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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

备混凝土路面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

土路面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建筑垃圾再生

骨料60-80份、超细52.5硅酸盐水泥25-35份、胶

凝剂10-15份、高效减水剂0.5-2份、增强剂0.5-2

份、分散剂0.1-0.5份、缓凝剂0.1-1份。本发明采

用建筑垃圾作为骨料，调整水泥和外加剂成分及

质量，保证了混凝土路面砖的质量，制备的混凝

土路面砖具有强度高，耐磨性好，质量稳定，使用

寿命长，成本低等特点，并且采用建筑垃圾作为

骨料来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综合利用建筑垃圾变

废为宝，实现建筑垃圾的资源化，改善生态环境，

达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发明低碳经济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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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路

面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建筑垃圾再生骨料60-80份、超细52.5硅酸盐水泥25-35份、胶

凝剂10-15份、高效减水剂0.5-2份、增强剂0.5-2份、分散剂0.1-0.5份、缓凝剂0.1-1份；

混凝土路面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首先将建筑垃圾再生骨料、超细52.5硅酸盐水泥、胶凝剂、高效减水剂与适量水加

入搅拌机中搅拌3-5分钟，然后加入增强剂、分散剂和缓凝剂继续搅拌5-10分钟，用适量的

水调整拌和物稠度，将搅拌好的混合物料装入混凝土路面砖模具中振动热压固化成型，15-

20小时后脱模，得到混凝土路面砖坯体，振动频率为4000-4500次/min、振动时间为60-90s、

成型压力为30-40kN；

S2、成型后的混凝土路面砖坯体进行蒸汽养护，蒸汽恒温养护时温度为45-60℃，蒸汽

养护条件为：升温2小时，再恒温养护5小时，最后降温养护2小时；

S3、蒸汽养护完后进行自然养护，自然养护期间使用人工或机械喷洒方式以每天2-3次

的频率进行喷水，自然养护14-28天后得到混凝土路面砖；

所述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包括粗骨料和细骨料，所述粗骨料粒径为4-8mm，细骨料粒径为

2.5-4mm，粗骨料和细骨料的重量比为2-3:1-2；

所述超细52 .5硅酸盐水泥位将52 .5硅酸盐水泥进行二次研磨至比表面积大于

10000cm2/g；

所述胶凝剂为轻质氧化镁、氯化镁和硫酸镁的混合物，轻质氧化镁、氯化镁和硫酸镁的

质量比为60-70:5-15:10-20；

所述减水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丙烯酸30-40份、过硫酸铵10-15份、有机硅乳液5-

10份、三乙醇胺2-6份、糖蜜1-4份、十二烷基磺酸钠0.5-2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增强剂包括硅灰粉和可再分散乳胶粉，硅灰粉和可再分散乳胶粉的质量比为1:

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分散剂包括以下原料：环氧乙烷、木质素磺酸钙、硫酸钠、氢氧化钠和聚硅酮；环氧

乙烷、木质素磺酸钙、硫酸钠、氢氧化钠和聚硅酮的质量比为3-4:1-2:1:0.5:0.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缓凝剂为硼酸或柠檬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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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备混凝

土路面砖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的混凝土路面砖是以水泥和石子为主要原材料，经加工、加压或其他

成型工艺制成各种形状的混凝土路面砖，混凝土路面砖主要用于铺设城市道路、人行道、城

市广场等混凝土路面及地面工程的块、板等。路面砖由于长时间暴露在复杂的外界环境中，

水侵蚀、风腐化，温度变化，摩擦等原因，容易使其失去原本的色彩，美感度下降等问题，无

法保证施工质量，和路面砖的使用年限。

[0003]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稳步发展以及城镇化步伐的推进，建筑业高速发展，随之带来

的是建筑垃圾数量持续增长。据统计，我国目前每年产生建筑垃圾约10亿吨，占城市垃圾总

量的30～40％左右，这些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利用率不足5％。大量堆放或填埋的建筑垃圾侵

占土地，污染水土资源和大气环境，造成严重的生态负荷，而与此同时，用作建筑材料的自

然资源日益枯竭。故而利用建筑垃圾的资源化属性，采用合理工艺制备再生建筑材料是保

护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

[0004] 目前，公开的建筑垃圾处理工艺和技术主要有三类。一是建筑垃圾简单破碎后作

为回填材料，二是建筑垃圾破碎筛分后，制备混凝土骨料、免烧砖或墙体材料，三是提取建

筑垃圾中某一种或两种组分制备机制砂、废弃混凝土胶凝材料、混合材等建筑材料。这些处

理工艺和技术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将建筑垃圾简单破碎后作为回填材料，附加值极

低，且超过一定运输距离后因运输成本过高而无利用价值。二是将建筑垃圾整体破碎筛分

后，制备骨料、免烧砖或墙体材料，由于无法实现建筑垃圾中砂、粘土砖和混凝土的分离，而

这些组分本身性质差异大，导致骨料吸水率大、强度低而难以使用，免烧砖吸水率大、耐久

性差，墙体材料强度低、耐久性差。三是利用建筑垃圾中某一种或两种组分制备建筑材料，

不能实现建筑垃圾全组分资源化利用，此外，对于利用组分从建筑垃圾中的分离未提出明

确的工业技术方案。四是处理工艺不完整且较为复杂，难于工业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方法，该方

法制备采用建筑垃圾作为骨料，调整水泥和外加剂成分及质量，保证了混凝土路面砖的质

量，制备的混凝土路面砖具有强度高，耐磨性好，质量稳定，使用寿命长，成本低。

[0006]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07] 一种利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

路面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建筑垃圾再生骨料60-80份、超细52.5硅酸盐水泥25-35份、

胶凝剂10-15份、高效减水剂0.5-2份、增强剂0.5-2份、分散剂0.1-0.5份、缓凝剂0.1-1份；

[0008] 混凝土路面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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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S1、首先将建筑垃圾再生骨料、超细52.5硅酸盐水泥、胶凝剂、高效减水剂与适量

水加入搅拌机中搅拌3-5分钟，然后加入增强剂、分散剂和缓凝剂继续搅拌5-10分钟，用适

量的水调整拌和物稠度，将搅拌好的混合物料装入混凝土路面砖模具中振动热压固化成

型，15-20小时后脱模，得到混凝土路面砖坯体，振动频率为4000-4500次/min、振动时间为

60-90s、成型压力为30-40kN；

[0010] S2、成型后的混凝土路面砖坯体进行蒸汽养护，蒸汽恒温养护时温度为45-60℃，

蒸汽养护条件为：升温2小时，再恒温养护5小时，最后降温养护2小时；

[0011] S3、蒸汽养护完后进行自然养护，自然养护期间使用人工或机械喷洒方式以每天

2-3次的频率进行喷水，自然养护14-28天后得到混凝土路面砖。

[0012] 进一步优选，所述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包括粗骨料和细骨料，所述粗骨料粒径为4-

8mm，细骨料粒径为2.5-4mm，粗骨料和细骨料的重量比为2-3:1-2。

[0013] 进一步优选，所述超细52.5硅酸盐水泥位将52.5硅酸盐水泥进行二次研磨至比表

面积大于10000cm2/g。采用超细52.5硅酸盐水泥具有良好渗透性和可灌性，具有更高的强

度和耐久性。

[0014] 进一步优选，所述胶凝剂为轻质氧化镁、氯化镁和硫酸镁的混合物，轻质氧化镁、

氯化镁和硫酸镁的质量比为60-70:5-15:10-20。

[0015] 进一步优选，所述减水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丙烯酸30-40份、过硫酸铵10-15

份、有机硅乳液5-10份、三乙醇胺2-6份、糖蜜1-4份、十二烷基磺酸钠0.5-2份。减水剂是一

种在维持混凝土坍落度不变的条件下，能减少拌合用水量的混凝土外加剂。加入减水剂还

能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减少单位用水量，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减少单位水泥用

量，节约水泥。

[0016] 进一步优选，所述的增强剂包括硅灰粉和可再分散乳胶粉，硅灰粉和可再分散乳

胶粉的质量比为1:1-2。增强剂能够提高混凝土路面砖的强度、表观质量和加工性能。

[0017] 进一步优选，所述分散剂包括以下原料：环氧乙烷、木质素磺酸钙、硫酸钠、氢氧化

钠和聚硅酮；环氧乙烷、木质素磺酸钙、硫酸钠、氢氧化钠和聚硅酮的质量比为3-4:1-2:1:

0.5:0.5。分散剂促使物料颗粒均匀分散于介质中，同时也能防止颗粒的沉降和凝聚，改善

混凝土路面砖的加工性能。

[0018] 进一步优选，所述缓凝剂为硼酸或柠檬酸。在混凝土中掺人缓凝剂的目的是为了

延长水泥的水化硬化时间，使新拌混凝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塑性，从而调节新拌混凝土

的凝结时间。

[0019] 本发明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是：

[0020] 1、本发明采用建筑垃圾作为骨料，调整水泥和外加剂成分及质量，保证了混凝土

路面砖的质量，制备的混凝土路面砖具有强度高，耐磨性好，质量稳定，使用寿命长，成本低

等特点，并且采用建筑垃圾作为骨料来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综合利用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实

现建筑垃圾的资源化，改善生态环境，达到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发明低碳经济的目的。

[0021] 2、本发明采用氯氧镁胶凝剂取代部分硅酸盐水泥来制备混凝土路面砖，明显改善

混凝土路面砖的吸湿性，提高了混凝土路面砖的尺寸稳定，降低了制造成本，减少水泥对环

境的污染和破坏，是一种绿色的凝剂材料。

[0022] 3、本发明采用超细52.5硅酸盐水泥具有良好渗透性和可灌性，可渗透入通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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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颗粒无法渗透的细砂粉砂混合层、粉砂层和粉土层，能够提高混凝土路面砖的强度和

耐久性。

[0023] 4、本发明加入增强剂和缓凝剂，在改善混凝土塑性的同时，能够增强混凝土路面

砖的强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以下说明。

[0025] 实施例1

[0026] 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原料：建筑垃圾再生骨料60份、超细52.5硅酸盐水泥25份、胶

凝剂10份、高效减水剂0.5份、增强剂0.5份、分散剂0.1份、缓凝剂0.1份；

[0027] 混凝土路面砖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8] S1、首先将建筑垃圾再生骨料、超细52.5硅酸盐水泥、胶凝剂、高效减水剂与适量

水加入搅拌机中搅拌3-5分钟，然后加入增强剂、分散剂和缓凝剂继续搅拌5-10分钟，用适

量的水调整拌和物稠度，将搅拌好的混合物料装入混凝土路面砖模具中振动热压固化成

型，15-20小时后脱模，得到混凝土路面砖坯体，振动频率为4000-4500次/min、振动时间为

60-90s、成型压力为30-40kN；

[0029] S2、成型后的混凝土路面砖坯体进行蒸汽养护，蒸汽恒温养护时温度为45-60℃，

蒸汽养护条件为：升温2小时，再恒温养护5小时，最后降温养护2小时；

[0030] S3、蒸汽养护完后进行自然养护，自然养护期间使用人工或机械喷洒方式以每天

2-3次的频率进行喷水，自然养护14-28天后得到混凝土路面砖。

[0031] 实施例2

[0032] 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原料：建筑垃圾再生骨料65份、超细52.5硅酸盐水泥28份、胶

凝剂11份、高效减水剂0.8份、增强剂0.8份、分散剂0.2份、缓凝剂0.1-1份；制备方法与实施

例1  相同。

[0033] 实施例3

[0034] 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原料：建筑垃圾再生骨料70份、超细52.5硅酸盐水泥30份、胶

凝剂12份、高效减水剂1.5份、增强剂1.5份、分散剂0.3份、缓凝剂0.1-1份；制备方法与实施

例1  相同。

[0035] 实施例4

[0036] 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原料：建筑垃圾再生骨料75份、超细52.5硅酸盐水泥32份、胶

凝剂14份、高效减水剂1.8份、增强剂1.8份、分散剂0.4份、缓凝剂0.1-1份；制备方法与实施

例1  相同。

[0037] 实施例5

[0038] 制备混凝土路面砖的原料：建筑垃圾再生骨料80份、超细52.5硅酸盐水泥35份、胶

凝剂15份、高效减水剂2份、增强剂2份、分散剂0.5份、缓凝剂1份；制备方法与实施例1  相

同。

[0039] 本发明实施例的主要技术指标（按照GB2863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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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说明本发明的混凝土路面砖的抗压强度、抗折强度、防滑性、吸水率等性能技术指

标均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6673592 B

6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