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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包括

如下组份和质量百分比：再生砂粉10％‑93％；再

生复合掺合料5％‑83％；硅酸盐水泥0‑20％；碱

激发剂0‑5％；外加剂1％‑2％；以再生砂粉和再

生复合掺合料双掺总量超过70％而配制的密度

小于1900kg/m3无粗骨料轻质混凝土。本发明还

提供了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本

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废旧混凝土水泥石粉与砖混再生砂粉混磨而得

到的再生复合掺合料，属于多组分复合胶凝材

料，具有复合胶凝和叠加效应；本发明的一种再

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充分发挥了再生砂粉的填充

效应和微集料效应，以及再生复合掺合料胶凝性

能，双掺超过70％，实现了再生材料大掺量，从而

有利于促进建筑废物资源化全利用以及促进混

凝土产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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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对再生材料的三次改性而获得的

一种新型再生建筑材料，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再生材料首次改性——再生砂粉的制备：

步骤(1.1)、层压：5-50mm的建筑废物再生粗集料采用层压粉碎设备粉碎；

步骤(1.2)、去杂：采用分选设备分离出粒径大于5mm的砂石或轻质混杂物颗粒，回收粒

径小于5mm的再生砂粉；

步骤(2)、再生材料二次改性——再生复合掺合料的制备：

步骤(2.1)、混磨：按照质量比为6：4～8：2的混凝土再生砂粉和砖混再生砂粉加助磨剂

采用研磨设备混磨；

步骤(2.2)、选粉：通过选粉机回收300-800目的再生微粉即为再生复合掺合料，也是再

生胶凝材料；

步骤(3)、再生材料三次改性——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的制备：

将再生砂粉和再生复合掺合料复掺比例大于70％，按照以下重量百分比配比：

添加硅酸盐水泥、碱激发剂、外加剂，激发再生砂粉和再生复合掺合料的活性，生产出

密度小于1900kg/m3的各种强度等级的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1.1)再生材料首次改性的层压设备包括高压辊压机，步骤(1.2)、去杂：采用分选设备包括

滚筒筛；步骤(2.1)再生材料二次改性的研磨设备包括雷蒙磨、立磨、环辊磨、球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

再生材料三次改性的碱激发剂包括硅酸钠、氢氧化钠，外加剂包括发泡剂、减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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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废渣再生利用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及其

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全世界产量最大的人造材料，全球混凝土总产量为60-70亿立方/年，我

国的混凝土总产量为30-40亿立方/年。混凝土的可循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日益引起广泛的

关注。混凝土从使用性能上基本分两大类，一类是结构承重型混凝土，一类是非结构承重型

混凝土，即功能性混凝土，如填充混凝土、轻质混凝土、轻集料混凝土、泡沫混凝土、加气混

凝土、粉末混凝土等。

[0003] 传统的、狭义的再生混凝土是指混凝土构筑物等废旧混凝土再生骨料作为搀兑料

拌制的混凝土；广义的再生混凝土是指建筑废物，包括混凝土建筑废物、砖混建筑废物、装

修建筑废物等建筑废物的再生材料，包括再生粗集料、再生细集料、再生粉体等其中一种或

多种作为原料拌制的混凝土。

[0004] 我国发布的《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2010)、《混凝土用再生粗

骨料》  (GB/T25177-2010)都是沿袭传统的再生混凝土技术思路制定的标准。房屋建筑废物

再生粗集料和再生细集料，常常不能达到这两个标准的要求。目前，大多数混凝土企业拒绝

使用房屋建筑废物再生粗集料和房屋建筑再生细集料拌制混凝土。实践证明，通过提高房

屋建废再生骨料强度生产再生骨料混凝土的技术路线不可行。所谓提高房屋建废再生粗集

料强度，包括物理强化技术(即整形技术，减少棱角和叶片状等)和化学强化技术(即镀膜技

术，采用有机硅防水剂喷淋、浸渍再生粗集料)，既增加了成本，也难以从根本上提高房屋建

废再生粗集料强度。

[0005] 我国现阶段及未来十五年以砖混建筑废物为主。我国到2030年之前合计约产生

150亿吨左右的建筑废物，粗略估算砖混建筑废物约占建筑废物总量的70％左右，20％左右

为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建筑废物，10％左右为装修建筑废物和砖木结构建筑废物等。

[0006] 砖混再生粗集料有两个弱点，致使其难以在再生骨料混凝土中打开局面：一是砖

混再生粗集料压碎值指标波动大，二是砖混再生粗集料中轻质混杂物含量波动大、难以控

制。这就是整个建废行业迟迟不能走出低谷的主要原因之一。

[0007] 粘土烧结砖孔隙率高，因此砖混建筑废物吸水率、含水率高。砖混建筑废物大多含

水率超过7％。砖混建筑废物粉碎、筛分而回收的小于5mm的细颗粒，实质上是再生砂粉。砖

混再生砂粉粉体含量按照《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GB/T25176-2010)的标准要求，存

在粉体含量超标的问题。砖混再生砂粉砂粉分离困难(烘干砖混再生砂粉能耗约需20度电，

选粉能耗约需10度电)，这就是整个建废行业迟迟不能走出低谷的主要原因之二。

[0008] 混凝土是资源消耗大户。我国年消耗250亿吨各种资源，其中混凝土行业消耗砂

石、粘土合计150亿吨，约占我国资源消耗总量的70％(含水泥消耗)。我国年排放15亿吨建

筑废物(包括混凝土建废、砖混建废、装修建废等)，其中95％为废旧粘土烧结砖、废旧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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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废陶瓷、废玻璃等建筑废渣废旧硅酸盐材料，5％为废木块、废织物、废纸、废塑料等轻质

混杂物。大力开发新型再生材料，大力发展功能混凝土及其制品，实现建筑废渣再生利用，

已经成为业界迫切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

[0009] 我国建筑废物中70％为水泥石粉和粘土烧结砖“熟料”。研究发现，混凝土水泥石

粉和砖混建筑废物再生砂粉混磨具有复合胶凝和叠加效应，属于再生水泥范畴。我国年消

耗20余亿吨水泥。实现建筑废物资源化再生利用，不仅仅要实现砂石的再生利用，也要实现

水泥的再生利用。

[0010] 经专利文献检索，关于再生水泥的专利有专利号为200510136624.7(废弃混凝土

活化再生水泥技术)、200710144945 .0(废弃混凝土生产再生骨料和再生水泥的方法)、

201410623582.9  (利用废旧混凝土制备再生水泥的方法)三项发明专利。该三项发明专利

都属于煅烧废弃混凝土制造再生水泥的技术，由于煅烧工艺复杂且增加城市环境负荷，致

使难以在城市付诸实施。专利号为201110373402.2(再生水泥及其制造方法)是废弃混凝土

与矿渣、钢渣混磨再生水泥的技术，矿渣、钢渣合计比例占总量的50％左右，势必要增加建

废再生利用企业的工作量。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及其

制备方法，以实现建筑废物资源化全利用和高附加值利用，以及混凝土业绿色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

[0012]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13] 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组份和质量百分比：

[0014]

[0015] 以再生砂粉和再生复合掺合料复掺总量超过70％而配制的密度小于1900kg/m3无

粗骨料轻质混凝土。

[0016]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所述的再生砂粉是建筑废物经过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

再生而生产的粒径小于5mm的再生砂和再生粉双组份再生材料，其中粒径小于0.075mm的再

生粉占总的再生砂粉的10％-25％；所述的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再生是将建筑废物经过破

碎、筛分初步分离出金属物、可燃物、泥土之后而获得的粒径在5-50mm的再生粗集料。

[0017]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所述的再生复合掺合料为质量比为6：4～8：2的混凝土

再生砂粉与砖混再生砂粉及助磨剂混磨而得到的再生凝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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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所述的混凝土再生砂粉是混凝土建筑废物经过粉碎、

筛分分离出大于5mm砂石颗粒后回收的粒径小于5mm的以水泥石颗粒为主混凝土再生砂粉。

[0019]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所述的砖混再生砂粉是砖混建筑废物经过粉碎、筛分

分离出大于5mm轻质混杂物颗粒后回收的粒径小于5mm的以粘土烧结砖颗粒为主的砖混再

生砂粉。

[0020]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所述的碱激发剂包括硅酸钠、氢氧化钠。

[0021]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所述外加剂包括发泡剂、减水剂。

[0022] 本发明所使用的混凝土再生砂粉是混凝土建筑废物经过粉碎、筛分分离出大于

5mm砂石颗粒后的粒径小于5mm的颗粒物，经过分析其成分，大多数是水泥石和水泥砂浆。废

旧混凝土再生砂粉与砖混再生砂粉混磨而得到的再生复合掺合料，属于多组分复合胶凝材

料，具有复合胶凝和叠加效应。

[0023] 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0024] 步骤(1)、再生材料首次改性——再生砂粉的制备：

[0025] 步骤(1.1)、层压：5-50mm的建筑废物再生粗集料采用层压粉碎设备粉碎；

[0026] 步骤(1.2)、去杂：采用分选设备分离出粒径大于5mm的颗粒(砂石或轻质混杂物)，

回收粒径小于5mm的再生砂粉；

[0027] 步骤(2)、再生材料二次改性——再生复合掺合料的制备：

[0028] 步骤(2.1)、混磨：按照质量比为6：4～8：2的混凝土再生砂粉和砖混再生砂粉加助

磨剂采用研磨设备混磨；

[0029] 步骤(2.2)、选粉：通过选粉机回收300-800目的再生微粉即为再生复合掺合料，也

是再生胶凝材料；

[0030] 步骤(3)、再生材料三次改性——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的制备：

[0031] 将再生砂粉和再生复合掺合料复掺比例大于70％，按照如上所述的配比添加硅酸

盐水泥、碱激发剂、外加剂，激发再生砂粉和再生复合掺合料的活性，生产出密度小于

1900kg/m3的各种强度等级的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

[0032]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步骤(1.1)再生材料首次改性的层压设备包括高压辊

压机，步骤(1.2)、去杂：采用分选设备包括滚筒筛；步骤(2.1)再生材料二次改性的研磨设

备包括雷蒙磨、立磨、环辊磨、球磨。

[0033] 根据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步骤(3)再生材料三次改性的碱激发剂包括硅酸钠、氢

氧化钠，外加剂包括发泡剂、减水剂。

[0034] 步骤(1)再生材料首次改性原理是通过高压辊压机挤压建筑废物再生粗集料，形

成高压料层集团粉碎，从而产生选择性粉碎现象，脆性材料废混凝土、废砖、废陶瓷等硅酸

盐废渣大多被压碎至粒径5mm以下，其中强度较高的生料砂石成为研磨介质，挤压研磨熟料

水泥石和废砖，致使水泥石和废砖颗粒率先被挤压粉碎成粉体，其粒径小于0.075mm再生粉

体约占  10-25％，砂石成为粗细机制砂；而韧性材料碎木块、碎织物、碎塑料等轻质混杂物

被压扁(大多粒径在5mm以上)，从而有利于砂粉分离机或滚筒式筛分机等分选设备分离出

轻质混杂物，并生产出再生砂粉双组份再生材料。

[0035] 步骤(2)再生材料二次改性原理是研磨设备混磨混凝土再生砂粉和砖混再生砂

粉，其压缩、剪切、冲击、摩擦、拉伸、弯曲等机械力致使混凝土再生砂粉和砖混再生砂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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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结构和性能变化，加之混凝土再生砂粉和砖混再生砂粉混磨，具有叠加效应和复合胶凝

特点，从而提高再生复合掺合料的活性。

[0036] 步骤(3)再生材料三次改性原理是水泥或碱激发剂激发再生砂粉中粉体及再生复

合掺合料活性，加之发泡剂和减水剂等组合运用，提高混凝土孔隙率和混凝土流动性，从而

获得再生砂粉轻质混凝土、液态混凝土等。

[0037] 实验表明，水泥激发型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具有节约水泥、后期强度高、耐久性好

等特点，特别适宜生产预制型再生建材制品。碱激发型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具有节约水泥、

早期强度高、耐久性好等特点，特别适宜生产300-800kg/m3发泡型再生建材，用于地下管廊

填充混凝土及房屋建筑填充墙混凝土使用，以及适宜生产装修建筑废物再生砂粉基绿色混

凝土制品，包括市政工程用道路声屏障板、围墙板、路基垫层等等。

[0038] 通过层压设备生产再生砂粉实现选首次改性、研磨设备生产再生复合掺合料实现

机械力化学二次改性，以及激发技术的三次改性生产再生砂粉基绿色混凝土，从实现了再

生材料大掺量，达到了既节约砂石又节约水泥的目的；由于其不含粗骨料，既大幅度提高其

流动性，又避免与结构承重型混凝土混淆；由于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密度小于1900kg/m3属

于法定轻集料混凝土范畴，适宜生产结构承重型混凝土以外各种轻质混凝土及其制品，从

而有望发展成为第二混凝土，成为结构承重型混凝土的重要补充。

[0039] 一种再生砂粉混凝土应用，包括再生砂粉基发泡混凝土和再生砂粉基非发泡混凝

土；再生砂粉基预拌混凝土和再生砂粉基板块砖等预制混凝土；房屋工程用再生砂粉基填

充混凝土、保温混凝土等和道路工程用再生砂粉基路基稳定混凝土、道路护坡混凝土以及

市政地下工程填充混凝土等等。

[004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具有如下有益

效果：

[0041] 一、我国废旧混凝土排放约2亿吨/年，其中水泥石约5000万吨左右，将这5000万吨

水泥石与砖混再生砂粉混磨制成再生复合掺合料，部分替代水泥用来生产非结构承重功能

混凝土及其制品，具有重大节能、环保意义。

[0042] 二、混凝土再生砂粉和砖混再生砂粉及其再生复合掺合料，既有填充性，又充分发

挥其火山灰质胶凝材料特性；

[0043] 三、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充分发挥了再生砂粉的填充效应和微集

料效应，以及再生复合掺合料胶凝性能，复掺超过70％，实现了再生材料大掺量，从而有利

于促进建筑废物减量化；

[0044] 四、碱激发水泥具有强度高、耐腐蚀性能好、耐久性好等优点，混杂建筑废物再生

砂粉采用水玻璃等碱激发剂，可以制成再生砂粉基的聚合物混凝土，用来生产混杂再生砂

粉混凝土道路隔声板(声屏障板)、道路隔断、城市沙发等市政构件，具有封闭性好、耐久性

好、质量轻、韧性好等特点，解决了装修建筑废物混杂再生材料的资源化再生利用；

[0045] 五、综合分析，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属于绿色建材范畴：

[0046] 1、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属于节材型绿色建材，再生砂粉和再生复合掺合料复

掺超过  70％，意味着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节约70％天然资源，体现了保护有限天然资

源的原则；

[0047] 2、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属于节能型绿色建材；再生砂粉无需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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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粉，节约能耗约30度电/吨；再生复合掺合料是水泥石粉与砖混再生砂粉混磨得到的再生

复合胶凝材料，水泥石粉中含有未水化的水泥颗粒及粘土烧结砖再生粉体具有火山灰质胶

凝特点，加之水泥石中含有粉煤灰、矿渣粉、石灰石等物质，通过混磨机械力化学活化、碱激

发等，实现了节约水泥；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将成为传统结构承重型混凝土

的重要补充，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除了梁板柱等承重结构不宜使用再生砂粉基绿色混凝土

外，其它轻质填充墙混凝土(含浇筑和预制)、屋面保温混凝土、地坪保温混凝土等都可以使

用；

[0048] 3、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属于健康型绿色建材；再生砂粉和再生复合

掺合料都属于深加工回收的清洁再生材料；将5-50mm再生粗集料，采用层压再生工艺设备，

利用产生的选择性粉碎现象，脆性材料碎粘土砖、混凝土、陶瓷、玻璃等硅酸盐建渣被压碎，

韧性材料碎木块、织物、塑料等被压扁，再通过筛分机剥离混杂物，从而实现清洁再生材料

回收；

[0049] 4、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属于高性能绿色建材；一种再生砂粉基绿色

混凝土是无粗骨料混凝土，可以配制成高流态混凝土，流动性好且不容易离析；

[0050] 5、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属于高附加值绿色建材；由于砖混建筑废物

再生粗集料强度低和混杂物含量波动大，其市场售价仅8-15元/吨；而再生砂粉是对砖混建

筑废物再生粗集料进行深加工而得到的，既剥离了轻质混杂物，又改变了原有再生粗集料

性状，实现了改性和活化，由于再生复合掺合料的生产，从而有利于利用发泡技术生产再生

砂粉泡沫混凝土及其制品。经综合评估，有望实现平均1吨再生砂粉生产1立方再生砂粉混

凝土，平均  1吨建渣再生材料创造200元市场价值，比砖混再生粗集料8-15元/吨的售价提

高价值10倍以上；

[0051] 6、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属于安全绿色建材；再生粗骨料混凝土，由

于水泥砂浆裹着骨料，用肉眼很难辨别再生粗骨料品种、含量、搀兑率等，以及再生粗骨料

混凝土容易与天然砂石骨料混凝土混淆，致使一些城市工程施工监理公司拒绝再生骨料混

凝土进入施工现场(一些城市再生骨料混凝土进入施工现场就被举报)；而本发明的一种再

生砂粉绿色混凝土是无粗骨料混凝土，作为非结构承重型的轻质填充混凝土使用，用手抓

和肉眼看很容易辨别，不容易混淆；

[0052] 7、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属于可循环利用建材；一种再生砂粉基绿色

混凝土被破碎后还可以循环、回收、再生利用，避免堆放和填埋；

[0053] 8、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是“通用混凝土”、“万能混凝土”、“第二混凝

土”、“第二建材”，用途广泛；本发明的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除作为结构承重型混凝土

使用外，适宜生产各种各样的混凝土：房屋保温墙混凝土、填充墙混凝土、地坪混凝土等，道

路稳定混凝土、垫层混凝土、护坡混凝土，城市地下工程填充混凝土、灌浆混凝土、自流平混

凝土、自密实混凝土等，都可以使用再生砂粉基绿色混凝土，以及可以生产各种用途的再生

砂粉基绿色混凝土板块砖及构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54] 以下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应理解，以下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

发明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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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实施例1～8：

[0056] 一种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7] 步骤(1)、再生砂粉的制备：

[0058] 通常房屋拆除现场采用移动式破碎机预处理，粗碎后的建筑废物运到工厂进行再

生利用。

[0059] 粗碎后的建筑废渣进入工厂，通过棒条筛剥离出含土量较大的小于5mm渣土，然后

采用：

[0060] 步骤(1)再生砂粉制备工艺：

[0061] 1、层压：颗粒大小为5-50mm的建筑废物再生粗集料采用高压辊压机的层压设备粉

碎；

[0062] 2、去杂：采用例如滚筒式筛分机的分选设备分离出粒径大于5mm的砂石或轻质混

杂物，回收粒径小于5mm的再生砂粉。

[0063] 步骤(2)、再生复合掺合料的制备：

[0064] 1、混磨：采用例如雷蒙磨、立磨、环辊磨或球磨的研磨设备，按照质量比为7：3的混

凝土再生砂粉和砖混再生砂粉加助磨剂混磨；

[0065] 2、选粉：通过选粉机回收300-800目的再生复合掺合料。

[0066] 步骤(3)、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的制备：

[0067] 再生砂粉A，再生复合掺合料B，水泥C1、碱激发剂C2，发泡剂D1、减水剂D2，可以生

产各种强度等级和各种密度等级的再生砂粉绿色混凝土及其板块砖等制品，可用于钢结构

或混凝土结构装配式房屋工程建筑填充墙、保温隔热墙、地坪、屋面等非结构承重型混凝土

使用以及市政工程路基稳定混凝土、路面(砖)、围墙等。

[0068] 表1非发泡型再生砂粉混凝土及其制品各组分的配比(质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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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9]

[0070] 表2发泡型再生砂粉混凝土及其制品各组分的配比(质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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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0072] 经过比较分析，水泥激发型再生砂粉混凝土适宜生产应用于房屋工程用填充混凝

土及其制品，碱激发型再生砂粉混凝土适宜生产应用于道路工程用混凝土及其制品，水泥

与碱激发剂复合激发型再生砂粉混凝土适宜生产应用于发泡混凝土及其制品，具有节约水

泥、强度适宜，用途广泛等特点。

[0073]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详细描述，但其只作为范例，本发明并不限制

于以上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任何对该发明进行的等同修改和替

代也都在本发明的范畴之中。因此，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下所作的均等变换和修

改，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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