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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及其

制备方法。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包括以下重量份的

组分：280-300份水泥、160-185份粉煤灰、90-110

份矿粉、170-180份水、785-806份碎石、755-780

份砂子、20-30份复合纤维材料、5-10份减水剂；

所述复合纤维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5-10

份碳纤维、1-5份水镁石纤维、1.5-3份玻璃纤维、

10-25份环氧树脂、5-10份丙烯酸酯乳液、0.7-

1.4份分散剂、1.8-2.6份硅藻土、1.3-1.8份废旧

橡胶粒。本发明的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具有抗压强

度和抗折强度等力学性能较好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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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280-300份水泥、160-

185份粉煤灰、90-110份矿粉、170-180份水、785-806份碎石、755-780份砂子、20-30份复合

纤维材料、5-10份减水剂；

所述复合纤维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5-10份碳纤维、1-5份水镁石纤维、1.5-3份

玻璃纤维、10-25份环氧树脂、5-10份丙烯酸酯乳液、0.7-1.4份分散剂、1.8-2.6份硅藻土、

1.3-1.8份废旧橡胶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纤维材料由以下方

法制成：（1）向丙烯酸酯乳液中加入硅藻土和废旧橡胶粒，搅拌均匀，加热至80-120℃，固

化，粉碎成粒径为1-2mm的粉末；（2）将环氧树脂加热熔融，加入步骤（1）所得粉末和分散剂，

在600-800r/min的条件下搅拌30-40min，依次加入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在

1000-1500r/min的转速下搅拌1-2h，分散均匀，置于40-50℃下干燥固化，粉碎成粒径为5-

10mm的粉末。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为甲基纤维素、

十二烷基硫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中的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

灰，粉煤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为10-12%，需水量比为98-100%，烧失量为5.5-5.8%，含

水量为0.2-0.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脂肪族（羟基）

磺酸盐高效减水剂、萘系减水剂和聚羧酸高效减水剂中的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砂子的细度模数为2.3-

3.1，表观密度为2400-2600kg/m3，堆积密度为1400-1500kg/m3，含泥量为0.3-0.6%，氯离子

质量百分比为0.00016-0.00019%。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碎石为5-20mm连续级配

碎石，针片状颗粒含量为3-6%，表观密度为2500-2600kg/m3，堆积密度为1600-1700kg/m3，含

泥量为0.2-0.4%。

8.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以下步骤：

S1、将砂子和碎石混合搅拌均匀，得到第一混合物；

S2、将步骤S1得到的混合物与水泥、矿粉、粉煤灰、80%的水搅拌均匀，得到第二混合物；

S3、将步骤S2得到的第二混合物与剩余的水、减水剂拌和均匀，最后加入复合纤维材

料，搅拌均匀，得到纤维增强型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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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一脆性材料，它抗拉能力小，抗弯强度低，变形性能差，无法抑制裂纹的

萌生和扩展，一旦过载，混凝土就会出现断裂。尤其是高强混凝土和高标号高性能混凝土，

脆性更大。因此，提高水泥混凝土的抗弯强度和韧性以延长混凝土的使用寿命，是水泥混凝

土材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0003] 在混凝土成分中引入增强纤维制成纤维混凝土复合材料是改善混凝土韧性、提高

混凝土抗弯强度的有效措施之一。它可以体现混凝土抗压强度高的特点，同时发挥纤维抗

拉强度高的长处，还利用纤维在混凝土承载中的脱粘、拔出、桥接、载荷传递等作用，增加混

凝土承载中吸收能量的能力，从而大大增加混凝土的抗裂性、韧性以及抗渗性、抗冲击性和

疲劳强度。目前在工程中用到的纤维混凝土主要有：钢纤维混凝土、玻璃纤维混凝土、以及

合成有机纤维混凝土。这些纤维混凝土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其中所用的增强纤维造价高昂而

影响其广泛应用。另外，钢纤维在施工及应用中还存在磨损设备以及容易引起电化学腐蚀

等问题；而玻璃纤维在硅酸盐水泥混凝土工程中使用的耐久性仍然存在问题；合成有机纤

维用于混凝土增强的主要是聚丙烯纤维，这种纤维本身是疏水性材料，纤维与混凝土之间

的界面结合力很小，因而影响其在混凝土中增强增韧作用的发挥。因此，探索和研究具有较

好的增强增韧作用，在硅酸盐水泥混凝土中具有较好的界面结合作用和相容性，且施工便

利，经济可行的纤维增强材料，对于改善水泥混凝土材料的性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0004] 水镁石纤维是一种对人体无害的天然矿物纤维，与一般纤维材料相比，具有中等

强度和很强的抗碱性，与水泥具有很好的结合强度。目前，国内已有将水镁石纤维用作轻质

空心隔墙条板、水泥板、瓦、水泥砂浆、硅酸钙及微孔硅酸钙隔热材料中地增强材料，所用的

水镁石纤维都是等级为五级以上的造价高的长纤维。而将水镁石纤维尤其是等级为6级以

下的短纤维用于增强水泥混凝土，制成水镁石短纤维增强水泥混凝土承重材料，在国内外

还没有报道过。

[0005] 而碳复合纤维材料由于其优异的力学性能，在成为众多增强基中脱颖而出。从化

学方面讲，碳复合纤维材料表面具有活性官能团，能与同样含有丰富官能团的水泥进行较

强的化学结合；从物理方面讲，碳复合纤维材料表面较粗糙，与水泥基体有良好的物理结

合，从而使混凝土呈现良好的塑形变形特性。因此，碳纤维混凝土的性能及应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增强基的选择，而合适的碳复合纤维材料的选择，是制备高性能增强混凝土材料的

关键。

[0006] 因此如何将水镁石纤维和碳纤维制成复合纤维材料，并将该复合纤维材料按照指

定的掺量加入到混凝土中，使纤维增强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等力学性能较基准混

凝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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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

土，其具有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等力学性能较好的优点。

[0008]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具有制备工

艺简单的优点。

[0009]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包

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280-300份水泥、160-185份粉煤灰、90-110份矿粉、170-180份水、

785-806份碎石、755-780份砂子、20-30份复合纤维材料、5-10份减水剂；

所述复合纤维材料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5-10份碳纤维、1-5份水镁石纤维、1.5-3份

玻璃纤维、10-25份环氧树脂、5-10份丙烯酸酯乳液、0.7-1.4份分散剂、1.8-2.6份硅藻土、

1.3-1.8份废旧橡胶粒；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采用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作为复合纤维材料

的主要原料，碳纤维是一种以碳为主要成分的纤维状材料，用含有碳的有机材料，在惰性气

氛中经预氧化和高温碳化等多道工序，形成的具有石墨状的结构，将碳纤维掺和在混凝土

中，碳纤维具有阻裂效应，均匀分布在混凝土中的碳纤维，能够限制混凝土早期不同比重物

质的相对运动，减少了混凝土的泌水与沉降，抑制混凝土中毛细管通道的发展，阻止了裂纹

的扩展，从而减少裂缝源的数量，并使裂缝尺度变小，从而提高混凝土的抗折强度和抗渗性

能；

水镁石纤维是一种天然矿物质纤维，灰白色长度为4-10mm，较短的水镁石纤维能够更

容易的分散在混凝土浆体中，避免纤维缠结、打团和分散不均匀造成的混凝土坍落度损失

过大的问题，与水泥的相容性很好，能够增加混凝土的抗裂性能，玻璃纤维能够提高混凝土

的抗拉强度，阻止混凝土中原有裂缝的扩展并延缓新裂缝的产生，提高混凝土的变形性能，

改善混凝土的韧性和抗冲击性能；硅藻土和废旧橡胶颗粒均能够提高混凝土的韧性和抗折

强度。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复合纤维材料由以下方法制成：(1)向丙烯酸酯乳液中加入硅藻土

和废旧橡胶粒，搅拌均匀，加热至80-120℃，固化，粉碎成粒径为1-2mm的粉末；(2)将环氧树

脂加热熔融，加入步骤(1)所得粉末和分散剂，在600-800r/min的条件下搅拌30-40min，依

次加入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在1000-1500r/min的转速下搅拌1-2h，分散均匀，

置于40-50℃下干燥固化，粉碎成粒径为5-10mm的粉末。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丙烯酸酯乳液具有优异的粘结、抗裂、抗冻和防渗性能，

当硅藻土和废旧橡胶粒在丙烯酸酯乳液中分散均匀后，丙烯酸乳液包裹硅藻土和废旧橡胶

颗粒，与粘附有三种纤维的环氧树脂共混，共混后硅藻土和废旧橡胶颗粒能够粘附在碳纤

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上，增加三种纤维的抗压强度和拉伸强度，环氧树脂固化后，粘

接力增大，在掺和到混凝土中时，能够增大混凝土的粘度，防止混凝土发生离析，当混凝土

固化后，混凝土密实度增大，从而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增大。

[0012] 由于首先将分散剂加入环氧树脂中，再加入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可使

三种纤维在环氧树脂中分散均匀、不打团、不缠结，且三种纤维分散在环氧树脂中后，环氧

树脂是一种含有环氧基的高分子聚合物，由环氧氯丙烷及二酚基丙烷(双酚A)在碱的作用

下缩聚而成的液体树脂，环氧树脂是线性结构的热塑性聚合物，加热成塑性，固化后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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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粘结力大，收缩性小，化学稳定性好，当环氧树脂与三种纤维混合后，充分粘附在纤维表

面，提高三种纤维的强度。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分散剂为甲基纤维素、十二烷基硫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中的一种

或几种的混合物。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甲基纤维素能够减少混凝土表面水分损失，防止发生雷

锋，改善粘附性，粘结性和施工性，使混凝土坚硬而不过度收缩，十二烷基硫酸钠和羧甲基

纤维素钠能够增加环氧树脂的粘度，使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在环氧树脂中分散

均匀，并且在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表面形成一层水膜，防止碳纤维、水镁石纤维

和玻璃纤维发生絮凝。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灰，粉煤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为10-

12％，需水量比为98-100％，烧失量为5.5-5.8％，含水量为0.2-0.4％。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粉煤灰的活性成分为二氧化硅和三氧化二铝，与水泥、水

混合后，能够生成较为稳定的胶凝材料，从而使混凝土具有较高的强度，同时粉煤灰中70％

以上的颗粒是无定型的球形玻璃体，主要起到滚珠轴承作用，在混凝土拌合物中发挥润滑

作用，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且粉煤灰与碎石等构成合理级配，使彼此之间互相填

充，能有效增加混凝土密实度，进一步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0017] 进一步地，所述减水剂为脂肪族(羟基)磺酸盐高效减水剂、萘系减水剂和聚羧酸

高效减水剂中的一种。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脂肪族(羟基)磺酸盐高效减水剂对水泥的适应性良好，

且分散能力强，减水率可达15-30％，并且能够明显提高混凝土的早期强度，有效降低水泥

的水化热，防止混凝土产生收缩，防止混凝土因收缩而出现开裂；萘系减水剂能够对水泥粒

子产生强烈的分散作用，并且能够防止分散的水泥粒子凝聚，使得水泥浆体的屈服应力和

塑性粘度降低，使得混凝土浆体具有一定保持塑性的能力；聚羧酸减水剂与水泥的相容性

好，使混凝土的坍落度保持性能好，能够大幅度提高混凝土的早期、后期强度。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砂子的细度模数为2.3-3.1，表观密度为2400-2600kg/m3，堆积密

度为1400-1500kg/m3，含泥量为0.3-0.6％，氯离子质量百分比为0.00016-0.00019％。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用II区级配砂，砂子粗细适宜，有较好的工作性，施工

和易性好，易搅拌，粗砂之间没有形成骨架，细砂填充于粗砂之间的孔隙内，提高混凝土的

密实度和强度，减少混凝土离析、泌水，提高混凝土的流动性和和易性。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碎石为5-20mm连续级配碎石，针片状颗粒含量为3-6％，表观密度

为2500-2600kg/m3，堆积密度为1600-1700kg/m3，含泥量为0.2-0.4％。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碎石中针片状颗粒含量适宜，能够有效提高混凝土的强

度，碎石粒径合理，避免颗粒较大，使得碎石之间的孔隙较大，造成混凝土强度较低，合理控

制碎石的粒径，并与砂子和粉煤灰形成合理级配，可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0023]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

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砂子和碎石混合搅拌均匀，得到第一混合物；

S2、将步骤S1得到的混合物与水泥、矿粉、粉煤灰、80％的水搅拌均匀，得到第二混合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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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将步骤S2得到的第二混合物与剩余的水、减水剂拌和均匀，最后加入复合纤维材

料，搅拌均匀，得到纤维增强型混凝土。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第一、由于本发明采用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作为复合纤维材料的主要原料，

由于碳纤维能够一方面保持水泥材料优异的抗压强度，另一方面使抗折强度、断裂韧性等

发明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高，同时碳纤维还能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和抗渗性，水镁石纤维

和玻璃纤维均能够增加混凝土的抗裂性能和抗压强度等力学性能。

[0025] 第二、本发明中优选采用丙烯酸酯乳液、硅藻土和废旧橡胶颗粒的共混物混合、加

热固化，再与环氧树脂与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共混，由于环氧树脂固化后粘结力

增大，且环氧树脂固化后会在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表明形成一层韧性较大的薄

膜，从而增大三种纤维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增大三种纤维的韧性，而硅藻土和废旧橡胶

颗粒由丙烯酸酯乳液的粘性，而粘附在三种纤维上，或分散在环氧树脂固化后的薄膜上，可

进一步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复合纤维材料的制备例1-3

以下制备例中水性丙烯酸酯乳液选自苏州市锦峰胶粘带厂出售的货号为0723的水性

丙烯酸酯乳液，环氧树脂选自无锡华欧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的型号为E-44的环氧树脂，

碳纤维选自深圳市图灵进化科技有限公司出售的货号为10011的碳纤维，水镁石纤维选自

灵寿县德腾矿产品加工厂出售的货号为DT-SS的水镁石纤维，玻璃纤维选自河间市世磊玻

璃纤维布厂出售的货号为007的玻璃纤维，甲基纤维素选自廊坊卓胜建材有限公司出售的

货号为001的甲基纤维素，十二烷基硫酸钠选自河南万帅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出售的型号为

K12的十二烷基硫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钠选自济南鑫隆化工有限公司出售的型号为C400的

羧甲基纤维素钠。

[0028] 制备例1：(1)按照表1中的配比，(1)向5kg丙烯酸酯乳液中加入1.8kg硅藻土和

1.3kg废旧橡胶粒，搅拌均匀，加热至80℃，固化，粉碎成1mm的粉末；

(2)将10kg环氧树脂加热熔融，加入步骤(1)所得粉末和0.7kg分散剂，在600r/min的条

件下搅拌30min，依次加入5kg碳纤维、1kg水镁石纤维和1.5kg玻璃纤维，在1000r/min的转

速下搅拌1h，分散均匀，置于40℃下干燥固化，粉碎成粒径为5mm的粉末，制得复合纤维材

料，其中分散剂为聚丙烯酰胺。

[0029] 表1制备例1-3中复合纤维材料的原料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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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例2：(1)按照表1中的配比，向8kg丙烯酸酯乳液中加入2.2kg硅藻土和1.5kg废旧

橡胶粒，搅拌均匀，加热至100℃，固化，粉碎成粒径为1.5mm的粉末；

(2)将15kg环氧树脂加热熔融，加入步骤(1)所得粉末和1.0kg分散剂，在700r/min的条

件下搅拌35min，依次加入8kg碳纤维、3kg水镁石纤维和2.5kg玻璃纤维，在1300r/min的转

速下搅拌1.5h，分散均匀，置于45℃下干燥固化，粉碎成粒径为8mm的粉末，制得复合纤维材

料，其中分散剂为十二烷基硫酸钠。

[0030] 制备例3：(1)按照表1中的配比，向10kg丙烯酸酯乳液中加入2.6kg硅藻土和1.8kg

废旧橡胶粒，搅拌均匀后，加热至120℃，固化，粉碎成粒径为2mm的粉末；

(2)将25kg环氧树脂加入熔融，加入步骤(1)所得粉末和1.4kg分散剂，在800r/min的条

件下搅拌40min，依次加入10kg碳纤维、5kg水镁石纤维和3kg玻璃纤维，在1500r/min的转速

下搅拌2h，分散均匀，置于50℃下干燥固化，粉碎成10mm的粉末，制得复合纤维材料，其中分

散剂为羧甲基纤维素钠。

实施例

[0031] 以下实施例中脂肪族(羟基)磺酸盐高效减水剂选自北京双人达建材有限公司出

售的RS-3型脂肪族羟基磺酸盐高效减水剂，聚羧酸高效减水剂选自上海昭硕实业有限公司

出售的型号为F10的聚羧酸高效减水剂，萘系减水剂选用型号为洛阳彤润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出售的型号为TRJS-6022的萘系高效减水剂。

[0032] 实施例1：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按照表2中的配比，将780kg/m3砂子和800kg/m3碎石混合搅拌均匀，得到第一混合

物，其中砂子的细度模数为2.3，表观密度为2400kg/m3，堆积密度为1400kg/m3，含泥量为

0.3％，氯离子质量百分比为0.00016％，碎石为5-20mm连续级配碎石，针片状颗粒含量为

3％，表观密度为2500kg/m3，堆积密度为1600kg/m3，含泥量为0.2％；

S2、将步骤S1得到的混合物与300kg/m3水泥、90kg/m3矿粉、160kg/m3粉煤灰、136kg/m3

水搅拌均匀，得到第二混合物，水泥为P.O42.5硅酸盐水泥，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灰，粉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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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为10％，需水量比为98％，烧失量为5.5％，含水量为0.2％，矿

粉为S95级矿粉，矿粉的比表面积为400m2/kg，28天活性指数为95％，流动度比为95％；

S3、将步骤S2得到的第二混合物与34kg/m3水、5kg/m3减水剂拌和均匀，最后加入20kg/

m3复合纤维材料，搅拌均匀，得到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减水剂为脂肪族(羟基)磺酸盐高效减

水剂，复合纤维材料由制备例1制备而成。

[0033] 表2实施例1-5中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原料配比

实施例2-3：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该纤维增强型

混凝土的原料配比如表2所示。

[0034] 实施例4：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按照表2中的配比，将762kg/m3砂子和806kg/m3碎石混合搅拌均匀，得到第一混合

物，其中砂子的细度模数为2.4，表观密度为2500kg/m3，堆积密度为1450kg/m3，含泥量为

0.5％，氯离子质量百分比为0.00017％，碎石为5-20mm连续级配碎石，针片状颗粒含量为

4％，表观密度为2550kg/m3，堆积密度为1650kg/m3，含泥量为0.3％；

S2、将步骤S1得到的混合物与290kg/m3水泥、100kg/m3矿粉、164kg/m3粉煤灰、140kg/m3

水搅拌均匀，得到第二混合物，水泥为P.O42.5硅酸盐水泥，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灰，粉煤

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为11％，需水量比为99％，烧失量为5.6％，含水量为0.3％，矿

粉为S95级矿粉，矿粉的比表面积为430m2/kg，28天活性指数为95％，流动度比为95％；

S3、将步骤S2得到的第二混合物与30kg/m3水、8kg/m3减水剂拌和均匀，最后加入20kg/

m3复合纤维材料，搅拌均匀，得到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减水剂为萘系减水剂，复合纤维材料

由制备例2制备而成。

[0035] 实施例5：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按照表2中的配比，将755kg/m3砂子和785kg/m3碎石混合搅拌均匀，得到第一混合

物，其中砂子的细度模数为2.5，表观密度为2600kg/m3，堆积密度为1500kg/m3，含泥量为

0.6％，氯离子质量百分比为0.00019％，碎石为5-20mm连续级配碎石，针片状颗粒含量为

6％，表观密度为2600kg/m3，堆积密度为1700kg/m3，含泥量为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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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将步骤S1得到的混合物与280kg/m3水泥、110kg/m3矿粉、185kg/m3粉煤灰、144kg/m3

水搅拌均匀，得到第二混合物，水泥为P.O42.5硅酸盐水泥，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灰，粉煤

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为12％，需水量比为100％，烧失量为5.8％，含水量为0.4％，矿

粉为S95级矿粉，矿粉的比表面积为450m2/kg，28天活性指数为95％，流动度比为100％；

S3、将步骤S2得到的第二混合物与36kg/m3水、10kg/m3减水剂拌和均匀，最后加入

20kg/m3复合纤维材料，搅拌均匀，得到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效减水剂，复

合纤维材料由制备例3制备而成。

[0036] 对比例

对比例1-6：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复合纤维材料

中碳纤维、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的用量如表3所示(表中“/”表示未添加此物质)。

[0037] 表3对比例1-6中复合纤维材料中原料配比

对比例7：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复合纤维材料中

未添加环氧树脂。

[0038] 对比例8：一种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香气复合材

料中未添加丙烯酸酯乳液。

[0039] 应用例

将复合纤维材料应用于不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中，并按照实施例1中的方法对不同强

度等级的混凝土进行制备，不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原料配比如表4所示，其中砂子的细度模

数为2.3，表观密度为2400kg/m3，堆积密度为1400kg/m3，含泥量为0.3％，氯离子质量百分比

为0.00016％，碎石为5-20mm连续级配碎石，针片状颗粒含量为3％，表观密度为2500kg/m3，

堆积密度为1600kg/m3，含泥量为0.2％；水泥为P.O42.5硅酸盐水泥，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

灰，粉煤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为10％，需水量比为98％，烧失量为5.5％，含水量为

0.2％，矿粉为S95级矿粉，矿粉的比表面积为400m2/kg，28天活性指数为95％，流动度比为

95％；减水剂为脂肪族(羟基)磺酸盐高效减水剂，复合纤维材料由制备例1制备而成。

[0040] 表4应用例1-9中混凝土的原料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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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检测试验

按照实施例1-5、对比例1-8和应用例1-9中的方法制备纤维增强型混凝土，并按照以下

方法检测混凝土的各项性能，检测结果如表5所示：

1、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按照GB/T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进

行检测；

2、坍落度和密度等级：按照GB/T50080-2016《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进

行检测。

[0041] 表5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性能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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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中数据可以看出，按照实施例1-5中方法制得的纤维增强型混凝土的7d抗压强度

即可达到31.2MPa以上，且28d抗压强度可达66.7MPa以上，具有良好的抗压强度，而抗折强

度在7天时即可达到6.47MPa以上，在28天时可达10.61MPa以上，且由实施例1-3的原料配比

可以看出，增加复合纤维材料的用量，降低碎石的含量时，碎石用量的减少，并不会导致混

凝土抗压强度降低，所以复合纤维材料对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具有较为明显的增强效果，对

比实施例1和实施例4-5中原料使用量可以看出，复合纤维材料的含量不变，增大粉煤灰和

矿粉的含量，可降低水的用量，能够增大混凝土的坍落度，但是对比由实施例3和实施例4-5

制得的混凝土的性能测试结果可以看出，有实施例4和实施例5制得的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

抗折强度低于实施例3制得的额混凝土，说明使用复合纤维材料与其余组分相互配合，可使

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抗折强度，不会开裂，出现裂纹，且密度大，密实度较好，工作性佳，粘度

较低，无离析和泌水现象。

[0042] 对比例1因复合纤维材料中未添加碳纤维，由表4中数据可以看出，按照对比例1制

得的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较小，在28d时的抗压强度仅为32.1MPa，与实施例1相差34.6MPa，差

距较大，且对比例1制得的混凝土的抗折强度在28d时仅为7.87MPa，与实施例1相比也相差

较大，同时密度较小，坍落度较小，和易性和流动性较差，说明碳纤维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抗

压强度和抗折强度，提高混凝土的工作性能。

[0043] 对比例2因复合纤维材料中未添加水镁石纤维，由对比例2制得的混凝土的抗压强

度和抗折强度与实施例1相比，相差较大，且坍落度较小，说明水镁石纤维能够增加混凝土

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增加混凝土的密实度，使混凝土具有良好的和易性和流动性。

[0044] 对比例3因复合纤维材料中未添加玻璃纤维，由表4中数据可以看出，按照对比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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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得的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在28d时仅为34.1MPa，与实施例1相差较大，抗折强度在28d时仅

为7.92MPa，与实施例1相差很大，且密度和坍落度与实施例1相比均具有较大差距，说明玻

璃纤维能够增加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0045] 对比例4因复合纤维材料中未添加碳纤维和水镁石纤维，对比例4制得的混凝土的

28d抗压强度和28d抗折强度均小于对比例1和对比例2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说明碳纤维

和水镁石纤维二者有相互协同作用，可提高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0046] 对比例5因复合纤维材料中未添加碳纤维和玻璃纤维，对比例5制得的混凝土的

28d抗压强度为30.6MPa，对比例1制得的混凝土的28d抗压强度为32.1MPa，对比例3制得的

混凝土的28d抗压强度为34.1MPa，对比例5与对比例1和对比例3相比，抗压强度有所下降，

抗折强度也是如此，说明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有良好的复配效果，能够共同作用，提高混凝土

的抗折强度和抗压强度。

[0047] 对比例6因复合纤维材料中未添加水镁石纤维和玻璃纤维，对比例6制得的混凝土

与对比例2和对比例3制得的混凝土相比，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降低，坍落度减少，说明水镁

石纤维和玻璃纤维能够相互配合，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使混凝土具有良好

的工作性能。

[0048] 对比例7因复合纤维材料中未添加环氧树脂，对比例8因复合纤维材料中未添加丙

烯酸酯乳液，由表4中数据可以看出，对比例7和对比例8制得的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

度与实施例1相比，均较差，说明环氧树脂和丙烯酸酯乳液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

折强度，提高混凝土的工作性能。

[0049] 应用例1-3中C35混凝土、应用例4-6中C40混凝土以及应用例7-9中C60混凝土中混

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等性能较好，说明使用复合纤维材料具有增加混凝土抗压强度

和抗折强度的优点，使混凝土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说明复合纤维材料具有较好的普适性，

适用于不同强度等级的混凝土。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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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