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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及其制备方法

和应用,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由

以下质量比的原料组成，胶凝材料︰废弃砖砼混

合微粉︰PVA纤维︰减水剂︰增稠剂=1︰0.35︰0.01~
0.02︰0.0005~0.002︰0.005~0.002,本发明将再

生砖微粉和再生混凝土微粉混合取代细骨料（石

英砂）重新应用到PVA-ECC的制备中，不仅再利用

了建筑垃圾，降低制备成本，同时满足高韧性和

高延性，弥补混凝土材料的低韧性和低延性，并

且本发明还可以作为水泥基材使用,本发明原料

多数取自可再生资源，环保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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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质量比的原料组成，胶凝材

料︰废弃砖砼混合微粉︰PVA纤维︰减水剂︰增稠剂=1︰0.35︰0.01~0.02︰0.0005~0.002︰0.005

~0.00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胶凝材料

含水泥和粉煤灰，水泥和粉煤灰的质量比为0.50~0 .70︰0 .30~0 .50，水胶比为0.300～

0.390︰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废弃砖砼

混合微粉的粒径≤300 μm。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废弃砖砼

混合微粉粒径d的质量分布为：d≤75 μm为4%~4.5%，75 μm＜d≤125 μm为20%~21%，125 μm

＜d≤150 μm为34%~36%，150 μm＜d≤200 μm为39%~40%，200 μm＜d≤300 μm为0.4%~0.5%。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废弃砖砼

混合微粉包括废弃砖微粉和废弃混凝土微粉，所述废弃砖微粉和废弃混凝土微粉的质量比

为0~0.175︰0.175~0.35。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废弃砖微

粉与其附加水的质量比为1︰0.2~0.4，所述废弃混凝土微粉与其附加水的质量比为1︰0.1~
0.3。

7.如权利要求1-5中任意一项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的制

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废弃烧结砖经破碎机破碎、球磨机研磨至粒径满足要求得到废弃砖微粉，将废弃

混凝土试块经破碎机破碎、球磨机研磨至粒径满足要求得到废弃混凝土微粉，将废弃砖微

粉和废弃混凝土微粉按配比混合得到废弃砖砼混合微粉；

（2）将水泥和粉煤灰按配比混合得到胶凝材料；

（3）将步骤（1）得到的废弃砖砼混合微粉与步骤（2）得到胶凝材料充分混合，然后加入

掺有高效减水剂且拌匀的水低速搅拌2min；

（4）不停止搅拌均匀分散加入PVA纤维，之后加入增稠剂持续搅拌获得均匀流动的基

材。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效减水剂。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制得

的基材作为水泥基材的应用。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将制

得的基材作为PVA-ECC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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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及老城改造的相继铺

开，建筑材料特别是混凝土用量剧增，产生了大量的建筑垃圾。据统计，每年我国产生约24

亿吨的建筑垃圾。目前，这些废混凝土和废烧结砖大部分都是未经处理，直接运到郊外或乡

村，采用堆放或者填埋的方式直接处理，这些建筑垃圾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还污染了环

境，同时在清运和堆放过程中的散落和扬尘等问题，引发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另外，由于人

们不规范的开采利用，容易造成山体滑坡、河床改道等现象，严重影响自然环境平衡。因此，

废弃烧结砖和废弃混凝土的资源化利用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由于传统混凝土材

料的破坏特征多呈脆性破坏、韧性低、抗裂性差、抗拉强度低、新旧混凝土不易连接等缺陷，

导致结构年限较短且增加了修补的困难。目前，关于超高韧性水泥基材的相关研究越来越

多，其工程应用多用于桥梁修复、桥面板修复和加固工程，但关于再生砖微粉和再生混凝土

微粉取代细骨料的研究尚处在研究初期，此发明为再生微粉的研究开辟新的方向，对指导

工程实践意义重大。

[0003] 用废混凝土制备超高韧性水泥基材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主要缺陷在以

下几个方面：（1）我国可再生利用的固体建筑废弃物主要包括废弃混凝土和废砖。目前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再生混凝土骨料，用废弃烧结砖制备再生超高韧性水泥基材的相关研究成果

几乎没有；（2）关于再生超高韧性水泥基复合材料的研究集中在再生混凝土取代水泥及再

生砖取代粗骨料，而关于再生砖微粉和再生混凝土微粉取代细骨料的研究还鲜有报道；（3）

关于再生砖骨料的研究发现，再生砖骨料硬度低、吸水率大等缺陷，完全用废砖骨料制备的

再生超高韧性水泥基材的物理力学性能较差。

[0004] 一般土木建筑工程通常采用的水泥主要是指：GB175—2007规定的六大类水泥，即

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取材于自然界中不可再生资源，PVA-ECC材料是一种以水泥、矿物掺合

料、水、粒径小于5mm的细骨料与PVA纤维搅拌而成的水泥基复合材料，但在实际应用中，由

于制备PVA-ECC材料所用的原材料磨细石英砂昂贵的价格，使得PVA-ECC材料整体的成本较

高，限制了PVA-ECC材料的应用的，本发明将再生砖微粉和再生混凝土微粉混合取代细骨料

（石英砂）重新应用到PVA-ECC的制备中，不仅再利用了建筑垃圾，降低制备成本，同时满足

高韧性和高延性，弥补混凝土材料的低韧性和低延性，并且本发明还可以作为水泥基材使

用，相较于现有的水泥基材，本发明原料多数取自可再生资源。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型绿色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同时提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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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方法及应用,通过该方法制备的材料具有高韧性、高延性和自愈合等特性，解决了传统

混凝土材料低韧性、脆性破坏等缺点，可以应用于桥梁修复、桥面板修复和加固工程。

[0006] 基于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由以下质量比的原料组成，胶凝材料︰废弃砖砼混

合微粉︰PVA纤维︰减水剂︰增稠剂=1︰0.35︰0.01~0.02︰0.0005~0.002︰0.005~0.002。

[0007] 进一步，所述胶凝材料含水泥和粉煤灰，水泥和粉煤灰的质量比为0.50~0 .70︰

0.30~0.50，水胶比为0.300～0.390︰1。

进一步，所述废弃砖砼混合微粉的粒径≤300 μm。

[0008] 进一步，所述废弃砖砼混合微粉粒径d的质量分布为：d≤75 μm为4%~4.5%，75 μm

＜d≤125 μm为20%~21%，125 μm＜d≤150 μm为34%~36%，150 μm＜d≤200 μm为39%~40%，

200 μm＜d≤300 μm为0.4%~0.5%。

[0009] 进一步，所述废弃砖砼混合微粉包括废弃砖微粉和废弃混凝土微粉，所述废弃砖

微粉和废弃混凝土微粉的质量比为0~0.175︰0.175~0.35。

[0010] 进一步，所述废弃砖微粉与其附加水的质量比为1︰0.2~0.4，所述废弃混凝土微粉

与其附加水的质量比为1︰0.1~0.3。

[0011] 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废弃烧结砖经破碎机破碎、球磨机研磨至粒径满足要求得到废弃砖微粉，将废弃

混凝土试块经破碎机破碎、球磨机研磨至粒径满足要求得到废弃混凝土微粉，将废弃砖微

粉和废弃混凝土微粉按配比混合得到废弃砖砼混合微粉；

（2）将水泥和粉煤灰按配比混合得到胶凝材料；

（3）将步骤（1）得到的废弃砖砼混合微粉与步骤（2）得到胶凝材料充分混合，然后加入

掺有高效减水剂且拌匀的水低速搅拌2min；

（4）不停止搅拌均匀分散加入PVA纤维，之后加入增稠剂持续搅拌获得均匀流动的基

材。

[0012] 进一步，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效减水剂。

[0013] 一种超高韧性废弃砖砼再生混合料的应用,将制得的基材作为水泥基材的应用。

[0014] 进一步，将制得的基材作为PVA-ECC的应用。

[0015] 有益效果

本发明的再生混凝土微粉和再生砖微粉以细骨料形式完全代替了石英砂，这是不同于

石英砂制备超高韧性水泥基材的新的再生超高韧性水泥基材，但性能上可以满足甚至高于

现有技术中对超高韧性水泥基材的需求。

[0016] 本发明将再生砖微粉和再生混凝土微粉混合取代细骨料（石英砂）还可以重新应

用到PVA-ECC的制备中，不仅再利用了建筑垃圾，降低制备成本，同时满足高韧性和高延性，

弥补混凝土材料的低韧性和低延性，并且本发明还可以作为水泥基材使用，相较于现有的

水泥基材，本发明原料多数取自可再生资源。

[0017] 本发明由水泥、粉煤灰、废弃砖再生微粉、废弃混凝土再生微粉、水、纤维、减水剂、

增稠剂配制而成，PVA纤维均匀的分散于骨料周围，水泥、粉煤灰与水形成的水泥砂浆包裹

在骨料和PVA纤维的表面，填充骨料与骨料、骨料与纤维之间的缝隙，并起润滑作用，使水泥

基拌合料具有一定的和易性，硬化后的水泥浆体将骨料、PVA纤维粘结成坚硬、密实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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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的再生超高韧性水泥基材性能可以基本满足土木建造中的使用需求，配方简单，具

有广阔的应用价值。

[0018] 本发明PVA纤维能够促使废砖细骨料和废混凝土细骨料的均匀分布，使骨料在振

捣过程中不会因密度较低而上浮，使水泥基材受力骨架更加的完整，进而从根本上提高了

水泥基材的抗压强度。同时，由于PVA纤维与水泥浆体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能，使得PVA纤维能

够大幅度提高水泥基体的抗裂性能和延性，抑制裂缝的开展，提高废烧结砖和废混凝土细

骨料所制备水泥基材的抗压强度、弯曲强度和拉伸强度等力学性能。

[0019] 本发明完全采用建筑垃圾，原料废弃烧结砖再生细骨料来自于城镇建设拆除废弃

的废弃烧结砖建筑垃圾，再生混凝土细骨料来自某建材实验室废弃混凝土试块，实现了资

源的合理利用，解决了建筑垃圾的填埋、堆放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问题，为建筑垃

圾的有效利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0020] 本发明所得废弃砖砼混合微粉再生超高韧性水泥基材工作性能良好，抗压强度、

抗折强度满足工程应用，抗弯强度、抗拉伸强度高，制备过程简单、环保，易于施工。

[0021] 具体实施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详细描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本发明的内容并不限于

此。

[0022] 以下实施例中水泥为GB175-2007的P.  O  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PVA纤维日本

产，名称为REC  15×12，直径为40 μm，长度为12  mm，PVA纤维抗拉强度≥1560  N/mm2；废弃

砖再生细骨料来自于城镇建设拆除废弃的废弃烧结砖建筑垃圾，经破碎机破碎、球磨机研

磨后的粒径d1为d1≤300 μm，再生砖细骨料吸水率为23%~28%，所述的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

料来自于检测公司废弃混凝土块，经破碎机破碎、球磨机研磨后的粒径d2为d2≤300 μm，再

生混凝土细骨料吸水率为15%~20%；粉煤灰为实验级粉煤灰；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效减水剂。

[0023] 以下实施例均按照以下步骤制得试件，各实施例通过控制组分的配比不同测试其

强度、弯曲跨中挠度与极限拉应变。包括以下步骤：

（1）将废弃烧结砖经破碎机破碎、球磨机研磨至粒径满足要求得到废弃砖微粉，将废弃

混凝土试块经破碎机破碎、球磨机研磨至粒径满足要求得到废弃混凝土微粉，将废弃砖微

粉和废弃混凝土微粉按配比混合得到废弃砖砼混合微粉；

（2）将水泥和粉煤灰按配比混合得到胶凝材料；

（3）将步骤（1）得到的废弃砖砼混合微粉与步骤（2）得到胶凝材料充分混合，然后加入

掺有高效减水剂且拌匀的水低速搅拌2min；

（4）不停止搅拌均匀分散加入PVA纤维，之后加入增稠剂持续搅拌获得均匀流动的基

材。

[0024] 进一步，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效减水剂；

（5）所有试件分两层浇注装模，首先浇入一半，然后振动1~2min以确保材料振动密实，

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浇入剩余一半，最后将表面抹平并覆盖一张聚乙烯膜以防止水分蒸发。

[0025] 实施例1

水泥︰粉煤灰︰废弃砖再生细骨料︰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水︰PVA纤维︰减水剂︰增稠

剂=0.65︰0.35︰0.0175︰0.0175︰0.350︰0.0189︰0.0005︰0.0015。

[0026] 其中，废弃砖再生细骨料吸水率24.2%，粒径d1质量分布为：d1≤75 μm为4.2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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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m＜d1≤125 μm为20.67%，125 μm＜d1≤150 μm为34.92%，150 μm＜d1≤200 μm为39.72%，

200 μm＜d1≤300 μm为0.44%。

[0027] 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吸水率16%，粒径d2范围为：d2≤300 μm，粒径分布为：d2≤

75 μm为4.15%，75 μm＜d2≤125 μm为20.75%，125 μm＜d2≤150 μm为34.77%，150 μm＜d2

≤200 μm为39.87%，200 μm＜d2≤300 μm为0.46%。

[0028] 按JGJ/T283-2012《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中的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试

验方法进行工作性能的测试，所得试件的坍落度为270  mm，扩展度为49  cm。

[0029] 实施例2

水泥︰粉煤灰︰废弃砖再生细骨料︰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水︰PVA纤维︰减水剂︰增稠

剂=0.70︰0.30︰0.0175︰0.0175︰0.350︰0.01︰0.0005︰0.0015。

[0030] 其中，废弃烧结砖再生细骨料吸水率24 .5%，粒径d1质量分布为：d1≤75 μm为

4.4%，75 μm＜d1≤125 μm为20.3%，125 μm＜d1≤150 μm为35.2%，150 μm＜d1≤200 μm为

39.64%，200 μm＜d1≤300 μm为0.46%。

[0031] 所述的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吸水率17%，粒径d2范围为：d2≤300 μm，粒径分布

为：d2≤75 μm为4.23%，75 μm＜d2≤125 μm为20%，125 μm＜d2≤150 μm为35.55%，150 μm

＜d2≤200 μm为39.8%，200 μm＜d2≤300 μm为0.42%。

[0032] 按JGJ/T283-2012《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中的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试

验方法进行工作性能的测试，所得试件的坍落度为265  mm，扩展度为44.5  cm。

[0033] 实施例3

水泥︰粉煤灰︰废弃砖再生细骨料︰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水︰PVA纤维︰减水剂︰增稠

剂=0.50︰0.50︰0.0175︰0.0175︰0.350︰0.02︰0.0005︰0.0015。

[0034] 其中，废弃砖再生细骨料吸水率25%，粒径d1质量分布为：d1≤75 μm为4.36%，75 μ

m＜d1≤125 μm为20.7%，125 μm＜d1≤150 μm为35%，150 μm＜d1≤200 μm为39.52%，200 μ

m＜d1≤300 μm为0.42%。

[0035] 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吸水率16.8%，粒径d2范围为：d2≤300 μm，粒径分布为：d2

≤75 μm为4.5%，75 μm＜d2≤125 μm为20.8%，125 μm＜d2≤150 μm为34.8%，150 μm＜d2≤

200 μm为39.5%，200 μm＜d2≤300 μm为0.4%。

[0036] 按JGJ/T283-2012《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中的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试

验方法进行工作性能的测试，所得试件的坍落度为280  mm，扩展度为54  cm。

[0037] 实施例4

水泥︰粉煤灰︰废弃砖再生细骨料︰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水︰PVA纤维︰减水剂︰增稠

剂=0.65︰0.35︰0.0175︰0.0175︰0.300︰0.0189︰0.0005︰0.0015。

[0038] 其中，废弃砖再生细骨料吸水率24.8%，粒径d1质量分布为：d1≤75 μm为4.17%，75 

μm＜d1≤125 μm为20.34%，125 μm＜d1≤150 μm为35.02%，150 μm＜d1≤200 μm为40%，200 

μm＜d1≤300 μm为0.47%。

[0039] 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吸水率17.2%，粒径d2范围为：d2≤300 μm，粒径分布为：d2

≤75 μm为4.5%，75 μm＜d2≤125 μm为20.86%，125 μm＜d2≤150 μm为34.99%，150 μm＜d2

≤200 μm为39.2%，200 μm＜d2≤300 μm为0.45%。

[0040] 按JGJ/T283-2012《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中的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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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进行工作性能的测试，所得试件的坍落度为255  mm，扩展度为36  cm。

[0041] 实施例5

水泥︰粉煤灰︰废弃砖再生细骨料︰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水︰PVA纤维︰减水剂︰增稠

剂=0.70︰0.30︰0.0175︰0.0175︰0.370︰0.02︰0.0005︰0.0015。

[0042] 其中，废弃砖再生细骨料吸水率25.2%，粒径d1质量分布为：d1≤75 μm为4.32%，75 

μm＜d1≤125 μm为20.92%，125 μm＜d1≤150 μm为35%，150 μm＜d1≤200 μm为39.32%，200 

μm＜d1≤300 μm为0.44%。

[0043] 废弃混凝土再生细骨料吸水率16.4%，粒径d2范围为：d2≤300 μm，粒径分布为：d2

≤75 μm为4.2%，75 μm＜d2≤125 μm为20.34%，125 μm＜d2≤150 μm为35.4%，150 μm＜d2

≤200 μm为39.59%，200 μm＜d2≤300 μm为0.47%。

[0044] 按JGJ/T283-2012《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中的自密实混凝土坍落扩展度试

验方法进行工作性能的测试，所得试件的坍落度为280  mm，扩展度为59  cm。

[0045] 强度测试

测试步骤：将本发明实施例1～5所得试件在室温下养护24h，然后拆模放入恒温恒湿标

准养护箱进行养护（温度20±1℃，湿度≥95%），养护28d后取出。

[0046] 根据GB/T17671-1999《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的规定方法、四点弯曲试验及单轴

拉伸试验方法，对废弃砖砼混合微粉再生超高韧性水泥基材试块进行强度、弯曲跨中挠度

与极限拉应变检测，测试结果见表1。

[0047] 当前判断ECC的判定依据是：单轴拉伸极限拉应变达2%以上；采用的测试方法多为

单轴拉伸试验，本发明测试方法同样采用单轴拉伸试验。

[0048] 结果分析：

抗压强度：满足建筑基本要求，可达C35混凝土强度；

四点弯曲试验：跨中挠度可达50mm+；

单轴拉伸试验：加载速度为0.1mm/min的极限拉应变达3%以上，甚至可达4%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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