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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流道垫层的塑性混凝土及其制备

方法，涉及水利工程结构混凝土制备领域，所述

塑性混凝土按重量份数计，包含以下原料：胶凝

材料286份；集料1695份；减水剂0.419份；水254

份；所述集料砂率为45％，所述胶凝材料包含以

下原料：水泥86～114份；粉煤灰72～100份；膨润

土86～114份。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具有合适的

强度、弹性模量及抗渗性能，对于流道垫层的施

工环境具有优越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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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流道垫层的塑性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塑性混凝土按重量份数计，包含

以下原料：

胶凝材料286份；

集料1695份；

减水剂0.419份；

水254份；

所述集料砂率为45％，所述胶凝材料包含以下原料：

水泥86～114份；

粉煤灰72～100份；

膨润土86～114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塑性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按重量份

数计的比值为7：5：8。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塑性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按重量份

数计的比值为7：6：7。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塑性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按重量份

数计的比值为7：7：6。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塑性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采用42.5级硅酸盐水泥，粉

煤灰采用Ⅱ级粉煤灰，膨润土采用二级钠基膨润土。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塑性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采用减水率大于等于25％

的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塑性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集料包含粗集料和细集料，所述

粗集料采用粒径5～20mm连续级配碎石，所述细集料采用细度模数为2.3～3.0mm的天然河

砂。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塑性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水采用自来水。

9.如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用于流道垫层的塑性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S1：将称取好的集料、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加入搅拌机，搅拌均匀；

S2：将减水剂与水混合，加入搅拌机，再次搅拌均匀。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采用42.5级硅酸盐水泥，粉煤

灰采用Ⅱ级粉煤灰，膨润土采用二级钠基膨润土；所述减水剂采用减水率大于等于25％的

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所述集料包含粗集料和细集料，所述粗集料采用粒径5～20mm连续

级配碎石，所述细集料采用细度模数为2.3～3.0mm的天然河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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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流道垫层的塑性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水利工程结构混凝土制备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流道  垫层的塑性混

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我国水利工程中，普遍使用低强度刚性混凝土作为垫层基础，  但刚性混凝土强

度高、弹性模量大且塑性低，易发生局部开裂的现象，  导致混凝土的防渗性能降低。而作为

水利工程结构垫层不仅要保证饱  水时上部或侧向具有一定的承载能力，还要具有能够承

受频繁荷载施  压的弹性恢复能力，同时具有一定的抗渗性能。因此，实际施工的过  程中，

更多的采用塑性混凝土，相较于刚性混凝土，塑性混凝土能够  满足强度、变形及抗渗的要

求，采用塑性混凝土的经济性更优。塑性  混凝土在许多大中型水电站中得以应用，如小浪

底主坝、水口水电站 二期上围堰.丹江口水库副坝、隔河岩电厂围堰等。

[0003] 但是，现有技术中塑性混凝土在强度、弹性模量及抗渗性几项技  术指标的研究上

存在矛盾关系，对于各原材料使用比例缺乏系统研究。  尤其在将塑性混凝土应用于流道的

环境时，现有的塑性混凝土面临多  变的受力环境(指通水、不通水、水量大以及水量小等)，

会导致其 强度、弹性模量及抗渗性不满足使用要求，或者仅仅早期满足要求。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流  道垫层的塑性

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该塑性混凝土具有合适的强度、  弹性模量及抗渗性能，对于流道垫

层的施工环境具有优越的适应性。

[0005] 为达到以上目的，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用于流道垫层的塑性混凝土，所述塑性混凝土按重量份数计，  包含以下原

料：胶凝材料286份；集料1695份；减水剂0.419份；  水254份；所述集料砂率为45％，所述胶

凝材料包含以下原料：水泥  86～114份；粉煤灰72～100份；膨润土86～114份。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按重量份  数计的比值为7：

5：8。

[0008]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按重量份  数计的比值为7：

6：7。

[0009]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按重量份  数计的比值为7：

7：6。

[0010]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水泥采用42.5级硅酸盐水泥，  粉煤灰采用Ⅱ级粉

煤灰，膨润土采用二级钠基膨润土。

[0011]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减水剂采用减水率大于等于25％  的聚羧酸系高

性能减水剂。

[0012]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集料包含粗集料和细集料，所述  粗集料采用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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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mm连续级配碎石，所述细集料采用细度模数为  2.3～3.0mm的天然河砂。

[0013]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水采用自来水。

[0014]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塑性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S1：将称取好的集料、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加入搅拌机，搅拌  均匀；

[0016] S2：将减水剂与水混合，加入搅拌机，再次搅拌均匀。

[001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所述水泥采用42.5级硅酸盐水泥，  粉煤灰采用Ⅱ级粉

煤灰，膨润土采用二级钠基膨润土；所述减水剂采  用减水率大于等于25％的聚羧酸系高性

能减水剂；所述集料包含粗集  料和细集料，所述粗集料采用粒径5～20mm连续级配碎石，所

述细集 料采用细度模数为2.3～3.0mm的天然河砂。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9] 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介于刚性混凝土和膨润土之间，既具有一定 的强度，也具有

一定的塑性性能；本发明塑性混凝土的胶凝材料包含  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水泥提供早

期强度，满足设计要求与标准规  范的早期强度要求；粉煤灰提供混凝土的后期强度及抗渗

性能，减少  水泥用量；膨润土可取代混凝土中的部分水泥，提供塑性混凝土的低  强度和低

弹性模量。

[0020] 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根据各胶凝材料理化性能，研究胶凝材料中 的水泥、粉煤灰

和膨润土的掺配比例，通过合适的比例，达到设计要  求的性能指标，使得塑性混凝土的具

有合适的强度和弹性模量，以及 良好的抗渗透性能；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不仅在强度上满

足满足施工  要求，同时还具有能够承受频繁荷载施压的弹性恢复能力，对于流道  垫层的

施工环境具有优越的适应性。

[0021] 同时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使用材料低廉，成本较低，便于普及。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3] 一种用于流道垫层的塑性混凝土，塑性混凝土按重量份数计，包  含以下原料：

[0024] 胶凝材料286份；集料1695份；减水剂0.419份；水254  份。其中，集料砂率为45％；

胶凝材料包含以下原料：水泥86～114  份；粉煤灰72～100份；膨润土86～114份。

[0025] 本发明研究胶凝材料中的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的掺配比例，研  发出合适的比

例，使得塑性混凝土对于流道垫层的施工环境具有优越  的适应性，并具有良好的综合性

能。

[0026] 优选地，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按重量份数计的比值为7：5：8。

[0027] 优选地，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按重量份数计的比值为7：6：7。

[0028] 优选地，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按重量份数计的比值为7：7：6。

[0029] 具体地，水泥采用42.5级硅酸盐水泥，粉煤灰采用Ⅱ级粉煤灰，  膨润土采用二级

钠基膨润土。

[0030] 进一步，减水剂采用减水率大于等于25％的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  剂。

[0031] 优选地，集料包含粗集料和细集料，粗集料采用粒径5～20mm连  续级配碎石，细集

料采用细度模数为2.3～3.0mm的天然河砂。

[0032] 在本实施例中，集料砂率为45％，即按质量份计，每10份集料  中，包括5.5份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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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4.5份细集料。

[0033] 在本实施例中，用于塑性混凝土的水直接采用自来水。

[0034] 实施例一

[0035] 一种用于流道垫层的塑性混凝土，按重量份数计，原料组分如表  1所示(实施例编

号1)。

[0036] 实施例二

[0037]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组分如表1所示(实  施例编号2)。

[0038] 实施例三

[0039]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组分如表1所示(实  施例编号3)。

[0040] 实施例四

[0041]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组分如表1所示(实  施例编号4)。

[0042] 实施例五

[0043]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组分如表1所示(实  施例编号5)。

[0044] 实施例六

[0045]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组分如表1所示(实  施例编号6)。

[0046] 实施例七

[0047] 与实施例一的区别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组分如表1所示(实  施例编号7)。

[0048] 表1

[0049]

[0050] 在上述7个实施例中，塑性混凝土的水胶比(水与胶凝材料按重  量份数计的比值)

均为0.89。

[0051] 对上述7个实施例进行多种性能指标的测试，其中包含7d抗压  强度、28d抗压强

度、60d抗压强度、28d弹性模量、抗渗透系数以  及坍落度，测试结果见表2。

[0052]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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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其中，7d抗压强度、28d抗压强度和60d抗压强度分别代表塑性  混凝土的早期、中

期(即常规的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后期的抗压强度；  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要求28d抗压强度

满足大于等于3.0MPa且小于  等于6.0Mpa的要求；而7d抗压强度和28d抗压强度作为参考，

尽量  接近3.0MPa。

[0055] 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要求28d弹性模量满足大于等于900MPa且  小于等于1200Mpa

的要求。

[0056] 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要求抗渗透系数满足大于等于1·10-7且小  于等于9·10-

7cm/s范围要求。

[0057] 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坍落度与塑性混凝土的水胶比相关，代表塑  性混凝土的整

体工作性能，本发明用于流道垫层的塑性混凝土坍落度 为180mm，满足设计要求。

[0058] 满足上述参数(该参数根据施工经验获得)限定的塑性混凝土，  在抗压强度、塑性

性能(对应于弹性)以及抗渗透性能方面能够最好 的适应流道环境，应用于流道垫层。

[0059] 一一对照各组参数，可以看出实施例1～2的各项性能指标，抗渗  透系数及坍落度

符合要求，但是28d抗压强度以及28d弹性模量不符 合要求。

[0060] 实施例3～7中，28d抗压强度、28d弹性模量、抗渗透系数以及  坍落度性能指标均

符合要求。

[0061] 但是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实施例6或7的60d抗压强度和28d  弹性模量趋于要求

上限，从经济性角度考虑，实例3～5各项性能指标  优于实例6～7。

[0062] 本发明的胶凝材料包含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水泥提供早期强  度，满足设计要

求与标准规范的早期强度要求；粉煤灰提供混凝土的  后期强度及抗渗性能，减少水泥用

量；膨润土可取代混凝土中的部分  水泥，提供塑性混凝土的低强度和低弹性模量。本发明

根据上述胶凝  材料的理化性能，研究胶凝材料中的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的掺配比  例，通

过合适的比例，使得塑性混凝土更好适应流道环境，且综合性  能良好。相比于现有的塑性

混凝土，本发明的塑性混凝土不仅具备一  定的强度，能够满足施工要求；还具备合适的弹

性模量，塑性性能良  好，能够良好适用于流道环境，适应流道的多变受力环境，还具备良 

好的抗渗透性能，对于流道垫层的施工环境具有优越的适应性。

[0063]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上述用于流道垫层的塑性混凝土的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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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

[0064] S1：将称取好的集料、水泥、粉煤灰和膨润土加入搅拌机，搅拌  均匀；

[0065] S2：将减水剂与水混合，加入搅拌机，再次搅拌均匀。

[0066] 进一步地，水泥采用42.5级硅酸盐水泥，粉煤灰采用Ⅱ级粉煤  灰，膨润土采用二

级钠基膨润土；减水剂采用减水率大于等于25％ 的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集料包含粗集

料和细集料，粗集料采用粒  径5～20mm连续级配碎石，细集料采用细度模数为2.3～3.0mm

的天  然河砂。

[0067]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

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视为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之内。本说明书中未作详细  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公知的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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