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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高性能混凝土，
其特征在于，
由如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胶凝材料400～550
份，
粗骨料1000～1200份，
细骨料600～750份，
复合减水剂4～6份，油茶三萜皂甙0 .02～
0 .06份，
水140～150份；
所述复合减水剂由80～100重量份分子量级2400～5000的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
5～
8重量份丙烯酸羟乙酯、
10～15重量份丙烯酸、0 .2～0 .5重量份巯基丙酸、0 .1～0 .5重量份
抗坏血酸、0 .4～1重量份质量浓度25～35％的过氧化氢溶液、
10～15重量份质量浓度30～
35％的氢氧化钠溶液、20～40重量份葡萄糖酸钠、
1～2重量份有机硅消泡剂和800～850重
量份软水组成；
所述胶凝材料由50～60重量份强度等级不小于42 .5级的通用硅酸盐水泥、
15～20重量
3
份比表面积不小于400kg/m 的再生混凝土微粉、
25～30重量份钢渣粉组成。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性能混凝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复合减水剂的制备工艺如下：
(1)按权利要求1中所述复合减水剂配比准备好各原料组分；
将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
醚、
丙烯酸羟乙酯、
有机硅消泡剂、
70重量份软水投入反应釜中，
搅拌并加入过氧化氢溶液，
使反应釜内溶液温度自然升温至43～47℃；
(2)将丙烯酸与40重量份软水配制成溶液Ⅰ；
将巯基丙酸、抗坏血酸和90重量份软水配
制成溶液Ⅱ；
待釜内溶液温度稳定在43～47℃后，
开始向釜内滴加溶液Ⅰ和溶液Ⅱ；
溶液Ⅰ和溶液Ⅱ
滴加完毕后，
继续保温反应50～60分钟；
(3)用氢氧化钠溶液将步骤(2)反应产物中和至pH值为6；
(4)将中和后的反应产物、葡萄糖酸钠和剩余软水配制成固体质量含量为14～16％的
复合减水剂。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性能混凝土，
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
溶液Ⅰ滴加时间为180分
钟，
溶液Ⅱ滴加时间为2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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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性能混凝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施工性好、
体积稳定性好、
耐久性好的
高性能混凝土。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
简称为“砼(tóng)”，
是指由胶凝材料将骨料胶结成整体的工程复合材料
的统称。通常讲的混凝土是指用水泥作胶凝材料，
砂、石作骨料；
与水(可含外加剂和掺合
料)按一定比例配合，
经搅拌而得的水泥混凝土，
也称普通混凝土，
它广泛应用于土木工程。
[0003] 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
对建造过程中所使用的混凝土的施工性能、强度和耐久
性能要求不断提高。现有技术中混凝土的施工性、体积稳定性和耐久性还有待于进一步提
高，
而创新型水泥配方的发展使得获得高性能混凝土成为可能。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施工性好、体积稳
定性好、
耐久性好的高性能混凝土。
[0005] 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
本发明采用以下的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高性能混凝土，
由如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胶凝材料400～550份，
粗骨料
1000～1200份，
细骨料600～750份，
复合减水剂4～6份，
油茶三萜皂甙0 .02～0 .06份，
水140
～150份。
[0007] 其中，
所述胶凝材料由50～60重量份强度等级不小于42 .5级的通用硅酸盐水泥、
15～20重量份比表面积不小于400kg/m3的再生混凝土微粉、
25～30重量份钢渣粉组成。
[0008] 所述复合减水剂由80～100重量份分子量级2400～5000的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
醚、5～8重量份丙烯酸羟乙酯、
10～15重量份丙烯酸、0 .2～0 .5重量份巯基丙酸、0 .1～0 .5
重量份抗坏血酸、0 .4～1重量份质量浓度25～35％的过氧化氢溶液、
10～15重量份质量浓
度30～35％的氢氧化钠溶液、
20～40重量份葡萄糖酸钠、
1～2重量份有机硅消泡剂和800～
850重量份软水组成。
[0009] 所述复合减水剂的制备工艺如下：
[0010]
(1)按上述配比准备好各原料组分；
将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羟乙酯、有
机硅消泡剂、
70重量份软水投入反应釜中，
搅拌并加入过氧化氢溶液，
使反应釜内溶液温度
自然升温至43～47℃；
[0011]
(2)将丙烯酸与40重量份软水配制成溶液Ⅰ；
将巯基丙酸、抗坏血酸和90重量份水
配制成溶液Ⅱ；
[0012] 待釜内溶液温度稳定在43～47℃后，
开始向釜内滴加溶液Ⅰ和溶液Ⅱ；
溶液Ⅰ和溶
液Ⅱ滴加完毕后，
继续保温反应50～60分钟；
[0013]
(3)用氢氧化钠溶液将步骤(2)反应产物中和至pH值为6；
[0014]
(4) 将中和后的反应产物、葡萄糖酸钠和剩余软水配制成固体质量含量为1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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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的复合减水剂。
[0015] 作为优选，
步骤(2)中，
溶液Ⅰ滴加时间为180分钟，
溶液Ⅱ滴加时间为210分钟。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
本发明方法具有至少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本发明所用复合减水剂减水率大于30％，
减缩率达到25％以上，
混凝土初始坍
落度达到220～230mm，
1小时坍落度损失小于15mm，
因此，
本混凝土具有高工作性(高施工
性)。
[0018]
(2)本发明选用再生混凝土微粉为胶凝材料组分，
再生微粉具有的自养护作用，
与
复合减水剂的减缩作用，
可显著提高混凝土早强抗裂性能，
因此，
本混凝土具有高体积稳定
性。
[0019]
(3)混凝土在经受200次冻融循环后的相对动弹性模量保留率大于90％，
因此，
本
混凝土具有高耐久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实施例，
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在下面的详细描述中，
只通过说明的方式描
述了本发明的某些示范性实施例。毋庸置疑，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认识到，
在不偏离
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
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所描述的实施例进行修正。
[0021] 实施例1
[0022] 一种高性能混凝土，
由如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胶凝材料400份，
粗骨料1000份，
细骨料600份，
复合减水剂4份，
油茶三萜皂甙0 .02份，
水140份。
[0023] 其中，
所述胶凝材料由50重量份强度等级不小于42 .5级的通用硅酸盐水泥、
15重
3
量份比表面积不小于400kg/m 的再生混凝土微粉、25重量份钢渣粉组成；
粗骨料和细骨料
均可采用现有技术中公知材料，
不再详述。
[0024] 所述复合减水剂由80重量份分子量级2400～5000的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
5重
量份丙烯酸羟乙酯、
10重量份丙烯酸、
0 .2重量份巯基丙酸、
0 .1重量份抗坏血酸、
0 .4重量份
质量浓度25～35％的过氧化氢溶液、
10重量份质量浓度30～35％的氢氧化钠溶液、20重量
份葡萄糖酸钠、
1重量份有机硅消泡剂和800重量份软水组成。
[0025] 所述复合减水剂的制备工艺如下：
[0026]
(1)按上述配比准备好各原料组分；
将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丙烯酸羟乙酯、有
机硅消泡剂、
70重量份软水投入反应釜中，
搅拌并加入过氧化氢溶液，
使反应釜内溶液温度
自然升温至43～47℃；
[0027]
(2)将丙烯酸与40重量份软水配制成溶液Ⅰ；
将巯基丙酸、抗坏血酸和90重量份水
配制成溶液Ⅱ；
[0028] 待釜内溶液温度稳定在43～47℃后，
开始向釜内滴加溶液Ⅰ和溶液Ⅱ；
控制溶液Ⅰ
滴加时间为180分钟，
溶液Ⅱ滴加时间为210分钟；
溶液Ⅰ和溶液Ⅱ滴加完毕后，
继续保温反
应50～60分钟；
[0029]
(3)用氢氧化钠溶液将步骤(2)反应产物中和至pH值为6；
[0030]
(4)将中和后的反应产物、
葡萄糖酸钠和剩余软水配制成复合减水剂。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高性能混凝土，
由如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胶凝材料500份，
粗骨料1100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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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骨料650份，
复合减水剂5份，
油茶三萜皂甙0 .04份，
水144份。
[0033] 其中，
所述胶凝材料由55重量份强度等级不小于42 .5级的通用硅酸盐水泥、
18重
量份比表面积不小于400kg/m3的再生混凝土微粉、
28重量份钢渣粉组成。
[0034] 所述复合减水剂由90重量份分子量级2400～5000的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
7重
量份丙烯酸羟乙酯、
12重量份丙烯酸、
0 .4重量份巯基丙酸、
0 .3重量份抗坏血酸、
0 .7重量份
质量浓度25～35％的过氧化氢溶液、
12重量份质量浓度30～35％的氢氧化钠溶液、30重量
份葡萄糖酸钠、
1 .5重量份有机硅消泡剂和820重量份软水组成。
[0035] 复合减水剂的制备工艺请参考实施例1，
在此不再进行详述。
[0036] 实施例3
[0037] 一种高性能混凝土，
由如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组成：
胶凝材料550份，
粗骨料1200份，
细骨料750份，
复合减水剂6份，
油茶三萜皂甙0 .06份，
水150份。
[0038] 其中，
所述胶凝材料由60重量份强度等级不小于42 .5级的通用硅酸盐水泥、20重
量份比表面积不小于400kg/m3的再生混凝土微粉、
30重量份钢渣粉组成。
[0039] 所述复合减水剂由100重量份分子量级2400～5000的甲基烯丙基聚氧乙烯醚、
8重
量份丙烯酸羟乙酯、
15重量份丙烯酸、
0 .5重量份巯基丙酸、
0 .5重量份抗坏血酸、
1重量份质
量浓度25～35％的过氧化氢溶液、
15重量份质量浓度30～35％的氢氧化钠溶液、40重量份
葡萄糖酸钠、
2重量份有机硅消泡剂和850重量份软水组成。
[0040] 经实际混凝土配制实验，
通过本发明制备的混凝土初始坍落度达到220～230mm，
1
小时坍落度损失均小于15mm，
具有良好的施工性、
体积稳定性和耐久性。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示意性的具体实施方式，
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的范围。任何
本领域的技术人员，
在不脱离本发明的构思和原则的前提下所作出的等同变化与修改，
均
应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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