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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

及其制备方法，所述混凝土的组分及单位体积用

量为水泥370-560kg/m3，砂630-820kg/m3，石子

730-890kg/m3，粉煤灰0-140kg/m3，水170-

250kg/m 3，减水剂3 .4-10kg/m 3，增稠剂0-

0 .06kg/m3；其制备步骤如下：(1)按照比例将减

水剂与增稠剂加入水中搅拌；(2)按照比例将粗，

细骨料投入搅拌桶均匀搅拌；(3)按照比例将纤

维加入骨料混合物中充分搅拌使纤维均匀分散；

(4)按照比例将水泥与矿物掺合料投入搅拌桶均

匀搅拌；(5)将掺有外加剂的水加入干料中，均匀

搅拌后出料得到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本发明

提高了混凝土的延性，对自密实混凝土早期收缩

性能有一定的提升。对新型自密实混凝土材料的

发展和自密实混凝土在工程领域的应用起到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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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的组分及单位体积用量为

该组分中还含有纤维，纤维加入量与混凝土混合组分的体积比为0～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普通硅

酸盐水泥；所述细骨料为中砂；所述石子的级配为5-15mm连续级配；所述粉煤灰为1级粉煤

灰；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纤维为

亚厘米级尺寸纤维，单丝直径300-800μm，长度20-6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聚酯纤维

为亚厘米级尺寸纤维，单丝直径10-30μm，长度6-12mm。

5.一种如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选取直径在5-15mm连续级配的石子作为粗骨料，选取中砂作为细骨料；

步骤(2)，按照比例将减水剂与增稠剂计入水中搅拌均匀；

步骤(3)，按照比例将粗、细骨料投入搅拌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骨料；

步骤(4)，按照比例将纤维加入已经搅拌均匀的混合骨料中并搅拌使纤维分散均匀；

步骤(5)，按照比例将水泥与矿物掺合料投入搅拌桶搅拌均匀得到干料；

步骤(6)，将步骤(2)得到的含有外加剂的水加入步骤(5)得到的干料中，搅拌均匀出料

得到聚酯纤维和钢纤维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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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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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涉及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密实混凝土(SCC)是一种经过创新的高性能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抗离析性能，在

自身重力下能够不经振捣而充满模板和包裹钢筋，同时具有较好的均质性，属于高流动性

混凝土，通过掺加高效外加剂来大幅度减少水的用量，提高了工作行、耐久性、强度等高性

能混凝土所必须的性能；同时，节省了劳动力资源，提高了施工效率。其在工程领域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

[0003] 然而，由于自密实混凝土为了获得高流动性比普通混凝土添加了更多的凝胶材

料，这也使得自密实混凝土抗裂性能差、韧性差、易产生早期干缩裂纹的缺陷显现出来，且

混凝土强度越高，其脆性破坏特征越明显。

[0004] 纤维是自密实混凝土的重要原材料，利用纤维可以改善混凝土的物理力学性能，

在水泥基材材料中添加纤维作为增强材料，将水泥基材料复合化可以有效控制裂缝，延缓

开裂，提高强度和韧性，改善自密实混凝土的各项性能。

[0005] 钢纤维混凝土强度和重量比值大，具有较高的抗拉、抗弯、抗剪强度；混凝土的收

缩性能明显改善，抗疲劳性能显著提高，混凝土延性得到提升。

[0006] 聚酯纤维除了具有普通聚合物纤维细度大、强度高、易分散的特点，还具有突出的

耐高温性能，对混凝土基体抗压、抗渗性能有明显提升。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提供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充分

发挥了钢纤维及聚酯纤维改善混凝土力学性能的作用，提高了混凝土的延性，对自密实混

凝土早期收缩性能有一定的提升。对新型自密实混凝土材料的发展和自密实混凝土在工程

领域的应用起到推动作用。

[0008]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问题所提供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所述

混凝土的组分及单位体积用量为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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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0011] 该组分中还含有纤维，纤维加入量与混凝土混合组分的体积比为0～1.4％。

[0012] 优选的，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所述细骨料为中砂；所述石子的级配为5-

15mm连续级配；所述粉煤灰为1级粉煤灰；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0013] 优选的，所述钢纤维为亚厘米级尺寸纤维，单丝直径300-800μm，长度20-60mm。

[0014] 优选的，所述聚酯纤维为亚厘米级尺寸纤维，单丝直径10-30μm，长度6-12mm。

[0015] 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6] 步骤(1)，选取直径在5-15mm连续级配的石子作为粗骨料，选取中砂作为细骨料；

[0017] 步骤(2)，按照比例将减水剂与增稠剂计入水中搅拌均匀；

[0018] 步骤(3)，按照比例将粗、细骨料投入搅拌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骨料；

[0019] 步骤(4)，按照比例将纤维加入已经搅拌均匀的混合骨料中并搅拌使纤维分散均

匀；

[0020] 步骤(5)，按照比例将水泥与矿物掺合料投入搅拌桶搅拌均匀得到干料；

[0021] 步骤(6)，将步骤(2)得到的含有外加剂的水加入步骤(5)得到的干料中，搅拌均匀

出料得到聚酯纤维和钢纤维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是：

[0023] (1)钢纤维弹性模量大，能有效提高混凝土抗拉强度；聚酯纤维弹性模量较低但是

延性好，有效提高混凝土的韧性以及混凝土开裂后的应变性能。将两种纤维混合，产生了复

合叠加增强效应，抑制了混凝土早期收缩性能，具有更好的韧性和抗渗性能，而且破坏形态

也得到明显改善。

[0024] (2)纤维在混凝土内呈三维空间网格结构，在内部起到支撑作用，有效防止了集料

沉降，同时降低了混凝土表面析水现象，降低了混凝土由于早期表面失水过多造成的塑性

期体积变化过大的缺点。

[0025] (3)纤维在混凝土中的分布是无规则且均匀的，混杂纤维的存在使得混凝土内部

缺陷造成的裂缝趋于闭合，且乱向分布的复合纤维对混凝土的膨胀变形有抑制效果，复合

纤维与基体间的粘接力得到增强，在混凝土微观开裂后，纤维依靠其与基体间的粘接力，抑

制裂缝的开展。

[0026] 本发明利用纤维在混凝土中的混杂效应，分别利用钢纤维及聚酯纤维各自的优

点，提高混凝土的抗拉、抗压性能，混凝土延性、抗渗性能得到提升，早期收缩性能明显改

善。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将通过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藉此对本发明如何应用技术手

段来解决技术问题并达成技术功效的实现过程能充分理解并据以实施。

[0028]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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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所述混凝土的组分及单位体积用量为

[0030]

[0031] 其中，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所述细骨料为中砂；所述石子的级配为5-15mm

连续级配；所述粉煤灰为1级粉煤灰；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0032] 其中，所述钢纤维为亚厘米级尺寸纤维，单丝直径300-800μm，长度20-60mm。

[0033] 其中，所述聚酯纤维为亚厘米级尺寸纤维，单丝直径10-30μm，长度6-12mm。

[0034] 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5] 步骤(1)，选取直径为5mm的连续级配的石子作为粗骨料，选取中砂作为细骨料；

[0036] 步骤(2)，按照比例将减水剂与增稠剂计入水中搅拌均匀；

[0037] 步骤(3)，按照比例将粗、细骨料投入搅拌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骨料；

[0038] 步骤(4)，按照比例将纤维加入已经搅拌均匀的混合骨料中并搅拌使纤维分散均

匀；

[0039] 步骤(5)，按照比例将水泥与矿物掺合料投入搅拌桶搅拌均匀得到干料；

[0040] 步骤(6)，将步骤(2)得到的含有外加剂的水加入步骤(5)得到的干料中，搅拌均匀

出料得到聚酯纤维和钢纤维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

[0041] 实施例2

[0042] 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所述混凝土的组分及单位体积用量为

[0043]

[0044]

[0045] 该组分中还含有纤维，纤维加入量与混凝土混合组分的体积比为1.4％。

[0046] 其中，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所述细骨料为中砂；所述石子的级配为5-15mm

连续级配；所述粉煤灰为1级粉煤灰；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0047] 其中，所述钢纤维为亚厘米级尺寸纤维，单丝直径300-800μm，长度20-60mm。

[0048] 其中，所述聚酯纤维为亚厘米级尺寸纤维，单丝直径10-30μm，长度6-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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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一种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0] 步骤(1)，选取直径在15mm连续级配的石子作为粗骨料，选取中砂作为细骨料；

[0051] 步骤(2)，按照比例将减水剂与增稠剂计入水中搅拌均匀；

[0052] 步骤(3)，按照比例将粗、细骨料投入搅拌桶搅拌均匀得到混合骨料；

[0053] 步骤(4)，按照比例将纤维加入已经搅拌均匀的混合骨料中并搅拌使纤维分散均

匀；

[0054] 步骤(5)，按照比例将水泥与矿物掺合料投入搅拌桶搅拌均匀得到干料；

[0055] 步骤(6)，将步骤(2)得到的含有外加剂的水加入步骤(5)得到的干料中，搅拌均匀

出料得到聚酯纤维和钢纤维混杂纤维自密实混凝土。

[0056] 抗压强度试验

[0057] 本实验共制作5组试件，其中1组为不添加纤维的对照组，其余4组为掺量不同的试

验组。基体混凝土的配合比如下：

[0058]

[0059] 抗压强度测试采用边长150mm的正方体，每组做3个试件，试验分组及测试结果如

下：

[0060]

[0061] 从表中数据可知，本发明通过适当的混杂纤维配合比可以充分发挥混杂纤维的优

势，从而大幅度提高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分别比普通混凝土高出45.47％、43.28％、

40.03％、47.40％。

[0062] 混凝土干燥收缩实验

[0063] 本实例共制作5组试件，其中1组为不添加纤维的对照组，其余4组为掺量不同的试

验组。基体混凝土的配合比同实例1。

[0064] 干燥收缩试验采用边长100×100×550mm尺寸试件，每组做3个试件，试验分组及

测试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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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从表中数据可看出，混杂纤维对混凝土收缩起到约束作用，干缩率更低，混杂纤维

掺量改变时，混凝土收缩率也会发生一定改变，在钢纤维掺量0.8％聚酯纤维掺量0.15％时

达到最优。

[0067] 以上仅就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作了说明，但不能理解为是对权利要求的限制。本

发明不仅局限于以上实施例，其具体结构允许有变化。凡在本发明独立权利要求的保护范

围内所作的各种变化均在本发明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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