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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

间的控制方法，根据富含砖再生粗骨料不同饱和

度的需求，对富含砖再生粗骨料进行预湿，避免

富含砖再生粗骨料的预湿时间太长，占用预湿场

地，浪费时间，降低生产效率；太短达不到富含砖

再生粗骨料饱和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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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收集同一批次处理的富含砖建筑垃圾，富含砖再生粗骨料为砖含量在90%以上的骨

料，对其进行破碎、筛分和分级，得到满足级配要求的再生粗骨料；

（2）分级的再生粗骨料用水进行冲洗，去除再生粗骨料表面的碎屑、粉尘及杂质，晾晒2

天以上达到和周围环境湿度平衡的气干状态；

（3）根据GB/T17431 .2-1998《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2部分:轻集料试验方法》，分别获

取5min、10min、15min、20min、30min、60min、120min、360min、960min、1440min和2880min的

再生粗骨料吸水量和吸水率；

（4）根据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得到再生粗骨料吸水量与吸水时间的关系式，即为吸水量

公式；

（5）根据生产产品种类配置级配，确定所需粗骨料的粒径和用量，根据步骤（4）中得到

的吸水量公式计算再生粗骨料所需饱和度下的预湿时间，即吸水时间；

（6）根据计算的预湿时间对再生粗骨料预湿，预湿后的再生粗骨料过振动的吸水布，同

时经机械吹风，达到饱和面干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1）为，粉碎的富含砖建筑垃圾按0-5mm、5-10mm、10-20mm、20-30mm和30mm以上的粒径进

行筛分分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5）中饱和度为粗骨料孔隙水的饱和度： ，其中 为最大

吸水量，WRCA(t)为t时间的吸水量，Ps为粗骨料孔隙水的饱和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再生粗

骨料吸水量与吸水时间的关系式采用对数形式。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4）中，吸水量公式为： ；WRCA(t)为t时刻的吸水量；mRCA为再生

粗骨料质量；A、B为经验值，通过试验数据拟合得到；t为吸水时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5）中再生粗骨料所需饱和度为90%-96%。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砖为烧

制页岩砖、粘土烧结砖、煤矸石砖和粉煤灰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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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法，尤其涉及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

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再生骨料是再生混凝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解决废弃建筑垃圾的堆放、占地等问

题，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是一种可持续化发展的建筑材料。

[0003] 再生骨料参考普通混凝土进行分类，大于5mm以上为粗骨料，小于5mm为细骨料，多

源自于城市化建设中拆除的废旧建筑垃圾,利用其中混凝土及砖石砌体残骸碎片，经过一

系列的处理而成。建筑物垃圾很难实现废弃混凝土与废砖的完全分离，由于废砖块制成的

再生砖骨料具有强度低、孔隙率大、吸水能力强等特点，使得由其制成的再生混凝土性能大

幅下降，研究表明：随着再生骨料中废砖含量的增加，总的用水量不断增加，再生骨料混凝

土的粘聚性和保水性降低，再生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和氯离子扩散系数逐渐的增加，耐久性

降低，强度减小。同样的，富含砖的其他再生产品如砌块、透水砖等性能也较差。

[0004] 如何采用经济可靠的手段提高其富含砖粒的再生骨料性质进而提高再生混凝土

性能是当前热点问题。对于多孔的吸水性较大的骨料，一般认为预湿处理可提高其性能，原

因在于，不处理的粗骨料，由于吸水率较大，在混凝土搅拌制备过程中吸收水分，减少流动

性，造成胶凝材料未充分水化，降低强度；进行预湿处理，骨料不吸收水化用水，保证了胶凝

材料的水化程度，但随着混凝土水化的进行，水泥浆体内部湿度逐渐降低，骨料中的水分释

放出来返还到水泥浆体中，继续水化用，有利于混凝土后期强度的增长。基于此多位学者提

出考虑附加水的再生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方法，用于再生混凝土的生产，附加用水量一般采

用饱和状态下的吸水量减去气干状态下的吸水量确定，饱和预湿处理是批量化再生混凝土

工厂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预湿时间的控制是很难确定的，一般的厂家生产再生混凝

土产品时直接对骨料进行过水冲洗，骨料过于干燥，达不到理想状态，如果长时间浸泡，则

占用生产场地过长，增长批量化生产时间，有必要对预湿时间和控制措施进行研究以提高

再生产品的性能。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以下述方式实现的：一种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预湿时间的控制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收集同一批次处理的富含砖建筑垃圾，富含砖再生粗骨料为砖含量在90%以上

的骨料，对其进行破碎、分离、筛分分级，得到分级的再生粗骨料；

[0008] （2）分级的再生粗骨料用水进行冲洗，去除再生粗骨料表面的碎屑、粉尘及杂质，

晾晒2天以上达到和周围环境湿度达平衡的气干状态；

[0009] （3）根据GB/T17431.2-1998《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2部分:轻集料试验方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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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获取5min、10min、15min、20min、30min、60min、120min、360min、960min、1440min和

2880min时间的再生粗骨料吸水量和吸水率；

[0010] （4）根据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得到再生粗骨料吸水量与吸水时间的关系式，即为吸

水量公式；

[0011] （5）根据生产产品种类配置级配，确定所需粗骨料的粒径和用量，根据（4）中得到

的吸水量公式计算再生粗骨料所需饱和度下的预湿控制时间；

[0012] （6）根据计算的吸水时间对再生粗骨料预湿，预湿后的再生粗骨料过振动的吸水

布，同时经机械吹风，达到内部孔隙水达到饱和，表面干燥的状态。

[0013] 所述步骤（1）为，粉碎的富含砖建筑垃圾按0-5mm、5-10mm、10-20mm、20-30mm和

30mm以上的粒径进行筛分分级。

[0014] 所述步骤（5）中饱和度为粗骨料孔隙水的饱和度： ；其中

为最大吸水量，kg；WRCA(t)为t时间的吸水量，g；Ps为粗骨料孔隙水的饱和度。采

用粗骨料制备混凝土，粗骨料孔隙水的饱和度是用来表征粗骨料中水分是否补给水泥浆的

特征值，如果骨料饱和度大于水泥浆饱和度，骨料水分补给水泥浆，混凝土水灰比增大，混

凝土强度降低。

[0015] 再生粗骨料吸水量与吸水时间的关系式采用对数形式，该形式自然满足自变量t>

0的条件，相对于其他形式结构更加简单；

[0016] 所述步骤（4）中，吸水量公式为  ，WRCA为吸水量，mRCA为

再生粗骨料质量，g，A、B为经验值，通过试验数据拟合得到，t为吸水时间，min。

[0017] 所述步骤（5）中再生粗骨料所需饱和度为90%-96%，富含砖再生粗骨料在此种饱和

度下，性质好，预湿时间再长，富含砖再生粗骨料的饱和度增长很小，预湿时间再短，富含砖

再生粗骨料容易在混凝土制备过程中吸收水分，减少流动性，造成胶凝材料未充分水化，降

低强度。

[0018] 砖为烧制页岩砖、粘土烧结砖、煤矸石砖和粉煤灰砖等。

[0019] 富含砖再生粗骨料为砖含量在90%以上的骨料。

[0020] 本发明能够根据富含砖再生粗骨料不同饱和度的需求，对富含砖再生粗骨料进行

预湿，避免富含砖再生粗骨料的预湿时间太长，占用预湿场地，浪费时间，降低生产效率；太

短达不到富含砖再生粗骨料饱和度要求。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实施例1中5-10mm粒径再生骨料吸水率曲线。

[0022] 图2是实施例1中10-20mm粒径再生骨料吸水率曲线。

[0023] 图3是实施例2中5-10mm粒径拆迁墙体的烧制页岩砖的吸水率曲线。

[0024] 图4是实施例2中10-20mm粒径拆迁墙体的烧制页岩砖的吸水率曲线。

[0025] 图5是实施例3中5-10mm粒径拆迁墙体的粘土烧结砖的吸水率曲线。

[0026] 图6是实施例3中10-20mm粒径拆迁墙体的粘土烧结砖的吸水率曲线。

[0027] 图7是实施例3中20-30mm粒径拆迁墙体的粘土烧结砖的吸水率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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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说明：对于工业生产用混凝土，一般用于强度较低的产品，所需粗骨料粒径是不同

的，各粒径所需比例也不同，组成不同的级配，5-20mm骨料粒径为工业化再生混凝土产品如

再生混凝土砌块、再生混凝土砖等的常用级配。20mm以上的粒径尺寸太大，不用于生产普通

的再生混凝土产品。本申请中，富含砖再生粗骨料为砖含量在90%以上的骨料。

[0029] 实施例1

[0030] （1）收集富含砖建筑垃圾，在郑州市恒基建材有限公司对其进行破碎和筛分；

[0031] （2）在实验室内对骨料分级，形成0-5mm，5-10mm粒径、10-20mm粒径，其中5-20mm粒

径作为粗骨料，5mm以下可作为细骨料。并用水进行冲洗，去除再生骨料表面的碎屑、粉尘及

杂质，晾晒2天以上达到气干状态；

[0032] （3）根据GBT17431.2-1998《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2部分:轻集料试验方法》，分别

获取5min、10min、15min、20min、30min、60min、120min、360min、960min、1440min和2880min

等时间的吸水量和吸水率；

[0033] 再生骨料主要成分是红砖和混凝土，吸水性较高，经人工筛分处理、具有级配0-

5mm、5-10mm和10-20mm，骨料特性见表1。

[0034]

[0035] 根据GBT17431.2-1998《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2部分:轻集料试验方法》，通过试

验获取吸水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见表2、表3所示。

[0036]

[0037]

[0038] （4）根据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如图1和图2所示，得到分别得到粒径5-10mm再生骨料

吸水量与吸水时间的关系式，粒径10-20mm再生骨料吸水量与吸水时间的关系式；

[0039] 由表1和表2可知，不同粒径骨料的吸水量均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多，前5分钟的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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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速率最大，之后趋于平缓，孔隙水基本达到饱和；骨料吸水量同其质量呈正相关性，可表

示为： ，式中WRCA为吸水量，SRCA为吸水率，mRCA为质量，根据试验数

据进行拟合，得到骨料吸水量公式如下：

[0040] 粒径5-10mm再生骨料吸水量：

[0041] 粒径10-20mm再生骨料吸水量：

[0042] 式中，t为浸泡时间，min，mRCA为再生骨料质量，g；

[0043] 公式预测值和试验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68（粒径5~10mm骨料）和0.992（粒径10

~20mm骨料），说明上述公式可用来进行高吸水骨料吸水率的预测。

[0044] （5）为配置再生混凝土，将5-10mm粒径和10-20mm按2:3混合形成所需粗骨料，则混

合骨料t时刻的吸水量为：

[0045]

[0046] 用上述吸水量公式计算混合粗骨料孔隙水的饱和度:

[0047]

[0048] 式中mRCA(5-10):  mRCA(10-20)=2:3时，当粗骨料孔隙水的饱和度Ps为96%时，混合骨料

的预湿时间确定为14min；选定同级配粗骨料分别预湿两天和不预湿作为两个对比来制备

混凝土；

[0049] （6）按照确定的预湿时间进行粗骨料预湿，预湿后的粗骨料过振动的吸水布，同时

经强力风扇吹风，达到表干状态，将预湿时间为14min的粗骨料按如下表4的配合比，采用传

统工艺制备成再生混凝土，测其3d，7d和28d的抗压强度见表5。其他两个预湿时间的粗骨料

也按照如下表配合比，相同工艺制备成混凝土，抗压强度见表5。

[0050]

[0051] 注：细骨料中含再生细骨料（粒径0-5mm）243.5kg，其它为天然砂，水泥为河南省丰

博天瑞水泥有限公司生产的丰博天瑞P.C42-5复合硅酸盐水泥，减水剂使用上海软和化工

有限公司生产的QS-8020聚羧酸减水剂，用量为胶凝材料的3‰。

[0052]

[0053] 根据上表可知，如果不预湿处理，利用气干粗骨料采用相同工艺生产的再生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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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抗压强度很小。预湿时间越长，骨料含水量越大，根据传统配合比设计方法，剩余的搅拌

用水量越少，实际搅拌过程中的自由水灰比越小，再生混凝土砂浆越密实，故骨料浸泡24小

时生产的再生混凝土强度较高，但由于和浸泡14min骨料中附加水量相差很少，故预湿

14min骨料制备的再生混凝土和预湿2d骨料制备的再生混凝土强度值几乎无差别。但生产

时间则大大减少，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0054] 实施例2

[0055] （1）来自于拆迁墙体的烧制页岩砖，实验室环境下对其进行破碎、筛分和分级；

[0056] （2）分级的砖骨料用水进行冲洗，去除骨料表面的碎屑、粉尘及杂质，晾晒2天以上

达到气干状态；

[0057] （3）取粒径5-10mm，10-20mm的作为骨料，测得其表观密度926kg/m3 ,堆积密度

515kg/m3。根据GBT17431.2-1998《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2部分:轻集料试验方法》，分别得

到不同吸水时间的吸水率；

[0058] （4）根据（3）中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得到骨料吸水量与吸水时间的关系式如下；

[0059] 粒径5-10mm骨料吸水量公式：

[0060] 粒径10-20mm骨料吸水量公式：

[0061] 拟合的吸水率曲线见图3，图4，公式预测值和试验值的相关系数分为0.9795和

0.978，也说明上述公式可用来进行高吸水骨料吸水率的预测。

[0062] （5）为生产再生混凝土多孔砖，粗骨料采用粒径5-10mm和10-20mm的废弃砖按1:1

制备成混合骨料，用上述吸水量公式计算混合粗骨料孔隙水的饱和度:

[0063]

[0064] 式中mRCA(5-10):  mRCA(10-20)=1:1时，当孔隙水的饱和度Ps为90%时，混合骨料的预湿

时间确定为1天；

[0065] （6）按照确定的预湿时间进行混合级配的粗骨料预湿，预湿后的粗骨料过振动的

吸水布，同时经强力风扇吹风，达到表干状态。

[0066] 实施例3

[0067] （1）来自于拆迁墙体的粘土烧结砖，实验室环境下对其进行破碎、筛分和分级；

[0068] （2）分级的砖骨料用水进行冲洗，去除骨料表面的碎屑、粉尘及杂质，晾晒2天以上

达到气干状态；

[0069] （3）破碎砖体堆积密度为840  kg/m3-865kg/m3,取粒径5-10mm,10-20mm和20-30mm

的再生骨料，根据GBT17431.2-1998《轻集料及其试验方法第2部分:轻集料试验方法》，分别

得到不同吸水时间的吸水率；

[0070] （4）根据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得到骨料吸水量与吸水时间的关系式如下；

[0071] 粒径5-10mm骨料吸水量公式：

[0072] 粒径10-20mm骨料吸水量公式：

[0073] 粒径20-30mm骨料吸水量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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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4] 式中，t为浸泡时间，mRCA为骨料质量；拟合的吸水率曲线见图5-图7，公式预测值和

试验值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96，也说明上述公式可用来进行高吸水骨料吸水率的预测。

[0075] （5）为生产再生透水混凝土，粒径20-30mm,10-20mm和5-10mm按照4：4:1的比例配

置需要的混合骨料，根据上述（4）吸水量公式计算骨料孔隙水的饱和度：

[0076]

[0077] 孔隙水的饱和度为90%时的预湿时间13min；

[0078] （6）按照确定的预湿时间进行混合级配的粗骨料预湿，预湿后的粗骨料过振动的

吸水布，同时经强力风扇吹风，达到表干状态。

[0079]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控制方法简单并可用于施工现场，上述控制方法同样适用于

页岩陶粒、黏土陶粒等轻集料，制备出的混凝土具有较高的性能。

[0080]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整体构思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变和改进，这些也应该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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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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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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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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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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