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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及其

制备方法。所公开的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由粉煤

灰、矿渣微粉、氢氧化钠、水玻璃、减水剂、细骨

料、粗骨料、钢纤维和聚丙烯纤维制备而成。所公

开的制备方法是将配方量的各组分按照合理顺

序加入拌和，其中聚丙烯纤维是在拌和过程中分

两次加入，钢纤维是在混凝土浇筑过程分层铺

设。本发明对改善地聚物混凝土的脆性、提升其

延性，同时节约纤维用量等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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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其特征在于，该地聚物混凝土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以每

立方地聚物混凝土计，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其特征在于，该地聚物混凝土由以下原料

制备而成：以每立方地聚物混凝土计，

3.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其特征在于，该地聚物混凝土还包括：

87.13kg/m3～113.68kg/m3的水。

4.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萘系减水

剂。

5.如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其特征在于，粉煤灰中的钙含量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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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所述矿渣微粉的密度为2.8g/cm3～5g/cm3，比表面积400～500m2/kg，7d活性指标为

大于70％，28d活性指标为大于90％；所述水玻璃模数为2～3.5，波美度为20～40Be；所述纤

维长度值为9mm～13mm。

6.权利要求1所述的聚物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方法包括：

步骤一，制备拌合料：将配方量的粉煤灰与矿渣微粉进行混合；之后加入配方量的细骨

料与减水剂继续搅拌；接着在搅拌过程中加入部分配方量的聚丙烯纤维；然后加入配方量

的粗骨料搅拌混合；继续在搅拌过程中加入剩余量的聚丙烯纤维；最后加入碱激发剂与水

混合均匀后出料；所述碱性激发剂为配方量的氢氧化钠与水玻璃的混合物；

步骤二，浇筑混凝土：在模具中浇筑拌合料，浇筑过程中分次铺设钢纤维，浇筑完成后

混凝土中分布有一层或两层以上的钢纤维。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中聚丙烯纤维的第一次加入量为

配方量的一半。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二中钢纤维浇筑过程中分两次铺设

钢纤维，且两层钢纤维分别靠近浇筑的开始部位和结束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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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领域，具体涉及到一种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普通硅酸盐水泥在其生产使用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同时产生大量的CO2。

地聚物混凝土作为一种新型非水泥基胶凝材料，是一种具有类似陶瓷特性的无机硅铝酸盐

化合物。地聚物混凝土是通过激发富含硅、铝两种元素的材料(如偏高龄土、粉煤灰、矿渣

等)制备而成。

[0003] 相比于普通硅酸盐水泥，地聚物混泥土其具有性能优良、节能环保的特点。据统

计，生产一吨地聚物排放的CO2量是生产一吨水泥排放的CO2量的  1/5左右，而且地聚物材料

(浆料、砂浆、混凝土)已被证明具有与OPC(浆料、砂浆、混凝土)相当的性能甚至更优。地聚

物混凝土不仅能降低造价，实现了工业废弃料的再循环，同时排放的废弃物也很大程度上

降低。此外，地聚物的早期强度高，凝结速度快，具有低渗透性、良好的耐酸碱性能和耐火性

能，在纤维加固、抗火、固化重金属等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0004] 而目前的地聚物混凝土大多存在强度等级较低，弹性模量低，脆性突出。易发生剪

切破坏等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其推广使用。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缺陷或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一种高性能地聚物混

凝土。

[0006] 本发明提供的地聚物混凝土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以每立方地聚物混凝土计：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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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优选的，本发明的地聚物混凝土由以下原料制备而成：以每立方地聚物混凝土计，

[0009]

[0010] 进一步，本发明的地聚物混凝土还包括：87.13kg/m3～113.68kg/m3的水。

[0011] 本发明选优减水剂为萘系减水剂。

[0012] 优选的，所述粉煤灰中的钙含量为2％～6％；所述矿渣微粉的密度为2.8  g/cm3～

5g/cm3，比表面积400～500m2/kg，7d活性指标为大于70％，28d活性指标为大于90％；所述

水玻璃模数为2～3.5，波美度为20～40Be；所述纤维长度值为9mm～13mm。

[0013] 同时本发明提供了上述地聚物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本发明所提供的制备方法包

括：

[0014] 步骤一，制备拌合料

[0015] 将配方量的粉煤灰与矿渣微粉进行混合；之后加入配方量的细骨料与减水剂继续

搅拌；接着在搅拌过程中加入部分配方量的聚丙烯纤维；然后加入配方量的粗骨料搅拌混

合；继续在搅拌过程中加入剩余量的聚丙烯纤维；最后加入碱激发剂与水混合均匀后出料；

所述碱性激发剂为配方量的氢氧化钠与水玻璃的混合物；

[0016] 步骤二，浇筑混凝土

[0017] 在模具中浇筑拌合料，浇筑过程中分次铺设钢纤维，浇筑完成后浇筑料中分布有

一层或多层钢纤维。

[0018] 可选的，步骤一中聚丙烯纤维的第一次加入量为配方量的一半。

[0019] 可选的，步骤二中钢纤维浇筑过程中分两次铺设钢纤维，且两层钢纤维分别靠近

浇筑的开始部位和结束部位。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21] 本发明将钢纤维与聚丙烯纤维以不同分布形式加入上述的地聚物混凝土中，得到

的混凝土28d抗压强度最高可达94.39Mpa，给出由钢纤维与聚丙烯纤维改性地聚物混凝土

的最优配合比参数值。

[0022] 本发明中的混凝土通过加入复合材料以及改变复合材料的分布形式来提高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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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脆性系数，且能够使用较少纤维量同纤维混杂时的性能相当或者更优，减少了施工造

价。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的粉煤灰可以根据GB/T  1596-2017《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中的

要求进行选择。

[0024] 本发明的矿渣微粉可以根据GBT  18046-2017《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

高炉矿渣粉》中的相关要求进行选择。

[0025] 水玻璃是一种水溶性硅酸盐，具有粘结力强、强度较高，耐酸性等特性。其化学式

为R2O·nSiO2·xH2O，式中R2O为碱金属氧化物，一般为钠水玻璃与钾水玻璃；n为水玻璃模

数，为SiO2与R2O摩尔数的比值，一般工业生产模数在1.8～4.0范围；x为水玻璃带结晶水的

数量。本发明中通过加入氢氧化钠调节低模数的水玻璃。

[0026] 本发明所用细骨料可根据JGJ  52-2006《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

准》中的相关要求进行选择。例如：河砂、海砂、山砂、人工砂及混合砂等，细骨料的模数一般

为2.6～2.9。

[0027] 本发明的粗骨料可根据JGJ  52-2006《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中的相关要求进行选择，具体可采用碎石、卵石，粒径一般大于  4.75mm。

[0028] 本发明的减水剂可根据GB  50119-2013《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中的相关要

求进行选择，具体可选用普通减水剂、高效减水剂与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本发明优选萘

系减水剂。

[0029] 本发明所用钢纤维可根据JG/T  472-2015《钢纤维混凝土》附录A中的相关要求进

行选用。

[0030] 本发明所用的聚丙烯纤维可根据CECS  38:2004《纤维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中的

相关规定进行选用，如直径为18～65μm、长度为4～19mm、密度为0.91g/cm3、抗拉强度为276

～650N/mm2的聚丙烯纤维。

[0031] 以下结合实例对本发明的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配合比及其配制方法做进一步的

阐述，更容易地理解本发明的思想和实际意义，但实例并不能用来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2] 实施例1：

[0033] 该实施例中多组地聚物混凝土的配合比如表3所示，其中：粉煤灰选用  I级低钙粉

煤灰，粒径约0.032mm左右，具体参数详见表1；矿渣微粉采用  S95级粒化高炉矿渣微粉，该

矿渣微分的具体参数详见表2；水玻璃选用模数3.25，波美度40Be，比重1.38，Na2O百分含量

为8.38，SiO2百分含量为26.41的水玻璃；细骨料采用天然河砂，细度模数为2.7，属于中砂 

(2 .3～3.0)；粗骨料选用采用粒径5mm～16mm的碎石；减水剂选用含固量≥92％，减水率

12％～20％的萘系减水剂；钢纤维采用镀铜微钢纤维，规格为  WSF0213，直径为0.2mm，长度

为13mm，长径比65，抗拉强度＞2850Mpa；聚丙烯纤维直径为30μm，密度为0.91g/cm3，长度有

9mm、12mm，断裂强度为650Mpa。

[0034]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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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表2

[0037]

[0038] 各组地聚物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分别为：

[0039] GC-1组为不掺纤维的地聚物混凝土组，该组制备工艺为：混合拌匀粉煤灰与矿微

粉30s，后投入细骨料与减水剂混合搅拌1min，投入粗骨料搅拌  1min，最后投入碱激发剂与

水，搅拌2min，出料；

[0040] GC-P0.05、GC-P0.1、GC-S0.5、GC-S1.0、GC-S1.5组为仅掺聚丙烯纤维(或钢纤维)的地聚

物混凝土组，该组制备工艺为：混合拌匀粉煤灰与矿渣微粉30s，后投入细骨料与减水剂混

合搅拌1min，搅拌过程中按配方量投入一半聚丙烯纤维(或钢纤维)，投入粗骨料搅拌1min，

搅拌过程中按配方量投入一半聚丙烯纤维(或钢纤维)最后投入碱激发剂与水，搅拌2min，

出料；

[0041] GC-LS0.5、GC-LS1 .0、GC-LS1 .5组为层布式钢纤维的地聚物混凝土组，该组制备工艺

为：混合拌匀粉煤灰与矿渣微粉30s，后投入细骨料与减水剂混合搅拌1min，投入粗骨料搅

拌1min，最后投入碱激发剂与水，搅拌2min，出料。浇筑模具时按照配方量分上下两层均匀

铺设钢纤维；

[0042] GC-LS0.5P0.05、GC-LS0.5P0.1、GC-LS1.0P0.1、GC-LS1.0  P0.1、GC-LS1.5P0.05、GC-LS1.5P0.1组

为层布式钢-聚丙烯纤维的地聚物混凝土组，该组制备工艺为：混合拌匀粉煤灰与矿渣微粉

30s，后投入细骨料与减水剂混合搅拌1min，搅拌过程中按配方量投入一半配方量聚丙烯纤

维，投入粗骨料搅拌1min，搅拌过程中按配方量投入另一半配方量的聚丙烯纤维，最后投入

碱激发剂与水，搅拌  2min，出料。浇筑模具中时按照配方量分上下两层均匀铺设钢纤维，上

下两层距离试件顶部和底部的距离均为20mm；

[0043] GC-S0.5P0.05、GC-S0.5P0.1、GC-S1.0P0.1、GC-S1.0  P0.1、GC-S1.5P0.05、GC-S1.5P0.1组为纤维

混杂方式混凝土组，该组制备工艺为：混合拌匀粉煤灰与矿渣微粉  30s，后投入细骨料与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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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剂混合搅拌1min，搅拌过程中按配方量投入一半聚丙烯纤维与钢纤维，投入粗骨料搅拌

1min，搅拌过程中按配方量投入另一半聚丙烯纤维与钢纤维，最后投入碱激发剂与水，搅拌

2min，出料。

[0044] 表3多组地聚物混凝土配合比

[0045]

[0046]

[0047] GC-1浇筑配制的试件抗压强度、劈裂抗拉强度测试结果如表4所示。多组配合比之

间的力学性能结果对比如表5所示。

[0048] 表中：fcu,7、fcu,28分别表示试件7d与28d的抗压强度值，fts,7、fts,28分别表示试件7d

与28d的劈裂抗拉强度值；ff为试件抗折强度；GC表示地聚物混凝土；P为聚丙烯纤维；S为钢

纤维；L为纤维分布方式为层布式分布。抗压强度及劈裂抗拉强度测定方法用普通混凝土规

范《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02。抗折强度测定方法用普通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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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02。

[0049] GC-1表示配合比为第一组的地聚物混凝土；GC-LS0.5表示纤维含量0.5％的层布式

钢纤维地聚物混凝土；GC-LS0.5P0.05表示钢纤维含量0.5％，聚丙烯纤维含量0.05％的层布

式钢纤维地聚物混凝土；GC-S1 .0P0.1表示钢纤维含量  1.0％，聚丙烯纤维含量0.1％的以体

积混杂的纤维地聚物混凝土，其他符号依次理推。

[0050] 表4  GC-1试件抗压强度、劈裂抗拉强度值

[0051]

[0052] 表5多组配合比之间的力学性能结果对比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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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由上表4和5可以看出，仅加入钢纤维或聚丙烯纤维对地聚物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影

响不大，此外，对地聚物混凝土的劈裂抗拉强度及抗折强度的影响一般随着纤维量的增加

而增加，然而以纤维混杂方式加入钢纤维的抗折强度出现下降，这是由于加入的纤维掺量

较多，在混凝土搅拌过程中发生了团聚现象，占据了粗骨料及胶凝材料的空间，降低了地聚

物混凝土的性能。尤其是，相比于纤维混杂式混凝土组，层布式钢纤维使用较少的纤维掺量

可以同等程度或更好地程度改善地聚物混凝土的性能。

[0056] 说明采用本发明的配合比与配制方法的高性能地聚物混凝土对改善地聚物混凝

土脆性、提升地聚物混凝土的延性及在节省纤维使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0057] 对比例：

[0058] 该对比例与组GC-LS1.5P0.05组的配方不同的是，不加减水剂：在搅拌过程中当投入

粗细骨料后，固态原材料与液态原材料无法均匀混合，并产生速凝、结块现象，无法进行后

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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