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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专利涉及超高性能混凝土搅拌技术

领域，公开了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变频式搅拌

工艺，准备一台搅拌机；将细骨料和纤维投入步

骤S1中的搅拌机搅拌，先慢速搅拌40-60秒，再中

速搅拌40-6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混合料；将水泥

和掺合料投入步骤S2中的混合料中搅拌，先慢速

搅拌60-80秒，再快速搅拌50-80秒，得到搅拌均

匀的混合料；将水和外加剂投入步骤S3中的混合

料中继续搅拌，先慢速搅拌120-150秒，再快速搅

拌60-90秒，最后慢速搅拌30-50秒，得到搅拌均

匀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本申请变频式搅拌工艺通

过变频工艺，快速搅拌成浆体，降低含气量，得到

搅拌均匀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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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搅拌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S1准备一台搅拌机；

S2将细骨料和纤维投入步骤S1中的搅拌机搅拌，先慢速搅拌40-60秒，再中速搅拌40-

6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混合料；

S3将水泥和掺合料投入步骤S2中的混合料中搅拌，先慢速搅拌60-80秒，再高速搅拌

50-8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混合料；

S4将水和外加剂投入步骤S3中的混合料中继续搅拌，先慢速搅拌120-150秒，再高速搅

拌60-90秒，最后慢速搅拌30-5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搅拌工艺，水泥选自硅酸盐水泥，掺合料

选自硅灰、矿粉、粉煤灰、陶瓷抛光粉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细骨料选自河砂、石英砂、机制

砂中的一种，纤维选择钢纤维，外加剂选自聚羧酸减水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搅拌工艺，水泥、掺合料、水、外加剂、细

骨料、纤维的质量比为1-4:0.5-3:0.1-3:0.05-0.3:2-6:0.1-2，优选质量比为2.3-3:1-2:

0.6-1:0.11-0.15:3.5-4.5:0.4-1.2。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搅拌工艺，慢速搅拌的搅拌轴转速为10-

15rpm，中速搅拌的搅拌轴转速为20-36rpm，快速搅拌的搅拌轴转速为50-60rp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搅拌工艺，所述步骤S1的搅拌机均包括

变频器和搅拌筒，搅拌筒开有进料口和出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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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式搅拌工艺

发明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搅拌工艺技术领域，更具体地涉及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式

搅拌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变频调速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推广以来，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在工业生

产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频调速技术的广泛应用，主要得益于其优良的节能特性和调速

特性。

[0003] 传统的搅拌工艺，混凝土搅拌是采用水泥、砂石干拌后再加入水、外加剂一次投入

搅拌锅进行搅拌，若干时间后出料形成新拌混凝土。优点是实现的设备与流程简单，其缺点

是新拌混凝土砂石表面易形成一层自由水膜，增大了界面区的水灰比，从而削弱了水泥浆

与集料的粘结强度，使水泥浆体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用这种方式搅拌出来的宏观均匀的

混凝土放在显微镜下会发现，仍有10％-30％的水泥颗粒粘聚成微小的水泥团，水泥水化很

不充分，这部分的水泥效果未被发挥出来。

[0004] 超高性能混凝土具有低水胶比、水泥用量大等特点，不易搅拌均匀，传统的超高性

能混凝土均是通过延长搅拌时间来改善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拌合质量。因搅拌时间较长，砂

和钢纤维对搅拌机内衬及搅拌叶片磨损很严重。中国专利  CN203014736U、CN201848919U、

CN202737807U、CN105904591A等众多现有技术公开了在混凝土搅拌领域应用变频技术，但

很少有搅拌过程中的转速对超高性能混凝土性能的影响具体研究，由于加入的每种物质有

各自特点，其分散、混合以及相互作用并非在一个转速下实现最佳效果，因此，搅拌过程中

的转速优化可能能够提升混凝土的性能。

[0005] 本申请将变频技术与超高性能混凝土搅拌工艺相结合，研发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

变频搅拌工艺，可以大幅度提高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分散均匀性，减小细骨料和纤维对搅拌

机内衬和搅拌叶片的磨损。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解决传统超高性能混凝土搅拌时间长、分散不均匀、对搅拌机

衬板磨损严重等问题，提供一种搅拌时间短、效率高、分散均匀、对搅拌机内衬及搅拌叶片

磨损小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式搅拌工艺。

[0007]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8] 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式搅拌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9] S1准备一台搅拌机；

[0010] S2将细骨料和纤维投入步骤S1中的搅拌机搅拌，先慢速搅拌40-60秒，再中速搅拌

40-6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混合料；

[0011] S3将水泥和掺合料投入步骤S2中的混合料中搅拌，先慢速搅拌60-80秒，再高速搅

拌50-8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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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S4将水和外加剂投入步骤S3中的混合料中继续搅拌，先慢速搅拌120-150  秒，再

高速搅拌60-90秒，最后慢速搅拌30-5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0013] 优选的，在该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式搅拌工艺中，水泥选自硅酸盐水泥，掺合料选

自硅灰、矿粉、粉煤灰、陶瓷抛光粉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细骨料选自河砂、石英砂、机制砂

中的一种，纤维选择钢纤维，外加剂选自聚羧酸减水剂。

[0014] 优选的，在该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式搅拌工艺中，水泥、掺合料、水、外加剂、细骨

料、纤维的质量比为1-4:0.5-3:0.1-3:0.05-0.3:2-6:0.1-2，优选质量比为  2.3-3:1-2:

0.6-1:0.11-0.15:3.5-4.5:0.4-1.2。

[0015] 优选的，在该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式搅拌工艺中，慢速搅拌的搅拌轴转速为  10-

15rpm，中速搅拌的搅拌轴转速为20-36rpm，快速搅拌的搅拌轴转速为50-60  rpm。

[0016] 优选的，在该超高性能混凝土变频式搅拌工艺中，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S1的搅

拌机均包括变频器和搅拌筒，搅拌筒开有进料口和出料口。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8] (1)本申请采用变频式搅拌对各种物料加入后的转速进行控制，在步骤S2 中采用

先慢速搅拌再中速搅拌，慢速搅拌为了将纤维在细骨料中分散，防止纤维在搅拌过程中结

团，然后再进行中速搅拌使得预分散纤维和细骨料能够更好的混合均匀；在步骤S3中采用

先慢速搅拌再快速搅拌，慢速搅拌为了将水泥和掺合料在混合料中分散，然后再进行高速

搅拌使得预多种形状及大小不同的物质之间能够更好的混合均匀；在步骤S4中采用先慢速

搅拌、再高速搅拌、最后再慢速搅拌，先慢速搅拌可以降低混合料搅拌成流态状态的阻力，

降低细骨料和纤维对搅拌设备的磨损，再高速搅拌提高混合料的分散效果和增塑作用，提

高混合料的流动性能和质量稳定性，缩短超高性能混凝土搅拌成流态的时间，最后慢速搅

拌降低拌合物中因快速搅拌引入的气体含量，降低气孔率，提高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致密性，

从而提高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

[0019] (2)本发明采用变频式搅拌，能够降低能耗，减小胶凝材料搅拌成浆体过程中的阻

力，减少细骨料和纤维对搅拌机内衬及搅拌叶的磨损，提高搅拌设备的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20] 附图1为本申请的工艺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实施例1

[0022] S1准备一台搅拌机；

[0023] S2将4.0kg石英砂(约0.5mm)和0.8kg钢纤维(约0.3×12mm)投入步骤S1中的搅拌

机搅拌，先以12rpm的速度慢速搅拌50秒，再以28rpm的速度中速搅拌  50秒，得到搅拌均匀

的混合料；

[0024] S3将2.6kg硅酸盐水泥(P.O  52.5)和1.5kg硅灰投入步骤S2中的混合料中搅拌，先

以12rpm的速度慢速搅拌60秒，再以55rpm的速度高速搅拌5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混合料；

[0025] S4将0.85kg水和0.13kg聚羧酸减水剂投入步骤S3中的混合料中继续搅拌，先以

12rpm的速度慢速搅拌120秒，再以55rpm的速度高速搅拌60秒，最后以  12rpm的速度慢速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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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3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0026] 实施例2

[0027] S1准备一台搅拌机；

[0028] S2将3.5kg石英砂(约0.5mm)和1.2kg钢纤维(约0.3×12mm)投入步骤S1中的搅拌

机搅拌，先以15rpm的速度慢速搅拌40秒，再以20rpm的速度中速搅拌  60秒，得到搅拌均匀

的混合料；

[0029] S3将3.0kg硅酸盐水泥(P.O  52.5)和1.0kg硅灰投入步骤S2中的混合料中搅拌，先

以15rpm的速度慢速搅拌40秒，再以50rpm的速度高速搅拌8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混合料；

[0030] S4将0.6kg水和0.15kg聚羧酸减水剂投入步骤S3中的混合料中继续搅拌，先以

15rpm的速度慢速搅拌120秒，再以50rpm的速度高速搅拌90秒，最后以15rpm的速度慢速搅

拌3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0031] 实施例3

[0032] S1准备一台搅拌机；

[0033] S2将4.5kg石英砂(约0.5mm)和0.4kg钢纤维(约0.3×12mm)投入步骤S1中的搅拌

机搅拌，先以10rpm的速度慢速搅拌60秒，再以36rpm的速度中速搅拌  40秒，得到搅拌均匀

的混合料；

[0034] S3将2.3kg硅酸盐水泥(P.O  52.5)和2.0kg硅灰投入步骤S2中的混合料中搅拌，先

以10rpm的速度慢速搅拌80秒，再以60rpm的速度高速搅拌5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混合料；

[0035] S4将1 .0kg水和0.11kg聚羧酸减水剂投入步骤S3中的混合料中继续搅拌，先以

10rpm的速度慢速搅拌150秒，再以60rpm的速度高速搅拌60秒，最后以10rpm的速度慢速搅

拌50秒，得到搅拌均匀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0036] 对比例1

[0037] 与实施例1工艺相同，但步骤S2中采用28rpm的速度搅拌100秒。

[0038] 对比例2

[0039] 与实施例1工艺相同，但步骤S3中采用55rpm的速度搅拌110秒。

[0040] 对比例3

[0041] 与实施例1工艺相同，但步骤S4中不采用慢速搅拌，直接采用55rpm的速度搅拌180

秒，最后以12rpm的速度慢速搅拌30秒。

[0042] 对比例4

[0043] 与实施例1工艺相同，但步骤S4中采用36rpm的转速代替55rpm的转速。

[0044] 对比例5

[0045] 与实施例1工艺相同，但步骤S4中在先采用12rpm的速度搅拌120秒，采用55rpm的

速度搅拌90秒，不采用最后的速度慢速搅拌30秒。

[0046] 对实施例和对比例所述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搅拌工艺搅拌的超高性能混混凝土进

行了含气量、标准试件标准养护28天的抗压强度及电通量测试，试验数据见表1：

[0047] 表1  C130超高性能混凝土试验数据

[0048]

编号 含气量(％) 抗压强度(MPa) 电通量(C) 

实施例1 2.4 138.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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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2 2.8 137.2 58 

实施例3 2.1 139.9 55 

对比例1 2.5 136.3 62 

对比例2 2.3 135.6 65 

对比例3 3.0 133.7 69 

对比例4 2.6 134.8 66 

对比例5 4.7 131.9 71 

[0049] 从表1来看，实施例1-3搅拌得到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在含气量、抗压强度及电通量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其说明书本申请的变频式搅拌方法使超高性能混凝土各组分材料分散

更均匀，适合制备力学和耐久性能更优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对比实施例1和对比例1看以看

出，在步骤S2中先进行慢速搅拌有利于纤维与细骨料之间的分散，避免纤维细骨料两种形

状相差较大的固体本身之间进行团聚。对比实施例1和对比例2看以看出，在步骤S3中先进

行慢速搅拌有利于水泥和掺合料的分散，避免水泥和掺合料的自身的团聚。对比实施例1和

对比例3看以看出，在步骤S4中，先慢速搅拌可以降低混合料搅拌成流态状态的阻力，降低

细骨料和纤维对搅拌设备的磨损，也有利于材料的预分散，使得液相材料与固相材料充分

浸润。对比实施例1和对比例4看以看出，再高速搅拌提高混合料的分散效果和增塑作用，提

高混合料的流动性能和质量稳定性，缩短超高性能混凝土搅拌成流态的时间，充分实现液

体和固体之间的混合。对比实施例1和对比例5  看以看出，最后慢速搅拌降低拌合物中因高

速搅拌引入的气体含量，降低气孔率，提高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致密性，从而提高超高性能混

凝土的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通过上述试验，本发明变频式搅拌工艺能显著降低超高性能

混凝土搅拌时间，提高搅拌均匀性，降低气孔率，提高超高性能混凝土力学和耐久性能。

[0050] 显然，本专利的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本专利所作的举例，而并非是对

本专利的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

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凡在本

专利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专利权利要求

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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