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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及

其应用，制备所述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以红砖

土、粉煤灰和矿渣作为前驱体，利用硅酸钠和/或

氢氧化钠作为激发剂，制备得到的凝胶材料工作

性良好，可用于制备砂浆或混凝土。本发明所述

的前驱体均属于工业废弃物和建筑垃圾，其中，

红砖土露天堆放引起粉尘逸散，会带来严重的环

境问题，二次消纳还增加处置成本；粉煤灰和矿

渣的价格低廉。经本发明制备得到的地质聚合物

砂浆中粉煤灰和矿渣中的硅铝成分的键合重新

活化、断裂并重组，产生良好的胶凝性，其强度和

耐久性等方面均优于普通硅酸盐水泥制备的混

凝土，是一种绿色建筑材料。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4页

CN 111253094 A

2020.06.09

CN
 1
11
25
30
94
 A



1.一种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凝胶材料的原料包括前驱体和激发剂，

激发剂含量为前驱体质量分数的5%-10%：

所述前驱体包括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重量份数比为：

红砖土              1

粉煤灰              0.5-2

矿渣                0.5-2；

所述激发剂为硅酸钠、氢氧化钠或两者的混合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驱体的重量份数比

为：

红砖土              2

粉煤灰              1

矿渣                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激发剂含量为凝胶材

料质量分数的8%。

4.一种如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凝

胶材料可应用于制备砂浆和混凝土。

5.一种地质聚合物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以及细骨料按照比例混合均匀，得到砂浆；

所述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重量份数比为：

红砖土              1

粉煤灰              0.5-2

矿渣                0.5-2；

所述细骨料为粒径小于4.75mm的细砂；

2）用自来水溶解固体粉末状激发剂，激发剂的摩尔浓度为1-3mol/L，得到激发剂溶液；

3）将激发剂溶液加入到步骤1）得到的砂浆中，用搅拌机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得到地质

聚合物砂浆，再采用高温水热养护12-36小时，聚合反应足够充分后，即制备得到不同养护

龄期下的地质聚合物砂浆试块。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地质聚合物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养护时的

水温为50℃-65℃。

7.一种地质聚合物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红砖土、粉煤灰、矿渣及骨料按照比例混合均匀，得到砂浆；

所述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重量份数比为：

红砖土              1

粉煤灰              0.5-2

矿渣                0.5-2；

所述骨料为细骨料和粗骨料的混合物，细骨料为粒径小于4.75mm的细砂，粗骨料为粒

径大小为14-20mm的花岗岩；

2）用自来水溶解固体粉末状激发剂，激发剂的摩尔浓度为1-3mol/L，得到激发剂溶液；

3）将激发剂溶液加入到步骤1）得到的砂浆中，用搅拌机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得到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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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砂浆，加入模具中再经过两分钟振捣，再采用高温水热养护12-36小时，聚合反应足

够充分后，即制备得到不同养护龄期下的地质聚合物混凝土试块。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1253094 A

3



一种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无机非金属材料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持续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工程产生大量的废弃建筑垃

圾，如砖瓦结构中红砖土、混凝土粉尘以及各种大小不一，形状不规则的粗细骨料等。根据

中华研普行业调研报告对国内建筑垃圾产生量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的建筑垃圾产量将达

到接近40亿吨。而当前我国对于建筑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仅有5%，主要处理方式是堆放和填

埋或焚烧。这种粗放型的处理方式与发达国家的高回收利用率相比差距很大。若继续采取

简单的堆放方式，每年新产生超过3亿吨的建筑垃圾就要占用超过200平方公里的土地。同

时，由于露天或者填埋所带来的的环境问题比如粉尘的逸散（扬尘）等也非常严峻。因此如

何有效并大量处理和利用这些建筑垃圾便成为了当务之急。同时，近些年来，由于水泥制造

成本的增加和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地质聚合物技术再一次被工业界和科研人员

所重视。

[0003] 目前已公开的技术主要侧重地聚物胶凝材料的制备，尝试以不同的工业废弃物作

为碱激发的原材料。如2014年刘铮等公开了一种使用赤泥制备地聚物胶凝材料的思路和制

备方法。中科盛联在2018年推出了通过就地回收利用处理城市废弃建筑垃圾的方法。项目

中把废弃物中的水泥、钢筋、木材和砂石等利用不同成分和物理性能进行重新分类整理。如

水泥块和砂石等进行破碎机破碎，然后筛分，不同规格的骨料颗粒用于铁路路基道渣、预制

地砖或者路基找平层等。但并未提出对粉尘如何进行有效利用，对于粉尘的处理几乎为空

白。同时，近些年来，水泥制造成本不断增加，对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消纳建筑垃圾中的粉尘，结合地聚物的制

备，提供一种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及其应用。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一种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原料包括前驱体和激发剂，激发剂含量为前驱体质量分数

的5%-10%：

所述前驱体包括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重量份数比为：

红砖土              1

粉煤灰              0.5-2

矿渣                0.5-2；

所述激发剂为硅酸钠、氢氧化钠或两者的混合物。

[0006] 本发明的另一方面：

上述的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的应用，所述凝胶材料可应用于制备砂浆和混凝土。

[0007] 一种地质聚合物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说　明　书 1/4 页

4

CN 111253094 A

4



1）将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以及细骨料按照比例混合均匀，得到砂浆；

所述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重量份数比为：

红砖土              1

粉煤灰              0.5-2

矿渣                0.5-2；

所述细骨料为粒径小于4.75mm的细砂；

2）用自来水溶解固体粉末状激发剂，激发剂的摩尔浓度为1-3mol/L，得到激发剂溶液；

3）将激发剂溶液加入到步骤1）得到的砂浆中，用搅拌机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得到地质

聚合物砂浆，再采用高温水热养护12-36小时，聚合反应足够充分后，即制备得到不同养护

龄期下的地质聚合物砂浆试块。

[0008] 进一步的，步骤3）中养护时的水温为50℃-65℃。

[0009] 一种地质聚合物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红砖土、粉煤灰、矿渣及骨料按照比例混合均匀，得到砂浆；

所述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重量份数比为：

红砖土              1

粉煤灰              0.5-2

矿渣                0.5-2；

所述骨料为细骨料和粗骨料的混合物，细骨料为粒径小于4.75mm的细砂，粗骨料为粒

径大小为14-20mm的花岗岩；

2）用自来水溶解固体粉末状激发剂，激发剂的摩尔浓度为1-3mol/L，得到激发剂溶液；

3）将激发剂溶液加入到步骤1）得到的砂浆中，用搅拌机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得到地质

聚合物砂浆，加入模具中再经过两分钟振捣，再采用高温水热养护12-36小时，聚合反应足

够充分后，即制备得到不同养护龄期下的地质聚合物混凝土试块。

[0010]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为：

1、本发明将地聚物的优势和对粉尘处理的业界空白结合起来，首次尝试使用废弃建筑

中产生的惰性红砖土粉尘来部分替代具有火山灰活性和潜在水硬性的粉煤灰和矿渣制备

地质聚合物材料，处理了对大气环境等有害的固体粉尘颗粒，同时大大减轻工业废弃物运

输填埋等处理方式对环境造成的潜在威胁和对耕地的大量占用，对废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具有重要意义；

2、本发明所述的地质聚合物砂浆的制备方法，非常简单，同时，制备过程中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远低于普通硅酸盐水泥，加之其原材料如粉煤灰、矿渣等也都比水泥价格低廉，并

且，其强度和耐久性等方面均不逊于甚至优于普通硅酸盐水泥制备的混凝土，完全可替代

传统硅酸盐水泥，是一种典型的绿色建筑材料；

3、本发明所述的地质聚合物砂浆中，通过采用少量适当浓度碱液作为激发剂和一定温

度处理，使粉煤灰和矿渣中的硅铝成分的键合重新活化、断裂并重组，产生良好的胶凝性。

在此过程中将粉尘也一并粘合起来，其替代比例可达到50%。经实验发现，若原料中红砖土

比例多于60%，制备得到的地质聚合物砂浆强度会明显降低，水热养护后，3天强度超不过

30MPa，并且后期强度也会减小；如果红砖土多于80%，基本无法成型，因此本发明中选定红

砖土的比例不高于50%，以保地质聚合物砂浆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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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发明所述的地质聚合物砂浆，可直接用于现场路基的铺设以及其他建筑设施建

设，如人行道和地坪等；

5、本发明所述的地质聚合物砂浆，降低了原有建筑垃圾处理中运输红砖土的运输成

本，并且有效利用了粉煤灰和矿渣，既节能又环保。

具体实施方式

[0011]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所述凝胶材料的原料包括前驱体和激发

剂，激发剂含量为前驱体质量分数的8%；

所述前驱体由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组成，所述各原料的重量份数比为：

红砖土              2

粉煤灰              1

矿渣                1；

所述激发剂为硅酸钠。

[0012] 所述红砖土是处置线上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细微粉尘，由于建筑垃圾处置线上有红

砖因此粉尘显红色，故此称之为红砖土。红砖土如果无法得到有效利用，一方面堆放影响粉

尘逸散，另一方面是没有很好的用处，二次消纳增加了处置成本。

[0013] 对比例

本对比例提供了一种地质聚合物凝胶材料，所述凝胶材料的原料包括前驱体和激发

剂，激发剂含量为前驱体质量分数的8%；

所述前驱体为红砖土，激发剂为硅酸钠。

[0014] 使用本对比例所述凝胶材料制备砂浆，方法为：

所述硅酸钠固体粉末用自来水溶解，得到激发剂溶液，其中，硅酸钠的摩尔浓度约为

1.79  mol/L；将激发剂溶液加入到前驱体以及细骨料的固体混合物中，充分混合均匀，得到

地质聚合物砂浆，所述前驱体与细骨料（粒径小于4.75mm的细沙）的重量份数比为1:1.8。采

用60℃高温水热养护24小时。

[0015] 但由于所述前驱体选用红砖土，直接添加激发剂，几乎没有凝胶性，造成砂浆无法

成型，无法作为凝胶材料使用。

[0016] 经过多次反复试验，若原料中红砖土比例多于60%，制备得到的地质聚合物砂浆强

度会明显降低，水热养护后，3天强度超不过30MPa，并且后期强度也会减小；如果红砖土多

于80%，基本无法成型。所述前驱体中红砖土的比例不高于50%，才可保地质聚合物砂浆的强

度。

[0017]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地质聚合物砂浆，制备所述地质聚合物砂浆的原料包括凝胶材料

和细骨料；所述凝胶材料的原料包括前驱体和激发剂：所述前驱体由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

组成，重量份数比为：

红砖土              2

粉煤灰              1

矿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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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激发剂为硅酸钠固体粉末；

所述细骨料为粒径小于4.75mm的细沙；

所述硅酸钠固体粉末用自来水溶解，得到激发剂溶液，其中，硅酸钠的摩尔浓度约为

1.79  mol/L（硅酸钠粉末作为固体激发剂含量占所述前驱体质量分数的8%）；将激发剂溶液

加入到所述前驱体以及细骨料的固体混合物中，充分混合均匀，得到地质聚合物砂浆，所述

凝胶材料与细骨料的重量份数比为1:1.8。采用60℃高温水热养护24小时，聚合反应足够充

分后，即制备得到地质聚合物砂浆试块。

[0018] 经检测，3天、7天、14天和28天后，地质聚合物砂浆试块的抗压强度分别达到35.8 

MPa、36.3  MPa、39.8  MPa和39.8MPa。此抗压强度可使其广泛应用于建筑工程中。

[0019] 实施例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地质聚合物砂浆，其制备方法和原料基本与实施例2相同，不同之

处在于，本实施例使用的激发剂为硅酸钠和氢氧化钠的混合物，两者比例为1:1。

[0020] 经检测，3天、7天、14天和28天后，本实施例得到的地质聚合物砂浆试块的抗压强

度分别达到36.3  MPa、37.1  MPa、40.9  MPa和40.9MPa。此抗压强度可使其广泛应用于建筑

工程中。

[0021] 实施例4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地质聚合物混凝土，制备所述地质聚合物混凝土的原料包括以红

砖土、粉煤灰和矿渣（前驱体）、碱激发剂以及粗细骨料。

[0022] 所述地质聚合物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红砖土、粉煤灰、矿渣及骨料按照比例混合均匀，得到砂浆；

所述红砖土、粉煤灰和矿渣，重量份数比为：

红砖土              2

粉煤灰              1

矿渣                1；

所述骨料为细骨料和粗骨料的混合物，细骨料为粒径小于4.75mm的细砂，粗骨料为粒

径大小为14-20mm的花岗岩；细骨料质量为胶凝材料的1-2倍，细骨料和粗骨料总质量为胶

凝材料的2-2.5倍；

2）用自来水溶解固体粉末状激发剂，激发剂的摩尔浓度为1-3mol/L，得到激发剂溶液；

3）将激发剂溶液加入到步骤1）得到的砂浆中，用搅拌机搅拌使其混合均匀，得到地质

聚合物砂浆，加入模具中再经过两分钟振捣，再60℃以及相对湿度50%以上的条件下养护

12-36小时，聚合反应足够充分后，即制备得到不同养护龄期下的地质聚合物混凝土试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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