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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

及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硅酸盐水

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550-900份，硫铝酸盐水泥

50-300份、硅灰50-300份、纳米二氧化硅5-50份、

石英砂1000-1300份、钢纤维35-200份、外加剂

20-45份和水180-220份。外加剂为：早强型聚羧

酸减水剂10-40份、减水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10-40、无机盐类早强剂0 .5-5 .0、有机早强剂

0.1-2、消泡剂0.03-0.1和水25-50份。与现有技

术相比，本发明制备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具有优

良的力学性能，且制备工艺简单，无需水养护或

蒸汽养护，可以大大的节省能耗，具有重要的实

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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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包括以下重

量份原料：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550-900份，硫铝酸盐水泥50-300份、硅灰50-300

份、纳米二氧化硅5-50份、石英砂1000-1300份、钢纤维35-200份、外加剂20-45份和水180-

22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外加剂包括以下

重量份原料：早强型聚羧酸减水剂10-40份、减水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10-40份、无机盐类

早强剂0.5-5.0份、有机早强剂0.1-2份、消泡剂0.03-0.1份和水25-50份。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早强型聚羧酸减

水剂选自MasterGlenium  ACE  8206或VIVID720P。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无机盐类早强剂

为硫氰酸钠或硫酸锂中的一种或两种。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有机早强剂为二

乙醇胺或二乙醇单异丙醇胺中的一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硅酸盐水泥或普

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为42.5级或52.5级。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硫铝酸盐水泥为

42.5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纳米二氧化硅平

均粒径在10-15n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石英砂的粒径为

20-100目。

10.一种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按外加剂配方称取早强型聚羧酸减水剂、减水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无机盐类早

强剂、有机早强剂、消泡剂和水，搅拌均匀，备用；

2)、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纳米二氧化硅、硅灰和

石英砂搅拌混匀，然后一边搅拌一边加入配方量的钢纤维；

3)、向步骤2)制备的混合料中加入步骤1)制备的外加剂和配方量的水，搅拌，制得免蒸

养超高性能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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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领域，具体设计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超高性能混凝土，简称UHPC(Ultra-High  Performance  Concrete)，作为一种新型

的水泥基结构材料，具有超高强度、高耐久性、高韧性等优良性能。超高性能混凝土实现了

工程材料的大跨越，这也是过去三十年最具创新性的水泥基工程材料。但目前研发出的超

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受养护制度的影响较大，为了使其获得较高的力学性能，需要采用热

养护制度，因此目前更适宜在工厂中进行预制生产，能耗大，生产成本高。

[0003] 2016年3月23日公开的专利CN105418010A公开了一种超高性能预制构件及其制备

方法，采用蒸汽养护的方式对预制构件进行养护，工艺复杂，成本较高。

[0004] 专利CN105064408A公开了超高性能混凝土预制构件及其制备方法，脱模后的超高

性能混凝土井盖，需要在80-100℃蒸汽或水中热养护，能耗大，成本高。

[0005] 2018年5月22日公开的专利CN108059414A公开了一种河砂玄武岩活性粉末混凝土

及其制备方法，在活性粉末混凝土拆模后，先经过一段时间的水养护，水养护温度为20-40

℃，养护时间为2-4d，水养护结束后进行蒸汽养护，升温速度不超过15℃/h，最终温度为75-

85℃，养护时间为2-4d。养护方法复杂，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无需

热养护制度，能耗低，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0007]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工艺简单，

成本低。

[0008] 本发明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

泥550-900份，硫铝酸盐水泥50-300份、硅灰50-300份、纳米二氧化硅5-50份、石英砂1000-

1300份、钢纤维35-200份、外加剂20-45份和水180-220份。

[0010] 所述的外加剂包括以下重量份原料：早强型聚羧酸减水剂10-40份、减水型聚羧酸

高性能减水剂10-40份、无机盐类早强剂0.5-5.0份、有机早强剂0.1-2份、消泡剂0.03-0.1

份和水25-50份。

[0011] 所述的早强型聚羧酸减水剂选自MasterGlenium  ACE  8206或上海三瑞的

VIVID720P。

[0012] 所述的减水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的减水率不低于32％。

[0013] 所述的无机盐类早强剂为硫氰酸钠或硫酸锂中的一种或两种。

[0014] 所述的有机早强剂为二乙醇胺或二乙醇单异丙醇胺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5] 所述的消泡剂有机硅型消泡剂或聚醚型消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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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等级为42.5级或52.5级。

[0017] 所述的硫铝酸盐水泥为42.5级。

[0018] 所述的硅灰的SiO2含量大于90％，比表面积不小于14000m2/kg。

[0019] 所述的纳米二氧化硅平均粒径在10-15nm，SiO2含量大于99％。

[0020] 所述的石英砂的粒径为20-100目。

[0021] 所述的钢纤维长度为12-25mm，直径为0.16-0.22mm。

[0022]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3] 1)、按外加剂配方称取早强型聚羧酸减水剂、减水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无机盐

类早强剂、有机早强剂、消泡剂和水，搅拌均匀，备用；

[0024] 2)、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纳米二氧化硅、硅

灰和石英砂搅拌混匀，然后一边搅拌一边加入配方量的钢纤维；

[0025] 3)、向步骤2)制备的混合料中加入步骤1)制备的外加剂和配方量的水，搅拌，制得

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

[0026] 步骤2)中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硅灰和石英砂

搅拌60s混匀。

[0027] 进一步的，步骤2)中一边搅拌一边加入配方量的钢纤维，防止钢纤维的团聚。

[0028] 步骤2)中钢纤维的加料时间控制在60-120s。

[0029] 步骤2)中钢纤维加料结束，继续搅拌60s。

[0030] 进一步的，将所制备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通过浇筑的方式置于混凝土模具

中，并放在混凝土振动台上，振动10-20s，静停6h后，置于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

[0031] 本发明所述的各原材料所起的作用：

[0032] 硫铝酸盐水泥：水化速度快，能迅速提高超高混凝土早期高度。

[0033] 纳米二氧化硅：纳米二氧化硅远比水泥及硅灰颗粒小，具有很大的比表面积，其填

充作用从微观尺度上增加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密度。其火山灰活性比硅灰、粉煤灰高的多。纳

米二氧化硅与对强度不利的氢氧化钙反应转化为C-S-H凝胶，并填充在水泥水化产物之间，

有力地促进强度的增长。

[0034] 钢纤维：能有效的提高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抗压和抗折强度。

[0035] 早强型聚羧酸减水剂：拥有较高的减水率，并能快速的促进水泥水化，提高混凝土

早期强度。

[0036] 减水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具有较高的减水率以及坍落度保持性能。

[0037] 无机盐类早强剂：能快速的促进水泥水化，提高混凝土早期强度。

[0038] 二乙醇胺：能快速的促进水泥水化，提高混凝土早期强度。

[0039] 二乙醇单异丙醇胺：能快速的促进水泥水化，提高混凝土早期及后期强度。

[0040] 消泡剂：消除混凝土中有害气泡，一方面提高混凝土密实度，增加混凝土强度，另

一方面可以减少混凝土制品表面气孔。

[004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制备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具有优良的力学性能。而且制备

工艺简单，无需水养护或蒸汽养护，可以大大的节省能耗，降低生产成本。具有重要的实际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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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

[0043] 实施例1

[0044] 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5] 1)、称取早强型聚羧酸减水剂MasterGlenium  ACE8206  50g、减水型聚羧酸高性能

减水剂200g、硫氰酸钠10.0g、二乙醇胺2.5g、消泡剂0.25g和水237.25g，搅拌均匀，备用；

[0046] 2)、混凝土拌合量为15L。称取P.Ⅱ52.5硅酸盐水泥9.75kg、硫铝酸盐水泥3.75kg、

硅灰1.5kg、石英砂18.75kg、纳米二氧化硅0.15kg、钢纤维1.18kg、外加剂454.5g和水2.7kg

备用。

[0047] 3)、将步骤2)称取的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硅灰、纳米二氧化硅和石英砂加

入到搅拌锅中搅拌60s，然后一边搅拌一边加入称取的钢纤维，钢纤维的加料时间控制在

60s，加料结束，继续搅拌60s。

[0048] 4)、向步骤3)所得混合料中加入步骤1)所制备的外加剂与步骤2)称取的水，搅拌

120s，制得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

[0049] 5)将上述制得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通过浇筑的方式置于混凝土模具中，并

放在混凝土振动台上，振动10s，静停6h后，置于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

[0050] 实施例2

[0051] 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2] 1)、称取早强型聚羧酸减水剂VIVID720P  120g、减水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180g、

硫氰酸钠18.0g、二乙醇单异丙醇胺6.0g、消泡剂0.3g、水275.7g，搅拌均匀，备用。

[0053] 2)、称取P.O  52.5普通硅酸盐水泥11.25kg、硫铝酸盐水泥2.25kg、硅灰0.75kg、石

英砂16.5kg、纳米二氧化硅0.375kg、钢纤维2.36kg、外加剂511.9g和水2.8kg备用。

[0054] 3)、将步骤2)称取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硅灰、纳米二氧化硅和石英

砂加入到搅拌锅中搅拌60s，然后一边搅拌一边加入钢纤维，钢纤维的加料时间控制在

120s，加料结束，继续搅拌60s。

[0055] 4)、向步骤3)制备的混合料中加入步骤1)所制备的外加剂511.9g与步骤2)称取的

水，搅拌120s，制得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

[0056] 5)、将上述制得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通过浇筑的方式置于混凝土模具中，并

放在混凝土振动台上，振动20s，静停6h后，置于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

[0057] 实施例3

[0058] 一种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9] 1)、称取早强型聚羧酸减水剂VIVID720P  240g、减水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60g、

硫酸锂18.0g、二乙醇胺12.0g、消泡剂0.6g、水257.4g，搅拌均匀，备用。

[0060] 2)、称取P.O  42.5水泥12.75kg、硫铝酸盐水泥0.75kg、硅灰3.75kg、石英砂15kg、

纳米二氧化硅0.75kg、钢纤维3.0kg、外加剂585.0g和水2.75kg，备用。

[0061] 3)、将步骤2)称取的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硅灰、纳米二氧化硅和石英砂加入到搅

拌锅中搅拌60s，然后一边搅拌一边加入钢纤维，钢纤维的加料时间控制在120s，加料结束，

继续搅拌60s。

[0062] 4)、向上述粉料中加入步骤1)所制备的外加剂585 .0g与步骤2)称取的水，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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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s，制得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

[0063] 5)、将上述制得的混凝土拌合物通过浇筑的方式置于混凝土模具中，并放在混凝

土振动台上，振动20s，静停6h后，置于标准养护室进行养护。

[0064] 比较例1

[0065] 一种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6] 所述混凝土含有以下重量的原料：PⅡ52.5水泥9.75kg、P.O42.5水泥3.75kg、硅灰

1 .5kg、石英砂18 .75kg、粉煤灰0.15kg、钢纤维1.18kg，普通聚羧酸减水剂454 .5g和水

2.7kg。

[0067] 与实施例1相比，外加剂使用普通聚羧酸减水剂，硫铝酸盐水泥改成普通硅酸盐水

泥P.O42.5，纳米二氧化硅改成粉煤灰，其他原料同实施例1。

[0068] 成型步骤同实施例1，不同的为养护方法：静停6h后，进行蒸汽养护，升温速度不应

大于12℃/h，升温至70℃后，保持恒温(70℃±5℃)48h，在以不超过15℃/h的降温速度，降

至构件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不大于20℃的温度范围内，养护结束后，进行标准养护。

[0069] 比较例2

[0070] 所述混凝土含有以下重量的原料：P.O52.5水泥11.25kg、P.O42.5水泥2.25kg、硅

灰0.75kg、石英砂16.5kg、粉煤灰0.375kg、钢纤维2.36kg，普通聚羧酸减水剂511.9g和水

2.8kg，备用。

[0071] 与实施例2相比，外加剂使用普通聚羧酸减水剂，硫铝酸盐水泥改成普通硅酸盐水

泥P.O42.5，纳米二氧化硅改成粉煤灰，，其他原料同实施例1。

[0072] 成型步骤同实施例2，不同的为养护方法：静停6h后，进行蒸汽养护，升温速度不应

大于12℃/h，升温至70℃后，保持恒温(70℃±5℃)48h，在以不超过15℃/h的降温速度，降

至构件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不大于20℃的温度范围内，养护结束后，进行标准养护。

[0073] 比较例3

[0074] 一种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5] 所述混凝土含有以下重量的原料：

[0076] P.O42.5水泥13.5kg、硅灰0.375kg、石英砂15kg、粉煤灰0.75kg、钢纤维3.0kg，普

通聚羧酸减水剂585.0g和水2.75kg。

[0077] 与实施例3相比，外加剂使用普通聚羧酸减水剂，不使用硫铝酸盐水泥，纳米二氧

化硅改成粉煤灰。

[0078] 成型步骤同实施例2，不同的为养护方法：静停6h后，进行蒸汽养护，升温速度不应

大于12℃/h，升温至70℃后，保持恒温(70℃±5℃)48h，在以不超过15℃/h的降温速度，降

至构件表面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不大于20℃的温度范围内，养护结束后，进行标准养护。

[0079] 实施效果比较：

[0080] 为了评价本发明的免蒸养超高性能混凝土的性能，参照GB/T31387-2015《活性粉

末混凝土》的相关规定，进行混凝土试验并对混凝土力学性能进行检测，具体为3d、28d抗

压、抗折强度。试验结果如表1所示：

[0081] 表1实施例1-3及对比例1-3混凝土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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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0083]

[0084] 注：实施例1、2、3均采用标准养护，比较例1、2、3均采用蒸汽养护。

[0085] 由表1可见，采用本发明方法的实施例1-3制得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在免蒸养条件

下，3d抗压、抗折强度与蒸汽养护的超高性能混凝土强度相当，28d抗压、抗折强度均高于蒸

汽养护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本发明工艺简单，无需蒸汽热源，能耗低，成本小，因此具有很好

的市场前景。

[008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实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原则之

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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