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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及其制

备方法，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

是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

下组分：水泥180-200份、轻质粗骨料350-450份、

轻质细骨料300-350份、掺合料160-180份、水

140-150份以及减水剂4-6份；所述轻质粗骨料为

增强陶粒，所述增强陶粒采用如下方法制备：①

取陶粒，将其置于水中浸泡20-24h，然后将陶粒

沥水1-2h，得到吸水陶粒；②向吸水陶粒中加入

其重量10-20%的增强剂，在温度为70-80℃的温

度下，以50-400r/min的速度搅拌30-90min后，得

到增强陶粒。本发明中的混凝土具有抗压强度

高、干表观密度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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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水泥180-200份、

轻质粗骨料350-450份、轻质细骨料300-350份、掺合料160-180份、水140-150份以及减水剂

4-6份；

所述轻质粗骨料为增强陶粒，所述增强陶粒采用如下方法制备：

①取陶粒，将其置于水中浸泡20-24h，然后将陶粒沥水1-2h，得到吸水陶粒；

②向吸水陶粒中加入其重量10-20%的增强剂，在温度为70-80℃的温度下，以50-400r/

min的速度搅拌30-90min后，得到增强陶粒。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其特征在于：陶粒为粒径5-25mm连续级

配的页岩陶粒，陶粒的堆积密度为800-850kg/m3，筒压强度≥6.5MPa，吸水率6-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强剂采用如下方法

制备：以重量份数计，取200份水，将其加热至70-80℃，然后加入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0-20

份、增强纤维10-15份、硅灰10-15份、丙烯醇聚氧乙烯醚4-5份、羟丙基淀粉醚4-5份、双丙酮

丙烯酰胺3-4份、硬脂酸钙2-3份以及聚乙烯醇1-2份，在70-80℃的温度下保温搅拌均匀20-

40min，得到增强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强纤维由重量比为

（1-3）:1的木质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维混合而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轻质细骨料由重量比

为1:1的河砂和陶砂混合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河砂为Ⅱ区中砂，其

平均粒径为0.25-0.5mm；所述陶砂为平均粒径为0.5-2mm、堆积密度为800  kg/m3-850kg/m3

的页岩陶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掺合料由重量比为2:

1:1的粉煤灰、硅灰以及沸石粉混合而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为FⅡ级粉煤

灰；沸石粉的细度为200-400目；硅灰平均粒径为0.1-0.3μ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系减

水剂。

10.一种如权利要求1-9任意一项所述的高强轻质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S1、将轻质粗骨料、轻质细骨料混合均匀，得到轻质骨料备用；

S2、将水泥以及掺合料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粉料备用；

S3、将轻质骨料加入到混合粉料中，搅拌均匀后，加入水以及减水剂，搅拌均匀，得到高

强轻质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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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轻质混凝土是指采用轻质粗骨料、轻质细骨料、胶凝材料和水配制而成的干表观

密度不大于1950kg/m3的混凝土；相较于普通混凝土，轻质混凝土以其轻质、保温、隔音、抗

震等功能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类非承重结构以及主要承重结构。

[0003] 现有技术中，授权公告号为CN101643348B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含沸石粉和天

然河砂的轻骨料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按照重量份该轻骨料混凝土由以下组分组成：水泥

217-224、粉煤灰200、沸石粉6-13、天然河砂150、页岩陶砂250、页岩陶粒350、水189-191、聚

羧酸系减水剂8.6。

[0004] 相较于普通混凝土，轻质混凝土采用陶粒、沸石等多孔矿石代替天然碎石，可以大

大减轻混凝土的重量，但是与天然碎石相比，添加陶粒、沸石等矿石的轻质混凝土的抗压强

度明显低于添加天然碎石的混凝土，并且由于骨料重量的减轻，在大坍落度下，混凝土拌合

物易离析、泌水以及轻骨料上浮的现象，导致泵送困难、硬化后混凝土密度分布不均，影响

混凝土的质量；因此，如何能够提高轻质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以及抑制轻骨料的上浮，是一个

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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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轻质混凝土，

其具有抗压强度高、干表观密度低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具有操作简单

的优点。

[0007]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以重

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水泥180-200份、轻质粗骨料350-450份、轻质细骨料300-350份、

掺合料160-180份、水140-150份以及减水剂4-6份；所述轻质粗骨料为增强陶粒，所述增强

陶粒采用如下方法制备：①取陶粒，将其置于水中浸泡20-24h，然后将陶粒沥水1-2h，得到

吸水陶粒；②向吸水陶粒中加入其重量10-20％的增强剂，在温度为70-80℃的温度下，以

50-400r/min的速度搅拌30-90min后，得到增强陶粒。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封闭多孔结构的陶粒作为混凝土的骨料，可以降低

混凝土的容重，而将陶粒先在水中浸泡，使其吸水，从而增加陶粒的重量，以抑制轻骨料上

浮；将陶粒与增强剂混合，使得增强剂将已吸水的陶粒包裹，一方面可以增加陶粒的强度，

从而增加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另一方面，通过增强剂将已吸水的陶粒包裹，可以提高陶粒与

胶凝材料的结合力，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均匀性，降低混凝土的泌水、分层等现象，并且由

于陶粒中已预吸水，并通过增强剂进行包裹，在其泵送的过程中，混凝土拌合物仍然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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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流动性，不会损害其泵送性能。

[0009] 进一步地，陶粒为粒径5-25mm连续级配的页岩陶粒，陶粒的堆积密度为800-

850kg/m3，筒压强度≥6.5MPa，吸水率6-8％。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页岩陶粒是采用页岩为原料，经过高温焙烧精制而成，采

用堆积密度为800-850kg/m3，筒压强度≥6.5MPa，吸水率6-10％，具有较高的强度以及一定

的吸水性，将陶粒置于水中浸泡，可以增加陶粒的重量，以抑制轻骨料上浮。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增强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以重量份数计，取200份水，将其加热至

70-80℃，然后加入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0-20份、增强纤维10-15份、硅灰10-15份、丙烯醇聚

氧乙烯醚4-5份、羟丙基淀粉醚4-5份、双丙酮丙烯酰胺3-4份、硬脂酸钙2-3份以及聚乙烯醇

1-2份，在70-80℃的温度下保温搅拌均匀20-40min，得到增强剂。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可再分散性乳胶粉、增强纤维、超细硅微粉、丙烯醇聚

氧乙烯醚、羟丙基淀粉醚、双丙酮丙烯酰胺、硬脂酸钙、聚乙烯醇以及水混合而得的增强剂

可以对吸水后的陶粒进行包裹，可以在陶粒的表面形成一层带有增强纤维的防护膜，一方

面可以提高陶粒的保水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陶粒在混凝土拌合物中的分散性，通过增强

纤维与水泥的结合力，可以抑制骨料上浮，提高其与水泥的粘结力，以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

均匀性，但仍能使得混凝土拌合物具有较好的流动性，通过掺合料的配合，可以改善混凝土

拌合物的泵送性能。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增强纤维由重量比为(1-3):1的木质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维混合

而成。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木质素纤维的纤维微观结构是带状弯曲的、凹凸不平、多

孔的，具有很好的韧性、分散性以及吸水性，聚乙烯醇纤维具有强度高、模量高，与水泥的结

合力好的优点，采用木质素纤维以及聚乙烯醇纤维组成的增强纤维与水泥材料具有很好的

亲和性，将增强纤维用于增强剂中对陶粒进行增强处理，通过增强纤维形成的纤维网络包

裹在陶粒外，可以很好的抑制陶粒的上浮，并且通过增强纤维的连接，可以提高陶粒与水泥

的结合力，从而进一步抑制骨料上浮，改善混凝土的离析、泌水问题，提高硬化后混凝土的

质量。

[0015] 进一步地，所述轻质细骨料由重量比为1:1的河砂和陶砂混合而成。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河砂具有粒形好、强度高的优点，而陶砂为陶粒的细小颗

粒，采用陶砂代替部分河砂，在保证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同时，可以降低混凝土重量。

[0017] 进一步地，所述河砂为Ⅱ区中砂，其平均粒径为0.25-0.5mm；所述陶砂为平均粒径

为0.5-2mm、堆积密度为800kg/m3-850kg/m3的页岩陶砂。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Ⅱ区中砂粒形圆润、光滑、粒形良好，其与混凝土拌合物

的和易性较好，采用不同级配的中砂与页岩陶粒混合作为轻质细骨料，可以与轻质粗骨料

搭建形成骨架，以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0019] 进一步地，所述掺合料由重量比为2:1:1的粉煤灰、硅灰以及沸石粉混合而成。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粉煤灰中含有火山活性成分，可以减少水泥的用量，降低

水泥的水化热，其中含有的空心珠还可以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改善混凝土拌合物

的和易性。硅灰具有保水、防止离析、泌水、大幅降低砼泵送阻力的作用；沸石表面粗糙和具

有的多孔结构，不仅可以降低掺合料的重量，而且其多孔结构可以使水泥使其具有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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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载能力，不但能使物料均匀地吸附在表面，提高混合的均匀性。通过粉煤灰、硅灰以及沸

石粉的混合，可以减低水泥的用量，减轻混凝土的重量，并且还可以填充到混凝土骨架中，

以提高其混凝土的致密性，从而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此外粉煤灰、硅灰以及沸石粉的加

入可以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提高其泵送性。

[0021] 进一步地，所述粉煤灰为FⅡ级粉煤灰；沸石粉的细度为200-400目；硅灰平均粒径

为0.1-0.3μm。

[0022] 进一步地，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系减水剂。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羧酸系减水剂与水泥具有很好的相容性，可具有掺量

低、减水率高以及收缩小的优点，可以降低用水量，减少水泥的用量，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

[0024]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的制

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将轻质粗骨料、轻质细骨料混合均匀，得到轻质骨料备用；

S2、将水泥以及掺合料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粉料备用；

S3、将轻质骨料加入到混合粉料中，搅拌均匀后，加入水以及减水剂，搅拌均匀，得到高

强轻质混凝土。

[0025]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采用封闭多孔结构的陶粒作为混凝土的骨料，可以降低混凝土的容重，而将陶粒先

在水中浸泡，使其吸水，从而增加陶粒的重量，以抑制轻骨料上浮；将陶粒与增强剂混合，使

得增强剂将已吸水的陶粒包裹，一方面可以增加陶粒的强度，从而增加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另一方面，通过增强剂将已吸水的陶粒包裹，可以提高陶粒与胶凝材料的结合力，提高混凝

土拌合物的均匀性，降低混凝土的泌水、分层等现象，并且由于陶粒中已预吸水，并通过增

强剂进行包裹，在其泵送的过程中，混凝土拌合物仍然具有较好的流动性，不会损害其泵送

性能；

2.由可再分散性乳胶粉、增强纤维、超细硅微粉、丙烯醇聚氧乙烯醚、羟丙基淀粉醚、双

丙酮丙烯酰胺、硬脂酸钙、聚乙烯醇以及水混合而得的增强剂可以对吸水后的陶粒进行包

裹，可以在陶粒的表面形成一层带有增强纤维的防护膜，一方面可以提高陶粒的保水性，另

一方面可以提高陶粒在混凝土拌合物中的分散性，通过增强纤维与水泥的结合力，可以抑

制骨料上浮，提高其与水泥的粘结力，以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均匀性，但仍能使得混凝土拌

合物具有较好的流动性，通过掺合料的配合，可以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泵送性能；

3.木质素纤维的纤维微观结构是带状弯曲的、凹凸不平、多孔的，具有很好的韧性、分

散性以及吸水性，聚乙烯醇纤维具有强度高、模量高，与水泥的结合力好的优点，采用木质

素纤维以及聚乙烯醇纤维组成的增强纤维与水泥材料具有很好的亲和性，将增强纤维用于

增强剂中对陶粒进行增强处理，通过增强纤维形成的纤维网络包裹在陶粒外，可以很好的

抑制陶粒的上浮，并且通过增强纤维的连接，可以提高陶粒与水泥的结合力，从而进一步抑

制骨料上浮，改善混凝土的离析、泌水问题，提高硬化后混凝土的质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增强剂的制备例以下制备例中的可再分散性乳胶粉选自河北任丘鹏宇化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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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的型号为PY-7050的可再分散性乳胶粉；木质素纤维选自上海硕实化工有限公司

提供的型号为BC-500的木质素纤维；聚乙烯醇纤维选自成都科良建材有限公司提供的型号

为KL-PVA的聚乙烯醇纤维；硅灰选自武汉华轩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牌号为KH-SF01的

硅灰；丙烯醇聚氧乙烯醚选自南通锦莱化工有限公司提供的型号为APEG-1000的丙烯醇聚

氧乙烯醚；羟丙基淀粉醚选自河北华海外加剂有限公司提供的羟丙基淀粉醚；双丙酮丙烯

酰胺选自河南泰吉化工产品有限公司提供的双丙酮丙烯酰胺；硬脂酸钙选自江苏嘉仁化工

有限公司提供的硬脂酸钙；聚乙烯醇选自中国石化提供的PVA100-27的聚乙烯醇。

[0028] 增强剂的制备例1：取200kg水，将其加热至70℃，然后加入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10kg、增强纤维10kg、硅灰10kg、丙烯醇聚氧乙烯醚4kg、羟丙基淀粉醚4kg、双丙酮丙烯酰胺

3kg、硬脂酸钙2kg以及聚乙烯醇1kg，在70℃的温度下保温搅拌均匀20min，得到增强剂；其

中增强纤维由重量比为1:1的木质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维混合而成。

[0029] 增强剂的制备例2：取200kg水，将其加热至75℃，然后加入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15kg、增强纤维12.5kg、硅灰12.5kg、丙烯醇聚氧乙烯醚4.5kg、羟丙基淀粉醚4.5kg、双丙酮

丙烯酰胺3.5kg、硬脂酸钙2.5kg以及聚乙烯醇1.5kg，在75℃的温度下保温搅拌均匀30min，

得到增强剂；其中增强纤维由重量比为2:1的木质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维混合而成。

[0030] 增强剂的制备例3：取200kg水，将其加热至80℃，然后加入可再分散性乳胶粉

20kg、增强纤维15kg、硅灰15kg、丙烯醇聚氧乙烯醚5kg、羟丙基淀粉醚5kg、双丙酮丙烯酰胺

4kg、硬脂酸钙3kg以及聚乙烯醇2kg，在80℃的温度下保温搅拌均匀40min，得到增强剂；其

中增强纤维由重量比为3:1的木质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维混合而成。

[0031] 增强剂的制备例4：本制备例与增强剂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未添加

丙烯醇聚氧乙烯醚、羟丙基淀粉醚以及双丙酮丙烯酰胺。

[0032] 增强剂的制备例5：本制备例与增强剂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未添加

木质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维。

[0033] 增强剂的制备例6：本制备例与增强剂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木质素纤维与

聚乙烯醇纤维的重量比为0.5:1。

[0034] 增强剂的制备例7：本制备例与增强剂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木质素纤维与

聚乙烯醇纤维的重量比为4:1。

[0035] 增强陶粒的制备例以下制备例中的陶粒为粒径5-25mm连续级配的页岩陶粒，陶粒

的堆积密度为800-850kg/m3，筒压强度≥6.5MPa，吸水率6-8％。

[0036] 增强陶粒的制备例1：①取陶粒，将其置于水中浸泡20h，陶粒与水的重量比为1:

10，然后将陶粒沥水1h，得到吸水陶粒；

②向吸水陶粒中加入其重量10％的增强剂(选自增强剂的制备例1)，在温度为70℃的

温度下，以50r/min的速度搅拌90min后，得到增强陶粒。

[0037] 增强陶粒的制备例2：①取陶粒，将其置于水中浸泡22h，陶粒与水的重量比为1:

10，然后将陶粒沥水1.5h，得到吸水陶粒；

②向吸水陶粒中加入其重量15％的增强剂(选自增强剂的制备例2)，在温度为75℃的

温度下，以200r/min的速度搅拌60min后，得到增强陶粒。

[0038] 增强陶粒的制备例3：①取陶粒，将其置于水中浸泡24h，陶粒与水的重量比为1:

10，然后将陶粒沥水2h，得到吸水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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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向吸水陶粒中加入其重量20％的增强剂(选自增强剂的制备例3)，在温度为80℃的

温度下，以400r/min的速度搅拌30min后，得到增强陶粒。

[0039] 增强陶粒的制备例4：本制备例与增强陶粒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陶粒未经

过步骤①的处理。

[0040] 增强陶粒的制备例5：本制备例与增强陶粒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强剂选

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4制备而得。

[0041] 增强陶粒的制备例6：本制备例与增强陶粒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强剂选

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5制备而得。

[0042] 增强陶粒的制备例7：本制备例与增强陶粒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强剂选

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6制备而得。

[0043] 增强陶粒的制备例8：本制备例与增强陶粒的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强剂选

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7制备而得。

实施例

[0044] 以下实施例中水泥为中联的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轻质细骨料由重量比为1:1

的河砂和陶砂混合而成，河砂为Ⅱ区中砂，其平均粒径为0.25-0.5mm；所述陶砂为平均粒径

为0.5-2mm、堆积密度为800kg/m3-850kg/m3的页岩陶砂；掺合料由重量比为2:1:1的粉煤灰、

硅灰以及沸石粉混合而成，粉煤灰为FⅡ级粉煤灰，沸石粉的细度为200-400目，硅灰平均粒

径为0.1-0.3μm，硅灰选自武汉华轩高新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牌号为KH-SF01的硅灰；聚羧

酸系减水剂选自上海富畦工贸有限公司提供的货号为TF-1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0045] 实施例1：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S1、将350kg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1)、300kg轻质细骨料混合均匀，得到轻

质骨料备用；

S2、将180kg水泥、160kg掺合料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粉料备用；

S3、将轻质骨料加入到混合粉料中，搅拌均匀后，加入140kg水以及4kg减水剂，搅拌均

匀，得到高强轻质混凝土。

[0046] 实施例2：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S1、将400kg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2)、325kg轻质细骨料混合均匀，得到轻

质骨料备用；

S2、将190kg水泥、170kg掺合料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粉料备用；

S3、将轻质骨料加入到混合粉料中，搅拌均匀后，加入145kg水以及5kg减水剂，搅拌均

匀，得到高强轻质混凝土。

[0047] 实施例3：一种高强轻质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S1、将450kg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3)、350kg轻质细骨料混合均匀，得到轻

质骨料备用；

S2、将200kg水泥、180kg掺合料混合均匀，得到混合粉料备用；

S3、将轻质骨料加入到混合粉料中，搅拌均匀后，加入150kg水以及6kg减水剂，搅拌均

匀，得到高强轻质混凝土。

[0048] 对比例

对比例1：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用普通陶粒代替增强陶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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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对比例2：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4

制备而得。

[0050] 对比例3：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5

制备而得。

[0051] 对比例4：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6

制备而得。

[0052] 对比例5：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7

制备而得。

[0053] 对比例6：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8

制备而得。

[0054] 性能测试

采用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6中的方法制备混凝土，按照如下方法，对其性能进行测

试，将测试结果示于表1。

[0055] 坍落度与坍落度损失：根据GB/T50080-2016《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中的坍落度试验及坍落度经时损失试验中的方法进行测试；

扩展度与扩展度损失：根据GB/T50080-2016《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

的扩展度试验及扩展度经时损失试验中的方法进行测试；

泌水率：根据GB/T50080-2016《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的泌水试验中

的方法进行测试；

离析率：根据GB/T50080-2016《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的抗离析性能

试验中的方法进行测试；

抗压强度：按照GB/T50081-2016《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方法制作标准

试块，并测量标准试块养护3d、7d以及28d的抗压强度；

干表观密度：按照JGJ51-2002《轻骨料混凝土技术规程》中的规定，采用破碎试件烘干

法测定其干表观密度。

[0056]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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坍落度是混凝土和易性的测定方法与指标，坍落度越大，则表示混凝土的流动性越好，

而当其在坍落度大于220mm时，坍落度不能准确反映混凝土的流动性，此时需要用混凝土扩

展后的平均直径即坍落扩展度，作为流动性指标；而坍落度损失与拓展的损失则可以反映

混凝土的粘聚性。

[0057] 混凝土泌水是指混凝土在运输、振捣、泵送的过程中出现粗骨料下沉、水分上浮的

现象；混凝土的离析是混凝土拌合物组成材料之间的粘聚力不足以抵抗粗集料下沉，混凝

土拌合物成分相互分离，造成内部组成和结构不均匀的现象，通常表现为粗集料与砂浆相

互分离，例如密度大的颗粒沉积到拌合物的底部，或者粗集料从拌合物中整体分离出来。

[0058] 通过坍落度与扩展度可以表征混凝土的流动性，通过泌水率以及离析率可以表征

混凝土混合原料混合的均匀。

[0059] 根据表1数据，通过实施例1-3以对比例1相比可知，添加增强陶粒后，不仅可以明

显抑制轻骨料上浮，提高混凝土的均匀性，而且还能进一步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此外增

强陶粒的加入虽然会使得混凝土的坍落度以及扩展度略微下降，但是可以明显改善其坍落

度损失以及扩展度损失的情况，使得混凝土仍能保持良好的流动性。

[0060] 对比例2的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4制备而得；陶粒未经过步骤①的处

理；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2中混凝土的坍落度、扩展度以及离析率有所下降，说明陶粒在

经过增强处理前，先经过吸水处理，有利于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以及均匀性。

[0061] 对比例3的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5制备而得，该增强剂的原料中未添加

丙烯醇聚氧乙烯醚、羟丙基淀粉醚以及双丙酮丙烯酰胺；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3的混凝土

的坍落度、扩展度明显下降，说明添加丙烯醇聚氧乙烯醚、羟丙基淀粉醚以及双丙酮丙烯酰

胺得到增强剂，对陶粒进行处理后，可以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

[0062] 对比例4的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6制备而得；该增强剂的原料中未添加

木质素纤维和聚乙烯醇纤维；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4的混凝土的坍落度损失、扩展度损

失、离析率以及抗压强度明显下降，说明添加木质素纤维以及聚乙烯醇纤维的增强剂对陶

粒进行处理后，可以明显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粘聚性、均匀性以及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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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对比例5的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7制备而得，该增强剂中的木质素纤维

与聚乙烯醇纤维的重量比为0.5:1；对比例6的增强陶粒选自增强陶粒的制备例8制备而得，

该增强剂中的木质素纤维与聚乙烯醇纤维的重量比为4:1；通过实施例1、实施例2、实施例

3、对比例4、对比例5以及对比例6比较可知，当木质素纤维与聚乙烯醇纤维的重量比为0.5:

1时，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扩展度以及离析率有所下降，说明混凝土的流动性以及均匀

性有所下降，当木质素纤维与聚乙烯醇纤维的重量比为4:1时，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有所下

降，说明当木质素纤维与聚乙烯醇纤维的重量比为(1-3):1时，使制得混凝土可以同时兼顾

流动性、均匀性以及抗压强度。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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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