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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

粉复合掺合料及其制备工艺，该复合掺合料按重

量比包括石灰石微粉10％～30％、钢渣粉20％～

50％、矿渣粉30％～60％，其制备方法为分别将

石灰石和钢渣烘干、破碎、粉磨、分级或筛分得到

石灰石微粉和钢渣粉；然后将所述石灰石微粉、

钢渣粉和矿渣粉按照配比混合均匀得到石灰石

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其中所述矿渣

粉性能满足GB/T18046-2017《用于水泥、砂浆和

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标准中S95级技术

要求。本发明选用高活性S95级矿渣粉，通过石灰

石微粉与钢渣粉、矿渣粉相互激发，产生微集料

效应，提高掺合料对水泥和减水剂的相容性、降

低水泥砂浆干缩率、提高混凝土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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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比包括以下组分：

石灰石微粉10％～30％、钢渣粉20％～50％、矿渣粉30％～60％，其中矿渣粉性能满足GB/

T18046-2017《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标准中S95级技术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石灰

石微粉中位径D(50)≤6μ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石灰

石微粉CaO含量≥40％，MgO含量≤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渣

粉的比表面积为350～500m2/k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矿渣

粉的比表面积为400～500m2/kg。

6.一种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的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

骤：

1)分别将石灰石和钢渣烘干、破碎、粉磨、分级或筛分得到石灰石微粉和钢渣粉；

2)将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和矿渣粉按照10％～30％、20％～50％和30％～60％的

重量比混合均匀得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其中所述矿渣粉性能满足

GB/T18046-2017《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标准中S95级技术要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渣粉和矿渣粉的比表面积分别为

350～500m2/kg和400～500m2/kg。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石灰石微粉中位径D(50)≤6μm。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石灰石微粉CaO含量≥40％，MgO含

量≤3％。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粉磨过程掺入三乙醇胺

助磨剂，所述三乙醇胺的掺量为0.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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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

合料及其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保护环境、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提高水泥混凝土性能是目前水泥与混凝土领域

面临的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混凝土掺合料的应用，一方面可以有效控制硅酸盐水泥的生

产总量，使现有的工业废渣得以回收再利用，从而降低建材工业自身和其它工业产业对资

源和环境的负荷；另一方面，混凝土掺合料对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工作性能、抗侵蚀性能和

耐久性能等诸多性能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是当代高性能混凝土不可或缺的结构组分。因此，

如何利用工业废渣、天然矿物以及低品位矿物掺合料制备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是目前研究热

点之一。

[0003] 在开采加工骨料过程中会产生石灰石粉和石灰石屑，如果不将其利用起来，会对

生态环境造成污染。石灰石粉的主要成分是方解石(CaCO3)，在掺有石灰石粉的混凝土中，

由水泥水化生成的Ca(OH)2晶体团聚在CaCO3周围，并与其反应生成碱式碳酸钙，使得界面过

渡区强度增强，从而提高了混凝土强度。但单独使用石灰石粉时混凝土强度低，所以一般不

单独使用。

[0004] 钢渣是炼钢过程中排出的固体废弃物，钢渣的排放量一般约为钢产量的15～

20％。2017年我国粗钢产量达到8.32亿吨，占全球总产量的49.18％。按照渣钢比16％估算，

我国钢渣的年排放量约为1.33亿吨。大量钢渣闲置堆弃，既严重污染环境又占用土地，因

此，迫切需要对钢渣进行减量化、二次资源化和高效利用。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将钢渣

开发用作水泥混合材或混凝土掺合料很有可能成为其高效、高附加值利用的重要途径。钢

渣中富含C3S和C2S等矿物，是一种类似于劣质硅酸盐水泥熟料的工业废渣，具有开发作为水

泥和混凝土生产原料的潜能。钢渣微粉用作辅助性胶凝材料可以改善水泥混凝土的耐磨、

抗冲击和抗碳化等性能。钢渣作为辅助性胶凝材料而减少水泥熟料的使用量，既可减轻水

泥工业对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压力，也可解决钢铁工业废弃物产生的环境问题，对于促进我

国钢铁工业和建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双赢效果。

[0005] 高炉矿渣是高炉炼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工业废渣，其化学成份主要是SiO2、CaO、

A12O3、Fe2O3等，与水泥熟料一样，具有潜在的水化活性。将矿渣微粉掺入混凝土后，可以改

善混凝土的泵送、坍落度损失等工作性，提高混凝土的后期强度，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耐蚀

性和耐磨性。但单独使用时混凝土收缩较大，易产生开裂。

[0006] 考虑到石灰石粉和钢渣粉在单独使用时早期强度低，而高炉矿渣粉活性较高，若

将三者复配石灰石粉、钢渣粉与矿渣粉相互激发，则有望填充水泥颗粒的空隙，产生微集料

效应，从而制备出早期强度高、后期强度持续增长、兼具补偿收缩效应的复合掺合料。目前，

已有将钢渣粉、矿渣粉和石灰石粉混合制备混凝土掺合料的研究，如申请号为

201611132042.6的专利申请公开了将1-5份热闷炉砖钢渣粉、4-10份粒化高炉矿渣粉和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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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份石灰石粉混合得到混凝土矿物掺合料，不过该混凝土矿物掺合料所用原料粒径较大、

活性不高，使用其制备的混凝土抗压强度较差，7d抗压强度仅为25.1～30.3MPa，28d抗压强

度仅为44.6～50.2MPa，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发明内容

[0007] 基于此，本发明提供一种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及其制备工艺，

掺入该复合掺合料的混凝土具有很高的抗压强度；该制备工艺工序简单、容易操作，可制备

出早期强度高、后期强度持续增长、兼具补偿收缩效应的复合掺合料。

[0008] 本发明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按重量比包括以下组分：石灰

石微粉10％～30％、钢渣粉20％～50％、矿渣粉30％～60％，其中矿渣粉性能满足GB/

T18046-2017《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标准中S95级技术要求。

[0009]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选用S95级矿渣粉，通过石灰石微粉、钢渣粉与高活性矿

渣粉相互激发，产生微集料效应，提高掺合料对水泥和减水剂的相容性、降低水泥砂浆干缩

率、提高混凝土强度。

[0010] 进一步，所述石灰石微粉中位径D(50)≤6μm。

[0011] 进一步，所述石灰石微粉CaO含量≥40％，MgO含量≤3％。

[0012] 进一步，所述钢渣粉的比表面积为350～500m2/kg。

[0013] 进一步，所述矿渣粉的比表面积为400～500m2/kg。

[0014] 本发明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的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分别将石灰石和钢渣烘干、破碎、粉磨、分级或筛分得到石灰石微粉和钢渣粉；

[0016] 2)将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和矿渣粉按照10％～30％、20％～50％和30％～

60％的重量比混合均匀得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其中所述矿渣粉性能

满足GB/T18046-2017《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标准中S95级技术要

求。

[0017] 进一步，所述钢渣粉和矿渣粉的比表面积分别为350～500m2/kg和400～500m2/kg。

[0018] 进一步，所述石灰石经粉磨后得到石灰石粉，所述石灰石粉的比表面积为500～

700m2/kg；所述石灰石粉筛分后得到石灰石微粉，所述石灰石微粉中位径D(50)≤6μm。

[0019] 进一步，所述石灰石微粉CaO含量≥40％，MgO含量≤3％。

[0020] 进一步，步骤1)中所述粉磨过程掺入三乙醇胺助磨剂，所述三乙醇胺的掺量为

0.02％～0.05％。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水泥净浆流动度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通过将S95级矿渣粉与石灰石微粉、钢渣粉混合，利用三者之间的相互激

发、协同作用，制备出早期强度高、后期强度持续增长、兼具补偿收缩效应的复合掺合料，改

善水泥与减水剂的相容性，提高混凝土强度。以下通过具体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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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本发明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通过以下工艺制备而得：

[0024] 1)分别将石灰石和钢渣烘干、破碎、粉磨、分级或筛分得到石灰石微粉和钢渣粉；

[0025] 具体地，将石灰石烘干至水分小于1％，然后使用鄂式破碎机将其破碎至粒径小于

4.75mm，接着使用5kg规格球磨机粉磨并在粉磨过程中掺入0.03％的三乙醇胺助磨剂，得到

勃氏比表面积为620m2/kg、中位径为D(50)为10.804μm、密度为2.68g/cm3的石灰石粉。最后通

过螺旋给料机将石灰石粉送入转速为2500r/min的气流分级机中进行分级，得到中位径

D(50)为5.1μm的石灰石微粉。

[0026] 将钢渣烘干至水分小于1％，然后使用鄂式破碎机将其破碎至粒径小于4.75mm，接

着使用5kg规格球磨机粉磨并在粉磨过程中掺入0.03％的三乙醇胺助磨剂，最后过0.9mm筛

得到勃氏比表面积为440m2/kg、密度为3.29g/cm3，中位径为D(50)为17.819μm的钢渣粉。

[0027] 2)将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和矿渣粉按照一定配比混合均匀得到石灰石微粉-

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

[0028] 通过立磨制备出勃氏比表面积为460m2/kg、密度为2.89g/cm3、中位径为D(50)为

11.003μm的矿渣粉，其性能满足GB/T18046-2017《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

渣粉》标准中S95级技术要求，活性指数7d不小于70％、28d不小于95％，流动度比不小于

95％，含水量不大于1.0％。然后将该矿渣粉与上述的石灰石微粉、钢渣粉按照表1的重量配

比混合均匀，得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

[0029] <表1>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组分配比

[0030]

[0031] 请参看表2，该表反映了复合掺合料中石灰石微粉、钢渣粉和矿渣粉的化学成分。

本发明的复合掺合料中钢渣粉含有较多的CaO、Fe2O3和SiO2，而矿渣粉则主要含CaO、SiO2和

Al2O3，石灰石粉主要成分是CaO。石灰石微粉、钢渣粉和矿渣粉中游离CaO含量极低，具有较

高的质量。

[0032] <表2>石灰石微粉、钢渣粉和矿渣粉化学成分

[0033]

化学成分 SiO2 TFe2O3 Al2O3 CaO MgO SO3 f-CaO 烧失量

钢渣粉/％ 14.76 31.46 2.98 34.75 6.49 0.33 1.59 2.19

矿渣粉/％ 33.72 0.37 14.01 37.75 6.81 1.36 0.045 0.57

石灰石微粉/％ 14.69 1.25 3.41 42.87 1.63 0.42 0.076 34.8

[0034] 请参看表3，该表是将各种配比的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与水泥

按照1:1的重量配比混合，再加入适量水和减水剂，得到水泥净浆，然后依据JC/T1083-2008

《水泥与减水剂相容性试验方法》标准进行相容性试验的试验结果。作为比较，同时配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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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掺合本发明的复合掺合料的水泥净浆作为空白样。表3反映，与单纯使用水泥的水泥净浆

(空白样)相比，掺合50％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后的水泥净浆(实施例1～

实施例6)的初始5min流动度为空白样的123％～134％，60min流动度为空白样的107％～

122％；同时掺合50％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后初始5min  Marsh时间可缩

短至空白样的0.87，60min  Marsh时间可缩短至空白样的0.85。说明掺合石灰石微粉-钢渣

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可明显改善水泥与减水剂的相容性。此外，与只掺合矿渣粉的水泥净

浆(对比例)相比，掺合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后的水泥与减水剂的相容性

也更好。

[0035] 请同时参看图1，其中左图反映了只掺合矿渣粉的水泥净浆(对比例)的流动度，右

图反映了掺合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后的水泥净浆的流动度。通过比较可

知，本发明掺合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甚至消除了使用

纯矿渣粉时新拌水泥混凝土表现出来的泌水、离析现象。

[0036] <表3>水泥与减水剂相容性试验配合比及试验结果

[0037]

[0038] 请参看表4，该表为将各种配比的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与水泥

按照1:1的重量配比混合后制成水泥砂浆，然后依据JC/T603-2004《水泥胶砂干缩试验方

法》标准进行干缩试验的测试结果。表4反映，与对比例相比，掺合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

粉复合掺合料后的水泥砂浆在3～21d龄期干燥率均变小，有利于提高水泥基材料的早期抗

裂性能。

[0039] <表4>水泥砂浆干缩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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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采用PO42 .5R型水泥，采用细度模数为3.4的河砂作为细集料，由粒径为4.75～

9.5mm和9.5～26 .5mm连续级配石灰岩碎石按照20％：80％组成的粗集料以及减水率为

30％、抗压强度比120％的增强型聚羧酸盐高效减水剂按照表5的配比制作混凝土，然后依

据GB/T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进行力学性能试验以及依据GB/

T50082-2009《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进行碳化试验，结果如表6所示。

[0042] 表6反映，使用本发明所述石灰石微粉-钢渣粉-矿渣粉复合掺合料可制备出C60级

高强混凝土，该混凝土的7d抗压强度达到设计强度(对比例)的84％以上，甚至高达90％，后

期抗压强度持续增长；与对比例相比，28d抗压强度接近甚至超过对比例抗压强度；碳化深

度值与对比例相差不大，甚至有所减小，碳化深度值在4～5mm之间变化，抗碳化性能优异；

56d劈裂抗拉强度较对比例显著提高，有利于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性能。

[0043] <表5>混凝土配合比

[0044]

[0045] <表6>混凝土碳化试验与力学性能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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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0047]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通过将S95级矿渣粉与石灰石微粉、钢渣粉混合，利用三

者之间的相互激发、协同作用，制备出早期强度高、后期强度持续增长、兼具补偿收缩效应

的复合掺合料。该复合掺合料可明显改善水泥与减水剂的相容性，并且不会产生泌水、离析

等问题。掺合该复合掺合料后的水泥砂浆具有较小的干燥率，可提高水泥基材料的早期抗

裂性能。此外，将本发明的复合掺合料于等质量的水泥可制作出C60级高强混凝土，具有很

好的抗压强度、抗裂性能与抗碳化性能。本发明的复合掺合料可等质量地与水泥混合，掺量

极大，显著提高了固体废弃物的利用率和资源化利用水平，降低混凝土材料的生产成本。

[0048]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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