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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抗冻混凝土，包括以下以重

量份数表示的组分：水泥275‑285份；矿粉30‑40

份；粉煤灰30‑40份；砂子735‑740份；石子1100‑

1110份；外加剂8‑9份；膨胀剂40‑45份；水145‑

150份；外加剂包括重量比为2:5:4的蛭石、聚硅

氧烷粘结剂和减水剂。加入膨胀剂和接枝有纤维

的减水剂，减少混凝土由于温差产生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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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以重量份数表示的组分：

水泥275‑285份；矿粉30‑40份；粉煤灰30‑40份；砂子735‑740份；石子1100‑1110份；外

加剂8‑9份；膨胀剂40‑45份；水145‑150份；外加剂包括重量比为2:5:4的蛭石、聚硅氧烷粘

结剂和减水剂；减水剂包括重量比为1:1的壳聚糖复合纤维和丙烯酸减水剂；所述的抗冻混

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聚硅氧烷粘结剂溶于1/3水中形成聚硅氧烷溶液,在聚硅氧烷溶液中加入蛭石

搅拌均匀；

步骤二：壳聚糖复合纤维由壳聚糖与丙烯酸接枝聚合制得；

步骤三：砂子、石子导入各自原材料仓进行预均化；

步骤四：将另外2/3的水加热至35°C，在搅拌状态下加入壳聚糖复合纤维和丙烯酸减水

剂至完全溶解；

步骤五：将砂子、石子放入强制搅拌机内，并加入聚硅氧烷溶液搅拌2min；

步骤六：在强制搅拌机内加入水泥、矿粉、粉煤灰、膨胀剂和减水剂搅拌5min。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聚硅氧烷粘结剂的粘度为80mPa.s。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抗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石子使用粒径为5‑25mm连续级配的

石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抗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砂子使用II区天然中砂。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抗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粉煤灰使用F类II级粉煤灰。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冻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以重量份数表示的组分：

水泥280份；矿粉35份；粉煤灰35份；砂子737份；石子1105份；外加剂8.6份；膨胀剂43份；水

147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抗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壳聚糖复合纤维的制备

方法包括：

S1、壳聚糖预先在40%双氧水中处理10min；

S2、将丙烯酸单体放在100mL冰醋酸65℃处理30min，将步骤S1处理后的壳聚糖与处理

后的丙烯酸单体充分混合，丙烯酸单体和壳聚糖的质量比为2.5:1，然后以1滴/s的速度滴

加过硫酸铵，过硫酸铵的质量为丙烯酸单体和壳聚糖质量总和的4%，10min之后再滴加丙烯

酸，调节pH=5‑6，制得壳聚糖复合纤维。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抗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壳聚糖的相对分子质量

为4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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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冻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寒地带使用的抗冻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有大部分地区属于严寒地带，对于建筑物的抗冻性能也有较高的要求。常规

的混凝土在高寒、极端温差条件下，混凝土内外收缩不一致导致混凝土内部应力增大，产生

裂缝。

[0003] 为了提高混泥土的抗冻性能，通常在混凝土中加入膨胀剂，依靠于膨胀剂膨胀的

性能抵消混凝土由于收缩产生的裂缝。但是在混凝土固化后期，在严寒地区由于内外温差

较大，混凝土内部仍会产生细小裂缝，随着不断冻结和消融，内部的裂缝逐渐增大，影响整

体混凝土构筑建筑的强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抗冻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加入膨胀剂和接枝有纤维

的减水剂，减少混凝土由于温差产生的裂缝。

[0005]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抗冻混凝土，包括以下

以重量份数表示的组分：水泥275‑285份；矿粉30‑40份；粉煤灰30‑40份；砂子735‑740份；石

子1100‑1110份；外加剂8‑9份；膨胀剂40‑45份；水145‑150份；外加剂包括重量比为2:5:4的

蛭石、聚硅氧烷粘结剂和减水剂。

[0006]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砂子和石子作为混凝土基本的搭接骨架，并且石子的量偏大，

砂子填充在石子的间隙之间，与石子构成形成混凝土的基本搭接骨架。水泥、矿粉、粉煤灰

溶于水之后形成粘稠的浆体，浆体包裹在搭接骨架的外部增强搭接骨架之间的粘结作用，

进而提高混凝土基本骨架的强度。膨胀剂加入到混凝土中，在混凝土前期水化过程中，发生

微膨胀，起到补偿收缩的作用，防止混泥土收缩裂缝。

[0007] 此外，外加剂包括蛭石、聚硅氧烷粘结剂和减水剂。蛭石比表面积较大，可吸附较

多的水。聚硅氧烷粘结剂可以提高混凝土搭接骨架和浆料之间的粘结性能，而在混凝土中

加入的减水剂可进一步减少水的用量，增加搭接骨架之间的粘结强度。

[0008] 进一步地，减水剂包括重量比为1:1的壳聚糖复合纤维和丙烯酸减水剂。

[0009]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用壳聚糖复合纤维和丙烯酸减水剂复配作为减水剂使用。

其中壳聚糖复合纤维具有很强的保水性能，以及粘结性能。壳聚糖复合纤维填充在混凝土

搭接骨料之间，可以提高混凝土整体的粘结强度，在混泥土冻融的过程中，可阻挡裂缝扩

张。其交联的网络状结构具有很好的吸水保水能力，防止混泥土离析分层。壳聚糖和丙烯酸

减水剂复合，其与混凝土中的其他骨料和浆料混合时，填充在石子和砂子的界面过渡区，壳

聚糖和丙烯酸减水剂形成网络状的水化结构，混凝土更加密实。

[0010] 进一步地，聚硅氧烷粘结剂的粘度为80mPa·s。

[0011]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用粘度为80mPa·s的聚硅氧烷粘结剂，其与混凝土中的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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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骨料之间具有很好的粘结性能，若粘度太低不能起到很好的粘结作用，若粘度太高，不容

易分散在水中。

[0012] 进一步地，石子使用粒径为5‑25mm连续级配的石子。

[0013] 进一步地，砂子使用II区天然中砂。

[0014] 进一步地，粉煤灰使用F类II级粉煤灰。

[0015]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使用5‑25mm连续级配的石子作为基本的搭接骨架，石子粒径

大小不同，颗粒较小的石子填充在较大粒径的石子之间，整体构成不同搭接层次的混凝土

骨架。II区天然中砂粒径较小，填充在石子的间隙之间，进一步增强搭接骨架的强度。F类II

级粉煤灰水化热较低，并且其中含有大量的活性二氧化硅和氧化铝，使水泥水化更加充分。

此外，由于活性二氧化硅和氧化铝粒径较小，填充在水泥颗粒之间，可以提高混凝土的密实

度。

[0016] 优选地，一种抗冻混凝土，包括以下以重量份数表示的组分：水泥280份；矿粉35

份；粉煤灰35份；砂子737份；石子1105份；外加剂8.6份；膨胀剂43份；水147份。

[0017] 经过多次实验，使用该配比制得的混凝土其具有很好的抗压抗折性能，并且经过

多次循环冻融之后，强度损失较小。

[0018] 进一步地，一种抗冻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步骤一：聚硅氧烷粘结剂溶于1/3水中形成聚硅氧烷溶液，在聚硅氧烷溶液中加入

蛭石搅拌均匀；

[0020] 步骤二：壳聚糖复合纤维由壳聚糖与丙烯酸接枝聚合制得；

[0021] 步骤三：砂子、石子导入各自原材料仓进行预均化；

[0022] 步骤四：将另外2/3的水加热至35℃，在搅拌状态下加入壳聚糖复合纤维和丙烯酸

减水剂至完全溶解；

[0023] 步骤五：将砂子、石子放入强制搅拌机内，并加入聚硅氧烷溶液搅拌2min；

[0024] 步骤六：在强制搅拌机内加入水泥、矿粉、粉煤灰、膨胀剂和减水剂搅拌5min。

[0025]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预先将聚硅氧烷粘结剂和蛭石搅拌均匀，蛭石比表面较大，可

以吸附大量的聚硅氧烷粘结剂，在后期搅拌过程中，蛭石和聚硅氧烷粘结剂可与混凝土中

的其他物料混合均匀。对砂子和石子预均化处理之后，砂子和石子的表面互相摩擦形成新

的切面，容易与浆料混合，并且粘附力较强。

[0026] 制备混凝土时，预先将构筑混凝土骨架的砂子和石子加入聚硅氧烷溶液搅拌均

匀，砂子和石子的表面均匀包裹一层聚硅氧烷溶液。之后，再与水泥、矿粉、粉煤灰、膨胀剂

和减水剂搅拌混合，形成分散均匀的混凝土体系，浆料和砂子、石子之间通过聚硅氧烷溶液

的粘结，包裹更加紧实。

[0027] 进一步地，壳聚糖复合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

[0028] S1、壳聚糖预先在40％双氧水中处理10min；

[0029] S2、丙烯酸单体和壳聚糖的质量比为2.5:1，将丙烯酸单体放在100mL冰醋酸65℃

处理30min，以1滴/s的速度滴加过硫酸铵，过硫酸铵的质量为丙烯酸单体和壳聚糖质量总

和的4％，10min之后再滴加丙烯酸制得壳聚糖复合纤维，调节pH＝5‑6。

[0030] 优选地，壳聚糖的相对分子质量为40万。

[0031]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选用相对分子质量为40万的壳聚糖与丙烯酸单体接枝。壳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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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预先在双氧水中处理，降低壳聚糖的分子量，方便后期聚合。在pH＝5‑6，温度为65℃条件

下，壳聚糖与丙烯酸单体接枝形成壳聚糖复合纤维。在该条件下制得的壳聚糖复合纤维溶

于水形成粘稠状液体，但未形成固体的块状物，与混凝土中的水泥、矿粉和粉煤灰混合均

匀，包裹在石子和砂子的外部，粘结效果更佳。

[0032]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3] 1、使用连续级配的石子和砂子互相填充搭接成稳定的混凝土骨架，增加混凝土的

抗压强度。

[0034] 2、混凝土中加入的膨胀剂可以抵消前期由于水泥水化产生的裂缝。

[0035] 3、在混凝土中加入蛭石，蛭石外部包括聚硅氧烷粘结剂，提高混凝土的基本搭接

骨架与凝胶物质之间的粘结作用。蛭石比表面积较大，并且其本身为层状结构，可均匀包裹

在石子和砂子的外部。

[0036] 4、减水剂使用壳聚糖复合纤维和丙烯酸减水剂复配制得，其中壳聚糖复合纤维中

将壳聚糖接枝在丙烯酸单体上，进一步提高混凝土中搭接骨架与凝胶物质的粘结强度。壳

聚糖复合纤维具有膨胀吸水和保水的性能，在混凝土制备前期与膨胀剂结合，可以抵消由

于水化热产生的裂缝，并且也可以降低混凝土拆模前后由于表面温度下降较快产生的裂

缝。

[0037] 5、在混凝土的制备过程中，预先在砂子和石子的外部包裹聚硅氧烷粘结剂，增加

砂子和石子之间的强度。之后再加入其他凝胶物质，砂子和石子被层层包裹，搭接骨架之间

的强度进一步提高。

附图说明

[0038] 图1为抗冻混凝土的制备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以下结合图1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40] 本发明涉及的原料均为市售，具体的规格和厂家如表1所示。

[0041] 表1各实施例所用原料的规格和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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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0044] 实施例一：

[0045] 一种制备抗冻混凝土的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步骤一：3.9kg聚硅氧烷粘结剂溶于49kg水中形成聚硅氧烷溶液，在聚硅氧烷溶液

中加入1.56kg蛭石搅拌均匀；

[0047] 步骤二：壳聚糖复合纤维由壳聚糖与丙烯酸接枝聚合制得；

[0048] 步骤三：737kg砂子、1105kg石子导入各自原材料仓进行预均化；

[0049] 步骤四：将98kg水加热至35℃，在搅拌状态下加入1 .56kg壳聚糖复合纤维和

1.56kg丙烯酸减水剂至完全溶解；

[0050] 步骤五：将737kg砂子、1105kg石子放入强制搅拌机内，并加入聚硅氧烷溶液搅拌

2min；

[0051] 步骤六：在强制搅拌机内加入280kg水泥、35kg矿粉、35kg粉煤灰、43kg膨胀剂和

3.12kg减水剂搅拌5min。

[0052] 壳聚糖复合纤维的制备方法包括：

[0053] S1、壳聚糖预先在40％双氧水中处理10min；

[0054] S2、丙烯酸单体和壳聚糖的质量比为2.5:1，将丙烯酸单体放在100mL冰醋酸65℃

处理30min，以1滴/s的速度滴加过硫酸铵，过硫酸铵的质量为丙烯酸单体和壳聚糖质量总

和的4％，10min之后再滴加丙烯酸制得壳聚糖复合纤维，调节pH＝5‑6。

[0055] 其中，外加剂包括重量比为2:5:4的蛭石、聚硅氧烷粘结剂和减水剂。减水剂包括

重量比为1:1的壳聚糖复合纤维和丙烯酸减水剂。

[0056] 其余实施例与本实施例的区别在于组分的配比不同，具体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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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表2各实施例的组分和配比

[0058]

[0059]

[0060] 由以上配比制得的抗冻混凝土按照GB/T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

法标准》测试其抗压强度和抗弯强度。

[0061] 透水混凝土的抗冻性能测试为：将标准养护28d的混泥土试块浸水24h，擦至饱和

面干后装入橡胶桶，放在快速冰箱内进行冻融循环试验，25次循环之后，进行抗压强度测

试。试块冻融前后抗压强度的比值为耐冻系数。各实施例的测试数据具体如表3所示。

[0062] 表3各实施例制得的抗冻混凝土的测试数据

[0063]

[0064] 由以上数据可知，使用各实施例的配比制得的混泥土抗压强度在42.7‑45MPa之

间，抗折强度在8‑9.3MPa之间，该混凝土可承受足够的强度。经过25次循环冻融之后，混凝

土试块内几乎不产生裂缝，冻融之后混凝土试块的强度下降较小，具有很好的抗冻性能。

[0065] 对比例：与实施例一相比，对比例一中外加剂仅使用市售聚羧酸减水剂；对比例二

中外加剂仅使用聚硅氧烷粘结剂；对比例三中外加剂仅使用蛭石；对比例四中外加剂仅使

用重量比为1:1的壳聚糖复合纤维和丙烯酸减水剂。各对比例的组分以及配比如表4所示。

[0066] 表4各对比例所用的组分以及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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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0068]

[0069] 由以上各配比制得的混凝土的性能测试结果如表5所示。

[0070] 表5各对比例的性能测试结果

[0071]

[0072] 由以上数据可知，如果仅使用市售的聚羧酸减水剂，虽然其具有很好的分散水泥

以及减少水用量的效果，但是砂子和石子组成的搭接骨料与浆料之间的粘结作用仍较差，

骨料之间的搭接强度较弱，抗压强度较差。在反复冻融过程，混凝土中逐渐产生裂缝，混凝

土整体试块的强度大大降低。

[0073] 混凝土的外加剂仅使用聚硅氧烷粘结剂，增大了混凝土搭接骨料与浆料之间的粘

结作用，搭接骨料在聚硅氧烷粘结剂的包覆下，形成球状的具有粘结性能的颗粒。受到外力

之后，搭接骨料之间可发生相对滑移，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也相应下降。

[0074] 若外加剂仅使用蛭石，蛭石与水泥、粉煤灰、矿粉粘结在一起形成浆料，包裹在砂

子和石子的外侧，蛭石可以增加浆料的粘稠度，但是粘结性能较差，导致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下降。同时由于骨料之间的间隙较大，在反复冻融过程中，间隙逐渐被撑开，混凝土的强度

也相应下降。

[0075] 外加剂使用重量比为1:1的壳聚糖复合纤维和丙烯酸减水剂，减少混凝土中水的

用量，同时增加了浆料的粘稠度。砂子和石子构筑形成的搭接骨架和浆料之间在壳聚糖复

合纤维和丙烯酸减水剂的作用下粘结更加牢固。壳聚糖复合纤维溶于水之后可以形成三维

交联的网络状结构，可以有效控制水泥基体收缩或者离析产生的细小裂缝，可预防裂缝继

续扩大，避免形成贯通毛细孔道，提高混凝土的抗裂能力。此外，壳聚糖复合纤维有很好的

韧性，提高混凝土的抗冲击性，并且对温度应力也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进而提高混凝土的

抗冻性能。

[0076]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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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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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