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988375.7

(22)申请日 2017.10.2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72126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2.23

(73)专利权人 深圳市正强混凝土有限公司

地址 518103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

新和村虾山涌码头（办公场所）

(72)发明人 陈乐雄　林国伟　汤开军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维正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11508

代理人 杨春女

(51)Int.Cl.

C04B 28/00(2006.01)

C04B 20/04(2006.01)

C04B 18/16(2006.01)

C04B 24/3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626413 A,2014.03.12,

CN 1834051 A,2006.09.20,

CN 106927756 A,2017.07.07,

DE 4320917 A1,1995.01.05,

JP H01313352 A,1989.12.18,

JP 2001038322 A,2001.02.13,

Kou, S.C.等.Properties of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prepared with PVC 

granules derived from scraped PVC pipes.

《Waste Management》.2008,第29卷(第2期),第

621-628页.

审查员 王箭

 

(54)发明名称

一种混凝土配方及其再生工艺与再生添加

剂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混凝土配方及其再生工

艺与再生添加剂，包括A组份、B组份和C组份；A组

份包括砂和碎石，B组份包括粘结剂、稀释剂、粉

煤灰、矿物掺和料、阻锈剂，C组份包括EVA收缩

球、滑石粉、生石灰。在混凝土中加入组份中加入

EVA收缩球，EVA是一种受热或受冷既可发生体积

收缩的物质，本方案中采用受热后发生收缩的

EVA收缩球，EVA收缩球为空心球，将其混入在混

凝土中，当需要拆毁混凝土时，对混凝土路面进

行热处理，混入至其中的EVA收缩球受热后体积

减小，因此原先填充有EVA收缩球处形成空腔，在

此情况下锤击混凝土时，空腔处因为结构薄弱因

而极易受损，有助于将混凝土锤击成小块混凝土

用于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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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A组份、B组份和C组份，以下组份按重量计：

A组份包括：

砂            120-160份

碎石          220-275份

B组份包括：

粘结剂        80-120份

稀释剂        60-90份

粉煤灰        18-23份

矿物掺和料    1.2-1.4份

阻锈剂        0.9-1.1份

C组份包括：

EVA收缩球     15-21份

滑石粉        5-12份

生石灰        4-8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EVA收缩球为空心球，径长为

1.2-1.5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B组份中的在粘结剂采用水泥

和水性丙烯酸，所述稀释剂采用清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将B组份混合均匀后，将C组份加入

至B组份中并持续搅拌，并控制反应温度4-19℃，再将A组份加入至混合物，持续搅拌至三项

均匀分散。

5.一种用于处理权利要求1-4中任意一项所述混凝土的混凝土再生工艺，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预处理：敲击成型的混凝土使其破碎成较小块的混凝土，将穿设在其中的钢筋

剥离；

步骤2，杂质处理：将步骤1中得到的混凝土块置入至清水池中进行荡洗，将悬浮在清水

池表面的悬浮物去除，将沉于池底的混凝土块捞出晾晒至表面无明显水渍；

步骤3，杂质吸附：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凝土块放置在一号洗涤池中荡洗1-30min，再将

一号洗涤池中的混凝土块捞出放置在二号洗涤池中荡洗1-30min；一号洗涤池中为皂角水，

二号洗涤池中为清水；

步骤4，混凝土块一次裂解：利用钻机钻头打入至混凝土块中将混凝土裂解成小形混凝

土块；

步骤5，升温处理：利用火焰喷枪加热混凝土块至混凝土中的EVA收缩球收缩；

步骤6，混凝土块二次裂解处理；

步骤7，筛分处理：将步骤6中裂解处理后的混凝土筛分成粒径为0-3.5mm、3.5-8mm和大

于8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

步骤8，破碎处理：将粒径为0-3.5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投入至碎石研磨机中打磨至径

长为0.3-0.8mm，将粒径为3.5-8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打磨至径长为0.8-1.5mm，对粒径

大于8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重复步骤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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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打磨处理：将步骤8中得到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与河沙混合后，研磨0-2小时；

步骤10，收集：将步骤9中处理得到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去除河沙后分类码放。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混凝土再生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中采用碾压式

或锤击的方式对混凝土块进行二次裂解。

7.一种混凝土再生添加剂，其特征在于：包括A组份和B组份，以下组份按重量计：

A组份：

钢纤维         10-20份

酚醛纤维       8-15份

碳纤维         15-25份

B组份：

蜂胶           20-30份

增稠胶         10-15份

C组份：

稀释剂         1-100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再生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所述B组份中的增稠剂可采用

黄原胶。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再生添加剂，其特征在于：所述C组份中的稀释剂采用清

水或水性丙烯酸溶液中的一种或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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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配方及其再生工艺与再生添加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凝土配方，特别涉及一种混凝土配方及其再生工艺与再生添加剂。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世界建筑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混凝土作为最大宗的人造材料对自然资

源的占用及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引发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世界每年拆除的废旧

混凝土、新建建筑产生的废弃混凝土以及混凝土工厂、预制构件厂排放的废旧混凝土的数

量是巨大的。同时，预计今后废弃混凝土排放量将随着世界范围内社会化进程的加快，对原

有建筑物的拆除、改造与日俱增。废弃混凝土传统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将其运往郊外堆放或

填埋，不仅要花费大量的运费，给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而且要占有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并

且简单地遗弃也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再生骨料混凝土的开发和应用，一方面解决了

大量废弃混凝土处理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等问题；另一方面，用建筑垃

圾循环再生骨料替代天然骨料，可以减少建筑业对天然骨料的消耗，从而减少对天然砂石

的开采，从根本上解决了天然骨料的日益匮乏和大量砂石开采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护了

人类的生存环境，复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0003] 如申请公布号为“CN103626413A”的中国专利所公开的一种再生混凝土骨料的制

备工艺，通过将废弃混凝土粉碎，作为骨料再次使用；

[0004] 再将废弃的混凝土粉碎的过程中，由于混凝土内部胶结的较为紧致，因此需要在

混凝土上施加极大的锤击力，使得混凝土破碎成较小的块状物，以便再次使用；然而锤击产

生的震动会导致混凝土骨料内部结构发生松动，致使混凝土骨料再次使用而得到的混凝土

结构强度降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既不影响混凝土结构强度还便于分解后再次使用的混

凝土配方。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混凝土配方，其特

征在于：包括A组份、B组份和C组份，以下组份按重量计：

[0007] A组份包括：

[0008] 砂            120-160份

[0009] 碎石          220-275份

[0010] B组份包括：

[0011] 粘结剂        80-120份

[0012] 稀释剂        60-90份

[0013] 粉煤灰        18-23份

[0014] 矿物掺和料    1.2-1.4份

[0015] 阻锈剂        0.9-1.1份

说　明　书 1/7 页

4

CN 107721268 B

4



[0016] C组份包括：

[0017] EVA收缩球     15-21份

[0018] 滑石粉        5-12份

[0019] 生石灰        4-8份。

[0020] 作为优选，所述EVA收缩球为空心球，径长为1.2-1.5cm。

[0021] 作为优选，所述B组份中的在粘结剂采用水泥和水性丙烯酸，所述稀释剂采用清水。

[0022] 作为优选，将B组份混合均匀后，将C组份加入至B组份中并持续搅拌，并控制反应

温度4-19℃，再将A组份加入至混合物，持续搅拌至三项均匀分散。

[002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混凝土再生工艺，用于将已成型的混凝土破碎成能再次

用在混凝土配方中的混凝土骨料。

[002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用于处理权利要求

1-4中任意一项所述混凝土的混凝土再生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25] 步骤1，预处理：敲击成型的混凝土使其破碎成较小块的混凝土，将穿设在其中的

钢筋剥离；

[0026] 步骤2，杂质处理：将步骤1中得到的混凝土块置入至清水池中进行荡洗，将悬浮在

清水池表面的悬浮物去除，将沉于池底的混凝土块捞出晾晒至表面无明显水渍；

[0027] 步骤3，杂质吸附：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凝土块放置在一号洗涤池中荡洗1-30min，

再将一号洗涤池中的混凝土块捞出放置在二号洗涤池中荡洗1-30min；一号洗涤池中为皂

角水，二号洗涤池中为清水；

[0028] 步骤4，混凝土块一次裂解：利用钻机钻头打入至混凝土块中将混凝土裂解成小形

混凝土块；

[0029] 步骤5，升温处理：利用火焰喷枪加热混凝土块至混凝土中的EVA收缩球收缩；

[0030] 步骤6，混凝土块二次裂解处理；

[0031] 步骤7，筛分处理：将步骤6中裂解处理后的混凝土筛分成粒径为0-3.5mm、3.5-8mm

和大于8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

[0032] 步骤8，破碎处理：将粒径为0-3.5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投入至碎石研磨机中打磨

至径长为0.3-0.8mm，将粒径为3.5-8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打磨至径长为0.8-1.5mm，对

粒径大于8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重复步骤6、7、8；

[0033] 步骤9，打磨处理：将步骤8中得到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与河沙混合后，研磨0-2小时；

[0034] 步骤10，收集：将步骤9中处理得到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去除河沙后分类码放。

[0035]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6中采用碾压式或锤击的方式对混凝土块进行二次裂解。

[003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混凝土再生添加剂，将其添加在再生混凝土中可提升再

生混凝土的强度。

[003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混凝土再生添加

剂，其特征在于：包括A组份和B组份，以下组份按重量计：

[0038] A组份：

[0039] 钢纤维         10-20份

[0040] 酚醛纤维       8-15份

[0041] 碳纤维         15-2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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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B组份：

[0043] 蜂胶           20-30份

[0044] 增稠胶         10-15份

[0045] C组份：

[0046] 稀释剂         1-100份。

[0047] 作为优选，所述B组份中的增稠剂可采用黄原胶。

[0048] 作为优选，所述C组份中的稀释剂采用清水或水性丙烯酸溶液中的一种或两种。

[0049]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50] （1）通常混凝土在拆除的过程中，会采用锤击等方式将混凝土裂解成较小的混凝

土块，从而达到拆除的目的，但是经过这种方式处理得到的小块混凝土再用作混凝土骨料

时其结构强度会发生大幅度的降低；锤击时，锤击产生的作用力作用在混凝土上时，由于成

型的混凝土硬度较高，所以会在混凝土中产生一定的震荡作用力从而使成型的混凝土内部

结构发生松动，导致利用这种作为再生混凝土骨料而制备得到的混凝土结构强度发生明显

下降。因此在混凝土中加入EVA收缩球，EVA是一种受热或受冷既可发生体积收缩的物质，本

方案中采用受热后发生收缩的EVA收缩球，EVA收缩球为空心球，将其混入在混凝土中，当需

要拆毁混凝土时，对混凝土路面进行热处理，混入至其中的EVA收缩球受热后体积减小，因

此原先填充有EVA收缩球处形成空腔，在此情况下锤击混凝土时，空腔处因为结构薄弱因而

极易受损，有助于将混凝土锤击成小块混凝土用于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

[0051] （2）EVA收缩球具有一定的弹性，混入在混凝土中既不影响混凝土的结构强度，还

可增加混凝土的韧性，可用作塑胶跑道或健身步道等；

[0052] （3）将混凝土配方分成A、B、C三种组份，A组份包括砂和碎石，B组份包括粘结剂、稀

释剂以及溶解在其中的粉煤灰、矿物掺和料以及阻锈剂，其中粉煤灰、矿物掺和料和阻锈剂

均为粉末状物质，将这些粉末预先混入在稀释剂中，可避免在混凝土制备时，粉末状物质漂

浮在空气中，既造成了物质的浪费还影响相关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C组份包括EVA收缩球、

生石灰和滑石粉，滑石粉是一种具有较好润滑效果的物质，将其与EVA收缩球混合，能增加

EVA收缩球表面的润滑性方便其与其他物质的混合，生石灰同样可起到润滑的作用效果，再

者当C组份与A、B组份混合时，生石灰溶液在稀释剂中或其他水溶液中形成碱性的氢氧化

钙，氢氧化钙在空气中放置一段时间后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碳酸钙是一

种质地较硬的物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混凝土的结构强度；

[0053] （4）在利用混凝土再生工艺将混凝土破碎成再生混凝土骨料时，先敲击混凝土块

将混凝土中的钢筋去除，之后对混凝土块进行一系列的筛选和清洗，将其中的杂质去除；再

利用钻机钻头向打入进混凝土块中，将混凝土块分离成小块的混凝土块，再对混凝土块进

行锤击或碾压，此时因为混凝土块中的EVA伸缩球已经伸缩并在混凝土块中形成空腔，因此

施加在混凝土块上用于将混凝土块裂解成小块混凝土骨料的作用力大幅度减小，从而避免

了混凝土结构中因受到极大的外作用力而发生震动致使其内部结构损坏等情况的产生；

[0054] （5）将这种通过混凝土再生工艺处理得到的混凝土进行清洗筛选和分类后可作为

骨料加入至其他混凝土中，并向其中加入混凝土再生添加剂用于增加再生混凝土的结构强

度；

[0055] （6）再生混凝土添加剂包括三种组份，其中A组份中的钢纤维、酚醛纤维和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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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同的密度，因此在搅拌时分散在混凝土中不同的高度处，钢纤维分散在底部，碳纤维

分散在中部，酚醛纤维粉分散在上部，因此在混凝土的各个部位进行结构的加强；加入在其

中的纤维,，如酚醛纤维和碳纤维能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性、抗拉性，在拉、伸前期，其中的石

子等物料与高分子纤维共同承受，当基料开裂后，横跨裂缝的纤维成为外力的主要承受者，

从而避免混凝土中裂缝继续扩裂，以此增强混凝土的韧性等，而钢纤维乘积在混凝土的底

部，具有较好的承重能力，也可对地基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

[0056] （7）蜂胶是一种极为环保且效果较佳的胶黏剂，黄原胶作为一种胶黏剂加入增强

混凝土骨料之间的黏连度，也可使钢纤维、酚醛纤维和碳纤维悬浮在其中，从而均匀的分散

在混凝土的各部位处。

具体实施方式

[0057]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58] 实施例1：

[0059]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20份砂，本实施例中采用河沙，再加入220份碎石，碎石

的径长为0.5-1.6mm之间，均匀搅拌后形成A组份。

[0060]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80份粘结剂、60份稀释剂、18份粉煤灰、1.2份矿物掺和料

和0.9份阻锈剂加入并均匀搅拌形成B组份，本实施例中粘结剂采用水性丙烯酸溶液，稀释

剂采用清水。

[0061]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5份EVA收缩球，EVA收缩球的径长为1.2-1.5cm之间，再

加入5份滑石粉和4份生石灰均匀搅拌后形成C组份。

[0062] 将C组份缓慢加入至B组份中并对B组份持续搅拌，此步骤低于室温进行，控制环境

为4-19℃；混合均匀后，再将A组份加入至B、C的混合物中，继续搅拌直至三者混合均匀，完

成混凝土的制备。

[0063] 实施例2：

[0064]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60份砂，本实施例中采用河沙，再加入275份碎石，碎石

的径长为0.5-1.6mm之间，均匀搅拌后形成A组份。

[0065]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20份粘结剂、90份稀释剂、23份粉煤灰、1.4份矿物掺和

料和1.1份阻锈剂加入并均匀搅拌形成B组份，本实施例中粘结剂采用水性丙烯酸溶液，稀

释剂采用清水。

[0066]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21份EVA收缩球，EVA收缩球的径长为1.2-1.5cm之间，再

加入12份滑石粉和8份生石灰均匀搅拌后形成C组份。

[0067] 将C组份缓慢加入至B组份中并对B组份持续搅拌，此步骤低于室温进行，控制环境

为4-19℃；混合均匀后，再将A组份加入至B、C的混合物中，继续搅拌直至三者混合均匀，完

成混凝土的制备。

[0068] 实施例3：

[0069]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40份砂，本实施例中采用河沙，再加入250份碎石，碎石

的径长为0.5-1.6mm之间，均匀搅拌后形成A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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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00份粘结剂、75份稀释剂、21份粉煤灰、1.3份矿物掺和

料和1.0份阻锈剂加入并均匀搅拌形成B组份，本实施例中粘结剂采用水性丙烯酸溶液，稀

释剂采用清水。

[0071]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8份EVA收缩球，EVA收缩球的径长为1.2-1.5cm之间，再

加入9份滑石粉和6份生石灰均匀搅拌后形成C组份。

[0072] 将C组份缓慢加入至B组份中并对B组份持续搅拌，此步骤低于室温进行，控制环境

为4-19℃；混合均匀后，再将A组份加入至B、C的混合物中，继续搅拌直至三者混合均匀，完

成混凝土的制备。

[0073] 实施例4：

[0074]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35份砂，本实施例中采用河沙，再加入223份碎石，碎石

的径长为0.5-1.6mm之间，均匀搅拌后形成A组份。

[0075]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98份粘结剂、72份稀释剂、18.2份粉煤灰、1.21份矿物掺

和料和0.98份阻锈剂加入并均匀搅拌形成B组份，本实施例中粘结剂采用水性丙烯酸溶液，

稀释剂采用清水。

[0076]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6.8份EVA收缩球，EVA收缩球的径长为1.2-1.5cm之间，

再加入6.3份滑石粉和5.1份生石灰均匀搅拌后形成C组份。

[0077] 将C组份缓慢加入至B组份中并对B组份持续搅拌，此步骤低于室温进行，控制环境

为4-19℃；混合均匀后，再将A组份加入至B、C的混合物中，继续搅拌直至三者混合均匀，完

成混凝土的制备。

[0078] 实施例5：

[0079]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35份砂，本实施例中采用河沙，再加入223份碎石，碎石

的径长为0.5-1.6mm之间，均匀搅拌后形成A组份。

[0080]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98份粘结剂、72份稀释剂、18.2份粉煤灰、1.21份矿物掺

和料和0.98份阻锈剂加入并均匀搅拌形成B组份，本实施例中粘结剂采用水性丙烯酸溶液，

稀释剂采用清水。

[0081] 将A组份与B组份均匀混合形成混凝土。

[0082] 测量实施例1-实施例5中制备得到的混凝土的结构强度，并记录在表1：

[0083] 表1：

[0084]   抗压强度（MPa） 劈裂强度（MPa）

实施例1 29.15 3.94

实施例2 28.75 3.87

实施例3 28.65 3.86

实施例4 28.65 3.85

实施例5 29.12 3.90

[0085] 根据表1可得结论：实施例1-实施例5中制备得到的混凝土，成型后的结构相同没

有明显区别。

[0086] 实施例6：

[0087] 将实施例1-实施例5中制备得到的混凝土采用以下步骤进行再生，步骤如下：

[0088] 步骤1，预处理：敲击成型的混凝土使其破碎成较小块的混凝土，将穿设在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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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剥离。

[0089] 步骤2，杂质处理：将步骤1中得到的混凝土块置入至清水池中进行荡洗，将悬浮在

清水池表面的悬浮物去除，将沉于池底的混凝土块捞出晾晒至表面无明显水渍。

[0090] 步骤3，杂质吸附：将步骤2中得到的混凝土块放置在一号洗涤池中荡洗1-30min，

再将一号洗涤池中的混凝土块捞出放置在二号洗涤池中荡洗1-30min；一号洗涤池中为皂

角水，二号洗涤池中为清水。

[0091] 步骤4，混凝土块一次裂解：利用钻机钻头打入至混凝土块中将混凝土裂解成小形

混凝土块。

[0092] 步骤5，升温处理：利用火焰喷枪加热混凝土块至混凝土中的EVA收缩球收缩。

[0093] 步骤6，混凝土块二次裂解处理，采用锤击或碾压的方式。

[0094] 步骤7，筛分处理：将步骤6中裂解处理后的混凝土筛分成粒径为0-3.5mm、3.5-8mm

和大于8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

[0095] 步骤8，破碎处理：将粒径为0-3.5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投入至碎石研磨机中打磨

至径长为0.3-0.8mm，将粒径为3.5-8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打磨至径长为0.8-1.5mm，对

粒径大于8mm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重复步骤6、7、8。

[0096] 步骤9，打磨处理：将步骤8中得到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与河沙混合后，研磨0-2

小时。

[0097] 步骤10，收集：将步骤9中处理得到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去除河沙后分类码放。

[0098] 实施例7：

[0099] 将实施例1-实施例6中采用实施例7中的再生工艺得到的再生混凝土骨料颗粒制

备成普通的混凝土，制备若干份以备用。

[0100] 实施例8：

[0101]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0份钢纤维、8份酚醛纤维和15份碳纤维并均匀混合形成

A组份。

[0102]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20份蜂胶和10份增稠剂后搅拌至均匀后形成B组份，本实

施例中增稠剂采用黄原胶。

[0103] 组份C制备：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份稀释剂，稀释剂采用清水。

[0104] 将组份B加入至组份C中并均匀搅拌，再将组份A加入至混合物中形成混凝土再生

添加剂。

[0105] 实施例9：

[0106]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20份钢纤维、15份酚醛纤维和25份碳纤维并均匀混合形

成A组份。

[0107]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30份蜂胶和15份增稠剂后搅拌至均匀后形成B组份，本实

施例中增稠剂采用黄原胶。

[0108] 组份C制备：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00份稀释剂，稀释剂采用清水。

[0109] 将组份B加入至组份C中并均匀搅拌，再将组份A加入至混合物中形成混凝土再生

添加剂。

[0110] 实施例10：

[0111]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5份钢纤维、12份酚醛纤维和18份碳纤维并均匀混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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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A组份。

[0112]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25份蜂胶和13份增稠剂后搅拌至均匀后形成B组份，本实

施例中增稠剂采用黄原胶。

[0113] 组份C制备：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51份稀释剂，稀释剂采用清水。

[0114] 将组份B加入至组份C中并均匀搅拌，再将组份A加入至混合物中形成混凝土再生

添加剂。

[0115] 实施例11：

[0116]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12份钢纤维、14份酚醛纤维和16份碳纤维并均匀混合形

成A组份。

[0117] 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22份蜂胶和11份增稠剂后搅拌至均匀后形成B组份，本实

施例中增稠剂采用黄原胶。

[0118] 组份C制备：取干净容器，向其中加入67份稀释剂，稀释剂采用清水。

[0119] 将组份B加入至组份C中并均匀搅拌，再将组份A加入至混合物中形成混凝土再生

添加剂。

[0120] 将实施例8-实施例11中制备得到再生混凝土添加剂分别加入至实施例7中制备得

到的普通混凝土后对混凝土结构强度进行检测，并记录在表2：

[0121] 表2：

[0122]   抗压强度（MPa） 劈裂强度（MPa）

实施例8 27.32 3.15

实施例9 26.90 3.23

实施例10 27.25 3.78

实施例11 27.70 3.71

实施例7 28.67 2.15

[0123] 根据表2可得结论：实施例8-实施例11中加入了混凝土再生添加剂的混凝土在抗

压强度上比普通混凝土有微小的差距，但是在抗劈裂程度上却有显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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