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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专用

胶结剂及其应用。本发明所述胶结剂的各组分质

量份数为：内养护剂1‑5份，减水剂2‑6份，增强剂

10‑30份，膨胀剂60‑85份；所述内养护剂选自粒

径在0.075‑0.2mm、0.2‑0.3mm、0.3‑0.4mm、0.4‑

0.5mm的高吸水树脂（SAP）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所述高吸水树脂选自淀粉类高吸水树脂、纤维素

类高吸水树脂、合成聚合物类高吸水树脂中的任

意一种。采用本发明所述专用胶结剂的透水混凝

土各组分之间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所述胶结剂

在生产运输阶段吸收多余水分，混凝土硬化前减

弱失水情况，运输中增加浆体的挂浆性，硬化后

缓慢释放水，可为膨胀剂反应提供水分，又达到

内养护的双重效果，可降低透水混凝土收缩，减

少混凝土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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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专用胶结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组分，各组分质量份数如

下：

所述内养护剂选自粒径在0.075‑0.2mm、0.2‑0.3mm、0.3‑0.4mm、0.4‑0.5mm的高吸水树

脂(SAP)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所述高吸水树脂选自淀粉类高吸水树脂、纤维素类高吸水树

脂、合成聚合物类高吸水树脂中的任意一种；

所述增强剂为乳胶粉和超细石灰石粉中任意一种或两种与硅灰的混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专用胶结剂，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

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粉剂或萘系减水剂粉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专用胶结剂，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剂

为钙矾石类膨胀剂、氧化镁类膨胀剂和钙镁复合类膨胀剂中的任意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专用胶结剂，其特征在于，所述淀粉类

高吸水树脂选自接枝淀粉、羧甲基化淀粉、磷酸酯化淀粉、淀粉黄原酸盐中任意一种；所述

纤维素类高吸水树脂选自接枝纤维素、羧甲基化纤维素、羟丙基化纤维素、黄原酸化纤维素

中任意一种；所述合成聚合物类高吸水树脂选自聚丙烯酸盐类、聚丙烯腈水解物、醋酸乙烯

酯共聚物、改性聚乙烯醇类中任意一种。

5.权利要求1至4任一项所述的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专用胶结剂的应用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胶结剂应用于自养护透水混凝土，包含所述胶结剂的自养护透水混凝土的各组

分质量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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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专用胶结剂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中透水混凝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  土

专用胶结剂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透水混凝土具有良好的透水透气性、高效的蓄水能力以及良好的装饰性，是 “海

绵城市”建设中值得推广的一种新型材料，目前广泛的应用于人行道、停车  场和广场等。透

水混凝土是由骨料、胶凝材料和水拌制而成的一种多孔轻质混凝  土，不含细骨料，由粗骨

料表面包覆一薄层水泥浆相互粘结而形成孔穴均匀分布 的蜂窝状结构。

[0003] 透水混凝土目前使用中存在着较多的问题。透水混凝土低水胶比  (0.25‑0.35)，

浇筑铺摊后多孔状，水分易蒸发，造成硬化前快速失水，就算覆  膜，蒸发在薄膜上的冷凝水

也会顺着孔道流入地底，导致养护不到位，硬化后表  面石子易脱落，易发生干燥收缩开裂；

内部水分不足以满足水化会导致后期强度  不提高，甚至倒缩等问题；其低水胶比与快速失

水导致膨胀剂不能充分水化反应，  使其不能发挥抗裂效果；生产中透水混凝土流动性控制

要比普通混凝土严格得  多，稍稀则离析，稍稠则无法放料、凝结时间短；运输中的颠簸导致

浆体沉底。

[0004] 中国发明专利CN105753405A公开了一种自结晶多孔道凝胶材料及制备方  法和应

用，该发明通过复合微膨胀剂、结晶剂、微细弹性胶粒，形成具有自动膨  胀和收缩功能的凝

胶材料，可提高多孔性细集料的用量，从而提升透水混凝土的 强度。

[0005] 中国发明专利CN103524085A公开了一种高渗透性透水混凝土胶结剂及其  制备方

法和应用，该发明采用糠酮树脂、环氧树脂、水泥、固化剂和增韧剂制备  出一种胶结剂，使

用后具有很好的抗压强度和渗透率。

[0006] 普通混凝土内养护中的高吸水性物质作为内养护材料掺入到混凝土中，考虑  的

是混凝土硬化后自由水的减少，内养护材料中的水分被释放出来，为胶凝材料  水化反应的

继续进行提供水分，避免引起收缩开裂。

[0007] 内养护剂选用高吸水树脂(SAP)，是吸水储水、后期释放水的最主要单元， 并且可

以多次重复的吸水与释放水。SAP不同于增稠剂的物理吸水，其吸水为化  学吸附形式，与其

内部未释放的水是以氢键形式结合，水被固定在高分子链上，  包藏于聚合物的网络结构

中，因而这部分水的蒸发需消耗的能量较大，加之SAP  粒子表面成膜，使干燥速度减慢，从

而减缓了由蒸发引起的水分损失。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目前透水混凝土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专用胶  结

剂，可以解决透水混凝土硬化前早期快速失水、提升骨料挂浆性、硬化后释放  水实现自养

护、降低收缩开裂和防止强度倒缩问题。

[0009]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透水混凝土的弊端，提出一种：生产阶段时胶结剂  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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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水吸收储存，由于SAP特殊结构，混凝土硬化前防止水分的快速损失，  解决硬化后表层

石子剥落和强度倒缩问题；运输过程中内养护剂与增强剂的协同  作用更好的提升骨料挂

浆性能，不会出现浆体沉底的问题，便于预拌透水混凝土 的推广使用；硬化后将储存的水

缓慢释放，既可为膨胀剂反应提供水分，又达到  内养护的双重效果，可降低收缩，减少裂

缝；通过不同粒径的SAP和不同级配  石子可以设计硬化后混凝土的孔结构，SAP在混凝土内

失水后，形成圆形孔；由  SAP失水后形成的孔，可根据SAP的尺寸设计出不同孔径的孔，不同

孔径的孔， 尤其是微小孔和规则的圆孔较大孔和不规则的孔对强度有帮助的。

[0010] 本发明提供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专用胶结剂，包括以下组分，各组分质量  份数

如下：

[0011]

[0012] 所述内养护剂选自粒径在0.075‑0.2mm、0.2‑0.3mm、0.3‑0.4mm、0.4‑0.5mm 的高

吸水树脂(SAP)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所述高吸水树脂选自淀粉类高吸水  树脂、纤维素类

高吸水树脂、合成聚合物类高吸水树脂中的任意一种；所述淀粉  类高吸水树脂选自接枝淀

粉、羧甲基化淀粉、磷酸酯化淀粉、淀粉黄原酸盐中任  意一种；所述纤维素类高吸水树脂选

自接枝纤维素、羧甲基化纤维素、羟丙基化 纤维素、黄原酸化纤维素中任意一种；所述合成

聚合物类高吸水树脂选自聚丙烯  酸盐类、聚丙烯腈水解物、醋酸乙烯酯共聚物、改性聚乙

烯醇类中任意一种；

[0013] 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粉剂或萘系减水剂粉剂。

[0014] 所述增强剂为硅灰、乳胶粉、超细石灰石粉中的任意一种或多种。

[0015] 所述膨胀剂为钙矾石类膨胀剂、氧化镁类膨胀剂和钙镁复合类膨胀剂中的任  意

一种。

[0016] 包含本发明所述专用胶结剂的一种自养护透水混凝土包括以下组分，各组分  质

量份数如下：

[0017]

[0018] 采用本发明所述专用胶结剂的透水混凝土各组分之间具有良好的协同作用，  所

述胶结剂在生产运输阶段吸收多余水分，混凝土硬化前减弱失水情况，运输中  增加浆体的

挂浆性，硬化后缓慢释放水，可为膨胀剂反应提供水分，又达到内养  护的双重效果，可降低

透水混凝土收缩，减少混凝土裂缝；硬化后SAP中的水  释放完全，自身形成孔道，通过调配

SAP的用量和粒径，即可以设计硬化后的 孔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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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19] 水分蒸发损失率的测试方法为取一定量的新拌的透水混凝土m1放置在25  ±2℃

的干燥箱内，称取其2h时的重量损失作为水分蒸发量m2，透水混凝土总  重m3，用水量m4，2h

水分蒸发率为 该测试方法适用于下列所有的 实施例。

[0020] 骨料挂浆性能测试方法：采用筛分量比快速评价：取制备的新拌透水混凝土  2kg

放入孔径2.36mm筛子内，放在塑料桶上，置于振动台上振动60s，过筛底  部的浆体量除以

2kg的样本量所得比值为筛分量比，该测试方法适用于下列所  有的实施例。

[0021] 以下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不应该将此理解为  本

发明的范围仅限于以下实例。

[0022] 实施例1：按质量份0.2‑0.3mm聚丙烯腈水解物、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硅  灰+乳胶

粉、钙矾石类膨胀剂各质量份数比＝2：3：20：75；混合搅拌均匀得到 自养护透水混凝土胶

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混凝土时，上述胶结剂 掺量为胶材质量的10％。

[0023] 实施例2：按质量份0.2‑0.3mm聚丙烯腈水解物、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硅  灰+乳胶

粉、钙矾石类膨胀剂各质量份数比＝2：3：20：75；混合搅拌均匀得到 自养护透水混凝土胶

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混凝土时，上述胶结剂 掺量为胶材用量的8％。

[0024] 实施例3：按质量份0.2‑0 .3mm改性聚乙烯醇、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硅灰  +乳胶

粉、钙矾石类膨胀剂各质量份数比＝2：3：20：75；混合搅拌均匀得到自  养护透水混凝土胶

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混凝土时，上述胶结剂掺 量为胶材用量的12％。

[0025] 实施例4：按质量份0.075‑0 .2mm+0 .3‑0 .4mm羧甲基纤维素、聚羧酸高性能  减水

剂、硅灰+乳胶粉+超细石灰石粉、钙矾石类膨胀剂各质量份数比＝1：4：20：  75；混合搅拌均

匀得到自养护透水混凝土胶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  混凝土时，上述胶结剂掺

量为胶材用量的8％。

[0026] 实施例5：按质量份0.075‑0.2mm+0.3‑0.4mm黄原酸化纤维素、聚羧酸高性 能减水

剂、硅灰+乳胶粉+超细石灰石粉、钙矾石类膨胀剂各质量份数比＝1：4：  20：75；混合搅拌均

匀得到自养护透水混凝土胶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  配制混凝土时，上述胶结剂掺

量为胶材用量的10％。

[0027] 实施例6：按质量份0.075‑0.2mm磷酸酯化淀粉、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硅  灰+超细

石灰石粉、氧化镁类膨胀剂各质量份数比＝2：5：28：65；混合搅拌均  匀得到自养护透水混

凝土胶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混凝土时，上述  胶结剂掺量为胶材用量的

11％。

[0028] 实施例7：按质量份0.075‑0.2mm接枝淀粉、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硅灰+  超细石灰

石粉、氧化镁类膨胀剂各质量份数比＝2：5：28：65；混合搅拌均匀得  到自养护透水混凝土

胶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混凝土时，上述胶结  剂掺量为胶材用量的9％。

[0029] 实施例8：按质量份0.2‑0.3mm+0.4‑0.5mm醋酸乙烯酯共聚物、聚羧酸高性 能减水

剂、硅灰、钙镁复合类膨胀剂各质量份数比＝4：6：15：75；混合搅拌均  匀得到自养护透水混

凝土胶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混凝土时，上述  胶结剂掺量为胶材用量的

11％。

[0030] 实施例9：按质量份0.2‑0.3mm+0.4‑0.5mm醋酸乙烯酯共聚物、萘系减水剂、  硅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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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镁复合类膨胀剂各质量份数比＝4：6：15：75；混合搅拌均匀得到自养  护透水混凝土胶结

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混凝土时，上述胶结剂掺量 为胶材用量的11％。

[0031] 对比例1：按质量份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硅灰+乳胶粉、钙矾石类膨胀剂  ＝3：20：

77，混合搅拌均匀得到自养护透水混凝土胶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  配比配制混凝土

时，上述胶结剂掺量为胶材用量的10％。

[0032] 对比例2：按质量份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钙矾石类膨胀剂＝3：77，混合搅  拌均匀

得到自养护透水混凝土胶结剂；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混凝土时，  上述胶结剂掺量

为胶材用量的8％。

[0033] 对比例3：按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配制混凝土时，不掺加胶结剂。

[0034] 参照CJJ/T135‑2009《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的要求，进行了掺加  本发明

的透水混凝土专用外加剂后的混凝土性能于对照组的比较，所述透水混凝  土各种性能测

试结果如表1。发明内容中混凝土配比：C25透水混凝土的配合比 为C：G：W＝380：1570：100。

[0035] 表1透水混凝土各种性能测试结果

[0036]

[0037]

[0038] 上面对比试验表明：使用本发明所述专用胶结剂后的自养护透水混凝土各方  面

性能均好于常规透水混凝土性能，使用胶结剂的情况下可以制得的浆体骨料粘  接性能好，

无分离，2h水分蒸发损失率可以控制在5.5％‑15％，后期强度正常发  展，2h后可以较好的

满足施工要求，28d干燥收缩降低30％及以上的透水混凝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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