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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

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及之制备方法，所述渣土造

粒聚合物骨料包括以下质量份数比的原料：余泥

渣土造粒200‑500份、矿渣粉300‑700份、水泥

100‑200份、硅酸钠200‑400份、碳酸钾50‑100份、

氢氧化钙50‑100份、水250‑450份、外加剂5‑20

份。本发明利用余泥渣土作为再生骨料，有效消

纳余泥渣土，节省传统建材资源的消耗，缓解天

然砂石资源的短缺问题，有利于节约能源、保护

生态环境，达到了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循环化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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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质量份数

比的原料：余泥渣土造粒200-500份、矿渣粉300-700份、水泥100-200份、硅酸钠200-400份、

碳酸钾50-100份、氢氧化钙50-100份、水250-450份、外加剂5-2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余泥渣土造粒的粒径为10～15mm，且所述余泥渣土造粒的水分含量在5％～8％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其特征在

于，所述余泥渣土造粒由粒径为2～15mm的余泥渣土与胶凝材料、固化剂经搅拌、静置产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矿渣粉的28d活性指数≥9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水泥包括以下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泥、粉

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外加剂为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所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减水率不小于25％，且

所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28d抗压强度比不小于130％。

7.一种如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的

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A、将矿渣粉、水泥、硅酸钠、碳酸钾、氢氧化钙、水、外加剂放入搅拌机搅拌第一时长；

B、将余泥渣土造粒加入搅拌机继续搅拌第二时长，并在搅拌机中的拌合物搅拌均匀后

静置第三时长；

C、将经过静置的拌合物中的渣土造粒聚合物做下沉处理，并分离出渣土造粒聚合物颗

粒。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之后还包括：

D、使用颗粒整形机对分离出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颗粒进行整形处理，获得渣土聚合物骨

料。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C中，通过离心沉降机将经过

静置的拌合物中的渣土造粒聚合物做下沉处理。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和B中，所述搅拌机的搅拌

速度不超过100转/分钟，所述第一时长为2-4分钟，所述第二时长为1-2分钟，所述第三时长

为5-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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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及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制备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

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及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大规模的混凝土应用于工程建设中，大量的传统天然

不可再生建筑材料用于生产，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资源短缺等问题。在建设过程中，

地下开挖产生大量的废弃余泥渣土，而绝大部分余泥渣土未经任何处理，便被施工单位运

往郊外或乡村，露天堆放或填埋，耗用大量的征用土地费、垃圾清运费等建设经费，同时，清

运和堆放过程中的遗撒和粉尘飞扬等问题又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并直接危害到周边居

民的生活。

[0003] 另一方面，以深圳为例，2019年的混凝土消耗量约为3500万立方米，相应地，作为

混凝土中的粗骨料的石子的需求量约为3500万吨。而砂、石等天然资源作为混凝土重要的

原材料，经过多年大规模开采，天然砂、石资源逐渐减少，造成区域性供应量远小于需求量，

石子资源的短缺，在大大增加了基建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成本的同时，还影响工程建设进

度并带来质量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余泥渣土处理费用较高、影响城市环境，

以及天然石子资源的短缺的问题，提供一种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及

制备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提供一种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

粒聚合物骨料，包括以下质量份数比的原料：余泥渣土造粒200-500份、矿渣粉300-700份、

水泥100-200份、硅酸钠200-400份、碳酸钾50-100份、氢氧化钙50-100份、水250-450份、外

加剂5-20份。

[0006] 优选地，所述余泥渣土造粒的粒径为10～15mm，且所述余泥渣土造粒的水分含量

在5％～8％之间。

[0007] 优选地，所述余泥渣土造粒由粒径为2～15mm的余泥渣土与胶凝材料、固化剂经搅

拌、静置产生。

[0008] 优选地，所述矿渣粉的28d活性指数≥95％。

[0009] 优选地，所述水泥包括以下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

复合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

[0010] 优选地，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所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减

水率不小于25％，且所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28d抗压强度比不小于130％。

[0011]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如上所述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

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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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A、将矿渣粉、水泥、硅酸钠、碳酸钾、氢氧化钙、水、外加剂放入搅拌机搅拌第一时

长；

[0013] B、将余泥渣土造粒加入搅拌机继续搅拌第二时长，并在搅拌机中的拌合物搅拌均

匀后静置第三时长；

[0014] C、将经过静置的拌合物中的渣土造粒聚合物做下沉处理，并分离出渣土造粒聚合

物颗粒。

[0015] 优选地，所述步骤C之后还包括：

[0016] D、使用颗粒整形机对分离出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颗粒进行整形处理，获得渣土聚合

物骨料。

[0017] 优选地，所述步骤C中，通过离心沉降机将经过静置的拌合物中的渣土造粒聚合物

做下沉处理。

[0018] 优选地，所述步骤A和B中，所述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不超过100转/分钟，所述第一时

长为2-4分钟，所述第二时长为1-2分钟，所述第三时长为5-10分钟。

[0019] 本发明实施例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及制备方法，利用余

泥渣土作为再生骨料，有效消纳余泥渣土，节省传统建材资源的消耗，缓解天然砂石资源的

短缺问题，有利于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达到了废弃物无害化、资源化、循环化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第一实施例提供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的制

备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22] 本发明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可作为骨料应用于透水混

凝土、植生混凝土、装饰混凝土等特种混凝土中，从而部分代替透水混凝土、植生混凝土、装

饰混凝土等特种混凝土中的天然石子，不仅可减轻渣土带来的围城困境，拓展了余泥渣土

的应用范围，减少石子等天然资源的消耗，还实现余泥渣土的合理、高效、循环地利用，有效

地改善石子等自然资源的短缺问题。

[002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包括以下

质量份数比的原料：余泥渣土造粒200-500份、矿渣粉300-700份、水泥100-200份、硅酸钠

200-400份、碳酸钾50-100份、氢氧化钙50-100份、水250-450份、外加剂5-20份。

[0024] 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中，上述余泥渣土造粒的粒径10～15mm，且该余泥渣土造

粒的水分含量在5％～8％之间。具体地，上述余泥渣土造粒可由粒径为2～15mm的余泥渣土

与胶凝材料、固化剂经搅拌、静置产生。

[0025] 具体地，在余泥渣土造粒中，胶凝材料、固化剂及余泥渣土的重量比为100～150:

0.4～0.5:2200～3000。

[0026] 上述矿渣粉的28d活性指数≥95％，其余技术指标符合GB/T  18046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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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水泥包括以下材料中的一种或多种：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复合硅酸盐水

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其技术指标符合GB/T  175

标准要求。

[0028] 外加剂为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上述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减水率不小于

25％，且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的28d抗压强度比不小于130％，其余技术指标符合GB  8076

标准要求。

[0029] 如图1所示，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如上所述的替代特种混凝土石子的渣土造粒

聚合物骨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0] 步骤S11：将矿渣粉、水泥、硅酸钠、碳酸钾、氢氧化钙、水、外加剂放入搅拌机搅拌

第一时长。在该步骤中，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不超过100转/分钟的，例如60转/分钟，第一时长

为2-4分钟。

[0031] 该搅拌步骤可使得矿渣粉、水泥、硅酸钠、碳酸钾、氢氧化钙、外加剂混合均匀，并

在水的作用下形成粘稠的浆体。

[0032] 步骤S12：将余泥渣土造粒加入搅拌机继续搅拌第二时长，并在搅拌机中的拌合物

搅拌均匀后静置第三时长。在该步骤中，搅拌机的搅拌速度不超过100转/分钟的，例如60

转/分钟，第二时长为1-2分钟，第三时长为5-10分钟。

[0033] 该步骤中，由矿渣粉、水泥、硅酸钠、碳酸钾、氢氧化钙、外加剂形成的浆体均匀包

裹在余泥渣土造粒的表面，且在静置过程中，浆体进一步填充余泥渣土造粒表面的空隙，以

提高最终形成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的强度。

[0034] 步骤S13：将经过静置的拌合物中的渣土造粒聚合物做下沉处理，并分离出渣土造

粒聚合物颗粒。

[0035] 该步骤可通过离心沉降机实现，即通过将经过静置的拌合物中的渣土造粒聚合物

做下沉处理，以获取渣土造粒聚合物颗粒。

[0036]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上述步骤S13之后还包括：使用颗粒整形机对分离出的渣土

造粒聚合物颗粒进行整形处理，获得渣土聚合物骨料，从而保证渣土聚合物骨料大小均匀。

[0037] 本发明所得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在消耗大量余泥渣土的同时，成为混凝土中廉

价的填充材料，有效降低混凝土生产成本，减少不可再生天然石子资源的消耗。应用于混凝

土中时，在混凝土中起着骨架作用，对水泥的收缩起着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与水泥发生化

学反应，形成较强的结合力，经过整形的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更好的提供润滑作用，减少

搅拌、运输与浇灌时骨料颗粒间的摩擦阻力，改善并提高与水泥浆体的机械咬合力，从而满

足混凝土的基本力学性能要求，特别适用于透水混凝土、植生混凝土、装饰混凝土等特种混

凝土。

[0038] 由于选用余泥渣土造粒为主要材料，本发明可拓宽余泥渣土的应用范围，提升余

泥渣土再生产品的附加值，实现余泥渣土的合理、高效、循环使用，使得特种混凝土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总成本等指标低于传统特种混凝土。

[0039] 实施例1：

[0040] 将矿渣粉600份、水泥100份、硅酸钠300份、碳酸钾75份、氢氧化钙75份、水300份、

外加剂10份放入搅拌机中预先搅拌180秒，再将余泥渣土造粒300份加入搅拌机，搅拌60秒，

在转速为60转/分钟的搅拌下，使搅拌机中的拌合物搅拌均匀，然后静置8分钟；采用离心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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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机把拌合物中的渣土造粒聚合物下沉，并分离出渣土造粒聚合物颗粒；使用颗粒整形机，

通过搅拌桨让颗粒完成整形流程，得到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

[0041] 实施例2：

[0042] 将矿渣粉700份、水泥200份、硅酸钠400份、碳酸钾100份、氢氧化钙100份、水450

份、外加剂20份放入搅拌机中预先搅拌180秒，再将余泥渣土造粒300份加入搅拌机，搅拌60

秒，在转速为60转/分钟的搅拌下，使搅拌机中的拌合物搅拌均匀，然后静置8分钟；采用离

心沉降机把拌合物中的渣土造粒聚合物下沉，并分离出渣土造粒聚合物颗粒；使用颗粒整

形机，通过搅拌桨让颗粒完成整形流程，得到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

[0043] 实施例3：

[0044] 将矿渣粉300份、水泥100份、硅酸钠200份、碳酸钾50份、氢氧化钙50份、水250份、

外加剂5份放入搅拌机中预先搅拌180秒，再将余泥渣土造粒300份加入搅拌机，搅拌60秒，

在转速为60转/分钟的搅拌下，使搅拌机中的拌合物搅拌均匀，然后静置8分钟；采用离心沉

降机把拌合物中的渣土造粒聚合物下沉，并分离出渣土造粒聚合物颗粒；使用颗粒整形机，

通过搅拌桨让颗粒完成整形流程，得到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

[0045] 并且，可通过以下方式制备再生植生混凝土：将渣土造粒聚合物骨料500份、河砂

60份、天然石子1000份、水120份、粉煤灰60份和水泥200份、外加剂6.5份混合搅拌得到的再

生植生混凝土，得到的再生植生混凝土的28d抗压强度值10.9MPa，联通孔隙率27.1％，pH值

为8.9，完全满足要求。

[004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该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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