，2022，39
（2）：152-158.

化管理，并能增强装备对不同渣土类型的适应性．
在现场布置前，通过前期建筑信息模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建模的实际场

景模拟和设备拼装实现集成化，为开展现场拼装集
成提供依据，实现场地的充分利用，解决场地面积
与处理能力不匹配的问题． 模块化设计需充分考
虑各类设备间的组合方式和系统间的接口，实现高
效拆装． 智能化控制包括采用自动加药装置严格
控制絮凝剂使用剂量，以及智能化分类和智能化粒
径分析，将参数传输至可视化中控室内便于与各类
设备实行信息交互．实现各设备状态的实时监控和
控制，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减少运维人数，节省人
力成本．

结 语
对深圳市盾构渣土现场处理试点项目进行调查
研究，分析各试点项目的特点及问题．研究发现：

1） 试点项目的盾构渣土现场处理工艺技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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