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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及其制

备方法，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包括如下重量份

的组分：水泥250-270份、矿粉90-100份、粉煤灰

60-80份、天然细骨料500-550份、再生细骨料

200-250份、天然粗骨料400-430份、再生粗骨料

720-760份、外加剂3-5份、分散浆液40-50份以及

水140-150份；再生粗骨料由破碎后的废旧混凝

土经过酸化、强化处理后得到。本发明通过将废

旧混凝土经过酸化处理，可以使氢离子与废旧混

凝土表面包裹的水泥砂浆中的氢氧化钙反应，从

而可以改善再生粗骨料表面的粗糙度，以提高拌

合料的和易性，同时经过强化处理后，可以改善

再生粗骨料密度，提高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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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水泥250-270份、

矿粉90-100份、粉煤灰60-80份、天然细骨料500-550份、再生细骨料200-250份、天然粗骨料

400-430份、再生粗骨料720-760份、外加剂3-5份、分散浆液40-50份以及水140-150份；所述

再生粗骨料由破碎后的废旧混凝土经过酸化、强化处理后得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粗骨料采用如下

方法制备：①预处理：对废旧混凝土进行锤击，除去其中的钢筋；

②破碎处理：将锤击后的废旧混凝土进行破碎处理，得到粒径为5-20mm的一级骨料颗

粒；

③酸化处理：将一级骨料颗粒置于水中浸泡6-8h后，将其取出置于酸性液中浸泡4-6h，

然后将一级骨料取出，用水冲洗至pH为6-7后，将其在温度为20-40℃的环境下，静置6-10h，

得到酸化骨料颗粒；

④强化处理：将酸化骨料颗粒置于强化液中，浸泡8-10h，然后将其取出，在100-200℃

的温度下，干燥40-60min，室温静置1-2天，即可得到再生粗骨料。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强化液由如下重量份

的原料混合而成：水100份、超细微硅粉20-30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0-15份、硬脂酸钠6-10

份以及烯丙基磺酸钠1-2份。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细骨料采用如下

方法制备：将锤击后的废旧混凝土进行破碎处理，得到粒径为小于5mm的二级骨料颗粒；向

二级骨料颗粒中加入其重量的30-50%的分散液，将其进行研磨，得到粒径为0.1-0.5mm的再

生细骨料颗粒以及包含粒径小于0.1mm粉料的分散浆液；然后将再生细骨颗粒取出，在200-

300℃的温度下，加热2-3h，冷却后得到再生细骨料。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液由如下重量份

的原料混合而成：水100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0-15份、陶瓷微粉10-15份以及聚萘甲醛磺

酸钠盐1-3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粉为S95级矿粉；所

述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灰。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骨料为Ⅱ区中砂，

细度模数为2.7，含泥量<2.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粗骨料为5-25mm

连续级配的天然碎石，含泥量<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系减

水剂。

10.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以重量份数计，取水

泥250-270份、矿粉90-100份、粉煤灰60-80份、天然细骨料500-550份、再生细骨料200-250

份、天然粗骨料400-430份、再生粗骨料720-760份、外加剂3-5份、分散浆液40-50份以及水

140-150份，搅拌均匀，得到再生骨料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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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指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与水、砂、石子、化学外加剂和矿物掺合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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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已成为目前建设

应用最大量、最广泛的建筑材料；根据GB/T14902-2012，可以对预拌混凝土分为如下几类：

普通混凝土、高强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纤维混凝土、纤维混凝土、轻骨料混凝土、重混凝

土以及再生骨料混凝土。

[0003] 再生骨料混凝土指将废弃的混凝土块经过破碎、清洗、分级后，按一定比例与级配

混合，部分或全部代替砂石等天然集料，再加入水泥、水等配而成的新混凝土。由于废弃混

凝土在经过破碎时，会受到较大的外力，导致再生骨料的内部会出现大量的微细裂纹，使得

再生骨料的强度低于天然骨料的强度；并且再生骨料的表面包裹着砂浆，虽然可以提高其

与水泥的粘结力，但是会降低新拌混凝土的流动性，因此传统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在制备和

使用时仍有很多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其通过将废旧混凝土经过酸化

处理，可以使氢离子与废旧混凝土表面包裹的水泥砂浆中的氢氧化钙反应，从而可以改善

再生粗骨料表面的粗糙度，以提高拌合料的和易性，同时经过强化处理后，可以改善再生粗

骨料密度，提高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强度。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水泥250-270份、矿粉90-100份、

粉煤灰60-80份、天然细骨料500-550份、再生细骨料200-250份、天然粗骨料400-430份、再

生粗骨料720-760份、外加剂3-5份、分散浆液40-50份以及水140-150份；所述再生粗骨料由

破碎后的废旧混凝土经过酸化、强化处理后而得。

[000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废旧混凝土经过酸化处理，可以使氢离子与废旧

混凝土表面包裹的水泥砂浆中的氢氧化钙反应，从而可以改善再生粗骨料表面的粗糙度，

以提高拌合料的和易性，同时经过强化处理后，可以改善再生粗骨料密度，提高再生骨料混

凝土的强度。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再生粗骨料采用如下方法制备：①预处理：对废旧混凝土进行锤

击，除去其中的钢筋；

②破碎处理：将锤击后的废旧混凝土进行破碎处理，得到粒径为5-20mm的一级骨料颗

粒；

③酸化处理：将一级骨料颗粒置于水中浸泡6-8h后，将其取出置于酸性液中浸泡4-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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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将一级骨料取出，用水冲洗至pH为6-7后，将其在温度为20-40℃的环境下，静置6-10h，

得到酸化骨料颗粒；

④强化处理：将酸化骨料颗粒置于强化液中，浸泡8-10h，然后将其取出，在100-200℃

的温度下，干燥40-60min，室温静置1-2天，即可得到再生粗骨料。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废旧混凝土经过破碎处理后得到一级骨料颗粒，此时一

级骨料颗粒表面包裹有水泥砂浆，会增加其表面粗糙度，降低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因此将

其经过酸化处理，可以其一级骨料颗粒表面的氢氧化钙等碱性物质与盐酸反应，从而改善

一级骨料的表面粗糙度，然后将其经过强化处理，强化液可以填充至一级骨料颗粒的缝隙

中，从而提高其强度，以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强化液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而成：水100份、超细微硅粉20-30

份、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0-15份、硬脂酸钠6-10份以及烯丙基磺酸钠1-2份。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超细微硅粉在烯丙基磺酸钠、可再分散性乳胶粉以及硬

脂酸钠的作用下可以均匀分散于强化液中，当将酸化骨料浸泡于强化液中时，超细硅微粉

可以填充至骨料的微细裂缝中，同时可再分散性乳胶粉的粘附性以及成膜性既能提高超细

硅微粉对一级骨料颗粒的附着力，又能适当提高一级骨料颗粒与水泥的粘结力，有利于提

高混凝土的致密性，以提高其抗压强度。

[0011] 进一步地，所述再生细骨料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将锤击后的废旧混凝土进行破碎

处理，得到粒径为小于5mm的二级骨料颗粒；向二级骨料颗粒中加入其重量的30-50％的分

散液，将其进行研磨，得到粒径为0.1-0.5mm的再生细骨料颗粒以及包含粒径小于0.1mm粉

料的分散浆液；然后将再生细骨颗粒取出，在200-300℃的温度下，加热2-3h，冷却后得到再

生细骨料。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二级骨料颗粒与分散液进行研磨，在研磨的过程中，可

以去除二级骨料颗粒表面的水泥砂浆，使二级颗粒骨料颗粒的粒形更加规则，有利于提高

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分散液由如下重量份的原料混合而成：水100份、可再分散性乳胶

粉10-15份、陶瓷微粉10-15份以及聚萘甲醛磺酸钠盐1-3份。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研磨的过程中，研磨下的粉料在可再分散性乳胶粉、陶

瓷微粉以及聚萘甲醛磺酸钠盐的配合下分散于分散液中，形成分散浆液，一方面可以便于

收集研磨后的粉料，另一方面形成的分散浆液可以用于新拌混凝土中，以提高新拌混凝土

的和易性以及混凝土的致密性。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矿粉为S95级矿渣粉；所述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灰。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矿粉的加入可以减少用水量，减少水泥的用量，降低水泥

的水化热；并且矿粉还可以填充到混凝土中的水泥与骨料之间的缝隙中，提高混凝土的致

密性，提高混凝土的强度；粉煤灰与矿粉的作用类似，含有火山活性成分，可以减少水泥的

用量，降低水泥的水化热；粉煤灰不仅可以填充至混凝土的缝隙中，提高混凝土的致密性，

还可以改善混凝土拌合料的流动性，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细骨料为Ⅱ区中砂，细度模数为2.7，含泥量<2.0％。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Ⅱ区中砂的级配较好，颗粒比较圆润、光滑、粒形良好，其

与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较好，其能填充到水泥与粗骨料之间的缝隙中，减少混凝土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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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提高混凝土的抗渗性能。

[0019] 进一步地，所述天然粗骨料为5-25mm连续级配的天然碎石，含泥量<1％。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连续级配的天然碎石可以堆积形成密实填充的搭接骨

架，减少混凝土的孔隙率，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0021] 进一步地，所述外加剂为聚羧酸系减水剂。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羧酸系减水剂可以降低用水量，减少水泥的用量，且对

混凝土的其他性能影响小，具有吸附分散、润湿以及润滑的作用，可以改善混凝土的和易

性。

[0023]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制备方法。

[002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取水泥250-270份、矿粉90-100份、粉

煤灰60-80份、天然细骨料500-550份、再生细骨料200-250份、天然粗骨料400-430份、再生

粗骨料720-760份、外加剂3-5份、分散浆液40-50份以及水140-150份，搅拌均匀，得到再生

骨料混凝土。

[0025]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将废旧混凝土经过酸化处理，可以使氢离子与废旧混凝土表面包裹的水泥砂浆

中的氢氧化钙反应，从而可以改善再生粗骨料表面的粗糙度，以提高拌合料的和易性，同时

经过强化处理后，可以改善再生粗骨料密度，提高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强度；

2.废旧混凝土经过破碎处理后得到一级骨料颗粒，此时一级骨料颗粒表面包裹有水泥

砂浆，会增加其表面粗糙度，降低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因此将其经过酸化处理，可以其一

级骨料颗粒表面的氢氧化钙等碱性物质与盐酸反应，从而改善一级骨料的表面粗糙度，然

后将其经过强化处理，强化液可以填充至一级骨料颗粒的缝隙中，从而提高其强度，以提高

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超细微硅粉在烯丙基磺酸钠、可再分散性乳胶粉以及硬脂酸钠的作用

下可以均匀分散于强化液中，当将酸化骨料浸泡于强化液中时，超细硅微粉可以填充至骨

料的微细裂缝中，同时可再分散性乳胶粉的粘附性以及成膜性既能提高超细硅微粉对一级

骨料颗粒的附着力，又能适当提高一级骨料颗粒与水泥的粘结力，有利于提高混凝土的致

密性，以提高其抗压强度；

3.将二级骨料颗粒与分散液进行研磨，在研磨的过程中，可以去除二级骨料颗粒表面

的水泥砂浆，使二级颗粒骨料颗粒的粒形更加规则，有利于提高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并且

在研磨的过程中，研磨下的粉料在可再分散性乳胶粉、陶瓷微粉以及聚萘甲醛磺酸钠盐的

配合下分散于分散液中，形成分散浆液，一方面可以便于收集研磨后的粉料，另一方面形成

的分散浆液可以用于新拌混凝土中，以提高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以及混凝土的致密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一、再生骨料的制备例以下制备例中的可在分散性乳胶粉选自河北神鹏化工有限

公司提供的型号为为SP-1020的可再分散性乳胶粉；聚萘甲醛磺酸钠盐选自上海德茂化工

有限公司提高的分散剂MF。

[0028] 制备例1：①原料准备：强化液由如下原料混合而成：取水100kg、细度为5000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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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微粉20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0kg、硬脂酸钠6kg以及烯丙基磺酸钠1kg，混合均匀，得到

强化液；取水100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0kg、陶瓷微粉10kg以及聚萘甲醛磺酸钠盐1kg，混

合均匀，得到分散液；

②预处理：对废旧混凝土进行锤击，除去其中的钢筋；

③破碎处理：将锤击后的废旧混凝土进行分级破碎处理，分别得到粒径为5-20mm的一

级骨料颗粒以及粒径为小于5mm的二级骨料颗粒；

③酸化处理：将一级骨料颗粒置于水中浸泡6-8h后，将其取出置于10wt％的盐酸溶液

中浸泡4-6h，然后将一级骨料取出，用水冲洗至pH为6-7后，将其在温度为20℃的环境下，静

置6h，得到酸化骨料颗粒；

④强化处理：将酸化骨料颗粒置于强化液中，浸泡8h，然后将其取出，在100℃的温度

下，干燥40min，室温静置1天，即可得到再生粗骨料；

⑤分散处理：向二级骨料颗粒中加入其重量的30％的分散液，将其进行研磨，得到粒径

为0.1-0.5mm的再生细骨料颗粒以及包含粒径小于0.1mm粉料的分散浆液；然后将再生细骨

颗粒取出，在200℃的温度下，加热2h，冷却后得到再生细骨料。

[0029] 制备例2：①原料准备：强化液由如下原料混合而成：取水100kg、细度为5000目的

硅微粉25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2.5kg、硬脂酸钠8kg以及烯丙基磺酸钠1.5kg，混合均匀，

得到强化液；取水100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2.5kg、陶瓷微粉12.5kg以及聚萘甲醛磺酸钠

盐2kg，混合均匀，得到分散液；

②预处理：对废旧混凝土进行锤击，除去其中的钢筋；

③破碎处理：将锤击后的废旧混凝土进行分级破碎处理，分别得到粒径为5-20mm的一

级骨料颗粒以及粒径为小于5mm的二级骨料颗粒；

③酸化处理：将一级骨料颗粒置于水中浸泡7h后，将其取出置于10wt％的盐酸溶液中

浸泡5h，然后将一级骨料取出，用水冲洗至pH为6-7后，将其在温度为30℃的环境下，静置

8h，得到酸化骨料颗粒；

④强化处理：将酸化骨料颗粒置于强化液中，浸泡9h，然后将其取出，在150℃的温度

下，干燥50min，室温静置1.5天，即可得到再生粗骨料；

⑤分散处理：向二级骨料颗粒中加入其重量的40％的分散液，将其进行研磨，得到粒径

为0.1-0.5mm的再生细骨料颗粒以及包含粒径小于0.1mm粉料的分散浆液；然后将再生细骨

颗粒取出，在250℃的温度下，加热2.5h，冷却后得到再生细骨料。

[0030] 制备例3：①原料准备：强化液由如下原料混合而成：取水100kg、细度为5000目的

硅微粉30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5kg、硬脂酸钠10kg以及烯丙基磺酸钠2kg，混合均匀，得到

强化液；取水100kg、可再分散性乳胶粉15kg、陶瓷微粉15kg以及聚萘甲醛磺酸钠盐3kg，混

合均匀，得到分散液；

②预处理：对废旧混凝土进行锤击，除去其中的钢筋；

③破碎处理：将锤击后的废旧混凝土进行分级破碎处理，分别得到粒径为5-20mm的一

级骨料颗粒以及粒径为小于5mm的二级骨料颗粒；

③酸化处理：将一级骨料颗粒置于水中浸泡8h后，将其取出置于10wt％的盐酸溶液中

浸泡6h，然后将一级骨料取出，用水冲洗至pH为6-7后，将其在温度为40℃的环境下，静置

10h，得到酸化骨料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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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强化处理：将酸化骨料颗粒置于强化液中，浸泡10h，然后将其取出，在200℃的温度

下，干燥60min，室温静置2天，即可得到再生粗骨料；

⑤分散处理：向二级骨料颗粒中加入其重量的50％的分散液，将其进行研磨，得到粒径

为0.1-0.5mm的再生细骨料颗粒以及包含粒径小于0.1mm粉料的分散浆液；然后将再生细骨

颗粒取出，在300℃的温度下，加热3h，冷却后得到再生细骨料。

[0031] 制备例4：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再生粗骨料未经过强化处理，再生

细骨料未经过分散处理。

[0032] 制备例5：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再生粗骨料未经过强化处理。

[0033] 制备例6：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再生细骨料未经过分散处理。

[0034] 制备例7：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强化液中不包含硬脂酸钠以及烯

丙基磺酸钠；分散液中不包含陶瓷微粉以及聚萘甲醛磺酸钠盐。

[0035] 二、实施例以下实施例中的水泥选自中联提供的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矿粉为

S95级矿粉，由唐山曹妃甸提供；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灰，由青岛电厂提供；细骨料为Ⅱ区

中砂，细度模数为2.7，含泥量<2.0％；天然粗骨料为5-25mm连续级配的天然碎石，含泥量<

1％；外加剂选自衢州希维迈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XF-25型聚羧酸高效减水剂。

[0036] 实施例1：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包括如下步骤：

取水泥250kg、矿粉90kg、粉煤灰60kg、天然细骨料500kg、再生细骨料(选自制备例1)

200kg、天然粗骨料400kg、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1)720kg、外加剂3kg、分散浆液(选自制

备例1)40kg以及水140kg，搅拌均匀，得到再生骨料混凝土。

[0037] 实施例2：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包括如下步骤：

取水泥260kg、矿粉95kg、粉煤灰70kg、天然细骨料525kg、再生细骨料(选自制备例2)

225kg、天然粗骨料415kg、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2)740kg、外加剂4kg、分散浆液(选自制

备例2)45kg以及水145kg，搅拌均匀，得到再生骨料混凝土。

[0038] 实施例3：一种再生骨料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包括如下步骤：

取水泥270kg、矿粉100kg、粉煤灰80kg、天然细骨料550kg、再生细骨料(选自制备例3)

250kg、天然粗骨料430kg、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3)760kg、外加剂5kg、分散浆液(选自制

备例3)50kg以及水150kg，搅拌均匀，得到再生骨料混凝土。

[0039] 三、对比例

对比例1：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再生粗骨料以及再生细骨料选自制备

例4制备而得，原料中的分散浆液用等量的水代替。

[0040] 对比例2：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5制备而

得。

[0041] 对比例3：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再生细骨料选自制备例6制备而

得。

[0042] 对比例4：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再生粗骨料以及再生细骨料选自

制备例7制备而得。

[0043] 对比例5：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的分散浆液用等量的水代

替。

[0044] 四、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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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5的方法制备再生骨料混凝土，按照如下方法，对其性能

进行测试，将测试结果示于表1。

[0045] 坍落度是用于评价混凝土和易性的指标，以测定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坍落度

试验的方法是：将混凝土拌合物按规定方法装入标准圆锥坍落度筒内，装满刮平后，垂直向

上将筒提起，移到一旁；混凝土拌合物由于自重将会产生坍落现象，然后量出向下坍落的尺

寸，该尺寸(mm)就是坍落度，作为流动性指标，坍落度越大表示流动性越好。在进行坍落度

试验的同时，评定混凝土的粘聚性以及保水性：用捣棒在已坍落的混凝土锥体侧面轻轻敲

打，若锥体逐渐下沉，则表示粘聚性良好；如果锥体倒塌，部分崩裂或出现离析现象，则表示

粘聚性不好。保水性是以混凝土拌合物中的稀水泥浆析出的程度来评定：坍落度筒提起后，

如有较多稀水泥浆从底部析出，锥体部分混凝土拌合物也因失浆而骨料外露，则表明混凝

土拌合物的保水性能不好；如坍落度筒提起后无稀水泥浆或仅有少量稀水泥浆自底部析

出，则表示此混凝土拌合物保水性良好。

[0046] 抗压强度采用《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16中方法制作

标准试块，并测量标准试块养护3d、7d以及28d的抗压强度。

[0047] 表1

由表1数据可知，本发明制备的再生骨料混凝土具有很好的和易性以及抗压强度，可以

达到与普通混凝土相似的和易性以及强度，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0048] 对比例1的再生粗骨料以及再生细骨料选自制备例4制备而得，原料中的分散浆液

用等量的水代替；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1的混凝土的和易性以及抗压强度明显变差，说明

再生粗骨料经过强化处理，再生细骨料经过分散处理后，可以改善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提

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0049] 对比例2的再生粗骨料选自制备例5制备而得；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2的混凝土

的抗压强度有所下降，说明再生粗骨料经过强化处理后，可以明显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0050] 对比例3的再生细骨料选自制备例6制备而得；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3的新拌混

凝土的和易性明显下降，说明再生细骨料经过分散处理后，可以明显改善新拌混凝土的和

易性。

[0051] 对比例4的再生粗骨料以及再生细骨料选自制备例7制备而得；相较于实施例1，对

比例4的混凝土的和易性以及抗压强度有所下降，说明强化液中的硬脂酸钠以及烯丙基磺

酸钠的加入可以明显提高再生粗骨料的强度，分散液中的陶瓷微粉以及聚萘甲醛磺酸钠盐

可以明显改善再生细骨料表面特征，提高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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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对比例5的原料中的分散浆液用等量的水代替；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5的混凝土

的和易性以及抗压强度略有下降，说明分散浆液的加入可以改善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提

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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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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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