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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分：再生粗骨料60-70份、天

然粗骨料18-22份、矿渣硅酸盐水泥15-20份、细

砂15-20份、活化水10-15份、粉煤灰8-12份、改性

聚丙烯纤维5-8份、粘合剂4-6份、二氧化硅粉3-5

份、二氧化锰粉3-5份以及减水剂3-5份；制备方

法包括以下步骤：S1.对废弃混凝土进行破碎，使

之成为再生粗骨料；S2.筛选出粒径为10-15mm的

再生粗骨料备用；S3.对再生粗骨料的表面进行

清洁，去除残留在其表面的水泥砂浆；S4.混合：

将原料按顺序混合，搅拌均匀后制得再生混凝土

浆料；S5.对再生混凝土浆料进行浇筑、振捣，使

之成型。本发明具有提高再生混凝土强度性能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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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括以下组分：再生粗骨料60-70份、天然粗骨料18-22

份、矿渣硅酸盐水泥15-20份、细砂15-20份、活化水10-15份、粉煤灰8-12份、改性聚丙烯纤

维5-8份、粘合剂4-6份、二氧化硅粉3-5份、二氧化锰粉3-5份以及减水剂3-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聚丙烯纤维为聚丙烯

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将所述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

复配物进行氩等离子体表面处理后投入使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粘合剂为异戊二烯。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粗骨料为质量比为1：

（2-3）的卵石与碎石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氨基磺酸盐系、

脂肪酸系或聚羧酸系中的一种或多种。

7.一种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破碎：对废弃混凝土进行破碎，使之成为再生粗骨料；

S2.筛选：剔除针状、片状废料，筛选出粒径为10-15mm的再生粗骨料备用；

S3.清洁：对再生粗骨料的表面进行清洁，去除残留在其表面的水泥砂浆；

S4.混合：先将再生粗骨料、天然粗骨料、细砂搅拌均匀；然后加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

煤灰、改性聚丙烯纤维、黏合剂搅拌均匀；再加入活化水、二氧化硅粉、二氧化锰粉、减水剂

继续搅拌，搅拌均匀后制得再生混凝土浆料；

S5.成型：对再生混凝土浆料进行浇筑、振捣，使之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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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商品混凝土在我国的蓬勃发展，混凝土行业己然成为建筑材料领域的支柱行

业。然而混凝土作为最大的人造工程材料，一旦建筑物或构筑物解体，它也会相应地成为建

筑垃圾的“主力军”。目前在我国，每年混凝土废弃物的排放量就超过一亿吨，这些废弃混凝

土大多得不到较好的回收利用，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场地来处理这些建筑垃圾。与此同时，水

泥工业作为建材行业的支柱产业，在资源、能源消耗方面也是当之无愧的“大户”，这与21世

纪资源短缺、能源匾乏的现状是相悖而行的。因此，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依靠

技术进步实现混凝土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须的。

[0003] 目前，公告号为CN107500667A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其组成分包括水

泥、水、细骨料及粗骨料，组分之间配合比为1∶0.53∶1.84∶3.42；所述粗骨料包括普通粗骨

料和再生粗骨料，其中再生粗骨料在粗骨料的占比为40％；试件所用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

泥，再生粗骨料为混凝土废料；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制备再生粗骨料；(2)称量细骨

料、再生粗骨料及普通粗骨料放入搅拌机中进行搅拌；(3)待细骨料、再生粗骨料及普通粗

骨料搅拌均匀后，将水泥加入，并进行搅拌；(4)待细骨料、再生粗骨料、普通粗骨料及水泥

搅拌均匀后，在混合物中加水搅拌，搅拌时间为9～12min，制成再生混凝土混合料；(5)将步

骤(4)制成的再生混凝土混合料进行浇筑、振捣。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再生粗骨料在制备过程中需要进行破碎处

理，在破碎的过程中再生粗骨料内部会产生一些微裂缝，在制备再生混凝土的过程中，再生

混凝土会发生表面失水现象，表面失水会加重微裂缝的开裂程度，导致再生混凝土的强度

性能降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其具有提高再生混凝土强度

性能的效果。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再生混凝土，按重

量份包括以下组分：再生粗骨料60-70份、天然粗骨料18-22份、矿渣硅酸盐水泥15-20份、细

砂15-20份、活化水10-15份、粉煤灰8-12份、改性聚丙烯纤维5-8份、粘合剂4-6份、二氧化硅

粉3-5份、二氧化锰粉3-5份以及减水剂3-5份。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改性聚丙烯纤维的添加用于减少微裂缝的长度、宽度和

数量，降低生成贯通裂缝的可能性，起到了阻断再生混凝土内毛细裂缝的作用，使再生混凝

土的强度性能得到明显改善；改性聚丙烯纤维具有降低再生混凝土内水分、氯离子、空气转

移率的效果；在高温状况下，由于改性聚丙烯纤维的维卡软化点低于再生混凝土的维卡软

化点，改性聚丙烯纤维会先软化烧结，从而在再生混凝土中形成孔道，再生混凝土中被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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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化的水分沿孔道排出，从而防止水分汽化形成内部高压而使再生混凝土爆裂，以此提高

再生混凝土的耐火时间和耐火等级；粉煤灰的比表面积小又存在级配，添加粉煤灰用于减

少颗粒间混合时的摩阻力，从而减少混凝土的用水量，以此起到减水作用；二氧化硅粉与二

氧化锰粉具有较高的强度与稳定性，且其粒度大小分布合理，在混合过程中，容易填充在再

生粗骨料的微裂缝中，以此提高再生混凝土的致密性与强度。

[000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改性聚丙烯纤维为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聚丙烯纤维强度高、弹性好，且耐磨耐腐蚀，但是，由于其

熔点较低，导致其对光热的稳定性较差，而玻璃纤维熔点较高，光热稳定性强，使用玻璃纤

维对聚丙烯纤维进行改性，以此提高聚丙烯纤维的光热稳定性，从而延缓再生混凝土的老

化速度；由于玻璃纤维同样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将玻璃纤维与聚丙烯纤维复配，有利于进

一步提高聚丙烯纤维的强度，从而提高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将所述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进行氩等离子体表面

处理后投入使用。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氩气是一种惰性气体，采用氩气对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

复配物进行表面处理，由于氩等离子体释放UV光子具有足够的能量，以此打开聚丙烯的C-C

键与C-H键，改变了聚丙烯的结构使得大量的等离子体进入其内部，从而增加了聚丙烯的表

面活性，以此提高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对其他组分的黏附性能，从而降低微裂缝产

生的数量，同时填充满易产生的微裂缝，以此提高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粘合剂为异戊二烯。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异戊二烯是制备橡胶的主要成分，选用异戊二烯作为粘

合剂，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具有良好的粘性与流动性，另一方面，异戊二烯固化成型后，具

有一定的弹性，以此提高再生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从而提高其在制作过程中的抗裂性能，从

而提高其强度性能。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天然粗骨料为质量比为1：(2-3)的卵石与碎石混合物。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卵石棱角较少且表面光滑，空隙率与表面积较小，拌制混

凝土时水泥用量较少，从而减少用水量提高了再生混凝土的强度，但卵石与水泥浆的粘结

力较低；碎石棱角较多且表面粗糙，空隙率与表面积较大，拌制混凝土时水泥用量较多，但

与水泥浆的粘结力较强，因此，采用合理的配比，有利于在提高再生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同时

降低生产成本。

[001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减水剂为氨基磺酸盐系、脂肪酸系或聚羧酸系减水剂

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氨基磺酸盐系、脂肪酸系或聚羧酸系减水剂吸附于再生

混凝土颗粒表面使颗粒显示电性能，颗粒间由于带相同电荷而相互排斥，从而使再生混凝

土颗粒被分散而释放颗粒间多余的水分而产生减水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加入氨基磺酸盐

系、脂肪酸系或聚羧酸系减水剂后，再生混凝土颗粒表面形成吸咐膜，影响再生混凝土的水

化速度，使再生混凝土石晶体的生长更为完善，从而减少了水分蒸发的毛细空隙，使再生混

凝土内部网络结构更为致密，以此提高了再生混凝土的硬度和结构致密性。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一种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破碎：对废弃混凝土进行破碎，使之成为再生粗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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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筛选：剔除针状、片状废料，筛选出粒径为10-15mm的再生粗骨料备用；

S3.清洁：对再生粗骨料的表面进行清洁，去除残留在其表面的水泥砂浆；

S4.混合：先将再生粗骨料、天然粗骨料、细砂搅拌均匀；然后加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

煤灰、改性聚丙烯纤维、黏合剂搅拌均匀；再加入活化水、二氧化硅粉、二氧化锰粉、减水剂

继续搅拌，搅拌均匀后制得再生混凝土浆料；

S5.成型：对再生混凝土浆料进行浇筑、振捣，使之成型。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再生粗骨料的粒径越大，其比表面积越小，用水量越小，

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越高，但是，粒径过大的再生粗骨料，其内部缺陷越多，颗粒下沉速

度越快，容易导致其在再生混凝土中分布不均，反而降低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因此，在

筛选再生粗骨料时，将粒径控制在10-15mm，以此确保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由于再生粗

骨料表面容易附着一层水泥砂浆，附着的水泥砂浆易影响再生粗骨料与其他组分的黏附性

能，因此设置清洁步骤，以除去再生混凝土表面的水泥砂浆。

[0020]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1.改性聚丙烯纤维的添加用于减少微裂缝的长度、宽度和数量，降低生成贯通裂缝的

可能性，起到了阻断再生混凝土内毛细裂缝的作用，使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得到明显改

善；

2.二氧化硅粉与二氧化锰粉具有较高的强度与稳定性，且其粒度大小分布合理，在混

合过程中，容易填充在再生粗骨料的微裂缝中，以此提高再生混凝土的致密性与强度；

3.氩等离子体表面处理用于提高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的黏附性能，从而降低

微裂缝产生的数量，同时填充满易产生的微裂缝，以此提高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

附图说明

[0021] 图1是本实施例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3] 实施例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2.5；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经氩等离子体表面

处理后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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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破碎：对废弃混凝土进行破碎，使之成为再生粗骨料；

S2.筛选：剔除针状、片状废料，筛选出粒径为12.5mm的再生粗骨料备用；

S3.清洁：对再生粗骨料的表面进行清洁，去除残留在其表面的水泥砂浆；

S4.混合：先将再生粗骨料、卵石-碎石混合物、细砂搅拌均匀；然后加入矿渣硅酸盐水

泥、粉煤灰、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异戊二烯搅拌均匀；再加入活化水、二氧化硅粉、

二氧化锰粉、氨基磺酸盐系减水剂继续搅拌，搅拌均匀后制得再生混凝土浆料；S5.成型：对

再生混凝土浆料进行浇筑、振捣，使之成型。

[0024] 实施例2，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2.5；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经氩等离子体表面

处理后投入使用；

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25] 实施例3，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2.5；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经氩等离子体表面

处理后投入使用；

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26] 实施例4，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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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2.5；

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27] 实施例5，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2；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经氩等离子体表面处

理后投入使用；

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28] 实施例6，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3；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经氩等离子体表面处

理后投入使用；

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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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对比例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1.5；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经氩等离子体表面

处理后投入使用；

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0] 对比例2，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3.5；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经氩等离子体表面

处理后投入使用；

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1] 对比例3，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2.5；聚丙烯纤维经氩等离子体表面处理后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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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2] 对比例4，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2.5；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复配物直接投入使用；

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3] 对比例5，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再生混凝土按重量份包

括以下组分：

卵石-碎石混合物的质量比为1:2.5；聚丙烯纤维直接投入使用；

再生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4] 对实施例1-6以及对比例1-5制备出的再生混凝土进行取样，并对样品的强度性能

以及耐老化性能进行检测，检测数据记录如下表所示；

强度性能检测：对样品施加均匀拉力，样品破坏时的平均拉应力即为再生混凝土的轴

心抗拉强度；

耐老化性能检测：将样品置于老化试验箱中，并进行紫外线集中照射30d，记录每组样

品的老化率。

  抗拉强度/Mpa 老化率/％

实施例1 72.4 12.7

实施例2 60.3 18.6

实施例3 64.6 16.8

实施例4 62.8 17.3

实施例5 66.3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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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6 64.7 16.3

对比例1 57.3 20.6

对比例2 54.9 20.4

对比例3 66.2 35.4

对比例4 54.8 24.6

对比例5 52.7 40.1

[0035] 根据实施例1-4中样品的抗拉强度以及老化率的数据可知，改变再生粗骨料、卵

石-碎石混合物、矿渣硅酸盐水泥以及细砂之间的重量份数，对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会产

生影响，选取合适比例的再生粗骨料、卵石-碎石混合物、矿渣硅酸盐水泥以及细砂有利于

提高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而再生混凝土的抗拉强度的高低对于其老化率存在一定的影

响，但是影响不明显；

根据实施例1、5-6以及对比例1-2的抗拉强度的数据可知，卵石与碎石的质量比对再生

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具有一定的影响，当卵石含量过高或过低时，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均

下降；卵石含量过高，卵石与水泥浆的粘结力较低，导致再生混凝土内部的粘结性较低，影

响了再生混凝土的强度；卵石含量过低，碎石含量过高，物料之间的空隙率与表面积较大，

导致再生混凝土的强度降低；因此，选取合适比例的碎石与卵石进行混合，有利于提高再生

混凝土的强度；

根据实施例1以及对比例3-6的抗拉强度以及老化率的数据可知，采用玻璃纤维对聚丙

烯纤维进行改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再生混凝土的强度性能，但其更大的优点在于提高

了再生混凝土的抗老化性能；采用氩等离子体处理聚丙烯纤维-玻璃纤维，有利于增大聚丙

烯纤维的表面活性，从而提高其粘结力，以此提高再生混凝土的强度，因此对比例3的样品

抗拉强度大于对比例4与对比例5的样品抗拉强度。

[0036]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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