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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涉及混凝土制造的技术领域，具体公

开了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生产工艺。再生混凝土

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再生粗骨料350‑450份，

水泥180‑250份，细集料250‑300份，水85‑110份，

闭孔珍珠岩15‑30份，羟丙基纤维素20‑38份，减

水剂2‑5份；其制备方法包括再生粗集料制备：废

弃混凝土废料进行破碎，并用水进行冲洗，除去

破碎后废弃混凝土废料表面的灰尘，干燥制得再

生粗集料备用；再生混凝土制备：将羟丙基纤维

素溶于水制成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后，将再生粗

集料、细集料、闭孔珍珠岩、减水剂、水泥和羟丙

基纤维素水溶液一同搅拌，制成再生混凝土。本

申请的再生混凝土，其具有相对较佳的抗压强度

和抗渗水能力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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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混凝土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再生粗骨料

350‑450份，水泥180‑250份，细集料250‑300份，水85‑110份，闭孔珍珠岩15‑30份，羟丙基纤

维素20‑38份，减水剂2‑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混凝土还包括5‑10份

聚乙烯醇。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混凝土还包括1‑5份

卡波姆。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制备步骤：

S1、再生粗集料制备：废弃混凝土废料进行破碎，并用水进行冲洗，除去破碎后废弃混

凝土废料表面的灰尘，干燥制得再生粗集料备用；

S2、再生混凝土制备：将羟丙基纤维素溶于水制成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后，将再生粗集

料、细集料、闭孔珍珠岩、减水剂、水泥和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一同搅拌，制成再生混凝土。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制备步

骤：

S1‑1、再生粗集料的处理：将聚乙烯醇加入水中搅拌溶解制成浸渍液，用浸渍液浸没再

生粗集料，并搅拌3‑4h后取出，浸泡后的再生粗集料捞出烘干备用。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混凝土制

备中还加入25‑40份碱性硅溶胶。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以下制备步

骤：

S1‑2、骨料的混合：碱性硅溶胶加水稀释，再加入再生粗集料搅拌，将闭孔珍珠岩和细

集料加入搅拌、混匀、沥干后，制得混合骨料；

S2、再生混凝土制备：将羟丙基纤维素溶于水制成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后，将再生粗集

料、细集料、闭孔珍珠岩、减水剂、水泥、卡波姆和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一同搅拌，制成再生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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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生产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混凝土制造的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生

产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建设的逐步推进，城市建设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难以处理，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随着建筑混凝土研究的逐步深入，将废弃的建筑垃

圾再回收制成再生混凝土符合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渐受到推广。

[0003] 再生混凝土将废弃的混凝土块进行回收利用,然后再经破碎,清洗与分级后,按一

定的比例与级配混合重新形成的再生粗集料,部分或全部代替砂石等天然骨料,再加入水

泥,水或部分天然骨料配制而成的新的混凝土。

[0004] 申请号为201811459348.1的专利文献公开了一种再生混凝土，包括以下质量份数

的组分：水4.5‑6份；硅酸盐水泥15‑20份；减水剂1.5‑2份；再生粗集料60‑80份，再生粗集料

为碎砖石、废混凝土块、天然骨料的混合物；再生细集料37.5‑50份，再生细集料为中砂以及

工业废渣的混合物；CM‑DPS深度渗透结晶密封防水剂1.5‑2份；橡胶乳液10.5‑14份；硅烷偶

联剂3‑4份。

[0005] 针对上述中的相关技术，发明人认为存在以下技术缺陷：由于建筑废料破碎再生

成再生粗集料的过程中，受到外力挤压破碎从而内部带有一定的裂隙，再生粗集料的强度

受到影响，从而使再生混泥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相对不高。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提高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本申请提供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

生产工艺。

[0007] 本申请提供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生产工艺，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一种再生混凝土，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再生粗骨料350‑450份，水泥180‑250

份，细集料250‑300份，水85‑110份，闭孔珍珠岩15‑30份，羟丙基纤维素20‑38份，减水剂2‑5

份。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羟丙基纤维素和闭孔珍珠岩的加入羟丙基纤维素可

使水泥微粒和再生粗集料的结合相对更密实，并和闭孔珍珠岩协同，使得再生混凝土的抗

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提高。

[0009] 优选的，所述一种再生混凝土还包括5‑10份聚乙烯醇。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乙烯醇加入后可对再生粗集料的表面进行处理，从而

使得水泥微粒和再生粗集料的结合更稳定，并且再生粗集料中的缝隙不易进入自由水，使

得混凝土干结后的密度相对更高。

[0011] 优选的，所述一种再生混凝土还包括1‑5份卡波姆。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卡波姆可和聚乙烯醇起协同复配的作用，同时，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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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带有的羧酸基团可和羟丙基纤维素产生较佳的作用力，从而增加混凝土凝固后的密实程

度。

[0013] 优选的，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加入聚羧酸减水剂后，可提高再生混凝土早期强度，并减

少再生混凝土出现离析泌水的现象。

[0015] 第二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生产工艺，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一种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工艺，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S1、再生粗集料制备：废弃混凝土废料进行破碎，并用水进行冲洗，除去破碎后废

弃混凝土废料表面的灰尘，干燥制得再生粗集料备用；

S2、再生混凝土制备：将羟丙基纤维素溶于水制成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后，将再生

粗集料、细集料、闭孔珍珠岩、减水剂、水泥和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一同搅拌，制成再生混凝

土。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除去了混凝土颗粒表面的灰尘后，使得再生粗集料的表

面和缝隙相对容易被羟丙基纤维素附着，从而加入水泥微粒在羟丙基纤维素的结合下，与

再生粗集料的连接相对更密实，进而提高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0017] 优选的，所述一种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工艺还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S1‑1、再生粗集料的处理：将聚乙烯醇加入水中搅拌溶解制成浸渍液，用浸渍液浸

没再生粗集料，并搅拌3‑4h后取出，浸泡后的再生粗集料捞出烘干备用。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乙烯醇水溶液的浸泡处理后，聚乙烯醇可进入再生粗

集料的缝隙中，并对再生粗集料的表面进行处理；后期混凝土的混合中，聚乙烯醇与可与羟

丙基纤维素协同，两者之间共有的氢键作用力，促进水泥微粒和闭孔珍珠岩与再生粗集料

的结合，提高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0019] 优选的，所述再生混凝土制备中还加入25‑40份碱性硅溶胶。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碱性硅溶胶加入后可使得聚乙烯醇对混凝土颗粒的表面

处理效果提高，并且可和混凝土中的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硅酸钙，从而提高再生混凝土的抗

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0021] 优选的，所述一种再生混凝土的生产工艺还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S1‑2、骨料的混合：碱性硅溶胶加水稀释，再加入再生粗集料搅拌，将闭孔珍珠岩

和细集料加入搅拌、混匀、沥干后，制得混合骨料。

[0022] S2、再生混凝土制备：将羟丙基纤维素溶于水制成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后，将再生

粗集料、细集料、闭孔珍珠岩、减水剂、水泥、卡波姆和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一同搅拌，制成

再生混凝土。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浸泡过聚乙烯醇的再生粗集料，先和碱性硅溶胶搅拌混

合，可使硅溶胶较多的渗入再生粗集料中，并提高聚乙烯醇和再生粗集料的结合强度，从而

使再生混凝土的配置时，聚乙烯醇和碱性硅溶胶可起到较好的复配作用，并通过卡波姆、聚

乙烯醇和羟丙基纤维素三者的协同作用，提高再生混凝土的结构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0024] 综上所述，本申请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由于羟丙基纤维素和闭孔珍珠岩的加入羟丙基纤维素可使水泥微粒和再生粗

集料的结合相对更密实，并和闭孔珍珠岩协同，使得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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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0025] 2、本申请中优选采用聚乙烯醇水溶液的浸泡处理后，聚乙烯醇可进入再生粗集料

的缝隙中，并对再生粗集料的表面进行处理；后期混凝土的混合中，聚乙烯醇与可与羟丙基

纤维素协同，两者之间共有的氢键作用力，促进水泥微粒和闭孔珍珠岩与再生粗集料的结

合，提高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0026] 3、本申请的方法，通过性硅溶胶加入后可使得聚乙烯醇对混凝土颗粒的表面处理

效果提高，并且可和混凝土中的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硅酸钙，从而提高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

度和抗渗水能力。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8] 本发明所涉及的原料和组分的来源信息如表1所示：

表1原料的规格及购买信息

[0029] 制备例

制备例1

再生粗集料制备：将废弃的混凝土废料放入破碎机中破碎，并过筛网筛选10‑15mm

连续级配的废弃混凝土颗粒，再用自来水冲洗废弃混凝土颗粒，除去粘附在废弃混凝土颗

粒表面的灰尘，制得再生粗集料。

[0030] 以上制备例制得的粗骨料按照GB/T14685‑2011《建筑用卵石、粗骨料》检测，表观

密度都大于2500kg/m3，堆积密度大于1500kg/m3，空隙率都大于35％，满足建筑用粗骨料的

标准。

实施例

[0031] 各实施例中的组分和配比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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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实施例的制备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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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实施例1‑3

按照表1各组分的配比称量，按以下步骤制备再生混凝土；

S2、再生混凝土制备：将羟丙基纤维素溶于水制成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后，将制备

例1制得的再生粗集料、细集料、闭孔珍珠岩、减水剂、水泥和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一同搅

拌，制成再生混凝土。

[0033] 实施例4

S1‑1、再生粗集料的处理：将200份自来水加热至95℃并加入5重量份聚乙烯醇搅

拌溶解，制得浸渍液，将制备例1中的再生粗集料浸没于浸渍液中，搅拌3h后捞出沥干，在65

℃下烘干制得再生粗集料；

S2、再生混凝土制备：取85份自来水加入20份羟丙基纤维素搅拌溶解制得羟丙基

纤维素水溶液，再取180份水泥、2份减水剂、步骤S1‑1中制得的再生粗集料、15份闭孔珍珠

岩、250份细集料和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搅拌混合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

[0034] 实施例5

与实施例4的不同在于：将200份自来水加热至95℃并加入7重量份聚乙烯醇搅拌

溶解，制得浸渍液，将制备例1中的再生粗集料浸没于浸渍液中，搅拌4h后捞出沥干，在65℃

下烘干制得再生粗集料。

[0035] 实施例6

与实施例4的不同在于：将200份自来水加热至95℃并加入10重量份聚乙烯醇搅拌

溶解，制得浸渍液，将制备例1中的再生粗集料浸没于浸渍液中，搅拌4h后捞出沥干，在65℃

下烘干制得再生粗集料。

[0036] 实施例7

与实施例1不同在于：S2、再生混凝土制备中还加入1份卡波姆一同搅拌。

[0037] 实施例8

与实施例4不同在于：S2、再生混凝土制备：取65份自来水加入20份羟丙基纤维素

搅拌溶解制得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取25份自来水加入1份卡波姆搅拌溶解制成卡波姆溶

液，再取180份水泥、2份减水剂、步骤S1‑1中制得的再生粗集料、15份闭孔珍珠岩、250份细

集料、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卡波姆溶液搅拌混合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

[0038] 实施例9

与实施例8不同在于：步骤S2中卡波姆为3重量份。

[0039] 实施例10

与实施例8不同在于：步骤S2中卡波姆为5重量份。

[0040] 实施例11

与实施例8不同在于：步骤S1‑1中聚乙烯醇为6重量份；

步骤S2中羟丙基纤维素为26重量份，卡波姆为1重量份。

[0041] 实施例12

与实施例4不同在于：S1‑1、再生粗集料的处理：将200份自来水加热至95℃并加入

5重量份聚乙烯醇搅拌溶解，制得浸渍液，将制备例1中的再生粗集料浸没于浸渍液中，搅拌

3h后捞出沥干，在65℃下烘干制得再生粗集料；

S1‑2、骨料的混合：取25份碱性硅溶胶加入50份自来水稀释，再加入S1‑1制得的再

说　明　书 5/8 页

7

CN 112759329 A

7



生粗集料搅拌1h后，加入15份闭孔珍珠岩和250份细集料搅拌混匀、沥干后制得混合骨料。

[0042] S2、再生混凝土制备：S2、再生混凝土制备：取65份自来水加入20份羟丙基纤维素

搅拌溶解制得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取25份自来水加入1份卡波姆搅拌溶解制成卡波姆溶

液，再取180份水泥、2份减水剂、步骤S1‑2中制得的混合骨料、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卡波姆

溶液搅拌混合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

[0043] 实施例13

与实施例12不同在于：步骤S1‑2中碱性硅溶胶为32重量份。

[0044] 实施例14

与实施例12不同在于：步骤S1‑2中碱性硅溶胶为40重量份。

[0045] 对比例

各对比例所制得再生混凝土的组分和配比如表3所示：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再生粗集料 350 350 350

水泥 180 180 180

细集料 250 250 250

自来水 85 85 85

减水剂 2 2 2

羟丙基纤维素 0 20 0

表3为各对比例中再生混凝土的组分和配比

[0046] 对比例1

S1，取350份制备例5的方法制得的混凝土颗粒和250份机制中砂放入搅拌机中搅

拌均匀，制得混合骨料；

S2，取85份自来水、180份水泥、2份减水剂、步骤L1中制得的混合骨料和羟丙基纤

维素水溶液搅拌混合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

[0047] 对比例2

与对比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S2中取85份自来水加入20份羟丙基纤维素搅拌溶解

制得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再取180份水泥、2份减水剂、步骤S1中制得的混合骨料和羟丙基

纤维素水溶液搅拌混合均匀得到再生混凝土。

[0048] 对比例3

与对比例1的区别在于：步骤S1中取350份制备例5的方法制得的混凝土颗粒、250

份机制中砂和15份闭孔珍珠岩放入搅拌机中搅拌均匀，制得混合骨料。

[0049] 对比例4

采用专利名称为再生混凝土，申请号为201811459348.1的专利文献公开的再生混

泥土的制备配方，并按照其公开的实施例6的步骤制备再生混凝土。

[0050] 性能测试

以上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备的再生混凝土的性能测试方法如下：

1、抗压强度：按照GB/T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制作标准

试块，并测量标准试块28天的抗压强度；

2、抗水渗透性能：按照GB/T50082‑2009《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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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标准》中的逐级加压法测试混凝土标准试块的渗水深度。

[0051] 表4各实施例制得的再生混凝土的性能测试结果

[0052] 表5各对比例制得的再生混凝土的性能测试结果

[0053] 结合实施例1和对比例4并结合表4和表5可以看出，实施例1中加入羟丙基纤维素

和闭孔珍珠岩后抗压强度高于对比例4的抗压度，并且渗水深度为7.5mm也低于对比例4中

的8.3mm；再生混凝土中加入羟丙基纤维素和闭孔珍珠岩可使混凝土的密实性更高，而闭孔

珍珠岩可增加再生混凝土的强度。

[0054] 结合实施例1和对比例1‑3并结合表4和5可以看出，对比例1的再生混凝土中未加

入羟丙基纤维素和闭孔珍珠岩，其抗压强度和和抗渗水能力明显低于实施例1；而对比例2

中加入羟丙基纤维素后，由于羟丙基纤维素可增强水泥微粒和再生粗集料的结合强度，从

而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并且一定程度的提高了抗渗水能力；对比例3中加入闭孔珍珠岩

后，闭孔珍珠岩可附着于再生粗集料的表面，并对再生粗集料的裂隙进行一定程度的覆盖，

使混合搅拌使，水分不易进入缝隙，导致后期水分流出后，混凝土的密度下降从而降低强度

和抗渗水能力。而实施例1中同时加入羟丙基纤维素和闭孔珍珠岩，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相比对比例1‑3有难以预料的提高，加入的羟丙基纤维素水溶液可渗入再生粗集料的缝隙

内，且羟丙基纤维素可将闭孔珍珠岩粘结于再生粗集料的表面，同时水泥微粒包覆再生粗

集料，并且部分水泥微粒以闭孔珍珠岩为粘附点，使得混凝土的密实程度更高，从而提高混

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0055] 结合实施例1和实施例4并结合表2和表4可以看出，实施例4中经过聚乙烯醇水溶

液的浸泡处理后，聚乙烯醇可进入再生粗集料的缝隙中，并对再生粗集料的表面进行处理；

后期混凝土的混合中，聚乙烯醇与可与羟丙基纤维素协同，两者之间共有的氢键作用力，使

羟丙基纤维素与再生粗集料表面结合的强度更高，从而促进水泥微粒和闭孔珍珠岩与再生

粗集料的结合，提高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0056] 结合实施例4、7和8并结合表2和表4可以看出，实施例7中再生粗集料未经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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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处理仅加入卡波姆后，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均没有明显的提升，水泥微

粒与再生粗集料之间的连接强度并不能有明显提高。而实施例8中再生粗集料经聚乙烯醇

处理再加入卡波姆后，再生混凝土的抗渗水能力明显提高，渗水深度从实施例4的5.6mm降

低至5.1mm。卡波姆自身带有大量羧酸基可与渗入再生粗集料的聚乙烯醇产生较大的作用

力，同时与羟丙基纤维素的中的羟基吸引，使羟丙基纤维素靠拢于再生粗集料，并起到桥接

的作用，从而羟丙基纤维素能更紧密的包覆再生粗集料，使混凝土在凝固时密实度更高，提

高再生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

[0057] 结合实施例8和12并结合表2和表4可以看出，实施例12混合骨料的制备中，将浸泡

过聚乙烯醇的再生粗集料加入碱性硅溶胶搅拌，之后制得的再生混凝土在抗压强度和抗渗

水能力上都得到了难以预料的提高，碱性硅溶胶的渗透性强，可渗入浸泡过聚乙烯醇的再

生粗集料中，且渗入的硅溶胶的硅氧键和聚乙烯醇作用，使聚乙烯醇与再生粗集料的结合

稳定性更高，同时，部分硅溶胶于再生粗集料中粘附的水泥块中的氢氧化钙反应生成硅酸

钙，使再生粗集料自身强度提高且不易吸水，当混凝土配置时，部分渗入再生粗集料的硅溶

胶还可与水泥中的硅、钙水合作用生成硅酸钙化合物，而羟丙基纤维素与闭孔珍珠岩产生

的空间效应可与碱性硅溶胶协同，从而使再生混凝土中的凝胶物质和再生粗集料紧密结

合，使得抗压强度和抗渗水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0058] 结合实施例8‑11并结合表2和表4可以看出，当羟丙基纤维素、聚乙烯醇和卡波姆

的添加比为13：3：1时，可起到较好的复配作用，卡波姆的羧酸基、羟丙基纤维素的羟基以及

聚乙烯醇的羟基可产生较佳的作用力，从而提高再生混凝土凝结后的密实程度。

[0059]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申请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申请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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