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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应用于水利工程、建筑、桥梁、海堤护

岸等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

分散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材料包含水泥、矿

粉，硅灰、高效减水剂、消泡剂等材料，并添加一

定量的纳米SiO2或CaCO3，及优选的絮凝剂，将以

上材料使用搅拌机混合均匀，再加入石英砂，得

到纳米改性水泥基不分散材料。本发明材料流动

度达260cm，可以实现水下自流平，具有高流动性

的同时具有良好的抗分散性，悬浊物含量低于

80mg/L，1d强度将近20MPa，28d强度大于50MPa，

且有微膨胀效果。本发明材料可以是干粉、湿拌

砂浆或混凝土等形式，可做成干粉材料、现场加

水拌和即可直接水下施工，容易实现规模化生产

与应用。可以满足水利工程、建筑、桥梁、海堤护

岸领域的应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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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其特征在于，包含胶凝胶材料和添加剂、水，

其中：

胶凝胶材料中各组分质量比普通水泥：硅灰：粉煤灰：矿粉：偏高岭土：超细水泥为30～

70％：3～15％：0～20％：5％～20％：0～10％：5～25％，其中普通水泥为525水泥，超细水泥

为D50≤8μm；

添加剂中各组分占胶凝材料的质量比分别为硫酸铝、偏硅酸钠、不分散剂、减水剂、消

泡剂为5～15％、5～20％、0.25～1.5％、6～25％、0.05～0.2％；

减水剂是粉末型的聚羧酸系减水剂，消泡剂为P803型消泡剂，不分散剂为聚丙烯酰胺

絮凝剂；

各组分质量比之和为1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其特征在于，其中矿粉

为超细矿粉，比表面积≥500m2/kg。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

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还含有纳米SiO2或CaCO3，其中，纳米SiO2或CaCO3为胶凝材料的

质量的0.5％～5％。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材料

还含有质量比为5:3:2的6#、7#、8#石英砂，石英砂的总量和胶凝材料质量比为0.5～2:1。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

SiO2粒径在10nm‑150nm，比表面积大于150m2/g。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其特征在于，

加水量为胶凝材料的质量的15％～60％。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的制备方法，

其特征在于，包括：

将胶凝胶材料和添加剂先混合均匀、再加水使用搅拌机混合均匀，加入石英砂，得到纳

米改性水泥基不分散材料。

8.一种不分散混凝土，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一种纳米改性水泥

基水下不分散材料：砂：石：水配合制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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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应用于水利工程、建筑、桥梁、海堤护岸等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纳米改性水

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下不分散材料是在水泥基材料中添加絮凝剂，使其在水中施工时具有抗分散

性，在使用时根据需要加入细集料或粗集料。不分散材料需要具有大流动性，高早期强度，

不收缩等特点，才能实现施工方便，大幅缩短工期，保证工程质量。

[0003] 现有技术专利CN106082849A中提供了一种水下不分散高性能混凝土，所述混凝土

由胶凝材料、絮凝剂、砂、石、减水剂组成，其中胶凝材料由水泥和矿粉组成，其不分散混凝

土悬浊物含量为152mg/L，水下成型7天强度为41.6MPa，28d强度为61.2MPa，28d电通量为

1192C。

[0004] 专利CN107298564A是将硅酸盐水泥、铝酸盐水泥、脱硫石膏、中活性氧化镁和高活

性氧化镁膨胀剂、三乙醇胺、聚丙烯酰胺、环氧乙烷环氧丙烷共聚物等组成，具有良好的流

动性、可灌性、体积稳定性。

[0005] 水下不分散材料主要是通过絮凝剂的高分子长链的“桥架”作用，使拌和物形成稳

定的空间网络结构，提高新拌混凝土的粘聚力，限制新拌混凝土的分散、离析及避免水泥流

失。但是絮凝剂的存在会引起需水量的大幅增加，流动性差，且会减缓水化反应速度，导致

早期强度低，如果水是流动状态，则严重影响材料的强度发展。

[0006] 已有技术中使用三乙醇胺、环氧类有机物等作为絮凝剂，此类物质为液态，且有毒

性，规模使用的话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0007] 1.大量使用会导致水质污染严重，且对人体有害；

[0008] 2.其他材料为固态、絮凝剂为粘稠液态，运输、现场施工等均不方便；

[0009] 3.抗分散效果不佳。另外已有技术中使用的胶凝材料单一，流动性和抗分散性差，

早期强度低，不便于施工，不分散材料最重要的性能是水下流动性和抗分散性，已有技术实

测的悬浊物含量在130‑150mg/L，仅勉强满足水下不分散混凝土试验规程标准要求，但是实

际施工周围水质依然会很浑浊。

[0010] 本发明从凝胶材料入手，添加纳米材料提高活性，并优选絮凝剂，不分散材料可实

现水下自流平，早期强度高，悬浊物含量低于80mg/L，显著优于现有技术，本专利产品更便

于规模化生产与应用。

发明内容

[0011] 鉴于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制备的不分散材料具有良好流动性，可实现水下自流平，早期强度高，抗分散

性好，与基层粘接强度高，具有良好的耐久性，可水下直接施工，大大缩短工时。

[0012]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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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包含胶凝胶材料和添加剂、水，其中，

[0014] 胶凝胶材料中各组分质量比普通水泥：硅灰：粉煤灰：矿粉：偏高岭土：超细水泥为

30～70％：3～15％：0～20％：5％～20％：0～10％：5～25％，各组分质量比之和为100％。

[0015] 前述胶凝胶材料组成是通过大量实验研究获得，此组成及比例获得的材料水下早

期强度高，流动性好，且浆体较密实，耐久性能好。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中，普通水泥优选为525水泥，矿粉优选为超

细矿粉，比表面积≥500m2/kg，超细水泥为D50≤8μm。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其中，添加剂中各组分占胶凝材料的质量比分

别为硫酸铝、偏硅酸钠、不分散剂、减水剂、消泡剂为5～15％、5～20％、0.25～1.5％、6～

25％、0.05～0.2％。

[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减水剂是粉末型的聚羧酸系减水剂，P803型消

泡剂，不分散剂为聚丙烯酰胺絮凝剂，均通过市售获得。

[0019] 通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采用前述材料按所述比例使用，具有良好的早期强度、流

动度和抗分散性，且都是粉末型，现场施工方便，无毒无害。

[002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还含有纳

米SiO2或CaCO3，其中，纳米SiO2或CaCO3为胶凝材料的0.5％～5％。

[0021]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纳米SiO2粒径在10nm‑150nm，比表面积大于

150m2/g。

[0022]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所述材料还含有质量比为5:3:2的6#、7#、8#石

英砂，石英砂的总量和胶凝材料质量比为0.5～2:1。

[0023] 通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采用前述纳米材料，可以提高早期强度，获得更加密实的

浆体。

[002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加水量为胶凝材料的质量的15％～60％。

[0025] 本发明进一步提供了一种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0026] 将胶凝胶材料和添加剂先混合均匀、再加水使用搅拌机混合均匀，加入石英砂，得

到纳米改性水泥基不分散材料。

[002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技术方案，提供了一种不分散混凝土，采用(纳米改性水泥

基水下不分散材料)胶凝材料：砂：石：水质量比为10:14:21:4的配合比制备得到。

[0028] 本发明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首先从胶凝材料入手，复合使用525水泥、

超细水泥、超细矿粉，硅灰、高效减水剂、消泡剂等材料，并添加一定量的纳米SiO2或CaCO3，

及优选的絮凝剂，将以上材料使用搅拌机混合均匀，再加入6#、7#、8#号石英砂，得到纳米改

性水泥基不分散材料，根据工程需要可直接加水拌和使用，或者添加碎石再拌和使用。

[0029]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包括：

[0030] 本发明提供了纳米改性水泥基水下不分散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在优化已有技术采

用单一胶凝材料的基础上掺入纳米材料进行改性，并采用优选絮凝剂，改变了已有技术良

好流动性与高早期强度不能同时具备的问题，水下抗分散性大幅提高，且安全环保，实用价

值高。本专利产品施工现场只需加水拌和即可进行水下直接施工。制备工艺简单易操作，产

品属无机体系，流动度大，施工性能和耐久性能好。

[0031] 本发明不分散材料流动度可达260cm，无泌水，可以实现水下自流平，具有高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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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同时具有良好的抗分散性，悬浊物含量低于80mg/L，水泥流失量仅为0.5％，1d强度

15MPa以上，28d强度大于50Mpa，强度比为98％，与基体粘接强度大于2.5MPa，有微膨胀效

果。

[0032] 本发明具有原料均为固体，可做成干粉材料、现场加水拌和即可直接水下施工，容

易实现规模化生产与应用。可以满足水利工程、建筑、桥梁、海堤护岸领域的应用要求。

附图说明

[0033] 图1，流动度测试示意图，其中，(1a)空气中流动度测试示意图，(1b)水下流动度测

试示意图。

[0034] 图2，与基体粘接强度测试示意图。

[0035] 图3，不分散材料水下浇筑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但发明的实施方式不限于

此。

[0037] 实施例1

[0038] 525水泥：50％，硅灰：7％，粉煤灰：10％，石灰石粉：9％，矿粉：10％，偏高岭土：

5％，超细水泥：9％，组成胶凝材料，胶凝材料为1000g，再加入占胶凝材料质量分数的硫酸

铝：10％，偏硅酸钠：15％，不分散剂：0.52％，减水剂16％，消泡剂：0.1％，其中，减水剂是粉

末型的聚羧酸系减水剂，P803型消泡剂，不分散剂为聚丙烯酰胺絮凝剂，再加入质量比为5:

3:2的6#、7#、8#石英砂，石英砂的总量和胶凝材料质量比为1:1，加水量540g。参照图1、2和3

进行测试，新拌不分散材料流动度260mm(空气中)，悬浊物含量85mg/L，1d抗折强度2.1MPa，

抗压强度7.1MPa，3d抗折强度5.5MPa，抗压强度19.6MPa，28d抗折强度7.4MPa，抗压强度

46.5MPa。

[0039] 实施例2

[0040] 525水泥：50％，硅灰：7％，粉煤灰：10％，石灰石粉：9％，矿粉：10％，偏高岭土：

5％，超细水泥：9％，组成胶凝材料，胶凝材料为1000g，再加入占胶凝材料质量分数的硫酸

铝：10％，偏硅酸钠：15％，纳米二氧化硅：10％，不分散剂：0.52％，减水剂16％，消泡剂：

0.1％，其中，减水剂是粉末型的聚羧酸系减水剂，P803型消泡剂，不分散剂为聚丙烯酰胺絮

凝剂，再加入质量比为5:3:2的6#、7#、8#石英砂，石英砂的总量和胶凝材料质量比为1:1，加

水量540g。参照图1、2和3进行测试，新拌不分散材料流动度255mm(空气中)，悬浊物含量

79mg/L，1d抗折强度3.3MPa，抗压强度9.8MPa，3d抗折强度6.5MPa，抗压强度27.8MPa，28d抗

折强度9.6MPa，抗压强度50.2MPa，有微膨胀效果。

[0041] 实施例3

[0042] 525水泥：55％，硅灰：7％，粉煤灰：5％，矿粉：6％，偏高岭土：5％，超细水泥：17％，

石灰石粉：5％，组成胶凝材料，胶凝材料为1000g，再加入占胶凝材料质量分数的硫酸铝：

10％，偏硅酸钠：14％，纳米二氧化硅：10％，不分散剂：0.5％，减水剂12％，消泡剂：0.1％，

其中，减水剂是粉末型的聚羧酸系减水剂，P803型消泡剂，不分散剂为聚丙烯酰胺絮凝剂，

再加入质量比为5:3:2的6#、7#、8#石英砂，石英砂的总量和胶凝材料质量比为1:1，加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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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g。参照图1、2和3进行测试，新拌不分散材料流动度240mm(空气中)，悬浊物含量56mg/L，

1d抗折强度3.6MPa，抗压强度15.2MPa，3d抗折强度7.8MPa，抗压强度35.4MPa，28d抗折强度

10.5MPa，抗压强度53.6MPa，有微膨胀效果。

[0043] 实施例4

[0044] 525水泥：55％，硅灰：7％，粉煤灰：5％，矿粉：6％，偏高岭土：5％，超细水泥：17％，

石灰石粉：5％，组成胶凝材料，胶凝材料为1000g，再加入占胶凝材料质量分数的硫酸铝：

10％，偏硅酸钠：14％，纳米CaCO3：10％，不分散剂：0.5％，减水剂12％，消泡剂：0.1％，其

中，减水剂是粉末型的聚羧酸系减水剂，P803型消泡剂，不分散剂为聚丙烯酰胺絮凝剂，再

加入和胶凝材料质量比1:1的石英砂，其中石英砂为质量比为5:3:2的6#、7#、8#石英砂，加

水量491g。参照图1、2和3进行测试，新拌不分散材料流动度250mm(空气中)，悬浊物含量

61mg/L，1d抗折强度3.5MPa，抗压强度13.8MPa，3d抗折强度7.3MPa，抗压强度33.6MPa，28d

抗折强度9.7MPa，抗压强度50.2MPa，有微膨胀效果。

[0045] 实施例5

[0046] 按实施例3配制胶凝材料，按质量比为胶凝材料：砂：石：水为10:14:21:4的混凝土

配合比制备不分散混凝土，参照图1、2和3进行测试，新拌混凝土流动度为260mm(空气中)，

扩展度为595mm，水泥流失量为1％，悬浊物含量82mg/L，终凝时间5.5h，水下1d抗压强度为

12MPa，3d抗压强度为30.4MPa，28d水下抗压强度为54MPa，强度比为85％，有微膨胀效果。

[0047] 对比实施例1

[0048] 普硅水泥：60％，矿粉35％，硅灰5％，组成胶凝材料，胶凝材料为1000g，再加入占

胶凝材料质量分数的市售UWB‑Ⅲ型絮凝剂1％，减水剂1％，再加入和胶凝材料质量比1:1的

石英砂，所述石英砂为质量比为5:3:2的6#、7#、8#石英砂，加水量450g，参照图1、2和3进行

测试，新拌不分散材料流动度250mm(空气中)，悬浊物含量145mg/L，终凝时间10.5h，1d抗折

强度1.9MPa，抗压强度5.4MPa，3d抗折强度5.3MPa，抗压强度25.4MPa，28d抗折强度8.5MPa，

抗压强度33.2MPa，有微膨胀效果。

[0049]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的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

均应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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