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838152.2

(22)申请日 2017.09.1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57284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1.12

(73)专利权人 北京建筑大学

地址 100035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1号

(72)发明人 宋少民　师海霞　廉慧珍　刘小瑞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金智普华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401

代理人 皋吉甫

(51)Int.Cl.

C04B 7/26(2006.01)

C04B 7/36(2006.01)

C04B 28/30(2006.01)

C04B 111/34(2006.01)

C04B 111/9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76672 A,1993.09.29

CN 105000856 A,2015.10.28

CN 101182139 A,2008.05.21

CN 104909638 A,2015.09.16

CN 102515582 A,2012.06.27

CN 1101018 A,1995.04.05

审查员 汤继彦

 

(54)发明名称

一种低碳胶凝材料及制备混凝土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一种低碳胶凝材料及制备混凝土的

方法，该胶凝材料以质量百分比计：20‑32%硅酸

盐水泥熟料，36‑48%S105矿渣粉，10‑20%粉煤灰，

8‑10%石膏，0‑7%石灰石粉，0‑10%钢渣粉，4‑6%的

轻烧氧化镁。该胶凝材料粉体在制备过程中已经

实现充分均化；与外加剂相容性、开裂敏感性、特

定环境中的耐久性以及对于混凝土强度的保证

均已在胶凝材料生产制备中充分考虑，可直接用

于混凝土中。可以显著降低混凝土生产中的质量

波动和开裂，简化生产管理环节。水泥熟料比例

低，水泥产量及其碳排放将显著降低，大量利用

工业固体废弃物，有效的降低了胶凝材料的成

本，且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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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碳胶凝材料，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32%  水泥熟料，40%  S105矿渣粉，10%粉煤

灰，3.83%钢渣粉、8%石膏，6%轻烧氧化镁，0.17%减水剂；各胶凝材料组分单独粉磨至相应细

度，再混合均匀；其中水泥熟料比表面积为320  m2/kg，矿渣粉比表面积为530  m2/kg，28  d活

性指数为108%，粉煤灰需水量比为100%，细度为45μm筛余11%，比表面积为470m2/kg。

2.一种采用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胶凝材料制备混凝土的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具体

包括以下步骤：

首先，按照设计成分分别称取胶凝材料的各个组分，单独粉磨至相应细度，再混合均

匀，备用；其中，胶凝材料用量530  kg  /  m3，石子最大粒径20mm，二区河砂，细度模数2.8，砂

率39%，扩展度640mm；

其次，将步骤1得到的胶凝材料与用水量按照质量比为0.27配比，再加入制备混凝土所

需的其它材料；即得到对应强度等级C60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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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碳胶凝材料及制备混凝土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在绿色混凝土中应用的低硅酸盐水泥熟料胶凝材料，具体是一种

低碳胶凝材料，采用其制备混凝土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加大，胶凝材料作为混

凝土粉料其需求量也日益增加。而水泥是胶凝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占胶凝材料总量

的60%—85%。

[0003] 传统意义上的硅酸盐水泥混凝土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十分巨大，对生态的破坏也十

分显著，水泥生产是CO2排放量的主要产业，生产每吨硅酸盐水泥熟料的CO2排放量约1吨。据

有关资料统计，2015年水泥产量23.6亿吨，仅混凝土就超过30亿立方米。如此大量的水泥用

量，释放的二氧化碳及粉尘排放量也是巨大的。所以以低碳发展为核心，开发低碳胶凝材

料，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节约能源具有重要意义。

[0004] 通过降低水泥熟料用量，大比例利用掺合料等多种固体废弃物，开发新型低碳胶

凝材料，减少碳排放，是水泥基材料技术升级和转型的重点和方向。新型胶凝材料以粉煤

灰、矿渣、石灰石粉、钢渣等各种废料为原料，最大程度地减少水泥熟料用量，其“低碳效应”

主要体现在节能减排、消纳各种工业固体废弃物，延长建筑物使用寿命上。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新型低碳混凝土用胶凝材料，用该胶凝材料制备的混凝土及其

制备方法，与以往主要采用水泥作为胶凝材料的混凝土相比，碳含量少，绿色环保，能够在

降低混凝土成本的前提下，优化混凝土的强度、工作性能和耐久性能，提高其综合使用性

能。

[0006]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低碳胶凝材料，该胶凝材料的成分以质量百分比计包

括：20%—32%  水泥熟料，36%—48%  ，S105矿渣粉，10%—20%  粉煤灰，8%—10%石膏，  4-6%的

轻烧氧化镁，  0.14%—0.18% 的减水剂。

[0007] 进一步，该胶凝材料还包括：  0%-7%  石灰石粉，0%—10%  钢渣粉。

[0008] 进一步，所述水泥熟料的比表面积为300-330  m2/kg。

[0009] 进一步，所述S105矿渣粉的比表面积≥520m2/kg，28  d活性指数≥107%。

[0010] 进一步，所述粉煤灰需水量比≤100%，细度为45μm筛余≤11%，比表面积≥470m2/

kg。

[0011] 进一步，所述的石灰石粉的比表面积650m2/kg。

[0012]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使用上述的胶凝材料制备混凝土的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

骤：

[0013] 首先，按照设计成分分别称取胶凝材料的矿渣、熟料、石灰石粉、粉煤灰等其他组

分，单独粉磨至相应细度，再混合均匀，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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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其次，用水量与所述胶凝材料的质量比为0.27-0.42，再加入混凝土的其它材料，

即得到对应强度等级C30-C60混凝土。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由于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制备得到的混凝土用胶凝材

料水泥熟料少，其他组分主要为矿渣粉、粉煤灰、石灰石粉及钢渣粉，这些组分均为工业固

体废弃物，价格低，来源广，易于粉磨。因此，使用本发明提供的混凝土既能够降低成本，也

能解决工业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的问题，同时，加工过程中满足了低碳、生态保护的要求且

生产成本低。

[0016] 从技术层面上看，使用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制备的混凝土强度可以满足C30-C60强

度要求，与传统商业混凝土相比，与外加剂相容性好，开裂敏感性低，匀质性好，抗化学侵蚀

能力强，其他耐久性满足工程要求。生产质量稳定，工艺、设施和管理简单而成本显著降低。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进一步说明。

[0018] 本发明一种低碳胶凝材料，该胶凝材料的成分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20%—32%  水

泥熟料，36%—48%  ，S105矿渣粉，10%—20%  粉煤灰，8%—10%石膏，  4-6%的轻烧氧化镁， 

0.14%—0.18% 的减水剂。

[0019] 进一步，该胶凝材料还包括：  0%-7wt%  石灰石粉，0%—10%  钢渣粉。

[0020] 进一步，所述水泥熟料的比表面积为300-330  m2/kg。

[0021] 进一步，所述S105矿渣粉的比表面积≥520m2/kg，28  d活性指数≥107%。

[0022] 进一步，所述粉煤灰需水量比≤100%，细度为45μm筛余≤11%，比表面积≥470m2/

kg。

[0023] 进一步，所述的石灰石粉的比表面积650m2/kg。

[0024] 一种上述胶凝材料制备混凝土的方法：

[0025] 首先，按照设计成分分别称取胶凝材料的各个组分，单独粉磨至相应细度，再混合

均匀，备用；

[0026] 其次，用水量与所述胶凝材料的质量比为0.27-0.42，再加入混凝土的其它材料，

即得到对应强度等级C30-C60混凝土。

[0027] 实施例1：

[0028] 混凝土用胶凝材料的成分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22%  水泥熟料，41%  S105矿渣粉，

15%粉煤灰，9.85%石膏，7%石灰石粉，5%轻烧氧化镁和0.15%减水剂。各胶凝材料组分单独粉

磨至相应细度，再混合均匀。其中水泥熟料比表面积为320  m2/kg，矿渣粉比表面积为530 

m2/kg，28  d活性指数为108%，粉煤灰需水量比为95%，细度为45μm筛余11%，比表面积为

470m2/kg。制备C35预拌混凝土，水胶比0.39，胶凝材料用量375  kg  /  m3，石子最大粒径

25mm，二区机制砂，细度模数2.6，砂率44%，扩展度550mm，28天强度44.5MPa。抗渗性满足P20

要求，碳化深度不大于5mm，电通量低于1000库伦。抗裂性优于于同等强度混凝土搅拌站按

现行方法生产的产品。

[0029] 实施例2：

[0030] 混凝土用胶凝材料的成分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28%  水泥熟料，41.83%  S105矿渣

粉，16%粉煤灰，8%石膏，6%轻烧氧化镁，0.17%减水剂。各胶凝材料组分单独粉磨至相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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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再混合均匀。其中水泥熟料比表面积为320  m2/kg，矿渣粉比表面积为530  m2/kg，28  d活

性指数为108%，粉煤灰需水量比为100%，细度为45μm筛余11%，比表面积为470m2/kg。制备

C50预拌混凝土，水胶比0.31，胶凝材料用量490  kg  /  m3，石子最大粒径20mm，二区河砂，细

度模数2.8，砂率41%，扩展度600mm，28天强度62.5MPa，抗裂性显著优于同等强度混凝土搅

拌站按现行方法生产的产品，抗冻性满足F300要求。

[0031] 实施例3：

[0032] 混凝土用胶凝材料的成分以质量百分比计包括：32%  水泥熟料，40%  S105矿渣粉，

10%粉煤灰，3.83%钢渣粉、8%石膏，6%轻烧氧化镁，0.17%减水剂。各胶凝材料组分单独粉磨

至相应细度，再混合均匀。其中水泥熟料比表面积为320  m2/kg，矿渣粉比表面积为530  m2/

kg，28  d活性指数为108%，粉煤灰需水量比为100%，细度为45μm筛余11%，比表面积为470m2/

kg。制备C60预拌混凝土，水胶比0.27，胶凝材料用量530  kg  /  m3，石子最大粒径20mm，二区

河砂，细度模数2.8，砂率39%，扩展度640mm，28天强度73.5MPa，抗裂性显著优于同等强度混

凝土搅拌站按现行方法生产的产品，抗冻性满足F400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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