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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及

其制备方法，属于高性能混凝土领域，旨在研发

一种具有高强度，且同时具有良好的抗渗性能的

混凝土。该种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按重量份

数计，其原料包括：普通硅酸盐水泥400‑420份、

矿物掺和料100‑120份、砂540‑580份、5‑25mm碎

石770‑790份、外加剂3‑4.8份、聚丙烯纤维110‑

120份、减水剂8‑9.2份、水140‑150份。利用该种

混凝土制成的盾构管片的强度高，抗渗能力强，

保证了隧道的防水性能以及承载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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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其特征是，按重量份数计，其原料包括:普通硅酸盐水

泥400-420份、矿物掺和料100-120份、砂540-580份、5-25mm  碎石770-790份、外加剂、聚丙

烯纤维110-120份、减水剂8-9.2份、水140-150份；所述外加剂由质量比为5:1的2,2-双(4-

甲基苯基)六氟丙烷与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组成；矿物掺和料为硅灰，粉煤灰的混

合物，所述硅灰与粉煤灰的质量比为1: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其特征是，所述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

12-  14g/9000m，所述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3-  17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其特征是，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

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其特征是，所述砂的细度模数为2.5,

表观密度为2690kg/m3  ,松散堆积密度为1640kg/m3  ，空隙率为39%，含泥量为0.6%，泥块含

量为0.1%，14 天的碱集料反应膨胀率为0.08%。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其特征是，所述5-25mm碎石的表观密

度为2800kg/m3  ,松散堆积密度为1540kg/m3  ,松散堆积空隙率为45%，压碎值为7%，含泥量

为0.5%，针片状颗粒含量为4%，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为0.18%，14 天的碱集料反应膨胀率为

0.08%。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以下步骤：

S1: 取砂、5-25mm碎石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0-14s，得到混合物；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矿物掺和料、聚丙烯纤维加入S1中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

为14-18s，得到混合物；

S3:取外加剂、减水剂、水充分进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拌40-

60s，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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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高性能混凝土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盾构管片是盾构施工的主要装配构件，是隧道的最内层屏障，承担着抵抗土层压

力、地下水压力以及一些特殊荷载的作用。盾构管片的生产通常采用高强抗渗混凝土，以确

保可靠的承载性和防水性能，生产主要利用成品管片模具在密封浇灌混凝土后即可成型。

[0003] 盾构管片是盾构法隧道的永久衬砌结构，在使用盾构管片的过程中，盾构管片质

量直接关系到隧道的整体质量和安全，影响隧道的防水性能及承载性能。因此，研发一种高

强度，且同时具有良好的抗渗性能的混凝土是十分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利用该种混凝土制成的盾构

管片的强度高，抗渗能力强，保证了隧道的防水性能以及承载性能。

[0005]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

土，其特征是，按重量份数计，其原料包括：普通硅酸盐水泥400-420份、矿物掺和料100-120

份、砂540-580份、5-25mm碎石770-790份、外加剂3-4.8份、聚丙烯纤维110-120份、减水剂8-

9.2份、水140-150份。

[0006] 优选的，所述外加剂包括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和1,2-二(2-三氟甲基苯

基)乙烷。

[0007] 优选的，所述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与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的质

量比为5:1。

[0008] 优选的，所述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2-14g/9000m，所述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3-

17mm。

[0009] 优选的，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0010] 优选的，所述砂的细度模数为2 .5，表观密度为2690kg/m3 ,松散堆积密度为

1640kg/m3，空隙率为39％，含泥量为0.6％，泥块含量为0.1％，14天的碱集料反应膨胀率为

0.08％。

[0011] 优选的，矿物掺和料为硅灰，粉煤灰的混合物，所述硅灰与粉煤灰的质量比为1:1。

[0012] 优选的，所述5-25mm碎石的表观密度为2800kg/m3，松散堆积密度为1540kg/m3，松

散堆积空隙率为45％，压碎值为7％，含泥量为0.5％，针片状颗粒含量为4％，硫化物及硫酸

盐含量为0.18％，14天的碱集料反应膨胀率为0.08％。

[0013]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所述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的制备方法。

[0014]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

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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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S1：取砂、5-25mm碎石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0-14s，得到混合物；

[0016]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矿物掺和料、聚丙烯纤维加入S1中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

时间为14-18s，得到混合物；

[0017] S3：取外加剂、减水剂、水充分进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

拌40-60s，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1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本发明制备得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抗渗性能以及抗压性能，

保证了隧道的防水性能以及承载性能。

[0020] 2、聚丙烯纤维能够有效地阻止混凝土塑性期裂缝的产生，由于纤维在混凝土内呈

现三维空间网络结构，起到支撑集料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粗、细集料的沉降；同时

也降低了混凝土表面的析水现象，有效阻止由于混凝土表面迅速失水造成塑性期较大体积

收缩，从而抑制塑性期混凝土表面出现裂缝。同时，塑性状态的混凝土强度极低，纤维在塑

性状态的混凝土中能承受由于干缩而产生的拉应力，减少并阻止塑性状态下混凝土内部裂

缝的产生，从而有效提高了混凝土的力学性能与抗渗性能。

[0021] 3、本发明利用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和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的

协同作用，降低了混凝土内部裂缝的产生与扩大，有效提高了混凝土的力学性能与抗渗性

能。

[0022] 4、本发明利用矿物掺和料与水泥进行混合，其不仅减少了水泥的用量，同时也降

低了水泥的水化热，延缓了水化温峰，从而避免混凝土表面裂缝产生，从而提高了混凝土的

抗裂、抗侵蚀、抗碳化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本发明实施例中所涉及的所有物质均为市售。

[0024] 一、制作实施例。

[0025] 实施例1

[0026] S1：取砂560kg、5-25mm碎石780kg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2s，得到混

合物；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410kg、硅灰55kg、粉煤灰55kg、聚丙烯纤维115kg加入S1中得到

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为16s，得到混合物；其中，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3g/9000m，所述聚丙

烯纤维的长度为15mm；

[0027] S3：取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3kg、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0.6kg、聚

羧酸减水剂8.6kg、水145kg，充分进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拌50s，

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28] 实施例2

[0029] S1：取砂540kg、5-25mm碎石770kg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0s，得到混

合物；

[0030]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420kg、硅灰60kg、粉煤灰50kg、聚丙烯纤维115kg加入S1中

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为18s，得到混合物；其中，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2g/9000m，所述

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3mm；

[0031] S3：取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2.5kg、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0.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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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羧酸减水剂9.2kg、水150kg，充分进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拌

40s，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32] 实施例3

[0033] S1：取砂580kg、5-25mm碎石770kg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0s，得到混

合物；

[0034]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420kg、硅灰50kg、粉煤灰60kg、聚丙烯纤维120kg加入S1中

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为18s，得到混合物；其中，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2g/9000m，所述

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7mm；

[0035] S3：取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2.5kg、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0.5kg、

聚羧酸减水剂9.2kg、水140kg，充分进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拌

60s，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36] 实施例4

[0037] S1：取砂540kg、5-25mm碎石770kg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4s，得到混

合物；

[0038]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400kg、硅灰60kg、粉煤灰55kg、聚丙烯纤维110kg加入S1中

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为16s，得到混合物；其中，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4g/9000m，所述

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3mm；

[0039] S3：取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2.5kg、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0.7kg、

聚羧酸减水剂8kg、水150kg，充分进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拌50s，

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40] 实施例5

[0041] S1：取砂580kg、5-25mm碎石790kg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4s，得到混

合物；

[0042]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400kg、硅灰50kg、粉煤灰50kg、聚丙烯纤维115kg加入S1中

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为16s，得到混合物；其中，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4g/9000m，所述

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7mm；

[0043] S3：取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3.5kg、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0.7kg、

聚羧酸减水剂8kg、水140kg，充分进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拌40s，

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44] 实施例6

[0045] S1：取砂540kg、5-25mm碎石790kg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0s，得到混

合物；

[0046]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400kg、硅灰60kg、粉煤灰60kg、聚丙烯纤维120kg加入S1中

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为14s，得到混合物；其中，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4g/9000m，所述

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3mm；

[0047] S3：取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3.5kg、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0.5kg、

聚羧酸减水剂8kg、水150kg，充分进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拌60s，

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48] 二、制作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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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对比例1

[0050] S1：取砂560kg、5-25mm碎石780kg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2s，得到混

合物；

[0051]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410kg、硅灰55kg、粉煤灰55kg、聚丙烯纤维115kg加入S1中

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为16s，得到混合物；其中，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3g/9000m，所述

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5mm；

[0052] S3：取聚羧酸减水剂8.6kg、水145kg，充分进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

物中进行搅拌50s，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53] 对比例2

[0054] S1：取砂560kg、5-25mm碎石780kg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2s，得到混

合物；

[0055]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410kg、硅灰55kg、粉煤灰55kg、聚丙烯纤维115kg加入S1中

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为16s，得到混合物；其中，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3g/9000m，所述

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5mm；

[0056] S3：取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3.6kg、聚羧酸减水剂8.6kg、水145kg，充分进

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拌50s，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57] 对比例3

[0058] S1：取砂560kg、5-25mm碎石780kg加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搅拌时间为12s，得到混

合物；

[0059] S2：取普通硅酸盐水泥410kg、硅灰55kg、粉煤灰55kg、聚丙烯纤维115kg加入S1中

得到的混合物中，搅拌时间为16s，得到混合物；其中，聚丙烯纤维的纤度为13g/9000m，所述

聚丙烯纤维的长度为15mm；

[0060] S3：取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3.6kg、聚羧酸减水剂8.6kg、水145kg，充分进

行搅拌混合，然后加入S2得到的混合物中进行搅拌50s，搅拌完毕后出料，得到成品混凝土。

[0061] 其中，以上各实施例与对比例中，砂的细度模数为2.5，表观密度为2690kg/m3,松

散堆积密度为1640kg/m3，空隙率为39％，含泥量为0.6％，泥块含量为0.1％，14天的碱集料

反应膨胀率为0.08％。

[0062] 5-25mm碎石的表观密度为2800kg/m3，松散堆积密度为1540kg/m3，松散堆积空隙率

为45％，压碎值为7％，含泥量为0.5％，针片状颗粒含量为4％，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为

0.18％，14天的碱集料反应膨胀率为0.08％。

[0063] 三、对以上实施例以及对比例中制备得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的性能进行测

试。

[0064] 以上各实施例以及对比例制备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所采用的评价指标及检

测方法如下：

[0065] 抗氯离子渗透性能：按照GB/T  5008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

标准》中快速氯离子迁移系数法测试混凝土标准试块的氯离子渗透深度。

[0066] 抗水渗透性能：按照GB/T  5008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中的逐级加压法测试混凝土标准试块的渗水深度。

[0067] 抗碳化性能：按照GB/T  5008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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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碳化实验测试混凝土标准试块在第28天的碳化深度。

[0068] 抗压强度：按照GB/T  500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中的规范检测混凝土标准试块

在第7天、第28天时测得的具有100％保证率的抗压强度。

[0069] 以上各实施例与对比例的性能指标如表1所示。

[0070] 表1各实施例与对比例制备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的性能测试结果

[0071]

[007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备得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抗渗性

能以及抗压性能，保证了隧道的防水性能以及承载性能。

[0073] 其中，对比例1中不加入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与1,2-二(2-三氟甲基苯

基)乙烷，制备得到的混凝土内部的裂缝较多，制备得到的混凝土的抗渗性能与抗压强度较

低，远远低于实施例1中制备得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

[0074] 对比例2与对比例3中分别只加入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与1,2-二(2-三氟

甲基苯基)乙烷，单纯使用2,2-双(4-甲基苯基)六氟丙烷与1,2-二(2-三氟甲基苯基)乙烷

的效果低于二者的协同作用，导致制备得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的抗渗性能与抗压强

度下降，低于实施例1中制备得到的用于盾构管片的混凝土。

[007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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