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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

法，属于混凝土技术领域，其技术方案要点是一

种再生混凝土，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水

泥130-150份、再生粗骨料500-520份、粗骨料

380-400份、细骨料500-520份、粉煤灰60-80份、

矿渣粉70-90份、硅灰10-20份、增强纤维4-6份、

减水剂3-5份、UEA膨胀剂2-4份以及水120-130

份；所述增强纤维包含重量比为1:1的聚丙烯纤

维以及木质纤维素。本发明增强纤维中的聚丙烯

纤维与木质纤维素与UEA膨胀剂配合，达到了改

善再生混凝土的力学强度，提高其抗渗性能的技

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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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

水泥130-150份、再生粗骨料500-520份、粗骨料380-400份、细骨料500-520份、粉煤灰

60-80份、矿渣粉70-90份、硅灰10-20份、增强纤维4-6份、减水剂3-5份、UEA膨胀剂2-4份以

及水120-130份；

所述增强纤维包含重量比为1:1的聚丙烯纤维以及木质纤维素。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粗骨料采用如下方法

制得：

S1：取废旧混凝土，将其经过破碎处理，筛分后得到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以及粒径

小于1mm的再生微粒；

S2：取粒径小于0.5mm的再生微粉，加水对其进行研磨，得到重量百分数为30%且粒径为

0.1-0.5mm的再生微粉浆料；

S3：以重量份数计，取100份再生微粉浆料、10-20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5-10份羟丙基

甲基纤维素、2-4份木质素磺酸钠以及1-2份海藻酸铵，以1000-1200r/min的速度搅拌20-

30min，得到处理液；

S4：取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将其浸泡在处理液中，浸泡1-2h后，将其置于200-300

℃的温度下，烘烤30-40min；冷却至室温后再次浸入处理液中，浸泡20-30min，将其置于80-

90℃的温度下，烘烤1-2h，得到再生粗骨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粗骨料为粒径为5-25mm连

续级配的玄武岩碎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骨料为重量比为1:1的

天然河砂和机制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河砂为Ⅱ区中砂，平

均粒径为0.5-0.25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为2670-2690kg/m3，含泥量小于1.0%。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机制砂为尾矿砂，细度模

数为2.8，表观密度2600-2650kg/m3，堆积密度为1500-1520kg/m3。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为F类Ⅰ级粉煤灰，粉煤

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6%，需水量比<95%，烧失量<3.5%，含水量<0.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矿渣粉为S105级矿渣粉，密度

为2.8-3.0g/cm3，比表面积为430-450m2/kg，活性指数（7d）≥95%，活性指数（28d）≥105%，流

动度比≥88%，含水量≤0.2%。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硅灰为SF93，硅灰中的二氧化

硅含量≥85％，平均粒径0.1-0.2μm，含水率<1％，烧失量<5％，火山灰活性指数>90％，比表

面积≥15000m2/kg。

10.一种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以重量份数计，

S1：取废旧混凝土，将其经过破碎处理，筛分后得到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以及粒径

小于1mm的再生微粒；

S2：取粒径小于0.5mm的再生微粉，加水对其进行研磨，得到重量百分数为30%且粒径为

0.1-0.5mm的再生微粉浆料；

S3：取100份再生微粉浆料、10-20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5-1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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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木质素磺酸钠以及1-2份海藻酸铵，以1000-1200r/min的速度搅拌20-30min，得到处理

液；

S4：取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将其浸泡在处理液中，浸泡1-2h后，将其置于200-300

℃的温度下，烘烤30-40min；冷却至室温后再次浸入处理液中，浸泡20-30min，将其置于80-

90℃的温度下，烘烤1-2h，得到再生粗骨料；

S5：取水泥130-150份、再生粗骨料500-520份、粗骨料380-400份、细骨料500-520份、粉

煤灰60-80份、矿渣粉70-90份、硅灰10-20份、增强纤维4-6份、减水剂3-5份、UEA膨胀剂2-4

份以及水120-130份，搅拌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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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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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涉及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筑行业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伴随着建筑物

的不断更新，会产生大量的废弃混凝土，这些废弃混凝土不仅会占用土地资源，而且每年的

占地和处理费用数额庞大，因此对废弃混凝土的循环再利用也越来越被人重视，这也促进

了再生混凝土的发展。

[0003] 再生混凝土是指将废弃的混凝土块经过破碎、清洗、分级后，按一定比例与级配混

合，部分或全部代替砂石等天然集料，再加入水泥、水等制成的新混凝土。再生混凝土按集

料的组合形式可以有以下几种情况：集料全部为再生集料；粗集料为再生集料、细集料为天

然砂；粗集料为天然碎石或卵石、细集料为再生集料；再生集料替代部分粗集料或细集料。

[0004] 由于废旧混凝土在破碎时会受到较大的外力作用，导致再生集料内部会出现大量

的微细裂缝，采用这种再生集料制得的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以及抗渗性能会明显低于传统混

凝土，因此如何提高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以及抗渗性能，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再生混凝土，其通过增强纤维中的聚丙烯纤维与

木质纤维素与UEA膨胀剂配合，既能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抗折强度，还能减少混凝土的

收缩开裂，提高混凝土的致密性，弥补再生粗骨料强度低以及抗渗能力差的缺陷，从而可以

有效的改善再生混凝土的力学强度，提高其抗渗性能。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再生混凝土，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

水泥130-150份、再生粗骨料500-520份、粗骨料380-400份、细骨料500-520份、粉煤灰

60-80份、矿渣粉70-90份、硅灰10-20份、增强纤维4-6份、减水剂3-5份、UEA膨胀剂2-4份以

及水120-130份；所述增强纤维包含重量比为1:1的聚丙烯纤维以及木质纤维素。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增强纤维中的聚丙烯纤维与木质纤维素与UEA膨胀剂配

合，既能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抗折强度，还能减少混凝土的收缩开裂，提高混凝土的致

密性，弥补再生粗骨料强度低以及抗渗能力差的缺陷，从而可以有效的改善再生混凝土的

力学强度，提高其抗渗性能。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再生粗骨料采用如下方法制得：

S1：取废旧混凝土，将其经过破碎处理，筛分后得到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以及粒径

小于1mm的再生微粒；

S2：取粒径小于0.5mm的再生微粉，加水对其进行研磨，得到重量百分数为30％且粒径

为0.1-0.5mm的再生微粉浆料；

S3：以重量份数计，取100份再生微粉浆料、10-20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5-10份羟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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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纤维素、2-4份木质素磺酸钠以及1-2份海藻酸铵，以1000-1200r/min的速度搅拌20-

30min，得到处理液；

S4：取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将其浸泡在处理液中，浸泡1-2h后，将其置于200-300

℃的温度下，烘烤30-40min；冷却至室温后再次浸入处理液中，浸泡20-30min，将其置于80-

90℃的温度下，烘烤1-2h，得到再生粗骨料。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废旧的混凝土经过破碎处理后，得到再生颗粒以及再

生微粒，将再生微粒经过研磨后与可再分散性乳胶粉、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木质素磺酸钠以

及海藻酸铵混合后得到处理液，既能再次利用废旧混凝土破碎时产生的粒径较小的再生微

粒，又能通过处理液提高再生颗粒的强度，改善再生颗粒的空隙结构，弥补再生粗骨料力学

强度低以及抗渗性能差的缺陷，并且经过处理后得到的再生粗骨料可以提高其与水泥的粘

结力，从而改善混凝土的致密性。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粗骨料为粒径为5-25mm连续级配的玄武岩碎石。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玄武岩具有抗压性强、压碎值低、抗腐蚀性强以及吸水量

低的优点，可以弥补再生粗骨料吸水量大以及抗压强度低的缺陷；采用连续级配的玄武岩

碎石，可以堆积形成密实填充的搭接骨架，减少混凝土的孔隙率，提高混凝土的强度，从而

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能。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细骨料为重量比为1:1的天然河砂和机制砂。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细骨料中采用的机制砂可以实现资源的再利用，缓解天

然河砂供应不足的问题，通过天然河砂与机制砂的复配能弥补机制砂的级配特征差，粒形

缺陷的问题。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天然河砂为Ⅱ区中砂，平均粒径为0.5-0.25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

为2670-2690kg/m3，含泥量小于1.0％。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Ⅱ区河砂的级配较好，颗粒比较圆润、光滑、粒形良好、吸

水性相对较小，采用连续级配的中砂可以弥补机制砂级配差的缺陷。

[0016] 进一步地，所述机制砂为尾矿砂，细度模数为2.8，表观密度2600-2650kg/m3，堆积

密度为1500-1520kg/m3。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尾矿是在选矿中分选作业的产物中有用目标组分含量较

低而无法用于生产的部分，选用尾矿制得的尾矿砂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实现资源的

再利用。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粉煤灰为F类Ⅰ级粉煤灰，粉煤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6％，需

水量比<95％，烧失量<3.5％，含水量<0.2％。

[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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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煤灰可以填充至混凝土的缝隙中，提高混凝土的致密性，改善混凝土的抗

渗性能。

[0020] 进一步地，所述矿渣粉为S105级矿渣粉，密度为2.8-3 .0g/cm3，比表面积为430-

450m2/kg，活性指数(7d)≥95％，活性指数(28d)≥105％，流动度比≥88％，含水量≤

0.2％。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矿渣粉的加入可以降低用水量，减少水泥的用量，降低水

泥的水化热，矿渣粉具有很好的化学活性，矿渣粉与水混合后可以填充到混凝土中的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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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细骨料之间的缝隙中，提高混凝土的致密性，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能。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硅灰为SF93，硅灰中的二氧化硅含量≥85％，平均粒径0.1-0.2μm，

含水率<1％，烧失量<5％，火山灰活性指数>90％，比表面积≥15000m2/kg。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硅灰能够填充至水泥颗粒之间的孔隙中，同时与水化产

物生成凝胶体，可以显著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抗折强度、抗渗性能、抗冲击性能以及耐

磨性能。

[0024]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

[002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以重量份数计：

S1：取废旧混凝土，将其经过破碎处理，筛分后得到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以及粒径

小于1mm的再生微粒；

S2：取粒径小于0.5mm的再生微粉，加水对其进行研磨，得到重量百分数为30％且粒径

为0.1-0.5mm的再生微粉浆料；

S3：取100份再生微粉浆料、10-20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5-10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2-4

份木质素磺酸钠以及1-2份海藻酸铵，以1000-1200r/min的速度搅拌20-30min，得到处理

液；

S4：取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将其浸泡在处理液中，浸泡1-2h后，将其置于200-300

℃的温度下，烘烤30-40min；冷却至室温后再次浸入处理液中，浸泡20-30min，将其置于80-

90℃的温度下，烘烤1-2h，得到再生粗骨料；

S5：取水泥130-150份、再生粗骨料500-520份、粗骨料380-400份、细骨料500-520份、粉

煤灰60-80份、矿渣粉70-90份、硅灰10-20份、增强纤维4-6份、减水剂3-5份、UEA膨胀剂2-4

份以及水120-130份，搅拌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再生粗骨料进行处理后可以明显提高再生粗骨料的力

学强度以及抗渗性能，并且经过处理得到的再生粗骨料与其他原料的和易性好，可以改善

加工性能，将其与其他原料进行混合，制得的再生混凝土，具有很好的力学强度以及抗渗性

能。

[0027]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增强纤维中的聚丙烯纤维与木质纤维素与UEA膨胀剂配合，既能提高混凝土的抗压

强度、抗折强度，还能减少混凝土的收缩开裂，提高混凝土的致密性，弥补再生粗骨料强度

低以及抗渗能力差的缺陷，从而可以有效的改善再生混凝土的力学强度，提高其抗渗性能；

2.将废旧的混凝土经过破碎处理后，得到再生颗粒以及再生微粒，将再生微粒经过研

磨后与可再分散性乳胶粉、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木质素磺酸钠以及海藻酸铵混合后得到处

理液，既能再次利用废旧混凝土破碎时产生的粒径较小的再生微粒，又能通过处理液提高

再生颗粒的强度，改善再生颗粒的空隙结构，弥补再生粗骨料力学强度低以及抗渗性能差

的缺陷，并且经过处理后得到的再生粗骨料可以提高其与水泥的粘结力，从而改善混凝土

的致密性；

3.细骨料中采用的机制砂可以实现资源的再利用，缓解天然河砂供应不足的问题，通

过天然河砂与机制砂的复配能弥补机制砂的级配特征差，粒形缺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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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以下实施例中的可再分散性乳胶粉采用德国瓦克生产的牌号为R1551Z的可再分

散乳胶粉；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选自任丘市金誉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粘度为10万的羟丙基甲

基纤维素；木质素磺酸钠选自山东鑫卓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货号为20180810的木质素磺

酸钠；海藻酸铵选自南箭生产的海藻酸铵。

[0030] 一、再生粗骨料的制备例

制备例1：包括如下步骤：

S1：取废旧混凝土，将其经过破碎处理，筛分后得到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以及粒径

小于1mm的再生微粒；

S2：取粒径小于0.5mm的再生微粉，加水对其进行研磨，得到重量百分数为30％且粒径

为0.1-0.5mm的再生微粉浆料；

S3：取100kg再生微粉浆料、10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5kg羟丙基甲基纤维素、2kg木质素

磺酸钠以及1kg海藻酸铵，以1000r/min的速度搅拌20min，得到处理液；

S4：取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将其浸泡在处理液中，浸泡1h后，将其置于200℃的温

度下，烘烤30min；冷却至室温后再次浸入处理液中，浸泡20min，将其置于80℃的温度下，烘

烤1h，得到再生粗骨料。

[0031] 制备例2：包括如下步骤：

S1：取废旧混凝土，将其经过破碎处理，筛分后得到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以及粒径

小于1mm的再生微粒；

S2：取粒径小于0.5mm的再生微粉，加水对其进行研磨，得到重量百分数为30％且粒径

为0.1-0.5mm的再生微粉浆料；

S3：取100kg再生微粉浆料、15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7.5kg羟丙基甲基纤维素、3kg木质

素磺酸钠以及1.5kg海藻酸铵，以1500r/min的速度搅拌25min，得到处理液；

S4：取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将其浸泡在处理液中，浸泡1.5h后，将其置于250℃的

温度下，烘烤35min；冷却至室温后再次浸入处理液中，浸泡25min，将其置于85℃的温度下，

烘烤1.5h，得到再生粗骨料。

[0032] 制备例3：包括如下步骤：

S1：取废旧混凝土，将其经过破碎处理，筛分后得到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以及粒径

小于1mm的再生微粒；

S2：取粒径小于0.5mm的再生微粉，加水对其进行研磨，得到重量百分数为30％且粒径

为0.1-0.5mm的再生微粉浆料；

S3：取100kg再生微粉浆料、20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0kg羟丙基甲基纤维素、4kg木质

素磺酸钠以及2kg海藻酸铵，以1200r/min的速度搅拌30min，得到处理液；

S4：取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将其浸泡在处理液中，浸泡1-2h后，将其置于200-300

℃的温度下，烘烤30-40min；冷却至室温后再次浸入处理液中，浸泡20-30min，将其置于80-

90℃的温度下，烘烤1-2h，得到再生粗骨料。

[0033] 制备例4：包括如下步骤：

S1：取废旧混凝土，将其经过破碎处理，筛分后得到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以及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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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1mm的再生微粒；

S2：取粒径为5-20mm的再生颗粒，将其置于200℃的温度下，烘烤30min；冷却至室温后

再次浸入处理液中，再将其置于80℃的温度下，烘烤1h，得到再生粗骨料。

[0034] 制备例5：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S3的处理液中不包含木质素磺酸

钠以及海藻酸铵。

[0035] 二、实施例

以下实施例中的聚丙烯纤维选自廊坊金星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29的聚丙烯纤

维；木质素纤维选自廊坊金星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木质纤维素；减水剂选自衢州希维迈建

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XF-25型聚羧酸高效减水剂；UEA膨胀剂选自凯斯普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型号为cepsjzzj001的UEA膨胀剂。

[0036] 实施例1：一种再生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取水泥130kg、再生粗骨料500kg、粗骨料380kg、天然河砂250kg、机制砂250kg、粉煤灰

60kg、矿渣粉70kg、硅灰10kg、聚丙烯纤维2kg、木质纤维素2kg、减水剂3kg、UEA膨胀剂2kg以

及水120kg，搅拌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其中，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1制备的再生粗骨料；

水泥为P.O.42.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粗骨料为粒径为5-25mm连续级配的玄武岩碎石；天然

河砂为Ⅱ区中砂，平均粒径为0.5-0.25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为2670-2690kg/m3，含泥量小

于1.0％；机制砂为尾矿砂，细度模数为2.8，表观密度2600kg/m3，堆积密度为1500kg/m3；粉

煤灰为F类Ⅰ级粉煤灰，粉煤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6％，需水量比<95％，烧失量<

3.5％，含水量<0.2％；矿渣粉为S105级矿渣粉，密度为2.8g/cm3，比表面积为430m2/kg，活性

指数(7d)≥95％，活性指数(28d)≥105％，流动度比≥88％，含水量≤0.2％；硅灰为SF93，

硅灰中的二氧化硅含量≥85％，平均粒径0.1-0.2μm，含水率<1％，烧失量<5％，火山灰活性

指数>90％，比表面积≥15000m2/kg。

[0037] 实施例2：一种再生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取水泥140kg、再生粗骨料510kg、粗骨料390kg、天然河砂255kg、机制砂255kg、粉煤灰

70kg、矿渣粉80kg、硅灰15kg、聚丙烯纤维3kg、木质纤维素3kg、减水剂4kg、UEA膨胀剂3kg以

及水125kg，搅拌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其中，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2制备的再生粗骨料；

水泥为P.O.42.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粗骨料为粒径为5-25mm连续级配的玄武岩碎石；天然

河砂为Ⅱ区中砂，平均粒径为0.5-0 .25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为2680kg/m3，含泥量小于

1.0％；机制砂为尾矿砂，细度模数为2.8，表观密度2625kg/m3，堆积密度为1500-1520kg/m3；

粉煤灰为F类Ⅰ级粉煤灰，粉煤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6％，需水量比<95％，烧失量<

3.5％，含水量<0.2％；矿渣粉为S105级矿渣粉，密度为2.9g/cm3，比表面积为440m2/kg，活性

指数(7d)≥95％，活性指数(28d)≥105％，流动度比≥88％，含水量≤0.2％；硅灰为SF93，

硅灰中的二氧化硅含量≥85％，平均粒径0.1-0.2μm，含水率<1％，烧失量<5％，火山灰活性

指数>90％，比表面积≥15000m2/kg。

[0038] 实施例3：一种再生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取水泥150kg、再生粗骨料520kg、粗骨料400kg、天然河砂260kg、机制砂260kg、粉煤灰

80kg、矿渣粉90kg、硅灰20kg、聚丙烯纤维4kg、木质纤维素4kg、减水剂5kg、UEA膨胀剂4kg以

及水130kg，搅拌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其中，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3制备的再生粗骨料；

水泥为P.O.42.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粗骨料为粒径为5-25mm连续级配的玄武岩碎石；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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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砂为Ⅱ区中砂，平均粒径为0.5-0 .25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为2690kg/m3，含泥量小于

1.0％；机制砂为尾矿砂，细度模数为2.8，表观密度2650kg/m3，堆积密度为1520kg/m3；粉煤

灰为F类Ⅰ级粉煤灰，粉煤灰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6％，需水量比<95％，烧失量<3.5％，

含水量<0.2％；矿渣粉为S105级矿渣粉，密度为3.0g/cm3，比表面积为450m2/kg，活性指数

(7d)≥95％，活性指数(28d)≥105％，流动度比≥88％，含水量≤0.2％；硅灰为SF93，硅灰

中的二氧化硅含量≥85％，平均粒径0.1-0.2μm，含水率<1％，烧失量<5％，火山灰活性指数

>90％，比表面积≥15000m2/kg。

[0039] 三、对比例

对比例1：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不包含聚丙烯纤维以及木质素

纤维。

[0040] 对比例2：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不包含UEA膨胀剂。

[0041] 对比例3：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的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4

制备的再生粗骨料。

[0042] 对比例4：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的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5

制备的再生粗骨料。

[0043] 四、性能测试：将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4制备的混凝土的性能按照如下方法进

行测试，将测试结果示于表1。

[0044] ①抗氯离子渗透性能：按照GB/T50082-2009《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

验方法标准》中快速氯离子迁移系数法测试标准试块的氯离子渗透深度。

[0045] ②抗水渗透性能:按照GB/T50082-2009《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中的逐级加压法测试标准试块的渗水深度。

[0046] ③抗渗压力：按照GB/T50082-2009《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测试标准试块的抗渗压力。

[0047] ④抗压强度：按照GB/T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制作标准

试块，并测量标准试块养护1d、7d以及28d的抗压强度。

[0048] 表1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备的混凝土具有很好的抗渗水、抗渗盐性能，具有优异

的抗渗压力以及抗压强度，以再生粗骨料代替部分天然粗骨料，既能节约成本，实现资源的

再利用，又能使制备的混凝土具有优异的抗渗性能以及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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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对比例1中不包含聚丙烯纤维以及木质素纤维，相较于实施例1，混凝土的氯离子

渗透深度、渗水深度明显增大，抗渗压力明显下降，说明聚丙烯纤维以及木质素纤维可以改

善混凝土的抗渗性能；抗压强度的下降说明聚丙烯纤维以及木质素纤维可以提高混凝土的

抗压强度。

[0050] 对比例2中不包含UEA膨胀剂，相较于实施例1，混凝土的氯离子渗透深度、渗水深

度明显增大，抗渗压力明显下降，说明UEA膨胀剂可以改善混凝土的抗渗性能；抗压强度的

下降说明UEA膨胀剂可以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0051] 对比例3中的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4制备的再生粗骨料，该再生粗骨料未经过处

理液的处理，相较于实施例1，混凝土的氯离子渗透深度、渗水深度明显增大，抗渗压力明显

下降，抗压强度明显下降，说明经过本发明的方法处理后再生粗骨料，可以明显改善再生粗

骨料的空隙结构，减少再生粗骨料的空隙率，提高其力学强度以及抗渗性能。

[0052] 对比例4中的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5制备的再生粗骨料，在处理该再生粗骨料

时，处理液中不包含木质素磺酸钠以及海藻酸铵，相较于实施例1，其混凝土的氯离子渗透

深度、渗水深度明显增大，抗渗压力明显下降，抗压强度明显下降，说明经过制备例5处理得

到的再生粗骨料的性能低于通过本发明的方法处理的再生粗骨料的性能；相较于对比例3，

混凝土的氯离子渗透深度、渗水深度以及抗渗压力有较小幅度的改善，说明处理液中的木

质素磺酸钠以及海藻酸铵可以提供处理液的分散性能，从而提高处理液对再生粗骨料的孔

隙的改善能力；而相较于对比例3，对比例4的抗压强度有较大幅度的改善，说明处理液中的

再生微粉浆料、可再分散性乳胶粉、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可以显著改善再生粗骨料的力学强

度。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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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