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837978.6

(22)申请日 2019.09.05

(71)申请人 张建华

地址 100071 北京市丰台区科兴路7号506

室（园区）

(72)发明人 张建华　范志广　许言言　华科飞　

孙根生　华振来　吕岩松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慕达星云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11465

代理人 赵徐平

(51)Int.Cl.

C04B 38/10(2006.01)

C04B 28/04(2006.01)

C04B 28/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由下

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胶凝材料0-60份、掺合料

40-100份、发泡剂0-10份、水50-100份；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称取各原料；将掺合料原料经烘

干、晾晒或压滤，筛分后得含水率小于20％、细度

为小于75μm的掺合料或，掺合料为浆体；将胶凝

材料和掺合料进行混合得混合料；将混合料和水

进行混合得浆料；将发泡剂进行发泡，将泡沫与

浆料进行混合，并倒入模具中，制得轻质混凝土；

本发明可以有效降低浇筑体内外温差，从而避免

产生温度裂缝，而且浇筑体后期强度较传统工艺

可提升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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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下述重量份的原料：胶凝材料0-60份、掺

合料40-100份、发泡剂0-10份、水50-10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激发剂0-20份、

骨料0-20份、纤维0-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胶凝材料为水泥、

水泥熟料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骨料为砂粒、陶粒、

聚苯颗粒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所述骨料粒径小于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掺合料为粉煤灰、

尾矿、赤泥、矿渣、钢渣微粉、钢渣尾泥、石膏、硅藻土、铝灰、垃圾焚烧飞灰、石粉、水淬渣或

水淬渣粉、硅灰、石粉中的任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发泡剂为动物发泡

剂、复合型发泡剂、铝粉、双氧水中的任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激发剂为聚羧酸盐

类、醇胺类、萘磺酸类、Na2SO4、氢氧化钠、水玻璃、碱性废浆液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所

述纤维为聚丙烯短纤维。

8.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照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原料的重量份称取各原料；

(2)将掺合料原料经烘干或晾晒、压滤、筛分后得含水率小于20％、细度为小于75μm的

掺合料；或，掺合料为浆体，其中细度小于75μm的固体比例占浆体总固体含量比例的80％以

上；

(3)将胶凝材料和步骤(2)所得掺合料进行混合，得混合料；

(4)将步骤(3)所得混合料和水进行混合，得浆料；

(5)将发泡剂进行发泡，将泡沫与步骤(4)所得浆料进行混合，现场浇筑或者倒入模具

中，制得轻质混凝土。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还加入激发

剂，所述激发剂的添加时机为溶于水，或溶于发泡剂中，或以雾化或粉状方式加入掺合料

中；

步骤(3)中，还包括将骨料加入混合料中搅拌均匀；

步骤(5)中，还包括将纤维加入浆料中搅拌均匀。

10.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高强度泡沫混凝土用于屋面保温、楼面垫层、路基填充、桥

台背填充、轨道交通路基填充、高速铁路路基填充、地下管线填充、地下空洞填充、抢险填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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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发展，填充量大、填埋深度较深、结构尺寸大的填

充工程不断增加，路基填充料的设计和施工需要达到更高的要求。因此，大体积轻质混凝土

水化热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大体积轻质混凝土在强度上升的水化热阶段会产生

大量的热量，由于轻质混凝土内部含有大量气孔，传热性能差，内部水化热量不易散发，横

截面上会形成温度梯度，浇筑体外层与周围环境形成温差，轻质混凝土自身升降温前后也

会形成较大的温度梯度，如果温控不合理，会令轻质混凝土产生早期温度裂缝，还会因水化

热温升过高导致轻质混凝土后期强度的损失。

[0003] 目前，现有技术中还没有针对上述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因此，研发出一种可以降低

在大体积浇筑时产生大量水化热的轻质混凝土是本领域人员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解决目前技术存在的

缺陷和不足。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包括下述重量份的原料：胶凝材料0-60份、掺合料40-100

份、发泡剂0-10份、水50-100份

[000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制备的轻质混凝土可大量添加使用固体废弃物原

料，有效提高了固体废弃物的利用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可有效实现大型设备泵送和

长距离管道输送，施工速度快，满足大型填充项目施工应用，产品直立性好，不需要高温养

护，自然养护即可满足标准要求，具有节能环保，变废为宝的巨大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具

有优秀的产业化前景。本发明可以有效降低浇筑体内外温差，从而避免产生温度裂缝，而且

浇筑体后期强度较传统工艺可提升20-30％。

[0008] 进一步，上述轻质混凝土还包括激发剂0-20份、骨料0-20份、纤维0-5份。

[0009] 进一步，上述胶凝材料为水泥、水泥熟料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

[0010] 进一步，上述骨料为砂粒、陶粒、聚苯颗粒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骨料粒径小

于5mm。

[0011]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掺加的颗粒类骨料，可以有效增加产品

的抗压强度，抗折强度，提高产品抗裂性能，提高产品的热工性能，耐久性。

[0012] 进一步，上述掺合料为粉煤灰、尾矿、赤泥、矿渣、钢渣微粉、钢渣尾泥、石膏、硅藻

土、铝灰、垃圾焚烧飞灰、石粉、水淬渣或水淬渣粉、硅灰、石粉中的任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0013]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在于：可大量利用国家固体废弃物，降低生产成本，保

护环境，节约国家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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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进一步，上述发泡剂为动物发泡剂、复合型发泡剂、铝粉、双氧水中的任一种。优选

为AES(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钠)、k12(十二烷基硫酸钠)等表面活性剂类以及动物毛发，

茶皂素等蛋白类，复合6501(椰子油脂肪酸二乙醇酰胺)、纤维素、防腐剂或增强剂等外加材

料。

[0015]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在于：通过引入发泡剂，内部可产生大量细小均匀封

闭的泡沫，从而保证产品具有轻质高强、保温隔热的特性。

[0016] 进一步，上述激发剂为聚羧酸盐类、醇胺类、萘磺酸类、Na2SO4、氢氧化钠、水玻璃、

碱性废浆液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上述纤维为聚丙烯短纤维。

[0017] 更进一步，上述聚羧酸盐类物质为聚羧酸钠、聚羧酸钾和聚羧酸铵中的一种或几

种的混合物；醇胺类物质为甲基二乙醇胺、二乙醇胺中的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萘磺酸类物

质为1-萘磺酸、2-萘磺酸、3-甲基萘磺酸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0018] 采用上述进一步的有益效果在于：可以有效激发固体废物中的产品活性，从而提

高产品强度。

[0019] 进一步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高强度泡沫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按照上述原料的重量份称取各原料；

[0021] (2)将掺合料原料经烘干或者晾晒、压滤、筛分后得含水率小于20％、细度为小于

75μm的掺合料；或，掺合料为浆体，其中细度小于75μm的固体比例占浆体总固体含量比例的

80％以上；

[0022] (3)将胶凝材料和步骤(2)所得掺合料进行混合，得混合料；

[0023] (4)将步骤(3)所得混合料和水进行混合，得浆料；

[0024] (5)将发泡剂进行发泡，将泡沫与步骤(4)所得浆料进行混合，并倒入模具中，制得

轻质混凝土。

[0025] 进一步，上述步骤(1)中烘干温度为80-200℃；烘干时间为30min-120min。

[0026] 进一步，上述步骤(4)中混合的搅拌速率为40-60r/min，搅拌时间为2-5min。

[0027] 进一步，还加入激发剂，所述激发剂的添加时机为溶于水，或溶于发泡剂中，或以

雾化或粉状方式加入掺合料中；

[0028] 步骤(3)中，还包括将骨料加入混合料中搅拌均匀；

[0029] 步骤(5)中，还包括将纤维加入浆料中搅拌均匀。

[003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制备方法简单，操作便利，适合大规模化生产。

[0031] 本发明高强度泡沫混凝土用于屋面保温、楼面垫层、路基填充、桥台背填充、轨道

交通路基填充、高速铁路路基填充、地下管线填充、地下空洞填充、抢险填充。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的实施例在于详细说明本发明，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限制本发明。

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

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实施例1

[0034] (1)称取42.5级水泥240kg、粒径为1mm的砂粒80kg、水350kg、发泡剂0.5kg；

[0035] (2)将铜尾矿原料经在80℃烘干120min筛分后得含水率为5％、细度为60μm的铜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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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掺合料400kg；

[0036] (3)将42.5级水泥，粒径为1mm的砂粒、铜尾矿掺合料进行混合，得混合料；

[0037] (4)将混合料加水在40r/min条件下搅拌5min，得浆料，倒入模具中，制备成密度为

800kg/m3的轻质混凝土；

[0038] (5)3天后将试块脱模并放混凝土标准养护箱中进行养护，7天、28天后测得试块抗

压强度。

[0039] 实施例2

[0040] (1)称取水泥熟料200kg、碱性废浆液5kg、动物性发泡剂0.8kg、水220kg；

[0041] (2)将铝灰原料经在200℃烘干30min、筛分后得含水率为10％、细度为70μm的铝灰

掺合料200kg；

[0042] (3)将水泥熟料和铝灰掺合料进行混合，得混合料；

[0043] (4)将碱性废浆液加水进行溶解，然后加入混合料在60r/min条件下搅拌2min，得

浆料；

[0044] (5)将发泡剂进行发泡，将泡沫与浆料进行混合制备成干密度为400kg/m3的轻质

混凝土；

[0045] (6)3天后将试块脱模并放混凝土标准养护箱中进行养护，7天、28天后测得试块抗

压强度。

[0046] 实施例3

[0047] (1)称取复合发泡剂0.8kg、纤维3kg、水350kg；

[0048] (2)将赤泥原料原料经在120℃烘干60min、筛分后得含水率为15％、细度为74μm的

赤泥掺合料190kg和钢渣微粉掺合料110kg；

[0049] (3)将钢渣微粉掺合料和赤泥粉掺合料进行混合，得混合料；

[0050] (4)将混合料加水在50r/min条件下搅拌3min,得浆料；

[0051] (5)将发泡剂进行发泡，将泡沫、纤维与浆料进行混合，制成干密度为700kg/m3的

轻质混凝土；

[0052] (6)3天后将试块脱模并放混凝土标准养护箱中进行养护，7天、28天后测得试块抗

压强度。

[0053] 实施例4

[0054] (1)称取聚羧酸钠5kg、甲基二乙醇胺5kg、陶粒40kg、聚苯颗粒40kg、动物发泡剂

0.5kg、纤维2kg、水200kg；

[0055] (2)将粉煤灰原料和矿渣原料经150℃烘干90min、筛分后得含水率为5％、细度为

78μm的粉煤灰掺合料180kg和矿渣掺合料180kg；

[0056] (3)将粉煤灰掺合料和矿渣掺合料加入聚羧酸钠和甲基二乙醇胺进行混合得混合

料；

[0057] (4)将陶粒、聚苯颗粒和混合料加水在45r/min条件下搅拌4min,得浆料；

[0058] (5)将植物发泡剂进行发泡，将泡沫、纤维与浆料进行混合，制成干密度为600kg/

m3的轻质混凝土；

[0059] (6)3天后将试块脱模并放混凝土标准养护箱中进行养护，7天、28天后测得试块抗

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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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0] 实施例5

[0061] (1)称取1-萘磺酸5kg、Na2SO410kg、动物发泡剂0.8kg、纤维5kg、水300kg；

[0062] (2)将石膏原料和硅藻土原料经在180℃烘干45min、筛分后得含水率为5％、细度

为80μm的的石膏掺合料150kg和硅藻土掺合料150kg；

[0063] (3)将石膏掺合料和硅藻土掺合料进行混合，得混合料；

[0064] (4)将1-萘磺酸和Na2SO4加水溶解，然后加入混合料在55r/min条件下搅拌5min,得

浆料；

[0065] (5)将动物发泡剂进行发泡，将泡沫、纤维与浆料进行混合，制成干密度为700kg/

m3的轻质混凝土；

[0066] (6)3天后将试块脱模并放混凝土标准养护箱中进行养护，7天、28天后测得试块抗

压强度。

[0067] 实施例6

[0068] (1)称取复合型发泡剂0.6kg、氢氧化钠10kg、水玻璃10kg、纤维20kg；

[0069] (2)将铜尾矿原料，赤泥原料，矿渣原料原料经在180℃烘干45min、筛分后得含水

率为5％、细度为74μm的铜尾矿掺合料100kg、赤泥掺合料100kg和矿渣掺合料100kg；

[0070] (3)将铜尾矿掺合料、赤泥掺合料和矿渣掺合料进行混合，得混合料；

[0071] (4)将混合料加水在55r/min条件下搅拌5min,得浆料；

[0072] (5)将复合型发泡剂加入氢氧化钠、水玻璃溶解后进行发泡，将泡沫、纤维与浆料

进行混合，制成干密度为500kg/m3的轻质混凝土；

[0073] (6)3天后将试块脱模并放混凝土标准养护箱中进行养护，7天、28天后测得试块抗

压强度。

[0074] 实施例1-6所得混凝土抗压强度见表2；

[0075] 表2 实施例1-6所得混凝土抗压强度

[0076]

[0077] 本发明可以有效降低浇筑体内外温差，从而避免产生温度裂缝，而且浇筑体后期

强度较传统工艺可提升20-30％。

[007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的技术范围作任何限制，

故凡是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对以上实施例所做的任何细微修改、等同变化和修饰，均仍

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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