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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制

备窑，涉及海工混凝土技术领域，抗冻融海工混

凝土包括A组分和B组分，A组分包括硅酸盐水泥、

碎石、黄砂以及减水剂；B组分为碳化硅改性水玻

璃。其制备方法包括按配比准备A组分，并将A组

分投入搅拌舱中进行充分搅拌；称取水玻璃和碳

化硅粉末投入反应舱中，水浴条件下充分反应得

到B组分；常温条件下A组分和B组分充分搅拌

0.5‑1h得到最终产品。本发明的抗冻融海工混凝

土具有提高海工混凝土抗冻融性能的优点，另

外，本发明的制备方法具有提高抗冻融海工混凝

土抗压强度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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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制备窑；所述混凝土制备窑包括反应舱（1）以及固定于所

述反应舱（1）底部的搅拌舱（2）；

所述反应舱（1）包括外壳体（11）以及固定于所述外壳体（11）内顶面的环形内壁（12）；

所述环形内壁（12）将外壳体（11）内的空间分割为圆形内腔（13）和环形外腔（14）；所述环形

内壁（12）内周面安装有用于阻挡物料落入搅拌舱（2）的下料阀（3）；所述下料阀（3）底部设

置有搅拌组件（4）；所述环形内壁（12）外周面固定有水浴舱（5）；所述外壳体（11）外周面分

别穿设有用于向水浴舱（5）注水的热水进水管（111）、冷水进水管（112）以及用于将水流排

出水浴舱（5）的出水管（113）；所述水浴舱（5）内转动安装有环形挡板（51），所述外壳体（11）

内设置有驱动所述环形挡板（51）转动的驱动装置（6）；

所述搅拌组件（4）包括固定于下料阀（3）底部的电机安装盒（41）、安装于所述电机安装

盒（41）内的电机（42）以及与所述电机（42）输出端固定连接的搅拌轴（43）；

所述驱动装置（6）包括开设于水浴舱（5）外周面的环形通孔（61）、固定于环形挡板（51）

外周面的第一锥齿环（62）、转动安装于外壳体（11）内周面的传动锥齿轮（63）、转动安装于

环形外腔（14）底部的第二锥齿环（64）、固定于所述传动锥齿轮（63）远离环形通孔（61）一侧

的从动齿轮（65）以及转动安装于搅拌舱（2）外周面的主动齿轮（66）；所述第一锥齿环（62）

转动安装于环形通孔（61）内；所述传动锥齿轮（63）分别与第一锥齿环（62）、第二锥齿环

（64）啮合；所述从动齿轮（65）与主动齿轮（66）啮合；所述主动齿轮（66）与电机（42）之间设

置有驱动主动齿轮（66）转动的传输机构（7）；

所述传输机构（7）包括固定于搅拌舱（2）内周面的限位圆管（71）、固定于电机安装盒

（41）底部的齿轮安装盒（72）、固定于搅拌轴（43）外周面的主动锥齿轮（73）以及转动安装于

所述齿轮安装盒（72）靠近所述限位圆管（71）一侧的从动锥齿轮（74）；所述从动锥齿轮（74）

靠近主动齿轮（66）一侧固定有内螺纹管（75）；所述主动锥齿轮（73）与从动锥齿轮（74）啮

合；所述内螺纹管（75）内螺纹连接有螺纹轴（76），所述螺纹轴（76）与限位圆管（71）之间设

置有驱动螺纹轴（76）沿内螺纹管（75）轴向移动的导向组件；

所述导向组件包括固定于螺纹轴（76）远离从动锥齿轮（74）一端的延伸轴（79）、固定于

所述延伸轴（79）外周面的方形限位片（77）、开设于限位圆管（71）内周面的条形通孔（711）、

开设于主动齿轮（66）靠近限位圆管（71）一侧的圆形通孔（78）以及开设于所述圆形通孔

（78）侧壁且用于与方形限位片（77）插接的限位槽（781）；所述方形限位片（77）沿限位圆管

（71）轴向与条形通孔（711）滑移连接；

所述下料阀（3）包括固定于环形内壁（12）内周面的固定环（31）、与所述固定环（31）内

周面固定连接的支撑柱（33）以及沿所述支撑柱（33）周向均布于支撑柱（33）外周面的多个

转动轴（35）；每个所述转动轴（35）外周面均固定有扇形挡板（34），每个所述转动轴（35）远

离支撑柱（33）一端均固定有挡板锥齿轮（36）；所述环形外腔（14）内底面均转动安装有内锥

齿环（37），所述内锥齿环（37）外周面与第二锥齿环（64）内周面固定连接，所述挡板锥齿轮

（36）与内锥齿环（37）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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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制备窑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海工混凝土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

制备窑。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海工混凝土多指海洋工程中使用的混凝土，海工混凝土是经常受到浪花溅

击的结构中所用的混凝土。

[0003] 现有技术可参考公开号为CN106431026A的中国发明专利，其公开了一种硅铝基海

工混凝土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包括将矿物掺合料、硅酸盐水泥熟料和成岩剂混合研磨，制成

硅铝基胶凝材料；将制成的硅铝基胶凝材料与骨料、外加剂与水混合搅拌均匀；将搅拌后制

成的硅铝基海工混凝土料浆浇注到模具中养护，制成硅铝基海工混凝土材料。制备过程中

通过加入硅铝基胶凝材料，提高了最终产物耐久性和耐海水侵蚀性能。

[0004] 但是，由于海洋、河流、湖泊环境中早晚温差较大，上述海工混凝土的抗冻融性能

较低，无法满足海工混凝土长期处于低温环境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

土，其具有提高海工混凝土抗冻融性能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具有提高

抗冻融海工混凝土抗压强度的优点。

[0007]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由质量比为50‑200：1的A组分和B组分制成，所述A组分

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4‑5份硅酸盐水泥、10‑12份碎石、6‑8份黄砂以及0.05‑0.1份减

水剂；所述B组分为碳化硅改性水玻璃。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水玻璃硬化时析出的硅酸凝胶可以堵塞混凝土的内部空

隙，从而改变混凝土的孔隙结构，通过改变孔隙结构降低混凝土的导热性能，从而降低外界

温度对混凝土的影响，提高混凝土的抗冻融性能。通过水玻璃中加入碳化硅，提高单位体积

的水玻璃的质量，从而增强水玻璃对混凝土孔隙结构的填充程度。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减水剂包括聚羧酸酯、木质素磺酸盐、磺化三聚氰胺甲

醛树脂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物。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加入减水剂，可以降低由于混合材料中加入碳化硅

改性水玻璃从而对混凝土坍落度造成影响的可能性

[0012]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0013] 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按配比准备A组分，并将A组

分投入混凝土制备窑中；所述混凝土制备窑包括反应舱以及固定于所述反应舱底部的搅拌

舱；常温条件下，A组分于所述搅拌舱中进行充分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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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称取质量比为100‑120：1的水玻璃和碳化硅粉末投入所述反应舱中，60‑75℃水浴

条件下充分反应得到B组分；

[0015] 打开设置于所述反应舱底部的下料阀使B组分落入所述搅拌舱内，常温条件下A组

分和B组分充分搅拌0.5‑1h得到最终产品。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碳化硅与水玻璃之间的反应在水浴条件下进行，通过升

温的方式使水玻璃部分固化，便于使水玻璃与混凝土混合后整体水分含量降低，提高最终

产物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反应舱包括外壳体以及固定于所述外壳体内顶面的环

形内壁；所述环形内壁将外壳体内的空间分割为圆形内腔和环形外腔；所述环形内壁内周

面安装有用于阻挡物料落入搅拌舱的下料阀；所述下料阀底部设置有搅拌组件；所述环形

内壁外周面固定有水浴舱；所述外壳体外周面分别穿设有用于向水浴舱注水的热水进水

管、冷水进水管以及用于将水流排出水浴舱的出水管；所述水浴舱内转动安装有环形挡板，

所述外壳体内设置有驱动所述环形挡板转动的驱动装置；

[0018] 所述搅拌组件包括固定于下料阀底部的电机安装盒、安装于所述电机安装盒内的

电机以及与所述电机输出端固定连接的搅拌轴。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分别将碳化硅粉末和水玻璃投入反应舱内，热水进水管

向水浴舱内注入热水，反应结束后，产物由下料阀落入搅拌舱内。冷水进水管向水浴舱内注

入冷水，从而对水浴舱进行降温，便于使碳化硅和水玻璃的反应在水浴条件下进行，从而降

低水玻璃与混凝土混合后整体的水分含量，提高最终产物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002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驱动装置包括开设于水浴舱外周面的环形通孔、固定

于环形挡板外周面的第一锥齿环、转动安装于外壳体内周面的传动锥齿轮、转动安装于环

形外腔底部的第二锥齿环、固定于所述传动锥齿轮远离环形通孔一侧的从动齿轮以及转动

安装于搅拌舱外周面的主动齿轮；所述第一锥齿环转动安装于环形通孔内；所述传动锥齿

轮分别与第一锥齿环、第二锥齿环啮合；所述从动齿轮与主动齿轮啮合；所述主动齿轮与电

机之间设置有驱动主动齿轮转动的传输机构。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传输机构驱动主动齿轮转动后，主动齿轮通过传动锥齿

轮分别带动第一锥齿环和第二锥齿环转动。第一锥齿环带动环形挡板转动，通过环形挡板

转动便于调节热水进水管、冷水进水管和出水管的开闭状态，从而便于水浴舱的注水和排

水。

[002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传输机构包括固定于搅拌舱内周面的限位圆管、固定

于电机安装盒底部的齿轮安装盒、固定于搅拌轴外周面的主动锥齿轮以及转动安装于所述

齿轮安装盒靠近所述限位圆管一侧的从动锥齿轮；所述从动锥齿轮靠近从动齿轮一侧固定

有内螺纹管；所述主动锥齿轮与从动锥齿轮啮合；所述内螺纹管内螺纹连接有螺纹轴，所述

螺纹轴与限位圆管之间设置有驱动螺纹轴沿内螺纹管轴向移动的导向组件。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电机带动搅拌轴转动过程中，主动锥齿轮带动从动锥齿

轮转动，从动锥齿轮带动内螺纹管转动。螺纹轴在导向组件的导向作用下向靠近主动齿轮

一侧移动。通过设置传输机构，便于电机在控制搅拌轴转动的同时，带动主动齿轮转动。

[002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导向组件包括固定于螺纹轴远离从动锥齿轮一端的延

伸轴、固定于所述延伸轴外周面的方形限位片、开设于限位圆管内周面的条形通孔、开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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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齿轮靠近限位圆管一侧的圆形通孔以及开设于所述圆形通孔侧壁且用于与方形限位

片插接的限位槽；所述方形限位片沿限位圆管轴向与条形通孔滑移连接。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螺纹轴与限位圆管接触，条形通孔为方形限位片提供导

向作用，从而使内螺纹管转动过程中驱动螺纹轴向靠近主动齿轮一侧移动。方形限位片移

动至与限位槽插接后，螺纹轴随内螺纹管转动，螺纹轴通过方形限位片带动主动齿轮转动。

便于通过电机的转向对螺纹轴的移动方向进行调节，达到了搅拌轴在不停止转动的情况

下，对水浴舱内注水和排水情况进行调节。

[002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下料阀包括固定于环形内壁内周面的固定环、与所述

固定环内周面固定连接的支撑柱以及沿所述支撑柱周向均布于支撑柱外周面的多个转动

轴；每个所述转动轴外周面均固定有扇形挡板，每个所述转动轴远离支撑柱一端均固定有

挡板锥齿轮；所述环形外腔内底面均转动安装有内锥齿环，所述内锥齿环外周面与第二锥

齿环内周面固定连接，所述挡板锥齿轮与内锥齿环啮合。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第二锥齿环转动后带动内锥齿环转动，内锥齿环带动挡

板锥齿轮转动，挡板锥齿轮通过转动轴带动扇形挡板转动，扇形挡板翻转后便于使反应舱

内的物料下落至搅拌舱内，便于电机带动搅拌轴转动的过程中实现下料阀的打开，从而实

现水玻璃和碳化硅反应结束后下落至搅拌舱内与A组分混合。

[0028]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9] 1.通过加入水玻璃，改变混凝土的孔隙结构，提高混凝土的抗冻融性能；

[0030] 2.通过水玻璃中加入碳化硅，提高单位体积的水玻璃的质量，从而增强水玻璃对

混凝土孔隙结构的填充程度；

[0031] 3.通过升温的方式使水玻璃部分固化，便于使水玻璃与混凝土混合后整体水分含

量降低，提高最终产物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附图说明

[0032] 图1为本发明的剖视图；

[0033] 图2为本发明中凸显环形挡板的剖视图；

[0034] 图3为本发明中凸显传输机构的剖视图；

[0035] 图4为图3中A处的放大示意图；

[0036] 图5为本发明中凸显下料阀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中：1、反应舱；11、外壳体；111、热水进水管；112、冷水进水管；113、出水管；12、

环形内壁；13、圆形内腔；14、环形外腔；2、搅拌舱；3、下料阀；31、固定环；32、支撑杆；33、支

撑柱；34、扇形挡板；35、转动轴；36、挡板锥齿轮；37、内锥齿环；4、搅拌组件；41、电机安装

盒；42、电机；43、搅拌轴；5、水浴舱；51、环形挡板；6、驱动装置；61、环形通孔；62、第一锥齿

环；63、传动锥齿轮；64、第二锥齿环；65、从动齿轮；66、主动齿轮；67、进料通孔；7、传输机

构；71、限位圆管；711、条形通孔；72、齿轮安装盒；73、主动锥齿轮；74、从动锥齿轮；75、内螺

纹管；751、弹簧；752、圆形限位片；76、螺纹轴；77、方形限位片；78、圆形通孔；781、限位槽；

79、延伸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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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相同的零部件用相同的附图标记

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和“下”指的是附

图中的方向，词语“底面”和“顶面”、“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

的方向。

[0039] 实施例1：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由质量比为50：1的A组分和B组分制成，A组分

由4份硅酸盐水泥、10份碎石、6份黄砂以及0.05份聚羧酸酯制成。B组分为碳化硅改性水玻

璃。

[0040] 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1] 按配比准备A组分，并将A组分投入混凝土制备窑中。混凝土制备窑包括反应舱1以

及固定于反应舱1底部的搅拌舱2。常温条件下A组分于搅拌舱2中充分搅拌1h。

[0042] 称取质量比为100：1的水玻璃和碳化硅粉末投入反应舱1中，60℃水浴条件下反应

30min得到B组分。

[0043] 打开反应舱1底部的下料阀3使B组分落入搅拌舱2内，常温条件下A组分和B组分充

分搅拌0.5h得到最终产品。

[0044] 如图1和图2所示，反应舱1包括外壳体11以及固定于外壳体11内顶面的环形内壁

12；环形内壁12将外壳体11内的空间分割为圆形内腔13和环形外腔14。外壳体11为圆柱形

桶体。环形内壁12内周面安装有用于阻挡物料落入搅拌舱2的下料阀3；下料阀3底部设置有

搅拌组件4。

[0045] 如图1和图3所示，搅拌组件4包括固定于下料阀3底部的电机安装盒41、安装于电

机安装盒41内的电机42以及与电机42输出端固定连接的搅拌轴43。搅拌轴43用于对搅拌舱

2内的物料进行搅拌。电机42为异步电机。

[0046] 如图1和图2所示，环形内壁12外周面固定有环形的水浴舱5。水浴舱5外周面开设

有热水进口、冷水进口和出水口。外壳体11外周面穿设有用于向热水进口注水的热水进水

管111、用于向冷水进口注水的冷水进水管112以及用于将水流排出水浴舱5的出水管113。

搅拌舱2为顶部开口的圆柱形桶体，外壳体11底部开设有用于搅拌舱2连通的进料通孔67。

分别将碳化硅粉末和水玻璃投入反应舱1内，热水进水管111向水浴舱5内注入60‑75℃水

流，使得反应舱1内的组分在水浴条件下进行反应，反应结束后，产物由下料阀3落入搅拌舱

2内。冷水进水管112向水浴舱5内注入4℃水流，从而对水浴舱5进行降温，水流经出水管113

流出水浴舱5。

[0047] 如图2所示，水浴舱5内转动安装有环形挡板51，环形挡板51内周面开设有用于与

热水进口连通的第一通孔、用于与冷水进口连通的第二通孔以及用于与出水口连通的第三

通孔。外壳体11内设置有驱动环形挡板51转动的驱动装置6。驱动装置6驱动外壳体11转动

过程中，当第一通孔与热水进口连通时，第二通孔与冷水进口、第三通孔与出水口处于错位

状态，便于热水进水管111向水浴舱5内注水。当第二通孔与冷水进口、第三通孔与出水口处

于连通状态时，第一通孔与热水进口处于错位状态，便于冷水进水管112向水浴舱5内注水

降温，同时水流经过出水口流出。

[0048] 如图1和图2所示，驱动装置6包括开设于水浴舱5外周面的环形通孔61、固定于环

形挡板51外周面的第一锥齿环62、转动安装于外壳体11内周面的传动锥齿轮63、转动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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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形外腔14底部的第二锥齿环64、固定于传动锥齿轮63远离环形通孔61一侧的从动齿轮

65以及转动安装于搅拌舱2外周面的主动齿轮66。第一锥齿环62转动安装于环形通孔61内。

传动锥齿轮63分别与第一锥齿环62、第二锥齿环64啮合。从动齿轮65与主动齿轮66啮合。结

合图3，主动齿轮66与电机42之间设置有驱动主动齿轮66转动的传输机构7。传输机构7驱动

主动齿轮66转动后，主动齿轮66通过传动锥齿轮63分别带动第一锥齿环62和第二锥齿环64

转动。第一锥齿环62带动环形挡板51转动。

[0049] 如图1所示，传输机构7包括固定于搅拌舱2内周面的限位圆管71、固定于电机安装

盒41底部的齿轮安装盒72，结合图3和图4，还包括固定于搅拌轴43外周面的主动锥齿轮73

以及转动安装于齿轮安装盒72靠近限位圆管71一侧内侧壁的从动锥齿轮74。从动锥齿轮74

靠近主动齿轮66一侧固定有内螺纹管75，齿轮安装盒72靠近限位圆管71一侧开设有安装通

孔，内螺纹管75穿设于安装通孔内。搅拌轴43穿设于齿轮安装盒72内。主动锥齿轮73与从动

锥齿轮74啮合。内螺纹管75内螺纹连接有螺纹轴76，螺纹轴76远离从动锥齿轮74一端固定

有延伸轴79，延伸轴79外周面固定有方形限位片77。限位圆管71内周面开设有沿限位圆管

71轴向贯穿限位圆管71的条形通孔711，方形限位片77沿限位圆管71轴向与条形通孔711滑

移连接。主动齿轮66表面圆心处开设有圆形通孔78，圆形通孔78侧壁开设有用于与方形限

位片77插接的限位槽781。电机42带动搅拌轴43转动过程中，主动锥齿轮73带动从动锥齿轮

74转动，从动锥齿轮74带动内螺纹管75转动。由于螺纹轴76与限位圆管71接触后，条形通孔

711为方形限位片77提供导向作用，便于通过内螺纹管75转动驱动螺纹轴76向靠近主动齿

轮66一侧移动。方形限位片77移动至与限位槽781插接后，螺纹轴76随内螺纹管75转动，螺

纹轴76通过方形限位片77带动主动齿轮66转动。电机42带动搅拌轴43反向转动时，螺纹轴

76向远离主动齿轮66一侧移动。

[0050] 如图4所示，内螺纹管75靠近主动齿轮66一端固定有弹簧751，螺纹轴76外周面固

定有圆形限位片752。螺纹轴76脱离限位圆管71后，弹簧751处于压缩状态，弹簧751向圆形

限位片752施加向靠近主动齿轮66一侧的弹力。

[0051] 如图2所示，下料阀3包括固定于环形内壁12内周面的固定环31，结合图5，还包括

沿固定环31周向均布于固定环31内周面的四个支撑杆32、固定于支撑杆32端部的支撑柱

33、沿支撑柱33周向均布于支撑柱33外周面的四个转动轴35以及分别固定于四个转动轴35

外周面的四个扇形挡板34。每个转动轴35一端与支撑柱33转动连接，另一端穿设于固定环

31内。每个转动轴35远离支撑柱33一端固定有挡板锥齿轮36。第二锥齿环64内周面固定有

内锥齿环37，挡板锥齿轮36与内锥齿环37啮合。第二锥齿环64转动后带动内锥齿环37转动，

内锥齿环37带动挡板锥齿轮36转动，挡板锥齿轮36通过转动轴35带动扇形挡板34转动。

[0052] 本实施例的工作原理如下：

[0053] 电机42带动搅拌轴43转动过程中，主动锥齿轮73带动从动锥齿轮74转动，从动锥

齿轮74带动内螺纹管75转动。由于螺纹轴76与限位圆管71接触后，条形通孔711为方形限位

片77提供导向作用，便于通过内螺纹管75转动驱动螺纹轴76向靠近主动齿轮66一侧移动。

方形限位片77移动至与限位槽781插接后，螺纹轴76随内螺纹管75转动，螺纹轴76通过方形

限位片77带动主动齿轮66转动。主动齿轮66通过传动锥齿轮63分别带动第一锥齿环62和第

二锥齿环64转动。第一锥齿环62带动环形挡板51转动，从而对热水进水口、冷水进水口、出

水口的开闭状态进行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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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实施例2：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由质量比为100：1的A组分和B组分制成，A组

分由4.5份硅酸盐水泥、11份碎石、7份黄砂、0.04份木质素磺酸钠以及0.04份磺化三聚氰胺

甲醛树脂制成。B组分为碳化硅改性水玻璃。

[0055] 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6] 按配比准备A组分，并将A组分投入混凝土制备窑中。混凝土制备窑包括反应舱1以

及固定于反应舱1底部的搅拌舱2。常温条件下A组分于搅拌舱2中充分搅拌1.5h。

[0057] 称取质量比为110：1的水玻璃和碳化硅粉末投入反应舱1中，70℃水浴条件下反应

45min得到B组分。

[0058] 打开反应舱1底部的下料阀3使B组分落入搅拌舱2内，常温条件下A组分和B组分充

分搅拌0.8h得到最终产品。

[0059] 实施例3：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由质量比为200：1的A组分和B组分制成，A组

分由5份硅酸盐水泥、12份碎石、8份黄砂、0.02份聚羧酸酯以及0.08份木质素磺酸钙制成。B

组分为碳化硅改性水玻璃。

[0060] 一种高抗冻融海工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61] 按配比准备A组分，并将A组分投入混凝土制备窑中。混凝土制备窑包括反应舱1以

及固定于反应舱1底部的搅拌舱2。常温条件下A组分于搅拌舱2中充分搅拌2h。

[0062] 称取质量比为120：1的水玻璃和碳化硅粉末投入反应舱1中，75℃水浴条件下反应

60min得到B组分。

[0063] 打开反应舱1底部的下料阀3使B组分落入搅拌舱2内，常温条件下A组分和B组分充

分搅拌1h得到最终产品。

[0064] 对比例1：对比例1和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B组分为水玻璃。

[0065] 对比例2：对比例2和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水玻璃和碳化硅粉末于室温条件下进行

反应。

[0066] 性能检测试验：对实施例1‑3和对比例1‑2制得的最终产物进行如下性能检测，检

测结果如表1所示。

[0067] 依照SL352‑2018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分别测定最终产物的导热系数、抗冻性能、

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0068] 表1

[0069] 测定项目 导热系数 ‑18至8℃冻融循环300次的质量损失率/% 28d抗压强度/MPa 28d抗折强度/MPa

实施例1 0.081 0.93 44.36 6.51

实施例2 0.085 0.92 44.57 6.55

实施例3 0.084 0.86 44.63 6.52

对比例1 0.095 2.73 44.95 6.58

对比例2 0.089 1.85 41.06 6.13

[0070] 从表1可以看出，相比于对比例1，实施例1中得到的最终产物导热系数更低，在冻

融循环环境下质量损失率更低。水玻璃硬化时析出的硅酸凝胶堵塞了海工混凝土的内部孔

隙，从而改善了海工混凝土内部的孔隙结构。通过热膨胀系数更小的碳化硅对水玻璃进行

改性，可以增大水玻璃的密度，使得单位体积的水玻璃质量增大，从而增强水玻璃对海工混

凝土孔隙结构的封堵效果，降低海工混凝土的导热系数，从而使海工混凝土在冻融循环环

境中的质量损失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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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从表1可以看出，相比于对比例2，实施例3中得到的最终产物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都有所提升。水玻璃在碳化硅改性过程中，通过水浴加热的方式可以使水玻璃部分固化，降

低水玻璃中的水分含量，从而使最终产物中的水分含量减小，提高最终产物的抗压强度和

抗折强度。

[007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上述实施

例，凡属于本发明思路下的技术方案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

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前提下的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

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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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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