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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混

凝土，具体涉及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及其制备

方法。其技术要点如下：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

如下组分：白色硅酸盐水泥70~100份，白色矿粉

10~30份，白色石灰石粉10~30份，偏高岭土5~15

份，钛白粉5~10份，河砂100~200份，浅色骨料120

~150份，水35~50份，减水剂1~3份，缓凝剂0.2~
0.5份和模板剂5~10份。本发明提供的白色自清

洁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通过表面防护，降低混

凝土碳化，同时通过添加超疏水物质和混凝土表

面质构使得混凝土表面疏水，同时添加光催化剂

降解污染物，在雨水冲刷下实现自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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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如下组分：白色硅酸

盐水泥70~100份，白色矿粉10~30份，白色石灰石粉10~30份，偏高岭土5~15份，钛白粉5~10

份，河砂100~200份，浅色骨料120~150份，水35~50份，减水剂1~3份，缓凝剂0.2~0.5份和模

板剂5~1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模板剂是氯化铵与

碘乙酰胺或碳酸氢铵中的任意一种的混合物。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数计算，

还包括含有亲水基团的聚硅氮烷10~20份。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聚硅氮烷是全氢聚

硅氮烷或无机聚硅氮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按照重量份数计算，还

包括引气剂1~5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按照质量份数计算，还

包括光催化剂10~20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光催化剂包括氢氧

化镁、蝴蝶鳞粉和氮化硼改性二氧化钛颗粒。

8.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S1.  将白色硅酸盐水泥70~100份，白色矿粉10~30份，白色石灰石粉10~30份，偏高岭土

5~15份，钛白粉5~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S2. 向所述混合物A中加入模板剂5~10份，搅拌1~3h得到混合物B；

S3. 向所述混合物B中加入河砂100~200份，浅色骨料120~150份，水35~50份，减水剂1~
3份，缓凝剂0.2~0.5份，持续搅拌得到所述白色自清洁混凝土。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操

作步骤：

S1.  将白色硅酸盐水泥70~100份，白色矿粉10~30份，白色石灰石粉10~30份，偏高岭土

5~15份，钛白粉5~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S2. 向所述混合物A中加入模板剂5~10份，搅拌1~3h，再加入聚硅氮烷5~10份，搅拌，得

到混合物B；

S3. 向所述混合物B中加入河砂100~200份，浅色骨料120~150份，水35~50份，减水剂1~
3份，缓凝剂0.2~0.5份和引气剂1~5份，持续搅拌得到所述白色自清洁混凝土。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

步骤S4中，持续搅拌3~4h后加入光催化剂10~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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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混凝土，具体涉及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

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建筑的要求不只限于基本使用功能，对于美观、装

饰等方面的要求愈来愈高，白色清水混凝土以其独特的外观效果受到人们的青睐，目前白

色清水混凝土建筑越来越多，如成都来福士广场、上海金山现代农业园、阿尔及利亚东方商

业广场项目、孟加拉Gulshan社区清真寺、波尔图文化剧院、科特迪瓦亚穆苏克罗和平圣母

大教堂等，白色清水混凝土用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0003] 白色混凝土美观，装饰效果好，然而在使用中容易因为混凝土碳化使得颜色变深，

同时容易受到外界空气或者雨水中的物质污染，从而失去装饰效果。

[0004] 有鉴于上述现有的白色混凝土中存在的缺陷，本发明人基于从事此类产品设计制

造多年丰富的实务经验及专业知识，并配合学理的运用，积极加以研究创新，以期创设一种

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通过表面防护，降低混凝土碳化，同时通过添加超疏水物

质和混凝土表面质构使得混凝土表面疏水，同时添加光催化剂降解污染物，在雨水冲刷下

实现自清洁。经过不断的研究、设计，并经反复试作样品及改进后，终于创设出确具实用价

值的本发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具有防碳化、自清洁的优点，

具有产业价值。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如下组分：白色硅

酸盐水泥70～100份，白色矿粉10～30份，白色石灰石粉10～30份，偏高岭土5～15份，钛白

粉5～10份，河砂100～200份，浅色骨料120～150份，水35～50份，减水剂1～3份，缓凝剂0.2

～0.5份和模板剂5～10份。模板剂的加入，能够在混凝土水化过程中受热分解，形成气体，

以小气泡的形式逸出，混凝土固化后，在混凝土表面形成100nm左右的凸起，这些凸起之间

充满了纳米级的空气，形成一层空气膜，能够隔绝水滴的侵入，达到防水的目的；当灰尘落

到混凝土表面时，也会被凸起挡在空气膜外，雨水冲刷后，灰尘等颗粒被雨水带走，达到混

凝土自清洁的目的。

[0008] 进一步的，模板剂是氯化铵与碘乙酰胺或碳酸氢铵中的任意一种的混合物。白色

混凝土水化和固化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热，使混凝土体系温度升高到80℃左右，在这个

温度下，碳酸氢铵分解出氨气，达到上述目的，碘乙酰胺见光分解出氨气，也能够达到上述

目的；而氯化铵此时部分分解，同样达到上述目的，且白色硅酸盐水泥与普通水泥相比，开

始水化反应早，水化速度快，水化放热速率高，导致混凝土内部与外部产生较大的温度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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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产生较大温度应力，从而产生温度裂缝，氯化铵溶于水后，吸热，延缓白色硅酸盐水泥的

放热速率，降低混凝土内部与外部的温度梯度，进而防止白色硅酸盐水泥的早期开裂。

[0009] 进一步的，氯化铵与碳酸氢铵或碘乙酰胺的重量比为5：(4～6)。

[0010]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数计算，还包括含有亲水基团的聚硅氮烷10～20份。聚硅氮

烷虽然是具有亲水基团，但却不溶于水，聚硅氮烷的亲水基团能够与水分子之间产生氢键，

进而锁住水分子，在宏观上使小水滴迅速聚集在凸起上，进而通过重力作用自行离开混凝

土表面，达到自清洁的目的。

[0011] 进一步的，聚硅氮烷是全氢聚硅氮烷或无机聚硅氮烷。全氢聚硅氮烷和无机聚硅

氮烷中能够阻止白色硅酸盐水泥中氢氧元素被夺取，进而阻止白色硅酸盐水泥的碳化，使

白色硅酸盐水泥保持白色。

[0012] 进一步的，按照重量份数计算，还包括引气剂1～5份。

[0013] 进一步的，引气剂是松香树脂类引气剂和硼砂的混合物。其中松香树脂类引气剂

与硼砂的重量比为10:(1～2)，硼砂的加入同样能够阻止白色硅酸盐水泥的碳化，引气剂的

加入使模板剂受热分解出的气体形成的气泡尺寸更为均匀，能够保证其形成直径为200nm

左右的气泡，在固化后收缩为直径为100nm左右的凸起，起到更为有效的防水自清洁作用。

[0014] 进一步的，按照质量份数计算，还包括光催化剂10～20份。在白色混凝土内部加入

光催化剂，对混凝土表面残留的污染物进行光催化降解为小分子，随雨水冲刷离开白色混

凝土表面，进一步提高自清洁的效果。

[0015] 进一步的，光催化剂包括氢氧化镁、蝴蝶鳞粉和氮化硼改性二氧化钛颗粒。蝴蝶鳞

粉中含有几丁质，在光照条件下能够对有机物分子进行降解；同时含有碳原子数不等的烃

类和高脂肪醇和高脂肪酸，在氢氧化镁的作用下，有效抑制白色硅酸盐水泥的碳化，且能够

抑制有害气体的活性，减少有害气体对白色硅酸盐混凝土表面的腐蚀；氮化硼改性二氧化

钛颗粒中，硼元素能够夺取有机物中的氮元素，对有机物分子进行快速分解，提高自清洁效

率。

[0016] 进一步的，光催化剂中氢氧化镁、蝴蝶鳞粉和氮化硼改性二氧化钛颗粒的重量比

为1：(1～2)：(1～3)。

[0017]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具有同样的效

果。

[0018]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效果是由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1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0020] S1.将白色硅酸盐水泥70～100份，白色矿粉10～30份，白色石灰石粉10～30份，偏

高岭土5～15份，钛白粉5～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0021] S2.向混合物A中加入模板剂5～10份，搅拌1～3h得到混合物B；

[0022] S3.向混合物B中加入河砂100～200份，浅色骨料120～150份，水35～50份，减水剂

1～3份，缓凝剂0.2～0.5份，持续搅拌得到白色自清洁混凝土。

[0023]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0024] S1.将白色硅酸盐水泥70～100份，白色矿粉10～30份，白色石灰石粉10～30份，偏

高岭土5～15份，钛白粉5～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0025] S2.向混合物A中加入模板剂5～10份，搅拌1～3h，再加入聚硅氮烷5～10份，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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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混合物B；此时白色硅酸盐水泥的放热量最大，温度最高，加入模板剂不但能够抑制混

凝土的早期开裂，还能够使模板剂迅速放出气体，形成气泡，在固化收缩后形成混凝土表面

的凸起，进而达到疏水的目的。聚硅氮烷具有亲水基团，聚硅氮烷此时加入能够使水分子产

生小范围聚集，避免混凝土的早期开裂。

[0026] S3.向混合物B中加入河砂100～200份，浅色骨料120～150份，水35～50份，减水剂

1～3份，缓凝剂0.2～0.5份和引气剂1～5份，持续搅拌得到白色自清洁混凝土。

[002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优选，在步骤S3中，持续搅拌3～4h后加入光催化剂10～20

份。此时的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处于半固化的状态，将光催化剂此时加入，能够使光催化剂尤

其是蝴蝶鳞粉固定在硅酸盐水泥的骨架中，防止流失，同时氢氧化镁能够通过膨胀抑制混

凝土后期的收缩，防止开裂。

[002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9] 本发明提供的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通过表面防护，降低混凝土碳化，

同时通过添加超疏水物质和混凝土表面质构使得混凝土表面疏水，同时添加光催化剂降解

污染物，在雨水冲刷下实现自清洁。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更进一步阐述本发明为达成预定发明目的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及功效，对依据本

发明提出的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其具体实施方式、特征及其功效，详细说

明如后。

[0031] 实施例1：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如下组分：白色硅酸盐

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钛白粉10份，河砂200份，浅

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份，氯化铵5份，碳酸氢铵5份。

[0032] 其制备方法如下：

[0033] S1.将白色硅酸盐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

钛白粉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0034] S2.向混合物A中加入氯化铵5份，碳酸氢铵5份，搅拌1～3h得到混合物B；

[0035] S3.向混合物B中加入河砂200份，浅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

份，持续搅拌得到白色自清洁混凝土。

[0036] 实施例2：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如下组分：白色硅酸盐

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钛白粉10份，河砂200份，浅

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份，氯化铵5份，碘乙酰胺5份，全氢聚硅氮烷10

份，松香树脂类引气剂4份，硼砂1份。

[0037] 其制备方法如下：

[0038] S1.将白色硅酸盐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

钛白粉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0039] S2.向混合物A中加入氯化铵5份，碘乙酰胺5份，搅拌1～3h，再加入全氢聚硅氮烷

10份，搅拌，得到混合物B；

[0040] S3.向混合物B中加入河砂200份，浅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

份和松香树脂类引气剂4份，硼砂1份，持续搅拌得到所述白色自清洁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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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实施例3：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如下组分：白色硅酸盐

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钛白粉10份，河砂200份，浅

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份，氯化铵5份，碘乙酰胺5份，全氢聚硅氮烷10

份，松香树脂类引气剂4份，硼砂1份，氢氧化镁3份，蝴蝶鳞粉3份，氮化硼改性二氧化钛颗粒

4份。

[0042] 其制备方法如下：

[0043] S1.将白色硅酸盐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

钛白粉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0044] S2.向混合物A中加入氯化铵5份，碘乙酰胺5份，搅拌1～3h，再加入全氢聚硅氮烷

10份，搅拌，得到混合物B；

[0045] S3.向混合物B中加入河砂200份，浅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

份和松香树脂类引气剂4份，硼砂1份，持续搅拌3～4h后加入氢氧化镁3份，蝴蝶鳞粉3份，氮

化硼改性二氧化钛颗粒4份，持续搅拌得到白色硅酸盐混凝土。

[0046] 实施例4：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如下组分：白色硅酸盐

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钛白粉10份，河砂200份，浅

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份，氯化铵5份，碳酸氢铵5份，无机聚硅氮烷10

份，松香树脂类引气剂4份，硼砂1份，氢氧化镁3份，蝴蝶鳞粉3份，氮化硼改性二氧化钛颗粒

4份。

[0047] 其制备方法如下：

[0048] S1.将白色硅酸盐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

钛白粉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0049] S2.向混合物A中加入氯化铵5份，无机聚硅氮烷5份，搅拌1～3h，再加入全氢聚硅

氮烷10份，搅拌，得到混合物B；

[0050] S3.向混合物B中加入河砂200份，浅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

份和松香树脂类引气剂4份，硼砂1份，持续搅拌3～4h后加入氢氧化镁3份，蝴蝶鳞粉3份，氮

化硼改性二氧化钛颗粒4份，持续搅拌得到白色硅酸盐混凝土。

[0051] 实施例5：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如下组分：白色硅酸盐

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钛白粉10份，河砂200份，浅

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份，氯化铵5份，碘乙酰胺5份，无机聚硅氮烷10

份，松香树脂类引气剂4份，硼砂1份，氢氧化镁3份，蝴蝶鳞粉3份，氮化硼改性二氧化钛颗粒

4份。

[0052] 其制备方法如下：

[0053] S1.将白色硅酸盐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

钛白粉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0054] S2.向混合物A中加入氯化铵5份，无机聚硅氮烷5份，搅拌1～3h，再加入全氢聚硅

氮烷10份，搅拌，得到混合物B；

[0055] S3.向混合物B中加入河砂200份，浅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

份和松香树脂类引气剂4份，硼砂1份，持续搅拌3～4h后加入氢氧化镁3份，蝴蝶鳞粉3份，氮

化硼改性二氧化钛颗粒4份，持续搅拌得到白色硅酸盐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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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对比实施例：一种白色自清洁混凝土，按照重量份数计算，包括如下组分：白色硅

酸盐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钛白粉10份，河砂200

份，浅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份。

[0057] 其制备方法如下：

[0058] S1 .将白色硅酸盐水泥100份，白色矿粉30份，白色石灰石粉30份，偏高岭土15份，

钛白粉10份和水一起拌和，搅拌5～7h，得到混合物A；

[0059] S2.向混合物A中加入河砂200份，浅色骨料150份，水50份，减水剂3份，缓凝剂0.5

份，持续搅拌得到白色自清洁混凝土。

[0060] 将实施例1至实施例5及对比实施例进行试验，具体试验步骤如下：

[0061] (1)绝热温升，试验过程严格控制混凝土温度，是混凝土进入绝热温升测试桶温度

在17℃左右。混凝土绝热温升采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ATC/JR-50L型混凝土绝热温升测试

仪测定。

[0062] (2)采用接触角表征混凝土表面的疏水效果，试验方法参照标准《抗冻防水合金粉

应用技术规程》T/CECS  521进行。

[0063]

[0064]

[0065] 由上述测试结果可知，本发明降低了混凝土的绝热温升，使得温度开裂风险降低，

接触角越大，混凝土疏水效果越好，自清洁越明显，本发明增大了混凝土接触角。由实施例2

与实施例3对比可知，光催化剂的加入，进一步增大了接触角，提高了白色混凝土的自清洁

性能。

[0066]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非对本发明作任何形式上的限制，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

员，在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范围内，当可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更动或修饰

为等同变化的等效实施例，但凡是未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内容，依据本发明的技术实质

对以上实施例所作的任何简单修改、等同变化与修饰，均仍属于本发明技术方案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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