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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包含

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白色硅酸盐水泥1份、粗骨料

1.74～4份、砂1.2～2.6份和减水剂0.025～0.03

份；所述白色硅酸盐水泥为白度≥88，强度≥

42.5。本发明所述高强度白色混凝土采用高白度

高强度的白色硅酸盐水泥，并添加了减水剂可降

低水胶比来提高混凝土的强度，提高拌合物流动

性减少沁水离析现象，延缓混凝土凝结时间，因

此，本发明所述白色混凝土可大大增强成品美观

度和强度，后期无需装饰刷白即可获得白色墙

体，自然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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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含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白色硅酸盐水泥1份、

粗骨料1.74～4份、砂1.2～2.6份和减水剂0.025～0.03份；所述白色硅酸盐水泥为白度≥

88，强度≥42.5。

2.如权利要求1所述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白色硅酸盐水泥包含以下重

量百分含量的组分：SiO2  22～26％、Fe2O3  0.2～0.25％、Al2O32.5～3.5％、CaO67～69％、

MgO  0～1.5％、R2O  0.2～1.5％和游离氧化钙0～1.5％。

3.如权利要求1所述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粗骨料的粒径为5～25mm。

4.如权利要求1所述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砂的细度模数为3.1～3.7，

粒径为0.5～4.75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6.如权利要求1所述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包含以下

重量份的制备原料：白色硅酸盐水泥1份、粗骨料1.74～4份、砂1.2～2.6份、减水剂0.025～

0.03份和水0.26～0.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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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度白色混凝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凝土，具体涉及一种高强度白色混凝土。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指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与水、砂、石子，掺入化学减水剂和矿物掺合料，

按适当比例配合，经过均匀搅拌、密实成型及养护硬化而成的人造石材。混凝土主要划分为

两个阶段与状态：凝结硬化前的塑性状态，即新拌混凝土或混凝土拌合物；硬化之后的坚硬

状态，即硬化混凝土或混凝土。混凝土强度等级是以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划分，中国普通

混凝土强度等级划分为14级：C15、C20、C25、C30、C35、C40、C45、C50、C55、C60、C65、C70、C75

及C80，颜色以灰色为主，后期装饰不易调色，需白色涂料覆盖。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高强度白色混凝土。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包含以下重

量份的组分：白色硅酸盐水泥1份、粗骨料1.74～4份、砂1.2～2.6份和减水剂0.025～0.03

份；所述白色硅酸盐水泥为白度≥88，强度≥42.5。

[0005] 本发明所述高强度白色混凝土采用高白度高强度的白色硅酸盐水泥，并添加了减

水剂可降低水胶比来提高混凝土的强度，提高拌合物流动性减少沁水离析现象，延缓混凝

土凝结时间，因此，本发明所述白色混凝土可大大增强成品美观度和强度，后期无需装饰刷

白即可获得白色墙体，自然洁白。

[0006] 优选地，所述白色硅酸盐水泥包含以下重量百分含量的组分：SiO2  22～26％、

Fe2O3  0.2～0.25％、Al2O3  2.5～3.5％、CaO67～69％、MgO  0～1.5％、R2O0.2～1.5％和游离

氧化钙0～1.5％。

[0007] 首先，本发明所述白色硅酸盐水泥具有高钙、高硅和低氧化铁的特性，有利于提高

白色混凝土的强度。其次，白色硅酸盐水泥成分中，铁含量很低，其它金属含量也比普通硅

酸盐含量较低，避免混凝土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改变混凝土化学成分结构。白色

混凝土有利于提高混凝土耐热、耐寒、防腐蚀、化学结构稳定、白色混凝土长久不变色和使

用寿命长等优点。另外，白色硅酸盐水泥制成的混凝土，因氧化镁及游离氧化钙含量较低，

有利于提高混凝土的安定性，增强混凝土的稳定性。R2O指氧化钠和氧化钾。

[0008] 优选地，所述粗骨料的粒径为5～25mm。采用该粒径的骨料有利于提高白色混凝土

的强度。

[0009] 优选地，所述砂的细度模数为3.1～3.7，粒径为4.75mm以下。采用该粒径的砂料有

利于提高白色混凝土的强度。

[0010] 优选地，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

[0011] 优选地，所述高强度白色混凝土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制备原料：白色硅酸盐水泥1

份、粗骨料1.74～4份、砂1.2～2.6份、减水剂0.025～0.03份和水0.26～0.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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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强度白色混凝土。本发明所述高强

度白色混凝土采用高白度高强度的白色硅酸盐水泥，并添加了减水剂可降低水胶比来提高

混凝土的强度，提高拌合物流动性减少沁水离析现象，延缓混凝土凝结时间，因此，本发明

所述白色混凝土可大大增强成品美观度和强度，后期无需装饰刷白即可获得白色墙体，自

然洁白。

[0013] 与现有的灰色混凝土相比，本发明所述白色混凝土具有以下用途及优势：

[0014] 1)颜色为白色，采光视觉效果好，景观亮化工程优美洁白，后期墙面颜色装饰难度

低，基本不用再进行二次装饰。

[0015] 2)减少建筑截面，结构自重减轻，这对自重占荷载主要部分的建筑物具有特别重

要意义。再者，由于梁柱截面缩小，不但在建筑上改变了肥梁胖柱的不美观的问题，而且可

增加使用面积。

[0016] 3)抗压强度高、抗变形能力强、密度大、孔隙率低、耐热性、耐冷性、耐腐蚀性、化学

性能稳定和长久不变色等优越性，在高层建筑结构及墙面、城市中心护栏、城市高架桥墩

梁、大跨度桥梁结构、隧道内壁、公路隧道内壁、高速公路及高铁桥墩和护栏等建筑结构中

得到广泛的应用。此外，在清水混凝土、路面装饰混凝土、室内装饰混凝土地板和装饰混凝

土制品中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应用。在使用于高铁、高架桥梁、桥墩建筑结构中，因白

色混凝土含金属成分氧化铁和氧化镁很低，因此具有耐腐蚀性很强，使用寿命长等优点。白

色混凝土制成的这些建筑结构面体不需要后期维护清洁，长久保持洁白光亮。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为更好的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说明。

[0018] 实施例和对比例中涉及的测试方法具体为：

[0019] 一、坍落度测试。将塌落度筒、水平底板、漏斗、标尺、捣棒、卷尺洗净，将混凝土分

三次倒满塌落度筒，每次加入1/3筒高的量，并用捣棒由筒边缘向内螺旋振捣25下。在5-10

秒内垂直平稳提起坍落度筒，立即测量筒高与塌落物最高点之间的高度差，即为拌混凝土

的坍落度值。整个过程须在150秒内完成。

[0020] 二、强度测试根据《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2010方法进行检测。

[0021] 实施例1

[0022] 不同强度等级的白色混凝土的原料配方见表1。表1中白色硅酸盐水泥的白度≥88

度强度等级为42.5(P.I  42.5)和52.5(P.I  52.5)，骨料的粒径为5～25mm的粗骨料；砂的细

度模数为3.1～3.7，粒径为4.75mm以下。

[0023] 表1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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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0026] 检测结果见表2。

[0027] 表2

[0028] 强度等级 水泥标号 坍落度(mm) 7天强度(MPa) 28天强度(MPa) 白度

C30 P.I  42.5 180 28.5 38.5 85.0

C35 P.I  42.5 185 33.7 43.4 85.2

C40 P.I  42.5 195 39.8 49.5 86.1

C45 P.I  42.5 190 45.5 53.1 86.3

C50 P.I  52.5 200 51.5 59.6 86.6

C55 P.I  52.5 195 55.5 64.7 86.8

C60 P.I  52.5 210 61.3 72.6 87.1

C65 P.I  52.5 220 67.6 75.3 87.3

[0029] 实验结果表明，产品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和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GB50162011要求，产品强度极高。

[0030] 对比例1

[0031] 市场上通用普通灰色混凝土配合比基本上是按表3配方生产，根据不同建设结构

工程使用不同混凝土，也在配合比上做些差异调整，但总体配合比变化不大。

[0032] 表3

[0033]

[0034]

[0035] 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成分与普通灰色硅酸盐水泥熟料成分对比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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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表4

[0037]

[0038] 表2～4可以看出，首先，普通灰色混凝土使用的水泥标号为P.O42.5，而白色混凝

土使用的水泥标号是P.I  42.5，这两种水泥标号区别在于，P.I  42.5是纯的硅酸盐水泥，不

含杂质和其它活性混合材料，强度高。而P.O42.5是普通硅酸盐水泥，一般掺有活性混合材，

掺量可达15％，对水泥后期强度造成一定影响，抗压强度不如白色硅酸盐水泥P.I  42.5，因

此，同等级强度的混凝土，采用白色硅酸盐水泥制成的白色混凝土普遍抗压强度高于灰色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其次，白色混凝土配合比中，在相同水泥用量的情况下，匹配的砂和骨

料比例均低于灰色混凝土，砂和骨料的粒径通常也比灰色混凝土细，这就使白色混凝土密

度大过灰色混凝土，空隙率低于灰色混凝土。第三，从白色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成

分含量中，可以看出白色硅酸盐水泥氧化镁含量明显低于普通硅酸盐水泥，氧化镁的多少

影响混凝土在受热、受冷情况下的安定性，氧化镁含量高耐热性、耐冷性就低，而白色硅酸

盐水泥含氧化镁量低，自然更耐热、耐冷，混凝土安定性更好。另外，从白色硅酸盐水泥熟料

和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表中，可看出，白色硅酸盐水泥成分中，铁含量很低，其它金属含量

也比普通硅酸盐含量较低，避免混凝土中的金属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改变混凝

土化学成分结构，因此，白色混凝土更有利于提高混凝土的防腐蚀性、化学结构稳定性、白

色混凝土长久不变色和使用寿命等优点。

[0039] 实施例2

[0040] 按照白色混凝土配方为C50的强度等级配方：P.I  52.5水泥480份、砂730份、骨料

1042份、水144份、减水剂12份，设置表5中的试验组和对照组，改变配方中骨料和砂的粒径，

测试强度。

[0041]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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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0044] 从表5可以看出，骨料在5～25mm范围内，砂石粒径为0.5～4.75mm能实现C50的强

度等级，骨料和砂石的粒径而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C50等级的强度。

[0045] 实施例3

[0046] 用高纯度42.5白水泥制成的C35等级混凝土，运用于柳州文昌大桥防碰撞墙建筑

结构中，具体操作如下：

[0047] 将白度≥88度，强度等级为高纯度42.5白水泥、水、粗骨料(15mm)、沙(细度模数为

3.0,粒径4.mm以下)、减水剂(聚羧酸)按照1：0.44：3.03：2.17：0.025的比例混合拌匀，配置

成高架桥防碰撞墙白色混凝土。

[0048] 强度测试按《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2010方法进行检测，测试结果

见表6。

[0049] 表6

[0050] 强度等级 水泥标号 坍落度(mm) 7天强度(MPa) 28天强度(MPa) 白度

C35 P.I  42.5 185 33.8 42.9 85.3

[0051] 实施例4

[0052] 用高纯度42.5白水泥制成的C30等级混凝土，运用于河池至百色高速公路路边防

碰撞墙和隔离栏建筑结构中，具体操作如下：

[0053] 将白度≥88度，强度等级为高纯度P.I  42.5白水泥、水、粗骨料(15mm)、沙(细度模

数为3.0,粒径4.mm以下)、聚羧酸减水剂按照1：0.5：3.38：2.6：0.025的比例混合拌匀，配置

成高速公路路边防碰撞墙和隔离栏白色混凝土。

[0054] 强度测试按《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2010方法进行检测，测试结果

见表7。

[0055] 表7

[0056] 强度等级 水泥标号 坍落度(mm) 7天强度(MPa) 28天强度(MPa) 白度

说　明　书 5/6 页

7

CN 110981342 A

7



C30 P.I  42.5 180 28.1 38.3 85.1

[0057] 实施例3和实施例4的运用来看，采用白色硅酸盐水泥制成的白色混凝土，在外观

上，自然洁白，视觉效果比普通灰色混凝土良好，白色混凝土长久不变色，有利于司机对前

方路况的判断。在防腐蚀风化、耐热、耐寒和混凝土化学结构稳定性上，远远优于普通灰色

混凝土。在强度、稳定性和使用寿命上，完全符合国家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GB50162011要

求，产品强度高。

[0058]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

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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