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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混凝土建材领域，具体公开了一

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及其制备工艺。

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包括以下重量份

数的组分：水泥400‑500份、粉煤灰250‑350份、页

岩陶粒460‑540份、陶瓷空心微珠80‑100份、增强

纤维35‑45份、减水剂8‑14份、增稠剂6.5‑8.5份、

水300‑400份；其制备方法包括胶凝材料预混工

序、轻集料预混工序和混凝土拌制工序。本申请

的组合物/产品该组合物可用于结构楼板，其具

有质量轻、强度高且施工性能优异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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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水泥

400-500份、粉煤灰250-350份、页岩陶粒460-540份、陶瓷空心微珠80-100份、增强纤维35-

45份、减水剂8-14份、增稠剂6.5-8.5份、水300-40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

数的组分：水泥425-475份、粉煤灰280-320份、页岩陶粒480-520份、陶瓷空心微珠85-95份、

增强纤维38-43份、减水剂10-13份、增稠剂7.0-8.0份、水330-380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页岩陶粒密

度为200-300kg/m3，孔隙率在58%-65%且为5-25mm连续级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陶瓷空心微

珠的粒径为0.8-1.6mm、堆积密度为130-140kg/m3、壁厚为0.2-0.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强纤维包

括钢纤维、玻璃纤维、合成纤维、碳纤维、聚丙烯纤维中的至少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强纤维的

长度为8-12mm，直径为0.5-1.0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增稠剂为粉

末状的羟乙基甲基纤维素。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羟乙基甲基

纤维素的粘度为50000-150000  Pa·s。

9.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胶凝材料预混工序、轻集料预混工序和混凝土拌制工序；

其中，胶凝材料预混：按配比称取各原料，将水泥、粉煤灰、增稠剂混合并搅拌均匀，得

预混胶凝料；

轻集料预混：将页岩陶粒、陶瓷空心微珠、增强纤维混合并搅拌均匀，得预混集料；

混凝土拌制：将预混集料加入至预混凝胶料中，边加边搅拌且添加完毕之后保持搅拌

150-180s，再继续加入减水剂和水，搅拌120-150s，得拌合全轻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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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及其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混凝土建材的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

混凝土及其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全轻混凝土是用轻粗骨料、轻细骨料、胶凝材料和水配制而成的轻骨料混凝土，是

一种既承重又保温的材料。欧洲、美国等国家用全轻混凝土作墙板、屋顶板、小型空心砌块

等,在高层及大跨度建筑中应用。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在工业与民用建筑中推广应

用全轻混凝土墙板。

[0003] 如专利公开号为CN106278377A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全再生轻骨料混凝土自保

温轻质墙板及制备方法，该全再生轻骨料混凝土的组成及其质量百分数如下：胶凝材料：30

～60；全再生轻骨料：5～40；生态纤维：0.05～0.6；物理发泡剂：0.5～4；稳泡剂：0.02～

0.14；减水剂：0.1～0.8；增稠剂：0.03～0.3；水：15～35；该具体步骤如下：将配料所需的胶

凝材料、生态纤维、增稠剂放在一起进行搅拌，搅拌混合时间为5～8分钟，然后再按照配料

所需的水、物理发泡剂、稳泡剂、减水剂依次加入其中，继续搅拌4～8分钟，得到浆状混合

料。

[0004]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在拌合的过程中密度小的轻骨料容易出现不

同程度的上浮，使拌合混凝土在宏观上呈现出离析分层现象，对全轻混凝土的强度及施工

性能造成不利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全轻混凝土强度较低、施工性能不佳的问题，本申请提供一种混凝土结

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及其制备工艺。

[0006]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水泥400-500份、粉煤

灰250-350份、页岩陶粒460-540份、陶瓷空心微珠80-100份、增强纤维35-45份、减水剂8-14

份、增稠剂6.5-8.5份、水300-400份。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采用页岩陶粒、陶瓷空心微珠代替常规全轻混凝土

中的膨胀珍珠岩作为全轻骨料，可有效克服膨胀珍珠岩自身所引起的全轻混凝土强度较低

问题，同时陶瓷空心微珠相较于页岩陶粒密度更小，可一定程度上减小全轻混凝土的表观

密度和导热系数。通过采用增强纤维和增稠剂，使增强纤维在增稠剂的增稠作用下，对全轻

混凝土中的轻细骨料起到良好的粘连作用，一方面减少轻细骨料的上浮情形，另一方面提

高轻细骨料与胶凝材料之间的结合强度，进一步改善全轻混凝土的力学强度。

[0008] 优选的，所述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水泥425-

475份、粉煤灰280-320份、页岩陶粒480-520份、陶瓷空心微珠85-95份、增强纤维38-43份、

减水剂10-13份、增稠剂7.0-8.0份、水330-38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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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实验数据可知，当全轻混凝土的各组分采用上述用量

配比时，全轻混凝土的力学性能更加优异。

[0010] 优选的，所述页岩陶粒密度为200-300kg/m3，孔隙率在58％-65％且为5-25mm连续

级配。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符合上述参数指标的页岩陶粒具有更轻的自重和更好的

吸附作用，同时也可保证较好的承压强度，进而提高保水性，从而使得施工性能更好，轻集

料不易上浮，硬化后不易空鼓。5-25mm连续级配可有效减少全轻混凝土中的内部缺陷，有效

改善混凝土力学性能。

[0012] 优选的，所述陶瓷空心微珠的粒径为0.8-1 .6mm、堆积密度为130-140kg/m3、壁厚

为0.2-0.5mm。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满足上述参数指标的陶瓷空心微珠具有适宜的粒径尺寸

和堆积密度，同时兼顾较好的力学强度及分散性能，可有效改善全轻混凝土的内部结构并

起到加强效果。

[0014] 优选的，所述增强纤维包括钢纤维、玻璃纤维、合成纤维、碳纤维、聚丙烯纤维中的

至少一种。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钢纤维、玻璃纤维、合成纤维、碳纤维、聚丙烯纤维均廉价

易得且对混凝土可起到良好的增强效果，也能够与轻集料之间产生较好的粘连性，减少轻

集料上浮的情况。

[0016] 优选的，所述增强纤维的长度为8-12mm，直径为0.5-1.0mm。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实验数据可知，当采用长度为8-12mm，直径为0.5-

1.0mm的增强纤维时，全轻混凝土的施工性能和力学性能均有更好的改善。

[0018] 优选的，所述增稠剂为粉末状的羟乙基甲基纤维素。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羟乙基甲基纤维素溶于水后具有表面活性功能，除了起

到增稠作用，还能作为分散剂，提高混凝土轻集料与胶凝材料之间的分散性，更好地改善混

凝土内部结构。

[0020] 优选的，所述羟乙基甲基纤维素的粘度为50000-150000Pa·s。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粘度在50000-150000Pa·s的羟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适

中，既可有效减少轻集料上浮情况，还能保证拌和混凝土良好的施工性能。

[0022] 第二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采用如下

的技术方案：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胶凝材料预混工序、轻集料预混

工序和混凝土拌制工序；

其中，胶凝材料预混：按配比称取各原料，将水泥、粉煤灰、增稠剂混合并搅拌均匀，得

预混胶凝料；

轻集料预混：将页岩陶粒、陶瓷空心微珠、增强纤维混合并搅拌均匀，得预混集料；混凝

土拌制：将预混集料加入至预混凝胶料中，边加边搅拌且添加完毕之后保持搅拌150-180s，

再继续加入减水剂和水，搅拌120-150s，得拌合全轻混凝土。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采用胶凝材料预混工序、轻集料预混工序和混凝土

拌制工序，使胶凝材料、轻集料可分别预先混合分散，最后再拌制时物料分散更加均匀，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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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内部缺陷更少，最终提高混凝土的施工性能和力学性能。

[0024] 综上所述，本申请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由于本申请采用采用页岩陶粒、陶瓷空心微珠代替常规全轻混凝土中的膨胀珍珠岩

作为全轻骨料，可有效克服膨胀珍珠岩自身所引起的全轻混凝土强度较低问题，同时采用

增强纤维和增稠剂，使增强纤维在增稠剂的增稠作用下，对全轻混凝土中的轻细骨料起到

良好的粘连作用，一方面减少轻细骨料的上浮情形，另一方面提高轻细骨料与胶凝材料之

间的结合强度，进一步改善全轻混凝土的力学强度。

[0025] 2、本申请中优选采用密度介于200-300kg/m3，孔隙率在58％-65％且为5-25mm连

续级配的页岩陶粒，由于具有更轻的自重和更好的吸附作用，进而提高保水性，从而使得施

工性能更好，轻集料不易上浮，硬化后不易空鼓。5-25mm连续级配可有效减少全轻混凝土中

的内部缺陷，有效改善混凝土力学性能。

[0026] 3、本申请的方法，通过使胶凝材料、轻集料可分别预先混合分散，最后再拌制时物

料分散更加均匀，混凝土内部缺陷更少，最终提高混凝土的施工性能和力学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实施例

[0028]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予以说明的是：以下实施例中未注

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议的条件进行，以下实施例中所有原料除特殊说

明外均可来源于普通市售。

[0029] 实施例1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其组分含量如表1所示。

表1实施例1-5组分含量表

[0030] 其中，页岩陶粒的密度为364kg/m3，孔隙率为42％且为5-15mm连续级配。

[0031] 陶瓷空心微珠的粒径为0.4-0 .8mm、堆积密度为153kg/m3，壁厚在0.05-0 .1mm之

间。

[0032] 增强纤维选用钢纤维，长度在5-8mm，直径为0.2-0.3mm。

[0033] 减水剂选用羧酸减水剂。

[0034] 增稠剂选用糊精。

[0035]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上述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胶凝材

料预混工序、轻集料预混工序和混凝土拌制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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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胶凝材料预混：按配比称取各原料，将水泥、粉煤灰、增稠剂混合并搅拌均匀，得

预混胶凝料；

轻集料预混：将页岩陶粒、陶瓷空心微珠、增强纤维混合并搅拌均匀，得预混集料；混凝

土拌制：将预混集料加入至预混凝胶料中，边加边搅拌且添加完毕之后保持搅拌150s，再继

续加入减水剂和水，搅拌120s，得拌合全轻混凝土。

[0036] 实施例2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其组分含量如表

1所示。

[0037]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上述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此制备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混凝土拌制工序如下：混凝土拌制：将预混集料加入至预混凝胶料

中，边加边搅拌且添加完毕之后保持搅拌160s，再继续加入减水剂和水，搅拌130s，得拌合

全轻混凝土。

[0038] 实施例3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其组分含量如表

1所示。

[0039]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上述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此制备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混凝土拌制工序如下：混凝土拌制：将预混集料加入至预混凝胶料

中，边加边搅拌且添加完毕之后保持搅拌165s，再继续加入减水剂和水，搅拌135s，得拌合

全轻混凝土。

[0040] 实施例4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其组分含量如表

1所示。

[0041]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上述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此制备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混凝土拌制工序如下：混凝土拌制：将预混集料加入至预混凝胶料

中，边加边搅拌且添加完毕之后保持搅拌175s，再继续加入减水剂和水，搅拌140s，得拌合

全轻混凝土。

[0042] 实施例5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其组分含量如表

1所示。

[0043]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上述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此制备方法

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混凝土拌制工序如下：混凝土拌制：将预混集料加入至预混凝胶料

中，边加边搅拌且添加完毕之后保持搅拌180s，再继续加入减水剂和水，搅拌150s，得拌合

全轻混凝土。

[0044] 实施例6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页岩陶粒的密度

为294kg/m3，孔隙率为59％且为5-25mm连续级配。

[0045] 实施例7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页岩陶粒的密度

为258kg/m3，孔隙率为62％且为5-25mm连续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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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实施例8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在于：页岩陶粒的密度

为225kg/m3，孔隙率为64％且为5-25mm连续级配。

[0047] 实施例9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7的区别在于：陶瓷空心微珠的

粒径为0.8-1.6mm、堆积密度为138kg/m3，壁厚在0.2-0.5mm之间。

[0048] 实施例10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7的区别在于：陶瓷空心微珠的

粒径为0.8-1.6mm、堆积密度为135kg/m3，壁厚在0.2-0.5mm之间。

[0049] 实施例11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7的区别在于：陶瓷空心微珠的

粒径为0.8-1.6mm、堆积密度为132kg/m3，壁厚在0.2-0.5mm之间。

[0050] 实施例12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0的区别在于，增强纤维由钢

纤维、玻璃纤维以质量比为1:1混合而成。

[0051] 实施例13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0的区别在于，增强纤维由钢

纤维、合成纤维、聚丙烯纤维以质量比为2:1:1混合而成。

[0052] 实施例14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0的区别在于，增强纤维由钢

纤维、碳纤维和聚丙烯纤维以质量比为1:2：1混合而成。

[0053] 实施例15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4的区别在于，增强纤维的长

度为8-12mm，直径为0.5-1.0mm。

[0054] 实施例16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5的区别在于，增稠剂为粉末

状的羟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40000Pa·s。

[0055] 实施例17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5的区别在于，增稠剂为粉末

状的羟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65000Pa·s。

[0056] 实施例18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5的区别在于，增稠剂为粉末

状的羟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100000Pa·s。

[0057] 实施例19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5的区别在于，增稠剂为粉末

状的羟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140000Pa·s。

[0058] 实施例20

一种混凝土结构楼板用全轻混凝土，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5的区别在于，增稠剂为粉末

状的羟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180000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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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对比例

对比例1

本对比例采用背景技术中公开号为CN106278377A的中国专利所提供的一种全再生轻

骨料混凝土自保温轻质墙板的制备方法，制备出浆状混合料。

[0060] 对比例2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将页岩陶粒、陶瓷空心微珠等质量替换成膨胀珍珠

岩。

[0061] 对比例3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在于，不含有增强纤维和增稠剂。

[0062] 性能检测试验

对实施例1-20所制备的拌合全轻混凝土及对比例1、2、3所制备中的浆状混合料进行性

能指标测试。测试数据及现象记录如表2所示。

表2性能测试数据表

[0063]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申请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申请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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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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