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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防冻混凝土，属于建筑材

料领域，以重量份数计，包括水泥206‑289份、碎

石982‑1040份、河砂358‑442份、粉煤灰52‑68份，

矿粉75‑96份、硅微粉50‑75份、膨胀剂2.55‑5.78

份、中空玻璃微珠10‑20份、减水剂4‑7份、防冻剂

10‑20份、膨润土10‑15份、水182‑226份。其能够

适应高寒地区温度变化，不易冻结，强度高，且结

构致密，不易裂缝，耐久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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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数计，包括水泥206‑289份、碎石982‑1040

份、河砂358‑442份、粉煤灰52‑68份，矿粉75‑96份、硅微粉50‑75份、膨胀剂2.55‑5.78份、中

空玻璃微珠10‑20份、减水剂4‑7份、防冻剂10‑20份、膨润土10‑15份、水182‑226份；所述防

冻剂包含以重量份数计的亚硝酸钙20‑30份、阳离子聚丙烯酰胺10‑15份、尿素5‑8份、木质

素磺酸钠12‑20份、引发剂1‑5份，微米级贝壳粉1‑5份、介孔分子筛5‑8份、聚乙二醇5‑10份、

浮石粉3‑8份、水30‑5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引发剂包括质量比为1:

0.3‑1.2的氧化剂和还原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防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氧化剂选自双氧水、过硫

酸钾、过硫酸铵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还原剂选自亚硫酸钾、硫代硫酸钾、草酸中的至少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冻剂采用以下步骤制

备：

(1)将亚硝酸钙、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尿素、木质素磺酸钠和4/5配方量的水在50‑60℃

条件下配成溶液A，并保温；

(2)将引发剂与剩余配方量的水配成溶液B；

(3)向步骤(1)的溶液A滴加步骤(2)的溶液B，升温至60‑65℃，保温反应1‑2h，降温至

30‑40℃，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至6.5‑7.5；

(4)向步骤(3)的反应液中加入聚乙二醇、介孔分子筛、微米级贝壳粉、浮石粉搅拌混合

均匀，即得防冻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微米级贝壳粉的粒径为1‑

3μ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粉为S95级高炉矿渣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剂为偶氮二甲酰胺塑

性膨胀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中球状玻璃体的含

量大于70%，其粒径连续分布且粒径≤3µm，需水量比不大于95%。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防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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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防冻混凝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防冻混凝土。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简称为砼，是由胶凝材料将集料胶结成整体的工程复合材料的统称，其用

水泥作为胶凝材料，砂、石作为集料，可与水、外加剂等按一定比例配合，经搅拌而得，广泛

应用于土木工程。

[000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及规模也不断

加大，混凝土构件的应用也越来越多，混凝土广泛应用于地下工程、桥梁、水池、隧道、码头、

水电站等工程领域。

[0004] 根据《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104‑2011)的规定，当室外平均气温连续5天小

于5℃时，进入冬期施工，当室外平均气温连续5天大于5℃时，解除冬期施工。混凝土在冬季

施工时，如果养护措施不当，新浇筑混泥土在温度低于4℃时，混凝土中的水将会结冰，结冰

的水将不会进行水化反应，且水结冰之后体积增大，会导致混凝土的耐久性不足。

[0005] 在我国，高寒地区年平均温度较低，负温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温度较低时，会延缓

水泥的水化，影响混凝土施工的时间，且由于高寒地区温差变化较大，混泥土经过多次反复

冻结、融化后容易出现裂纹、变酥、渗水现象，其强度、韧性和稳定性等指标受到严重影响，

丧失了结构的耐久性能，甚至严重影响结构的正常使用功能，降低了工程的实际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防冻混凝土，其能够适应

高寒地区温度变化，不易冻结，强度高，且结构致密，不易裂缝，耐久性好。

[000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8] 一种防冻混凝土，以重量份数计，包括水泥206‑289份、碎石982‑1040份、河砂358‑

442份、粉煤灰52‑68份，矿粉75‑96份、硅微粉50‑75份、膨胀剂2.55‑5.78份、中空玻璃微珠

10‑20份、减水剂4‑7份、防冻剂10‑20份、膨润土10‑15份、水182‑226份。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混凝土中掺入了防冻剂，能够有效降低混凝土砂浆

的冰点，提高混凝土的在负温下的抗冻性能，使得混凝土形成与水化相适应的早期结构，增

加了水的活化能，加速水与水泥在负温下的反应速度，使得本发明的防冻混凝土可适应高

寒地区温度变化，在低温下进行施工。同时本发明中添加膨润土、硅微粉成分，有效改善混

凝土的有效强度，粘度特性，增强了其力学性能，由于膨润土具有粘性，增强了混凝土中各

成分之间的结合度，使得骨料之间的连接更加紧密，混凝土结构致密，改善了其抗龟裂、防

渗漏耐久性等性能。

[0010] 本发明进一步地，所述防冻剂包含以重量份数计的亚硝酸钙20‑30份、阳离子聚丙

烯酰胺10‑15份、尿素5‑8份、木质素硫磺酸钠12‑20份、引发剂1‑5份，微米级贝壳粉1‑5份、

介孔分子筛5‑8份、聚乙二醇5‑10份、浮石粉3‑8份、水30‑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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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本发明提供的防冻剂为复合防冻剂，其中加入的亚

硝酸钙、尿素和聚乙二醇为普通防冻剂成分，可降低溶液的冰点，使冰的晶格构造严重变形

而无法形成冻胀力，从而可使混凝土在负温下仍可进行水化反应，且不会破坏混凝土的早

期结构，保证混凝土早期强度较高，后期强度也较好。同时本发明提供的防冻剂中加入阳离

子聚丙烯酰胺、木质素硫磺酸钠可分解出含有阳离子的物质，有限吸附到粘土的表面，降低

泥土和石粉对防冻剂有效成分以及外加剂的吸附，提高水泥的水化效果，此外，该防冻剂中

由于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的微孔结构，可作为防冻剂的载体，携带防冻剂分散到水泥砂浆

中，增大与混凝土砂浆的接触面积，提高防冻剂的利用率。在温度较低时，本发明提供的防

冻剂可有效降低混泥土的冰点，提高水化反应，保证混凝土在冬期施工时具有较高的强度，

不会产生裂缝，提高其耐久性，提高混凝土的工作性能。

[0012] 本发明进一步地，所述引发剂包括质量比为1:0.3‑1.2的氧化剂和还原剂。

[0013] 本发明进一步地，所述氧化剂选自双氧水、过硫酸钾、过硫酸铵中的至少一种；所

述还原剂选自、亚硫酸钾、硫代硫酸钾、草酸中的至少一种。

[0014] 本发明进一步地，所述防冻剂采用以下步骤制备：

[0015] (1)将亚硝酸钙、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尿素、木质素硫磺酸钠和4/5配方量的水在

50‑60℃条件下配成溶液A，并保温；

[0016] (2)将引发剂与剩余配方量的水配成溶液B；

[0017] (3)向步骤(1)的溶液A滴加步骤(2)的溶液B，升温至60‑65℃，保温反应1‑2h，降温

至30‑40℃，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至6.5‑7.5；

[0018] (4)向步骤(3)的反应液中加入聚乙二醇、介孔分子筛、微米级贝壳粉、浮石粉搅拌

混合均匀，即得防冻剂。

[0019] 通过采用以上技术方案，采用上述方法步骤可制得本发明防冻剂，有效降低冬期

施工时混凝土的冰点，阻碍水泥呢水化过程中水结冰，使得防冻混泥土可适应高寒地区施

工，并能保证其具有较高的早期强度、结构致密，防止其产生裂缝。

[0020] 本发明进一步地，所述微米级贝壳粉的粒径为1‑3μm。

[0021] 本发明进一步地，所述矿粉为S95级高炉矿渣粉。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采用高炉矿渣粉，改善混凝土硬化后的孔结构和强

度，又由于矿粉细度较高，会吸附在水泥颗粒表面，使得本来可能形成的水泥絮凝结构无法

形成，依次起到类似减水剂的作用，在用水量相同的情况下能显著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流

动速度，改善其流动性能，且对改善混凝土的早期孔结构有一定的作用，有利于提高混凝土

的耐久性。

[0023] 本发明进一步地，所述膨胀剂为偶氮二甲酰胺塑性膨胀剂。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选用偶氮二甲酰胺塑性膨胀剂，可使防冻混凝土塑

性阶段就可产生微膨胀以补偿塑性阶段的收缩，因此本发明中防冻混凝土内部结构致密，

抗氯离子渗透性能较好，耐久性较好。

[0025] 本发明进一步地，所述粉煤灰中球状玻璃体的含量大于70％，其粒径连续分布且

粒径≤3μm，需水量比不大于95％。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加入粒径较小的粉煤灰，配合加入的砂作为集料，可

以保证混凝土固化后具有较好的密集性，因此可提高混凝土的强度以满足使用需求，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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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中球状玻璃体的含量较高，这些玻璃体表面光滑、无棱角、性能稳定，在混凝土中起

润滑作用，减小了混凝土拌和物之间的摩擦阻力，能显著改善混凝土拌和料的和易性，降低

水化热、降低混凝土干燥收缩率，有效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抗冻性、弹性模量等。

[0027] 本发明进一步地，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002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9] 第一、由于本发明中加入防冻剂，能够有效降低混凝土砂浆的冰点，提高混凝土的

在负温下的抗冻性能，使得混凝土形成与水化相适应的早期结构，增加了水的活化能，加速

水与水泥在负温下的反应速度，使得本发明的防冻混凝土可适应高寒地区温度变化，在低

温下进行施工。同时本发明中添加膨润土、硅微粉成分，有效改善混凝土的有效强度，粘度

特性，增强了混凝土中各成分之间的结合度，混凝土结构致密，改善了其抗龟裂、防渗漏耐

久性等性能。

[0030] 第二、本发明提供的防冻剂为复合防冻剂，在添加普通防冻剂有效成分亚硝酸钙、

尿素和聚乙二醇的基础上加入阳离子聚丙烯酰胺、木质素硫磺酸钠可分解出含有阳离子的

物质，有限吸附到粘土的表面，降低泥土和石粉对防冻剂有效成分以及外加剂的吸附，提高

水泥的水化效果，此外，该防冻剂中由于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的微孔结构，可作为防冻剂的

载体，携带防冻剂分散到水泥砂浆中，增大与混凝土砂浆的接触面积，提高防冻剂的利用

率，降低成本。

[0031] 第三、本发明由于选用偶氮二甲酰胺塑性膨胀剂，可使防冻混凝土塑性阶段就可

产生微膨胀以补偿塑性阶段的收缩，因此本发明中防冻混凝土内部结构致密，抗氯离子渗

透性能较好，耐久性较好。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应该理解的是，本发明实施例所述

制备方法仅仅是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发明的构思前提下对本发

明制备方法的简单改进都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0033] 以下实施例中，所用到的材料均来自于市售。其中，水泥选用市售的P·O42.5级普

通硅酸盐水泥，其表面积为326m2/Kg，初凝时间为150min，终凝时间为280min；河砂选用天

然中砂，表观密度为2669kg/m3，含泥量为2.4％，含水率为2.4％，细度模数为2.79；碎石选

用粒径为5‑20mm连续级配的碎石，表观密度为2706kg/m3，压碎指标5.6％；粉煤灰选用Ⅱ级

粉煤灰，烧失量3.25％，需水量比95％，细度12％；减水剂为北京产的AN4000聚羧酸系高性

能减水剂，密度1.049g/cm3，pH值5.8，减水率32％，含气量4.0％，含固量22.16％，坍塌度1h

经时变化10mm；硅微粉和中空玻璃微珠的颗粒大小均为为200‑300目；水为饮用水，其中pH

值为5‑8，氯化物以Cl‑计<1800mg/L，硫酸盐以SO42‑计<2100mg/L。

[0034] 防冻剂的制备例1

[0035] (1)将亚硝酸钙20kg、阳离子聚丙烯酰胺10kg、尿素5kg、木质素硫磺酸钠12kg和

24kg配方量的水在50℃条件下配成溶液A，并保温；

[0036] (2)将0.77kg的双氧水、0.23kg的亚硫酸钾和6kg的水配成溶液B；

[0037] (3)向步骤(1)的溶液A滴加步骤(2)的溶液B，升温至60℃，保温反应2h，降温至30

℃，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至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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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4)向步骤(3)的反应液中加入聚乙二醇5kg、介孔分子筛5kg、微米级贝壳粉1kg、

浮石粉3kg搅拌混合均匀，即得防冻剂。

[0039] 防冻剂的制备例2

[0040] (1)将亚硝酸钙25kg、阳离子聚丙烯酰胺12kg、尿素7kg、木质素硫磺酸钠16kg和

32kg配方量的水在55℃条件下配成溶液A，并保温；

[0041] (2)将1.67kg的过硫酸钾、1.33kg的硫代硫酸钾和8kg的水配成溶液B；

[0042] (3)向步骤(1)的溶液A滴加步骤(2)的溶液B，升温至62℃，保温反应1.5h，降温至

35℃，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至7.5；

[0043] (4)向步骤(3)的反应液中加入聚乙二醇8kg、介孔分子筛6.5kg、微米级贝壳粉

3kg、浮石粉6kg搅拌混合均匀，即得防冻剂。

[0044] 防冻剂的制备例3

[0045] (1)将亚硝酸钙30kg、阳离子聚丙烯酰胺15kg、尿素8kg、木质素硫磺酸钠20kg和

40kg配方量的水在60℃条件下配成溶液A，并保温；

[0046] (2)将2.27kg的过硫酸铵、2.73kg的草酸和10kg的水配成溶液B；

[0047] (3)向步骤(1)的溶液A滴加步骤(2)的溶液B，升温至65℃，保温反应1h，降温至40

℃，加入氢氧化钠溶液调节反应液的pH值至7；

[0048] (4)向步骤(3)的反应液中加入聚乙二醇10kg、介孔分子筛8kg、微米级贝壳粉5kg、

浮石粉8kg搅拌混合均匀，即得防冻剂。

[0049] 实施例1

[0050] 将水泥206kg、碎石982kg、河砂358kg、粉煤灰52kg、硅微粉50kg、矿粉75kg、中空玻

璃微珠10kg、膨润土10kg、减水剂4kg、防冻剂制备例1中提供的防冻剂10kg与182kg的水混

合搅拌均匀。

[0051] 实施例2

[0052] 将水泥257kg、碎石1010kg、河砂389kg、粉煤灰60kg、硅微粉65kg、矿粉83kg、中空

玻璃微珠15kg、膨润土12kg、减水剂6kg、防冻剂制备例2中提供的防冻剂15kg与194kg的水

混合搅拌均匀。

[0053] 实施例3

[0054] 将水泥289kg、碎石1040kg、河砂442kg、粉煤灰68kg、硅微粉75kg、矿粉96kg、中空

玻璃微珠20kg、膨润土15kg、减水剂7kg、防冻剂制备例3中提供的防冻剂20kg与226kg的水

混合搅拌均匀。

[0055] 对比例1

[0056] 将水泥289kg、碎石1040kg、河砂442kg、粉煤灰68kg、硅微粉75kg、矿粉96kg、中空

玻璃微珠20kg、膨润土15kg、减水剂7kg与226kg的水混合搅拌均匀。

[0057] 对比例2

[0058] 将水泥257kg、碎石1010kg、河砂389kg、粉煤灰60kg、硅微粉65kg、矿粉83kg、减水

剂6kg、普通防冻剂15kg与194kg的水混合搅拌均匀。其中普通防冻混凝土来自于市售。

[0059] 为了研究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2中所得的混凝土的防冻性能、力学性能，现将

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2所述所得混凝土制成试块，然后将试块在负温(‑5℃、‑10℃、‑15

℃)条件下进行养护，养护7天，养护期结束后依据《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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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50081‑2001)对受冻后的混凝土试块进行力学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60] 表1力学性能测试结果

[0061]

[0062] 由表1可以看出，本发明中填入防冻剂可以有效降低混凝土的冰点，降低混凝土的

施工温度，抑制混凝土水化过程中的水冻结，从而可避免混凝土因水化水结冰膨胀而产生

裂缝，使得混凝土的在低温环境下施工也具有较高的抗压强度。且本发明提供的防冻剂为

复合防冻剂，在添加普通防冻剂有效成分亚硝酸钙、尿素和聚乙二醇的基础上加入阳离子

聚丙烯酰胺、木质素硫磺酸钠可分解出含有阳离子的物质，有限吸附到粘土的表面，降低泥

土和石粉对防冻剂有效成分以及外加剂的吸附，提高水泥的水化效果，此外，该防冻剂中由

于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的微孔结构，可作为防冻剂的载体，携带防冻剂分散到水泥砂浆中，

增大与混凝土砂浆的接触面积，提高防冻剂的利用率，防冻效果较好。

[0063] 为了进一步研究混凝土的抗冻性，对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2所得混凝土试块，

采用DR‑2型全自动快速冻融机和DT‑10W动弹仪，每间隔50次循环测定的活性粉末混凝土板

材的试块的相对动弹模，其中动弹量模量采用JS‑II型动态模量测试仪通过敲击法进行测

定，其实验结果如表2所示。

[0064] 表2混凝土试块在不同冻融循环次数时的相对动弹模

[0065]

[0066] 由表2可以看出，冻融循环在300次后，实施例1‑3的试块的相对动弹模仍具较高，

为93％以上，均高于对比例1‑2，这说明，本发明提供的防冻剂加入到混凝土能够有效降低

混凝土砂浆的冰点，提高混凝土的在负温下的抗冻性能，使得混凝土形成与水化相适应的

早期结构，增加了水的活化能，加速水与水泥在负温下的反应速度，使得本发明的防冻混凝

土可适应高寒地区温度变化，在低温下进行施工。同时本发明中添加膨润土、硅微粉成分，

有效改善混凝土的有效强度，粘度特性，增强了混凝土中各成分之间的结合度，混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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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密，从而使得防冻混凝土的抗冻融性能优异，耐久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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