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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

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按照

质量百分比，由以下组分组成：水泥20 .3％～

40.5％，活性矿物掺合料8.1％～25.3％，细集料

32.5％～60.8％，微细钢纤维3.3％～9.8％，纤

维素纤维0.3‰～0.5‰，水5.6％～8.6％，高效

外加剂0.3％～0.6％。本发明提供的超高性能水

泥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

具有浆体工作性好，抗折强度高，水泥基材料早

期水化速率低，早期收缩变形小，整体水化程度

高等优点。同时纤维素纤维对水泥基材料的后期

抗压强度影响较小，但能够提高后期力学性能和

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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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按照质量百

分比，由以下组分组成：

水泥                 20.3%  ~  40.5%

活性矿物掺合料       8.1%  ~  25.3%

细集料               32.5%  ~  60.8%

微细钢纤维           3.3%  ~  9.8%

纤维素纤维           0.3‰  ~  0.5‰

水                   5.6%  ~  8.6%

高效外加剂           0.3%  ~  0.6%

所述的微细钢纤维为平均当量直径小于0.25  mm，平均长度小于  15  mm，抗拉强度大于

2000  MPa的镀铜微细钢纤维；

所述的纤维素纤维为平均当量直径小于  20 μm，平均长度小于2.5  mm，极限抗拉强度

在600  ~  900  MPa的纤维素纤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其特征

在于：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的强度等级为P▪II  52.5及以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活性矿物掺合料具有火山灰反应活性，颗粒直径尺寸在100 μm以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活性矿物掺合料为F级粉煤灰、偏高岭土、硅灰、稻壳灰、磨细高炉矿渣、天然火

山灰、轻质钙粉中的其中两种或三种组成的胶凝材料体系。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细集料为最大粒径不超过4.75  mm的普通河砂，连续级配，细度模数为2.3~  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其特征

在于：所述的高效外加剂为减水率在40%以上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7.一种如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先将水、细集料和纤维素纤维加入到搅拌机中，转速110~130  rpm，搅拌20  ~  35 

min；

（2）依次再向搅拌机中加入水泥、活性矿物掺合料、高效外加剂，转速55~65  rpm，搅拌3

~5  min，至形成浆体；

（3）向浆体中缓慢加入微细钢纤维，在转速55~65  rpm下搅拌2~3  min，再于转速110~
130  rpm下搅拌1~2  min；

（4）将砂浆倒入成型模具中，振动60~100次，静置24  h以后拆模，养护，得到所述超高性

能水泥基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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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属于建筑材料或基础工程建设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有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可以用于严酷环境下的

设施工程，军事防御设施、大跨径桥箱梁等领域。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为了达到更加致

密的基体结构，水泥的需求量较大，同时要控制自由水的用量以减少孔隙结构和内部缺陷。

大量的胶凝材料以及极低的水胶比，造成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早期水化速率较快，伴

随着较为明显的早期收缩变形；同时材料整体水化程度不高，在中后期龄期时，基体中仍然

存在大量未水化水泥颗粒，遇水会迅速发生水化反应，引起体积膨胀，导致结构破坏。因此，

控制早期收缩变形，以及中后期的防水性能，是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在实际应用中急

需解决的问题。

[0003] 内养护效应通常指内养护材料通过自身特性吸收额外的自由水，并在水泥水化的

过程中持续的提供反应所需的自由水，形成从内部进行养护的效果。内养护效应能够控制

早期水化速率，延长胶凝材料的水化反应时间，尤其在中后期龄期时促进内部水化反应的

持续进行，优化基体的微观结构和水化产物。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利用内养护效应，可

以减缓早期水化反应速率，降低材料早期的收缩变形；同时延长胶凝材料的水化反应时间，

提高胶凝材料的整体水化程度，填充基体的微小孔隙和内部缺陷，使基体的结构更加密实，

并提高基体的防水性能和耐久性能。

[0004] 目前用于水泥基材料的内养护材料有很多种，其中应用最广的是超吸水树脂

(SAP)，其成本低，吸水率高，虽然用在普通水泥基材料中具有明显的内养护效应，但SAP树

脂在失水后存在明显的体积收缩，会在超高性能水泥基材料的基体中留下大量空隙，影响

后期强度和耐久性能，因此在超高性能水泥基材料中较少使用。国外也有少数科研机构采

用造纸废液中的微米级长度纤维素纤维作为内养护组分掺入水泥基复合材料中的实验室

研究案例，但是由于该纤维素纤维的力学性能很低且尺度太小，虽然可以起到内养护的作

用，但是却无法对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基体的早期开裂和后期耐久性能发挥较大效

果。此外，稻壳灰虽然表面多孔的结构能够吸附部分自由水，但是其吸水率不高，内养护效

应不明显，常作为矿物掺合料用于超高性能水泥基材料的制备当中。因此，寻求一种适用于

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内养护组分，是无法参考或直接使用普通水泥基复合材料所用

的一些现有内养护材料，要求这种内养护组分必须吸水率高、具有毫米级长度、可以实现对

长龄期时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内养护效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内养护组分自身必须具

有一定的力学性能，并必须保证该组分的掺入不但不会削弱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原有

的工作性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还可以提升其早期抗裂和后期耐久性。如何科学设计满足

上述技术要求的内养护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工艺，是本专利的创新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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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无法通过参考其他现有内养护材料和内养护水泥基复合材料的设计方法与制备工艺

进行推演或试验就可以达到的目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利用毫米级长度的中低弹模纤维素纤维作为内养护纤维，制备内养护超高性

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利用纤维素纤维的内养护效应降低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的早期收

缩变形，以提高基体水化程度和结构密实程度，同时使基体的抗折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进一

步加强。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按照质量百分比，由以

下组分组成：

[0008]

[0009] 优选的，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的强度等级为P·II 

52.5及以上。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活性矿物掺合料具有火山灰反应活性，颗粒直径尺寸在100μm以

下。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活性矿物掺合料为F级粉煤灰、偏高岭土、硅灰、稻壳灰、磨细高炉

矿渣、天然火山灰、轻质钙粉中的其中两种或三种组成的胶凝材料体系。

[0012] 优选的，所述的细集料为最大粒径不超过4.75mm的普通河砂，连续级配，细度模数

为2.3～3。

[0013] 优选的，所述的微细钢纤维为平均当量直径小于0.25mm，平均长度小于15mm，抗拉

强度大于2000MPa的镀铜微细钢纤维。

[0014] 优选的，所述的纤维素纤维为平均当量直径小于20μm，平均长度2.5mm，极限抗拉

强度在600～900MPa的纤维素纤维。

[0015] 优选的，所述的高效外加剂为减水率在40％以上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0016] 一种上述的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以下步骤：

[0017] (1)先将水、细集料和纤维素纤维加入到搅拌机中，转速110～130rpm，搅拌20～

35min；

[0018] (2)依次再向搅拌机中加入水泥、活性矿物掺合料、高效外加剂，转速55～65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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搅拌3～5min，至形成浆体；

[0019] (3)向浆体中缓慢加入微细钢纤维，在转速55～65rpm下搅拌2～3min，再于转速

110～130rpm下搅拌1～2min；

[0020] (4)将砂浆倒入成型模具中，振动60～100次，静置24h以后拆模，养护，得到所述超

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

[0021] 有益效果：本发明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以下优点：

[0022] (1)能够改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的早期收缩变形，提高基体的水化程度，优

化孔隙结构，增强基体的防水性能和耐久性能；

[0023] (2)使用的纤维素纤维成本低，易于获得，且总体掺量不高；

[0024] (3)纤维素纤维对基体的力学性能不会产生不良影响。与同配合比的素水泥基复

合材料相比，掺加了纤维素纤维后，基体的抗压强度基本保持不变，抗折强度还有小幅度提

升。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的一种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效应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按照质量

百分比，由以下组分组成：

[0026]

[0027]

[0028] 其中，水泥为强度等级为P·II  52.5及其以上的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

[0029] 活性矿物掺合料具有火山灰反应活性，颗粒尺寸在100μm以下，可以为F级粉煤灰、

偏高岭土、硅灰、稻壳灰、磨细高炉矿渣、天然火山灰、轻质钙粉等的其中两种或三种组成的

胶凝材料体系；

[0030] 细集料为最大粒径不超过4.75mm的普通河砂，连续级配，细度模数为3～2.3；

[0031] 微细钢纤维为平均当量直径小于0 .25mm，平均长度小于15mm，抗拉强度大于

2000MPa的镀铜微细钢纤维。

[0032] 纤维素纤维为平均当量直径小于20μm，平均长度2.5mm，极限抗拉强度在600～

900MPa的纤维素纤维。

[0033] 高效外加剂为减水率在40％以上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0034] 上述的基于纤维素纤维内养护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35] (1)先将水、细集料和纤维素纤维加入到搅拌机中，转速110～130rpm，搅拌20～

3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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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2)依次再向搅拌机中加入水泥、活性矿物掺合料、高效外加剂，转速55～65rpm，

搅拌3～5min，至形成浆体；

[0037] (3)向浆体中缓慢加入微细钢纤维，在转速55～65rpm下搅拌2～3min，再于转速

110～130rpm下搅拌1～2min；

[0038] (4)将砂浆倒入成型模具中，振动60～100次，静置24h以后拆模，养护，得到所述超

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

[0039] 下面以下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40] 实施例1：

[0041]

[0042]

[0043] 其中，水泥为P·I  52 .5硅酸盐水泥；矿物掺合料包括F级粉煤灰13 .1％，硅灰

4.3％和轻质钙粉4.3％；细集料为最大粒径是2.36mm的普通河砂，连续级配，细度模数2.6；

微细钢纤维直径0.2mm，长度13mm，极限抗拉强度2850MPa；纤维素纤维单丝直径18μm，平均

长度2.1mm，极限抗拉强度800MPa；高效外加剂为减水率为40％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0044] 上述组分按照前述工艺制备得到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标准养护28d后的

性能如下：

[0045] 抗折强度47.8MPa，抗压强度125.5MPa，自收缩应变148.9×10-6。

[0046] 实施例2：

[0047]

[0048] 其中，水泥为P·I  52 .5硅酸盐水泥；矿物掺合料包括偏高岭土12.0％，稻壳灰

4.0％；细集料为最大粒径是2.50mm的普通河砂，连续级配，细度模数2.4；微细钢纤维直径

0.25mm，长度12mm，极限抗拉强度2380MPa；纤维素纤维单丝直径10μm，平均长度1.8mm，极限

抗拉强度900MPa；高效外加剂为减水率为40％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0049] 上述组分按照前述工艺制备得到的超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标准养护28d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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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如下：

[0050] 抗折强度46.7MPa，抗压强度128.4MPa，自收缩应变130×10-6。

[0051] 实施例3：

[0052]

[0053] 其中，水泥为P·I  52.5硅酸盐水泥；矿物掺合料包括磨细高炉矿渣10.3％、天然

火山灰10％；细集料为最大粒径是4.75mm的普通河砂，连续级配，细度模数2.8；微细钢纤维

直径0.2mm，长度14mm，极限抗拉强度27850MPa；纤维素纤维单丝直径18μm，平均长度2.1mm，

极限抗拉强度900MPa；高效外加剂为减水率为40％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0054] 实施例4：

[0055]

[0056] 其中，水泥为P·I  52.5硅酸盐水泥；矿物掺合料包括F级粉煤灰20.5％、天然火山

灰20％；细集料为最大粒径是3.55mm的普通河砂，连续级配，细度模数2.6；微细钢纤维直径

0.2mm，长度13mm，极限抗拉强度2800MPa；纤维素纤维单丝直径18μm，平均长度2.1mm，极限

抗拉强度600MPa；高效外加剂为减水率为40％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0057] 实施例5：

[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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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0060] 其中，水泥为P·I  52.5硅酸盐水泥；矿物掺合料包括硅灰10.3％、磨细高炉矿渣

10％；细集料为最大粒径是2.55mm的普通河砂，连续级配，细度模数2.4；微细钢纤维直径

0.2mm，长度13mm，极限抗拉强度2850MPa；纤维素纤维单丝直径18μm，平均长度2.1mm，极限

抗拉强度600MPa；高效外加剂为减水率为40％的聚羧酸系减水剂。

[0061]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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