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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及其制作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是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它由基层

和面层固连组成，其特点是，基层由按kg/m3计的

水泥259‑333、飞灰37‑111、炉渣242、粗骨料982、

细骨料638、水180和减水剂1.1组成；面层由按

kg/m3计的水泥259‑333、飞灰37‑111、炉渣242、

粗骨料982、细骨料638、水180、减水剂1.1、负载

型TiO2光催化溶液18和适量染色剂组成。能够利

用垃圾电厂废弃的飞灰替代部分水泥，以炉渣替

代部分骨料，以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作为原料

掺入混凝土路面砖中处理路面砖中的重金属，即

安全可靠，变废为宝，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并公开

了制作方法，其方法科学合理，适用性强，效果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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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它由基层和面层固连组成，其特征是，所述的基层由按kg/m3

计的水泥259-333、飞灰37-111、炉渣242、粗骨料982、细骨料638、水180和减水剂1.1组成；

所述的面层由按kg/m3计的水泥259-333、飞灰37-111、炉渣242、粗骨料982、细骨料638、水

180、减水剂1.1、负载型TiO2 光催化溶液18和适量染色剂组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其特征是，所述的水泥为42.5普通硅

酸盐水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其特征是，所述的粗骨料为石子，粒

径5mm～25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2680kg/m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其特征是，所述的细骨料为河砂，表

观密度2640kg/m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其特征是，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

性能减水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其特征是，所述的染色剂为氧化铁。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其特征是，所述的负载型TiO2光催化

溶液由溶液A和溶液B组成，溶液A由无水乙醇、盐酸和去离子水按体积比250：5：10组成，溶

液B由钛酸丁酯和无水乙醇按照体积比100：125组成。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其特征是，它的制作方法是：先进行

将面层的制作，将制作面层用的水泥、粗骨料、细骨料、炉渣、飞灰、减水剂、染色剂加入搅拌

机后，先干拌20s-25s，加入水搅拌1～2min，然后加入掺入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再搅拌1

～2min，加入到路面砖模具内，震动1min，静止10min；再进行基层的制作，将制作基层的水

泥、粗骨料、细骨料、炉渣、飞灰、减水剂加入搅拌机后，先干拌20s-25s，加入水搅拌1～

2min，加入到路面砖模具内的面层上，再次震动2-5min制成彩色混凝土路面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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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路面砖，是一种混凝土彩色路面砖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在国外已经有超过50年的发展历史，由于其外形美观、制作工

艺简单、铺设方式方便、施工工期短等优点，在我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彩色混凝

土路面砖多用于庭院、公园、人行道，停车场等多种场所。

[0003] 现有垃圾电厂焚烧产生的主要废弃物包括飞灰和炉渣，飞灰和炉渣由于含有危害

环境的Cu、Zn、Gr、Gd、Pb等重金属离子，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其通常的处理方式是使用

水泥固化后再进行填埋，将其应用于建材行业并不常见，已有技术掺量小，掺入成分单一，

对重金属的固化效果不明确。

[0004] 将垃圾电厂飞灰和炉渣同时应用于混凝土路面砖的制作，并且采用有效的方法处

理路面砖中的重金属，使其更安全可靠。即能够变废为宝，又有利于环境保护。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利用垃圾电厂废弃的飞灰替代部分水泥，以炉渣替代部分骨料，

以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作为原料掺入混凝土路面砖中处理路面砖中的重金属而提供一

种安全可靠，即能够变废为宝，又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混凝土彩色路面砖及其制作方法。

[0006] 本发明目的的实现，首先是对生活垃圾掺杂煤粉后焚烧灰渣的化学成分进行分

析，并将炉渣和飞灰的化学成分与胶凝材料中的化学成分进行对比可知，飞灰中含有大量

的CaO和SiO2，可以代替一部分水泥作为胶凝材料，炉渣经过筛分得到粒径为5mm～25mm的部

分。可以代替一部分石子作为粗骨料。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以C30

基准混凝土的配合比为基础，飞灰充当部分胶凝材料，按照10％～30％取代水泥，炉渣充当

部分粗骨料按照20％取代粗骨料。并掺加一定量的染色剂作为混凝土路面砖的底层。面层

材料在底层配合比的基础上加入一定量的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用于去除高价态的重金

属离子。

[0007] 实现本发明目的之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它由基层和面

层固连组成，其特征是，所述的基层由按kg/m3计的水泥259-333、飞灰37-111、炉渣242、粗

骨料982、细骨料638、水180和减水剂1.1组成；所述的面层由按kg/m3计的水泥259-333、飞

灰37-111、炉渣242、粗骨料982、细骨料638、水180、减水剂1.1、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18和

适量染色剂组成。

[0008] 所述的水泥为42.5普通硅酸盐水泥。

[0009] 所述的粗骨料为石子，粒径5mm～25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2680kg/m3。

[0010] 所述的细骨料为河砂，表观密度2640kg/m3。

[0011] 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0012] 所述的染色剂为氧化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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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的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由溶液A和溶液B组成，溶液A由无水乙醇、盐酸和去

离子水按体积比250：5：10组成，溶液B由钛酸丁酯和无水乙醇按照体积比100：125组成。

[0014] 实现本发明目的之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其特征是，它的

制作方法是：先进行将面层的制作，将制作面层用的水泥、粗骨料、细骨料、炉渣、飞灰、减水

剂、染色剂加入搅拌机后，先干拌20s-25s，加入水搅拌1～2min，然后加入掺入负载型TiO2

光催化溶液溶液再搅拌1～2min，加入到路面砖模具内，震动1min，静止10min；再进行基层

的制作，将制作基层的水泥、粗骨料、细骨料、炉渣、飞灰、减水剂加入搅拌机后，先干拌20s-

25s，加入水搅拌1～2min，加入到路面砖模具内的面层上，再次震动2-5min制成彩色混凝土

路面砖。

[0015] 本发明的技术效果:通过对不同掺量飞灰、炉渣的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及数据分

析，研究飞灰和炉渣对混凝土力学性能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抗压强度最小为30Mpa，抗折

强度最小为4Mpa。混凝土路面砖的强度最大可以达到38Mpa，抗折强度最大可达5Mpa，经过

25次冻融循环厚抗压强度均可达到28Mpa。按照GB/T16925的规定进行耐磨试验，摩擦时间

为1min，测得的摩坑长度均小于32mm。由于飞灰和炉渣中含有一定量的Cu、Zn、Gr、Gd、Pb等

重金属，排放到环境中可能对地下水产生一定的污染。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为纳米TiO2

作为一种功能性半导体材料，在环境保护、光电转换、涂料及工业催化行业应用广泛。以路

面砖面层中含有的SiO2为载体，制备了负载型二氧化钛光催化材料。将TiO2应用于混凝土路

面砖的面层中，达到其去除重金属的目的。主要作用原理为：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的TiO2

颗粒能够吸附路面砖中的重金属离子，受紫外光照射后，电子向颗粒表面转移，得到电子的

低价金属离子可以转化为单质沉积在TiO2周围。

[0016] 本发明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能够利用垃圾电厂废弃的飞灰替代部分水泥，

以炉渣替代部分骨料，以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作为原料掺入混凝土路面砖中处理路面砖

中的重金属，即安全可靠，变废为宝，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其方法科学合理，适用性强，效果

佳。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的平面图；

[0018] 图2为图1的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利用附图所示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本发明的彩色混凝土路面砖采用的水泥为42.5普通硅酸盐水泥；粗骨料为石子，

粒径5mm～25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2680kg/m3；细骨料为河砂(中砂)，表观密度2640kg/m3；

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染色剂为氧化铁；所述的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由溶液A和

溶液B组成，溶液A由无水乙醇、盐酸和去离子水按体积比250：5：10组成，溶液B由钛酸丁酯

和无水乙醇按照体积比100：125组成。

[0021] 本发明的一种彩色混凝土路面砖的制作方法是：先进行将面层的制作，将制作面

层用的水泥、粗骨料、细骨料、炉渣、飞灰、减水剂、染色剂加入搅拌机后，先干拌20s-25s，加

入水搅拌1～2min，然后加入掺入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溶液再搅拌1～2min，加入到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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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模具内，震动1min，静止10min；再进行基层的制作，将制作基层的水泥、粗骨料、细骨料、

炉渣、飞灰、减水剂加入搅拌机后，先干拌20s-25s，加入水搅拌1～2min，加入到路面砖模具

内的面层上，再次震动2-5min制成彩色混凝土路面砖。

[0022] 本发明的彩色混凝土路面砖的实施例1-3如表一所示。

[0023] 表一：三种实施例的彩色混凝土路面砖的配比

[0024]

[0025] 三种实施例面层所用的染色剂适量。

[0026] 表二为胶凝材料和炉渣飞灰的化学成分对比，由表中可知，生活垃圾掺杂煤粉后

产生飞灰的主要成分很接近水泥。同时炉渣在取代粗骨料的同时也可以有效的促进路面砖

强度的提高。

[0027] 表二：胶凝材料和炉渣飞灰的化学成分对比(％)

[0028]

[0029]

[0030] 表三为生活垃圾掺杂煤粉后焚烧灰渣的重金属含量。从表中可知，生活垃圾焚烧

飞灰和炉渣中的重金属含量都高于Ⅲ类土壤标准，尤其是飞灰中的重金属含量更高，属于

危险废弃物。

[0031] 表三：生活垃圾焚烧灰渣的重金属含量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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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0033] 表四为样品重金属浸出浓度，从表中可知路面砖中的水泥在水后会对重金属有一

个很好的固化作用，但是加入负载型TiO2光催化溶液后重金属的浸出浓度变得更低，极大

地提高了安全性能。

[0034] 表四：样品重金属浸出浓度(mg/L)

[0035]

[0036] 表五为不同方案下路面砖的抗压强度、抗折强度、摩坑长度。以C30基准混凝土的

配合比为基础，飞灰和水泥都充当胶凝材料，炉渣充当粗骨料。通过改变飞灰和水泥的比

例、炉渣和粗骨料比例等因素制作不同强度的混凝土试块，最后通过对混凝土立方体试件

力学性能分析，确定最佳的方案为方案三，即飞灰的最佳取代率为30％，炉渣的取代率为

20％。

[0037] 表五：彩色混凝土路面砖的主要物理性能

[0038]

[0039] 参照图1和图2，本发明的彩色混凝土路面砖的总尺寸长×宽×高＝a×b×(c+d) ,

即为：250×250×(10+40)mm，其中，底层厚度40mm，面层厚度10mm。

[0040] 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其他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

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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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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