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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回收再利

用的方法，属于纤维增强混凝土领域。所述方法

为：制备普通混凝土或超高性能混凝土，加入钢

纤维和膨胀剂；将服役拆除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

土浸泡在无水乙醇或异丙醇中；7天为一个周期，

每个周期内更换溶剂；若干周期后，钢纤维和其

他组份材料自然分离；将钢纤维增强混凝土铺

平，使用电磁铁在混凝土上方扫描，此时钢纤维

被磁力吸起，将吸有钢纤维的电磁铁移走断电，

此时钢纤维从电磁铁上脱落至容器内；使用回收

的钢纤维重新制作钢纤维增强混凝土。本发明制

备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可以将钢纤维进行

完整回收，并且有效去除钢纤维的镀铜层对纤维

界面有进一步增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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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回收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步骤如

下：

步骤一：制备普通混凝土或超高性能混凝土：按照普通混凝土或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配

合比设计，在此基础上，加入钢纤维，掺量为50-160kg/m3，同时加入硫铝酸钙类膨胀剂，掺

量为胶凝材料质量的6％-12％，并取代同质量的胶凝材料；

步骤二：拆除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的回收

(1)将服役拆除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完全浸泡在无水乙醇或异丙醇中；

(2)浸泡时间以7天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内更换一次浸泡的无水乙醇或异丙醇；

(3)经过若干次周期后，钢纤维能够完整的和纤维增强混凝土其他组份材料自然分离，

浸泡的周期次数依据钢纤维增强混凝土的龄期而定；

(4)将浸泡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铺平，使用电压为24伏通电的电磁铁在铺平的纤维

增强混凝土材料上方2-3cm呈S型扫描，此时钢纤维与钢纤维增强混凝土其他组份材料分

离，被磁力吸起，将吸有钢纤维的电磁铁在收集钢纤维的容器内断电，此时钢纤维从电磁铁

上脱落至容器内

步骤三：回收钢纤维的利用：使用回收起来的钢纤维重新制作钢纤维增强混凝土即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回收再利用的方法，其特征

在于：步骤一中，所述钢纤维为直型、端钩型或波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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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回收再利用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纤维增强混凝土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回收

再利用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一种准脆性材料，通常采用加入钢纤维的方法改善其延性。由于应力从

基体传递到纤维中，纤维在裂纹表面形成桥接，抗裂纹扩展，采用短钢纤维增强抗弯强度和

韧性。目前，纤维增强混凝土已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或桥梁的预制梁和薄预制板等结构领

域。

[0003] 当纤维增强混凝土结构服役结束后面临结构拆除问题，其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耐久

性能给结构的拆除带来了困难，并且拆除后的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无法将完整的钢纤维进

行回收，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

[0004] 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在承受外部载荷时，先由基体承担载荷，然后由纤维在纤维-

基体界面进行应力传递。当纤维从基体中被拉出时，会出现两种失效模式：纤维脱粘或断

裂。当与纤维抗拉强度相对应的拉拔载荷低于基体的剪切强度时，纤维会发生断裂。从加固

的角度来看，这种破坏模式并不理想，因为有限的能量耗散和对纤维潜在力学性能的利用

不足。此外，能量的突然释放，使复合材料的韧性大大降低。因此，在纤维增强混凝土复合材

料设计时，依据施加适当的、接近纤维极限拉伸强度的高拉伸强度，则可以获得与纤维-基

体界面相关的更高的能量耗散。钢纤维在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中起到桥接裂纹阻止裂纹发

展，使得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有着良好的延性。因此，钢纤维在服役结束的纤维增强混凝土

材料中极少出现断裂情况，多出现因服役荷载而产生变形。这为回收的钢纤维由于其长度

完整性提供了再利用的可能。文献研究表明，钢纤维几何形状提供的附加机械联锁性能，因

此变形的钢纤维可以有效地增强粘接，从而提高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的弯曲性能。此外，镀

铜的钢纤维外层的镀铜层会弱化纤维与基体的界面不利于增强，而镀铜层会在水泥基材料

碱性环境中消除。如果能将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服役后的钢纤维进行完整回收利用，钢纤

维回收利用由于其自身的变形以及镀铜层的消除将有可能会实现再增强的效果。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的回收利用问题，提供一种钢纤维

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回收再利用的方法。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回收再利用的方法，所述方法步骤如下：

[0008] 步骤一：制备普通混凝土或超高性能混凝土：按照普通混凝土或超高性能混凝土

的配合比设计，在此基础上，加入钢纤维，掺量为50-160kg/m3，同时加入硫铝酸钙类膨胀

剂，掺量为胶凝材料质量的6％-12％，并取代同质量的胶凝材料；

[0009] 步骤二：拆除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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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1)将服役拆除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完全浸泡在无水乙醇或异丙醇中；

[0011] (2)浸泡时间以7天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内更换一次浸泡的无水乙醇或异丙醇；

[0012] (3)经过若干次周期后，钢纤维能够完整的和纤维增强混凝土其他组份材料自然

分离，浸泡的周期次数依据钢纤维增强混凝土的龄期而定；

[0013] (4)将浸泡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铺平，使用电压为24伏通电的电磁铁在铺平的

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上方2-3cm呈S型扫描，此时钢纤维与钢纤维增强混凝土其他组份材料

分离，被磁力吸起，将吸有钢纤维的电磁铁在收集钢纤维的容器内断电，此时钢纤维从电磁

铁上脱落至容器内

[0014] 步骤三：回收钢纤维的利用：使用回收起来的钢纤维重新制作钢纤维增强混凝土

即可。

[0015]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为：

[0016] (1)本发明制备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服役结束后不用耗费人力、物力将钢纤

维自然从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分离开来；

[0017] (2)本发明制备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可以将钢纤维进行完整回收，并且有效

去除钢纤维的镀铜层对纤维界面有进一步增强效果；

[0018] (3)回收后的钢纤维可以再次使用制备钢纤维增强混凝土，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实施例1中钢纤维从混凝土中剥离的照片；

[0020] 图2为实施例1中原始钢纤维与回收后钢纤维的抗折强度结果对比示意图；

[0021] 图3为实施例2中钢纤维从混凝土中剥离的照片；

[0022] 图4为实施例2中原始钢纤维与回收后钢纤维的抗折强度结果对比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但并不局限于此，

凡是对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中。

[0024] 本发明的原理为：(1)掺有膨胀剂的混凝土会产生比较多的针状钙矾石，钙矾石和

无水乙醇或异丙醇发生物理化学反应，从而导致混凝土开裂，强度逐渐降低直至消失，(2)

掺有钢纤维以及膨胀剂的混凝土接触无水乙醇或异丙醇，经过一段反应时间之后，混凝土

强度消失，各组分在自然分离，(3)利用钢纤维和磁铁的相互作用，使的钢纤维和其他水泥

基材料分离，从而钢纤维完整地从原有的混凝土中分离出来。

[0025] 具体实施方式一：本实施方式记载的是一种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回收再利

用的方法，所述方法步骤如下：

[0026] 步骤一：制备普通混凝土或超高性能混凝土：按照普通混凝土或超高性能混凝土

的配合比设计，在此基础上，加入钢纤维，掺量为50-160kg/m3，同时加入硫铝酸钙类膨胀

剂，掺量为胶凝材料质量的6％-12％，并取代同质量的胶凝材料；所述混凝土包括砂、石骨

料、矿物掺和料、水、减水剂；胶凝材料指水泥；

[0027] 步骤二：拆除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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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1)将服役拆除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完全浸泡在无水乙醇或异丙醇中，以防止

钢纤维和空气、水接触生锈进而影响其增强混凝土性能的效果；

[0029] (2)浸泡时间以7天为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内更换一次浸泡的无水乙醇或异丙醇；

[0030] (3)经过若干次周期后，钢纤维能够完整的和纤维增强混凝土其他组份材料自然

分离，浸泡的周期次数依据钢纤维增强混凝土的龄期而定(钢纤维增强混凝土周期越长需

要的浸泡次数越长，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经验进行选择)，龄期为1天的钢纤维增强混凝

土至少5周期，龄期为3天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需要至少8周期；

[0031] (4)将浸泡后的钢纤维增强混凝土铺平，使用电压为24伏通电的电磁铁在铺平的

纤维增强混凝土材料上方2-3cm呈S型扫描，此时钢纤维与钢纤维增强混凝土其他组份材料

分离，被磁力吸起，将吸有钢纤维的电磁铁在收集钢纤维的容器内断电，此时钢纤维从电磁

铁上脱落至容器内

[0032] 步骤三：回收钢纤维的利用：使用回收起来的钢纤维重新制作钢纤维增强混凝土

即可。

[0033] 具体实施方式二：具体实施方式一所述的一种钢纤维增强混凝土中钢纤维回收再

利用的方法，步骤一中，所述钢纤维为直型、端钩型或波浪形。直径0.20mm，长度13mm，抗拉

强度2850MPa，或其他尺寸和抗拉强度。

[0034] 实施例1：

[0035] 超高性能混凝土水泥、硅灰、膨胀剂、水、砂、钢纤维、聚羧酸减水剂用量分别为

758kg/m3、191kg/m3、83kg/m3、213kg/m3、1032kg/m3、153kg/m3、32kg/m3。水泥、硅灰、膨胀剂

加入霍巴特搅拌器中搅拌4min，将减水剂和水混合均匀后倒入霍巴特搅拌器中搅拌8min，

将钢纤维分6次加入搅拌器中该过程用时10min，最后加入砂子搅拌6min，倒入模具中，覆膜

养护36h脱模。将脱模后的试件放置清水中养护1天，抗折试件尺寸为40mm×40mm×160mm棱

柱体，然后进行抗折试验，试验后的试件进行抗压破坏，试验结束后测定超高性能混凝土抗

折强度1，将强度测试后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放入无水乙醇中浸泡，每七天为一个周期更换一

次无水乙醇，浸泡7个周期，将超高性能混凝土铺平，然后使用电磁铁通电并在铺平的超高

性能混凝土材料上方2.5cm进行扫描，使得全部钢纤维吸起，然后放置将电磁铁放置烧杯中

断电，此时钢纤维被收集起来(见图1)，钢纤维形状发生变化，并且表面的镀铜层消除，将收

集起来的钢纤维重新进行制备超高性能混凝土，方法同上述初次制备的超高性能混凝土，

进行相同的养护和强度测试，得到抗折强度2，二者强度对比发现后者强度更高(见图2)。

[0036] 实施例2：

[0037] 超高性能混凝土水泥、硅灰、膨胀剂、水、砂、钢纤维、聚羧酸减水剂用量分别为

758kg/m3、191kg/m3、83kg/m3、213kg/m3、1032kg/m3、153kg/m3、32kg/m3。水泥、硅灰、膨胀剂

加入霍巴特搅拌器中搅拌5min，将减水剂和水混合均匀后倒入霍巴特搅拌器中搅拌10min，

将钢纤维分5次加入搅拌器中该过程用时10min，最后加入砂子搅拌6min，倒入模具中，覆膜

养护36h脱模。将脱模后的试件放置清水中养护3天，抗折试件尺寸为40mm×40mm×160mm棱

柱体，然后进行抗折试验，试验后的试件进行抗压破坏，试验结束后测定超高性能混凝土抗

折强度1，将强度测试后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放入异丙醇中浸泡，每七天为一个周期更换一次

异丙醇，浸泡12个周期，将超高性能混凝土铺平，然后使用电磁铁通电并在铺平的超高性能

混凝土材料上方2cm进行扫描，使得全部钢纤维吸起，然后将电磁铁放置到烧杯中断电，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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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钢纤维被收集起来(见图3)，钢纤维形状发生变化，并且表面的镀铜层消除，将收集起来

的钢纤维重新进行制备超高性能混凝土，方法同上述初次制备的超高性能混凝土，进行相

同的养护和强度测试，得到抗折强度2，二者强度对比发现回收的钢纤维制备的水泥基材料

仍具有较高的增强性能(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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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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