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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
地铁盾构管片及其制备方法。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
管片用混凝土 ，
由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
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65-400份、
水135-150份、
天
然砂610-670份、碎石1200-1300份、
外加剂3 .63 .9份、
掺合料65-70份；
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减
水剂，
所述掺合料为粉煤灰。本发明的制备方法
包括拼装模具、
安装钢筋笼、
混凝土浇筑、
蒸汽养
护、脱模、浸水养护、洒水养护。本发明的地铁盾
构管片用混凝土，
减少了天然砂的使用量，
同时
提高了碎石的使用量，
大大减少了混凝土中的含
气量，
也能够最终减少采用这种混凝土制成的管
片表面的气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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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
其特征在于：
由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
酸盐水泥365-400份、水135-150份、
天然砂610-670份、碎石1200-1300份、外加剂3 .6-3 .9
份、
掺合料65-70份；
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所述掺合料为粉煤灰。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天然砂包括细粒天
然砂、中粒天然砂、粗粒天然砂，
细粒天然砂、中粒天然砂、粗粒天然砂的质量比为16-19:
28-35:18-20；
粗粒天然砂的粒径为1 .18-2 .36mm；
中粒天然砂的粒径为0 .6-1 .18mm；
细粒天
然砂的粒径为0 .3-0 .6mm。
3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天然砂还包括极细
天然砂，
极细天然砂与细粒天然砂、
中粒天然砂、
粗粒天然砂的质量比为14-15:16-19:2835:18-20；
所述极细天然砂的粒径为0 .15-0 .3mm。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天然砂还包括大粒
天然砂，
大粒天然砂与细粒天然砂、
中粒天然砂、
粗粒天然砂的质量比为12-13:16-19:2835:18-20；
所述大粒天然砂的粒径为2 .36-4 .75mm。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
其特征在于：
所述碎石包括小粒碎
石、
中粒碎石、
大粒碎石，
小粒碎石、
中粒碎石、
大粒碎石的质量比为23-27:30-35:25-26；
所
述小粒碎石的粒径为9 .5-16mm；
所述中粒碎石的粒径为16-19mm；
所述大粒碎石的粒径为
19-26 .5mm。
6 .一种地铁盾构管片，
包括钢筋骨架及混凝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混凝土由包括如下重
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
普通硅酸盐水泥365-400份、水135-150份、天然砂610-670份、碎石
1200-1300份、
外加剂3 .6-3 .9份、
掺合料65-70份；
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所述掺合料
为粉煤灰。
7 .一种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拼装模具，
然后安装钢筋笼；
混凝土浇筑：
将混凝土原料混合，
搅拌90-120s，
得到混凝土浆料，
浇注下料、
振捣；
蒸汽养护，
脱模，
浸水养护，
洒水养护。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所述蒸汽养
护包括依次进行的静停处理、升温处理、恒温处理、
降温处理，
所述升温处理的升温速度为
10-15℃/h，
升温处理的升温时间为1 .5-3h。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恒温处理的温度
为55-60℃，
恒温处理的时间为3-6h。
10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
所述降温处理的降
温速度为5-20℃/h，
降温时间为1 .5-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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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地铁盾构管片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预制品技术领域，
更具体地说，
涉及一种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
土、
地铁盾构管片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隧道盾构管片是盾构施工的主要装配构件，
承担着抵抗土层压力、地下水压力以
及其他荷载的作用。盾构管片作为地铁隧道的主要受力构件，
其质量直接关系到隧道的整
体质量和安全，
高质量的管片是地铁隧道结构安全性、
耐久性的主要保障。
[0003]
盾构管片在生产过程容易出现的质量问题之一气泡问题，
例如管片脱模后表面存
在较多的气泡，
不但影响管片的外观质量，
而且也造成大量的修补工作。
[0004] 申请公布号为CN109678429A的中国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TBM用无筋钢纤维混凝土
管片的制备方法，
其无筋钢纤维混凝土管片由钢纤混凝土浇筑制成，
钢纤混凝土由148-150
重量份的水泥、
321-323重量份的沙子、
416-418重量份的碎石、
37-39重量份的粉煤灰、
3-4
重量份的减水剂和18-19重量份的钢纤维按照水胶比0 .32-0 .33加入水制成。该制备方法
中，
加入了钢纤维，
减少了钢筋的使用量。
[0005]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
由于加入了钢纤维，
钢纤维的直径较小，
在
搅拌过程中非常容易吸附气体，
增大了混凝土中的含气量。而且这种吸附的气体形成的气
泡在搅拌过程中和浇捣过程中也不容易除去，
进而导致在制成的管片中或管片表面存在较
多的气泡。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地铁盾构管片用混
凝土，
能够减少混凝土的含气量。
[0007]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地铁盾构管片，
其表面具有较少的气泡。
[0008]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
能够减少管片表面
的气泡。
[0009]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
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
由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65400份、
水135-150份、
天然砂610-670份、
碎石1200-1300份、
外加剂3 .6-3 .9份、
掺合料65-70
份；
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所述掺合料为粉煤灰。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由于采用了合理的天然砂和碎石的重量比例，
减少了天
然砂的使用量，
同时提高了碎石的使用量，
由于碎石颗粒较大而天然砂的颗粒较小，
这种比
例优化一方面能够使得天然砂处于碎石的颗粒间隙中，
填补碎石颗粒间的空间，
避免碎石
颗粒间残存过多的气体；
另一方面减少了天然砂的使用量，
可以减少小颗粒天然砂引入的
小气泡。采用上述方案大大减少了混凝土中的含气量，
也能够最终减少采用这种混凝土制
成的管片表面的气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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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
由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74-390份、
水142-148份、
天然砂620-660份、
碎石1205-1275份、
外加
剂3 .74-3 .9份、
掺合料66 .5-70份；
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所述掺合料为粉煤灰。进一
步优选的，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预制管片用混凝土，
由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
酸盐水泥382份、
水145份、
天然砂641份、
碎石1245份、
外加剂3 .82份、
掺合料68份；
所述外加
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所述掺合料为粉煤灰。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进一步优化了各种原料之间的重量配比 ，
能够进一步减
少混凝土的含气量。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天然砂包括细粒天然砂、
中粒天然砂、粗粒天然砂，
细
粒天然砂、
中粒天然砂、
粗粒天然砂的质量比为16-19:28-35:18-20；
粗粒天然砂的粒径为
1 .18-2 .36mm；
中粒天然砂的粒径为0 .6-1 .18mm；
细粒天然砂的粒径为0 .3-0 .6mm。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天然砂采用了包括三种不同粒径的范围的颗粒，
并设置
中粒天然砂比其他两种天然砂具有更大的重量比 ，
不同粒径的颗粒能够相互掺合，
中粒天
然砂可以填补粗粒天然砂颗粒之间的空隙，
小粒径的天然砂填补中粒天然砂和粗粒天然砂
之间的空隙 ，
逐级配合，
充分减少了气体在其中存在的几率，
进一步减少了混凝土的含气
量。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天然砂还包括极细天然砂，
极细天然砂与细粒天然砂、
中粒天然砂、
粗粒天然砂的质量比为14-15:16-19:28-35:18-20；
所述极细天然砂的粒径为
0 .15-0 .3mm。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的天然砂包括四种不同粒径范围的颗粒，
各种粒
径的颗粒之间相互配合更加充分，
这种极细天然砂粒径非常小，
不仅能够填补其他大颗粒
天然砂颗粒间的空隙，
还能够充分填补混凝土中其他各种原料颗粒间留下的空隙，
从整体
上进一步压缩了气体存在的空间。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天然砂还包括大粒天然砂，
大粒天然砂与细粒天然砂、
中粒天然砂、
粗粒天然砂的质量比为12-13:16-19:28-35:18-20；
所述大粒天然砂的粒径为
2 .36-4 .75mm。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的天然砂中增加了较大颗粒的天然砂种类，
能够
弥补天然砂颗粒与碎石颗粒之间粒径相差较大而导致的不足。
由于即使大粒径的天然砂与
小粒径的碎石相比 ，
其粒径相差也较为悬殊，
在各原料均匀分散后，
碎石之间仍然会存在一
些没有被填充到的空隙，
而大粒天然砂的粒径与碎石的粒径较为接近，
能够很好地弥补上
述缺陷。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碎石包括小粒碎石、
中粒碎石、
大粒碎石，
小粒碎石、
中
粒碎石、
大粒碎石的质量比为23-27:30-35:25-26；
所述小粒碎石的粒径为9 .5-16mm；
所述
中粒碎石的粒径为16-19mm；
所述大粒碎石的粒径为19-26 .5mm。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采用了包括三种不同粒径的范围的碎石，
不同粒
径的碎石能够相互掺合，
中粒碎石可以填补大粒碎石之间的空隙，
小粒碎石能够与填补中
粒碎石和大粒碎石之间的空隙，
各种粒径的碎石逐级配合，
充分减少了气体在碎石中存在
的几率。
[0021]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
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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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铁盾构管片，
包括钢筋骨架及混凝土，
所述混凝土由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65-400份、
水135-150份、
天然砂610-670份、
碎石1200-1300份、
外加
剂3 .6-3 .9份、
掺合料65-70份；
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所述掺合料为粉煤灰。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中的混凝土中的原料将天然砂和
碎石的比例优化，
减少了天然砂的使用量，
提高了碎石的使用量，
能够使得天然砂处于碎石
的颗粒间隙中，
填补碎石颗粒间的空间，
避免碎石颗粒间残存过多的气体；
也减少了小颗粒
天然砂表面吸附形成的小气泡。本发明采用上述方案大大减少了混凝土中的含气量，
也减
少了最终制成的管片表面的气泡量。进一步的，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中的混凝土可以采
用上述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的任意一个技术方案。
[0023] 为实现上述第三个目的，
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上述的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1)拼装模具，
然后安装钢筋笼；
2)混凝土浇筑：
将混凝土原料混合，
搅拌90-120s，
得到混凝土浆料，
浇注下料、
振捣；
3)蒸汽养护，
脱模，
浸水养护，
洒水养护。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的管片制备方法既保证了各原料搅拌均匀，
又减
少了气泡的量。如果搅拌时间过短，
外加剂与水泥接触不完全，
坍落度过小，
难于振捣，
管片
成品气泡较多。如果搅拌时间过长，
塌落度增加不明显，
影响生产进度，
还会消耗过多的能
量。
因此，
本发明限定了混凝土搅拌的时间为90-120s，
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整体质量。进一步
优选的，
搅拌时间为120s。
[002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蒸汽养护包括依次进行的静停处理、
升温处理、恒温处
理、
降温处理，
所述升温处理的升温速度为10-15℃/h，
升温处理的升温时间为1 .5-3h。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的蒸汽养护为“静、
升、恒、
降”的四阶段养护方式，
并限定了升温速度为10-15℃/h，
保证成型的管片内部温度均匀。
[002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恒温处理的温度为55-60℃，
恒温处理的时间为3-6h。
[002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恒温处理时的恒温温度限定为55-60℃，
比现有技术中常
用的恒温温度高，
能够加速混凝土硬化，
避免出现裂纹。
[002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
所述降温处理的降温速度为5-20℃/h，
降温时间为1 .5-5h。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本发明的降温处理的降温速度较小，
保证缓慢降温，
避免
混凝土出现裂纹。
所述降温处理的降温速度优选为5-10℃/h。
[0031] 综上所述，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第一、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采用了特定的天然砂和碎石的重量比例，
二者
之间相互配合，
小颗粒的天然砂能够填充碎石之间的空隙，
大大减少了颗粒间空隙的出现，
进而也减少了混凝土中气体的量，
并最终减少了采用这种混凝土制成的管片上的气泡，
提
高了管片的质量。另外，
本发明的混凝土中采用的天然砂及粉煤灰的量较少，
也进一步减少
了气泡的量。
[0032] 第二、
本发明进一步采用了多种粒径的天然砂，
相互配合，
小粒径的天然砂可以填
充大粒径天然砂之间的空隙，
不同粒径的砂还能够将碎石颗粒间的空隙填充得更加充分。
[0033]
第三、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简单、易操作，
并设置了特定搅拌的时
间，
在保证管片强度的同时，
还减少了气泡的量，
提高了管片的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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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的实施例1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6] 下面实施例中，
采用的各原料的规格如下：
普通硅酸盐水泥为天瑞集团郑州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P042 .5普通硅酸盐水泥。普通硅
酸盐水泥的比表面积为337m2/kg，
密度3 .06g/cm3。
[0037] 聚羧酸减水剂为洛阳君江建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ST-01A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
剂。该减水剂的减水率不小于18％，
优选的，
不小于25％，
泌水率比不大于43％。初凝凝结时
间差+30，
终凝凝结时间差+40。抗压强度比3d ：
165％，
7d ：
154％，
28d ：
143％。氯离子含量
3
0 .014％。总碱量1 .63kg/m 。
[0038] 粉煤灰为Ⅱ级粉煤灰，
具体的，
为河南省新世纪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F类Ⅱ级
粉煤灰。粉煤灰细度为14 .2％。
[0039] 天然砂的含泥量≤1 .5％，
泥块含量≤0 .5％。
[0040] 碎石的吸水率不大于1％，
进一步优选的，
不大于0 .6％，
含泥量不大于0 .3％。
氯离
子含量≤0 .02％。碎石中针片状物含量≤8％。
[0041] 水采用自来水即可。
在实际应用时，
水的温度为12-30℃，
优选为20℃。
[0042]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由包括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
泥365-400份、
水135-150份、
天然砂610-670份、碎石1200-1300份、
外加剂3 .6-3 .9份、
掺合
料65-70份；
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所述掺合料为粉煤灰。其中普通硅酸盐水泥、
水、
天然砂、碎石、
外加剂、
掺合料配合比优选为1:0 .38:1 .68:3 .26:0 .01:0 .18。水胶比控制为
0 .3-0 .35。进一步的，
水胶比为0 .32。坍落度为70-90mm。进一步的，
坍落度为90mm。砂率控制
为31-38％，
进一步优选的，
砂率控制为34％。
[0043] 在上述方案的基础上，
原料还可以包括26-34重量份的矿粉。矿粉为S95矿粉。
[0044] 上述天然砂中，
细粒天然砂、
中粒天然砂、粗粒天然砂的质量比优选为18:30:19。
极细天然砂与细粒天然砂、
中粒天然砂、粗粒天然砂的质量比优选为14:18:30:19。大粒天
然砂与细粒天然砂、
中粒天然砂、
粗粒天然砂的质量比优选为13:18:30:19。
[0045] 上述碎石中，
小粒碎石、
中粒碎石、
大粒碎石的质量比优选为25:31:26。进一步的，
碎石还包括极小粒碎石，
所述极小粒碎石的粒径为4 .75-9 .5mm，
所述极小粒碎石与小粒碎
石、
中粒碎石、
大粒碎石的质量比为17-19:23-27:30-35:25-26。优选为18:25:31:26。
[0046]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的典型实施例如下：
实施例1
本实施例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82kg、
水
145kg、
天然砂641kg、
碎石1245kg、
聚羧酸减水剂3 .82kg、
粉煤灰68kg。
[0047] 实施例2
本实施例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74kg、
水
142kg、
天然砂627 .6kg、
碎石1219kg、
聚羧酸减水剂3 .74kg、
粉煤灰66 .6kg。
[0048]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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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施例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90kg、
水
148kg、
天然砂654 .4kg、
碎石1271 .1kg、
聚羧酸减水剂3 .9kg、
粉煤灰69 .4kg。
[0049] 实施例4
本实施例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65kg、
水
138kg、
天然砂612 .5kg、
碎石1200kg、
聚羧酸减水剂3 .65kg、
粉煤灰65kg。
[0050] 实施例5
本实施例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95kg、
水
150kg、
天然砂662 .8kg、
碎石1290kg、
聚羧酸减水剂3 .95kg、
粉煤灰70kg。
[0051] 实施例6
本实施例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82kg、
水
145kg、
天然砂641kg、
碎石1245kg、
聚羧酸减水剂3 .82kg、
粉煤灰68kg、
矿粉34kg。
[0052] 实施例7
本实施例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由如下重量的原料制成：
普通硅酸盐水泥374kg、
水
142kg、
天然砂627 .6kg、
碎石1219kg、
聚羧酸减水剂3 .74kg、
粉煤灰66 .6kg、
矿粉30kg。
[0053]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包括钢筋笼和混凝土，
混凝土为上述实施例1-7中的任意
一个中的混凝土。管片为标准管片、邻接管片、封顶管片中的任意一种。管片外直径为
6200mm ，
内直径为5500mm ，
管片厚度为350mm ，
管片宽度为1500mm。钢筋笼采用HPB300、
HRB400E钢筋制成。
[0054]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拼装模具，
然后安装钢筋笼；
2)混凝土浇筑：
将混凝土原料混合，
搅拌90-120s，
得到混凝土浆料，
浇注下料、
振捣；
3)蒸汽养护，
脱模，
浸水养护，
洒水养护。
[0055] 步骤1)中拼装模具包括先对模具进行清理，
然后喷涂脱模剂，
合模。对模具进行清
理是对钢模上的残渣清理、
铲除，
用压缩空气吹净颗粒和灰尘。
喷涂脱模剂时喷涂均匀不积
油、
流油。
合模后，
按先中间后两端的顺序，
拧紧定位螺栓，
最后打入定位销。
[0056] 步骤1)中安装钢筋笼包括先安装垫块，
然后再将钢筋笼入模。所述垫块为塑料垫
块。
[0057] 步骤2)中振捣时先两边后中间。
每个振动点振动时间控制在10-20s。振捣频率为
65-70Hz。整体振捣时间控制为5-10min/m3 ，
优选为7min/m3。振捣插入点(振动点)间隔半径
不大于30cm。振捣时，
采用附着式振动器振捣，
同时采用高频插入式振捣棒辅助振捣。振捣
时采用分层摊铺然后振捣的方式，
振捣上层时，
插入式振捣器插入下层10cm。振捣时，
沿对
应管片的弧长方向先两端后中间、
沿对应管片的宽度方向先中间厚两侧的方式振捣。
[0058] 步骤3)中蒸汽养护包括依次进行的静停处理、
升温处理、恒温处理、
降温处理，
静
停处理的时间不小于2h。优选为不小于4h，
进一步优选为4-6h。所述升温处理和恒温处理时
的湿度为90-100％。
[0059] 蒸汽养护的蒸汽由厂区锅炉房供给，
蒸汽通过管道通至蒸汽窑中管片模具下部。
蒸汽窑内设有升温区、
保温区和降温区，
利用各班、
温度传感器及电磁阀控制蒸汽的量，
使
每个温区达到合适温度。养护窑顶盖及侧壁与管片之前留有15-20cm的距离，
以利于空气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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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中脱模时，
先试压后脱模，
试压达到设计强度的40％再拆模。本发明中管片
设计强度为50MPa。
[0061] 步骤3)中浸水养护的时间为16-18天。
优选为16天。具体的，
管片出模后，
立即用塑
料布对管片遮覆养护；
防止管片因降温和失水太快产生温差裂纹和干缩裂纹。待管片整体
温度与环境温度差不大于20℃后，
吊装入池进行浸水养护。优选的，
该温差不大于10℃。浸
水养护时，
将确保管片全部浸没在水中，
并且定期测量水的pH值(应呈弱碱性) ，
如果没有达
到规定值，
将加入一定的Ca(OH) 2 ，
确保pH值满足要求。
[0062] 浸水养护后，
出池堆放，
洒水养护，
洒水养护的时间为12-14天。
[0063]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的制备方法的典型实施例如下：
实施例1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拼装模具：
对钢模上的残渣进行清理、
铲除，
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净钢膜表面的颗粒和
灰尘；
然后均匀喷涂脱模剂；
合模，
安装定位螺栓和定位销；
2)安装钢筋笼：
在模具中安放塑料垫块，
将钢筋笼入模；
3)混凝土浇筑：
将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实施例1中的混凝土原料混合，
搅拌120s，
得
到混凝土浆料，
浇注下料、振捣；
振捣时，
振动点间隔半径为30cm，
每个振动点振动时间为
3
20s，
振捣频率为65Hz，
振捣时间控制为7min/m ；
4)蒸汽养护：
依次进行静停处理、升温处理、恒温处理、
降温处理，
静停处理的时间为
4h；
升温处理的升温速度为10℃/h，
升温处理的升温时间为3h；
恒温处理的温度为55℃，
恒
温处理的时间为4h；
升温处理和恒温处理时的湿度均为90％；
降温处理的降温速度为5℃/
h，
降温时间为5h；
5)浸水、
洒水养护：
蒸汽养护后进行脱模，
然后进行浸水养护和洒水养护；
脱模时，
先试
压后脱模，
试压达到20MPa后拆模；
管片出模后，
立即用塑料布对管片遮覆；
待管片整体温度
与环境温度差不大于10℃时，
吊装入池进行浸水养护；
浸水养护的时间为16天；
浸水养护
后，
出池堆放，
洒水养护12天。
[0064] 实施例2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拼装模具：
对钢模上的残渣进行清理、
铲除，
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净钢膜表面的颗粒和
灰尘；
然后均匀喷涂脱模剂；
合模，
安装定位螺栓和定位销；
2)安装钢筋笼：
在模具中安放塑料垫块，
将钢筋笼入模；
3)混凝土浇筑：
将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实施例2中的混凝土原料混合，
搅拌100s，
得
到混凝土浆料，
浇注下料、振捣；
振捣时，
振动点间隔半径为30cm，
每个振动点振动时间为
3
15s，
振捣频率为65Hz，
振捣时间为7min/m ；
4)蒸汽养护：
依次进行静停处理、升温处理、恒温处理、
降温处理，
静停处理的时间为
4h；
升温处理的升温速度为10℃/h，
升温处理的升温时间为3h；
恒温处理的温度为55℃，
恒
温处理的时间为6h；
升温处理和恒温处理时的湿度均为90％；
降温处理的降温速度为8℃/
h，
降温时间为4h；
5)浸水、
洒水养护：
蒸汽养护后进行脱模，
然后进行浸水养护和洒水养护；
脱模时，
先试
压后脱模，
试压达到20MPa后拆模；
管片出模后，
立即用塑料布对管片遮覆；
待管片整体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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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环境温度差不大于10℃时，
吊装入池进行浸水养护；
浸水养护的时间为18天；
浸水养护
后，
出池堆放，
洒水养护14天。
[0065] 实施例3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拼装模具：
对钢模上的残渣进行清理、
铲除，
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净钢膜表面的颗粒和
灰尘；
然后均匀喷涂脱模剂；
合模，
安装定位螺栓和定位销；
2)安装钢筋笼：
在模具中安放塑料垫块，
将钢筋笼入模；
3)混凝土浇筑：
将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实施例3中的混凝土原料混合，
搅拌90s，
得到
混凝土浆料，
浇注下料、
振捣；
振捣时，
振动点间隔半径为30cm，
每个振动点振动时间为10s，
振捣频率为70Hz，
振捣时间控制为10min/m3 ；
4)蒸汽养护：
依次进行静停处理、升温处理、恒温处理、
降温处理，
静停处理的时间为
4h；
升温处理的升温速度为10℃/h，
升温处理的升温时间为3h；
恒温处理的温度为60℃，
恒
温处理的时间为6h；
升温处理和恒温处理时的湿度均为90％；
降温处理的降温速度为5℃/
h，
降温时间为5h；
5)浸水、
洒水养护：
蒸汽养护后进行脱模，
然后进行浸水养护和洒水养护；
脱模时，
先试
压后脱模，
试压达到20MPa后拆模；
管片出模后，
立即用塑料布对管片遮覆；
待管片整体温度
与环境温度差不大于10℃时，
吊装入池进行浸水养护；
浸水养护的时间为16天；
浸水养护
后，
出池堆放，
洒水养护12天。
[0066] 实施例4
本发明的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拼装模具：
对钢模上的残渣进行清理、
铲除，
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净钢膜表面的颗粒和
灰尘；
然后均匀喷涂脱模剂；
合模，
安装定位螺栓和定位销；
2)安装钢筋笼：
在模具中安放塑料垫块，
将钢筋笼入模；
3)混凝土浇筑：
将地铁盾构管片用混凝土实施例4中的混凝土原料混合，
搅拌90s，
得到
混凝土浆料，
浇注下料、
振捣；
振捣时，
振动点间隔半径为30cm，
每个振动点振动时间为10s，
振捣频率为70Hz，
振捣时间控制为10min/m3 ；
4)蒸汽养护：
依次进行静停处理、升温处理、恒温处理、
降温处理，
静停处理的时间为
2h；
升温处理的升温速度为15℃/h，
升温处理的升温时间为2h；
恒温处理的温度为55℃，
恒
温处理的时间为3h；
升温处理和恒温处理时的湿度均为90％；
降温处理的降温速度为15℃/
h，
降温时间为2h，
降温后静置2h；
5)浸水、
洒水养护：
蒸汽养护后进行脱模，
然后进行浸水养护和洒水养护；
脱模时，
先试
压后脱模，
试压达到20MPa后拆模；
管片出模后，
立即用塑料布对管片遮覆；
待管片整体温度
与环境温度差不大于10℃时，
吊装入池进行浸水养护；
浸水养护的时间为16天；
浸水养护
后，
出池堆放，
洒水养护12天。
[0067] 试验例
对地铁盾构管片的制备方法的实施例1-3中制得的管片按照如下方式进行测试：
(1)外观及尺寸检测
外观质量检测通过目测进行，
尺寸检测采用卡尺进行检测。检测采用抽检的方式，
抽检
率为10％。
检测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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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外观及尺寸检测结果

[0068]

由表1可以看出，
本发明制得的管片尺寸符合要求，
没有出现直径大于5mm的气泡，
具有良好的表观质量。
[0069]
(2)性能检测
按照GB/T50080-2016检测混凝土的含气量，
按照GB/T50081-2002检测抗压强度，
按照
GB/T50081-2009检测氯离子扩散系数；
按照CECS 53-93检测混凝土碱含量；
按照JGJ/T
322-2013检测氯离子含量。
检测结果如下表：
表2性能检测结果
检测项目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含气量/％
1 .8
1 .5
1 .5
抗压强度/MPa，
7d
48 .7
49 .1
50 .5
抗压强度比/MPa，
28d
60 .8
61 .2
60 .7
氯离子含量/％
0 .051
0 .049
0 .05
3
碱含量/(kg/m )
2 .32
2 .34
2 .35
氯离子扩散系数/m2/s
2 .4*10-12
2 .2*10-12
2 .1*10-12
[0070] 从表2可以看出，
本发明的混凝土中含气量非常低，
制成的管片抗压强度较高，
具
有良好的综合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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