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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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024722.0

(22)申请日 2017.10.2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85754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3.30

(73)专利权人 广西横县恒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5303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横县

六景工业园区那阳工业集中区（那阳

大桥南端）

(72)发明人 龙志谋　黄华青　李长平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宁市来来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45118

代理人 来光业

(51)Int.Cl.

C04B 28/06(2006.01)

C04B 111/24(2006.01)

C04B 111/20(2006.01)

审查员 张春荣

 

(54)发明名称

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

生产方法，所述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原料包

括：石灰石机制砂、快硬硫铝酸盐水泥、超细硅

粉、复合偶联剂、可分散乳胶粉、纤维素醚、淀粉

醚、减水剂和矿渣粉；本发明的海工水泥抗风浪

砂浆，具有低碱度，耐酸碱，早强快硬，后期强度

持续增长，利于提高钢筋混凝土的安全性和耐久

性，抗风浪能力强，适用于港口、海塘、海岸防护、

跨海大桥、海上加油站等海上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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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它由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生产而成：

石灰石机制砂  40～  60  份；

快硬硫铝酸盐水泥  30  ～  45份；

超细硅粉  1  ～  10份；

复合偶联剂  2  ～  4份；

可分散乳胶粉  0.3  ～  0.5份；

纤维素醚  0.1  ～  0.4份；

淀粉醚  0.02  ～  0.05  份；

减水剂  0.05  ～  0.2份；

矿渣粉  5  ～  10份；

所述的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由以下步骤组成：

首先将石灰石机制砂和高强超细快硬硫铝酸盐水泥为胶凝材料和骨料，投入磨机进行

混合粉磨，用0.08mm水筛，将出磨的细度控制在20±2%；

磨出的粉料中掺入超细硅粉、复合偶联剂、可分散乳胶粉、纤维素醚、淀粉醚、粉状聚羧

酸盐高效减水剂和矿渣粉经高速混合均匀而成；

所述石灰石机制砂，细砂粒径为1.18mm以下，规格是0.6ｍｍ～1.18ｍｍ；所述快硬硫

铝酸盐水泥强度等级52.5，是由重量含量10～15%的铁炉废渣与硫铝酸盐熟料组成；所述超

细硅粉，粒度为500-2000目；所述复合偶联剂，由酞酸酯偶联剂和环氧硅烷复合而成，酞酸

酯与环氧硅烷的重量比为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分散乳

胶粉，为丙烯酸胶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

醚，为甲基纤维素醚，羟乙基纤维素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的一种

或几种混合，粘度在  10000以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淀粉醚，

为由马铃薯、玉米、木薯改性而成的淀粉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

为聚羧酸盐减水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矿渣粉，

比表面积为1000  ～  2000m2/kg，平均粒径小于等于2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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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人口和经济迅速膨胀,对蛋白质、能源的需求量也急剧

增加，随着开采大陆架海域的石油与天然气，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和空间利用规模不断扩大，

与之相适应的近海工程成为近30年来发展最迅速的工程之一。

[0003] 现今的海洋工程建设中使用的海工用水泥由于海水的不停冲刷  ,而富含有氯离

子以及硫酸盐的海水很容易侵蚀使用海工用水泥建设的海洋工程。根据海工水泥技术指标

的特殊性，主要在于对氯离子扩散系数和抗硫酸盐侵蚀系数的要求，尤其是因应用于海洋

工程，满足抗氯离子侵蚀成为技术的关键。现有的海工用水泥不仅强度低，而且抗氯离子侵

蚀能力和抗硫酸盐侵蚀能力也比较低。

[0004] 近年来各类使用者对海洋工程材料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体工程量越来越大，

不仅要求以混凝土为基础材料的建筑工程具有较高的抗大风浪冲击耐久性，而且对其他性

能也提出多方面的要求，如水化热和抗裂性等等。因此，无论是从原材料生产的角度，还是

从设计和施工的角度，都迫切需要配制一种适用于海洋工程及其它要求抗侵蚀工程的特种

砂浆。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

法，具有低碱度，耐酸碱，早强快硬，后期强度持续增长，利于提高钢筋混凝土的安全性和耐

久性，抗风浪能力强，克服现有技术在抗渗和抗腐蚀方面的不足之处。

[0006] 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它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0007] 石灰石机制砂                       40  ～  60份；

[0008] 快硬硫铝酸盐水泥                   30  ～  45份；

[0009] 超细硅粉                           1  ～  10  份；

[0010] 复合偶联剂                         2  ～  4  份；

[0011] 可分散乳胶粉                       0.3  ～  0.5  份；

[0012] 纤维素醚                           0.1  ～  0.4  份；

[0013] 淀粉醚                             0.02  ～  0.05  份；

[0014] 减水剂                             0.05  ～  0.2  份；

[0015] 矿渣粉                             5  ～  10  份；

[0016] 所述石灰石机制砂，细砂粒径为1.18mm以下，规格是0.6ｍｍ～1.18ｍｍ；

[0017] 所述快硬硫铝酸盐水泥强度等级52.5，是由重量含量10～15%的铁炉废渣与硫铝

酸盐熟料组成，

[0018] 硫铝酸盐熟料的矿物组成及化学成分重量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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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S C4A3S C4AF SiO2 Al2O3 Fe2O3 CaO MgO SO3

A 18.02 60.45 17.36 6.28 34.03 5.71 40.19 1.18 9.46

B 19.06 57.29 16.66 5.99 32.30 5.48 41.14 1.49 9.68

[0019] 无水硫铝酸钙(C4A3S)46～55％，硅酸二钙(C2S)18～23％，铁铝酸四钙(C4AF)16～

22%，化学成份中R2Na+0.658K20)  ≤0.65%；

[0020] 所述超细硅粉，粒度为500-2000目；

[0021] 所述复合偶联剂，由酞酸酯偶联剂和环氧硅烷复合而成，酞酸酯与环氧硅烷的重

量比为1:2；

[0022] 所述可分散乳胶粉，为丙烯酸胶粉；

[0023] 所述纤维素醚，为甲基纤维素醚，羟乙基纤维素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乙基

甲基纤维素醚等纤维素醚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粘度在  10000以下；

[0024] 所述淀粉醚，为由马铃薯、玉米、木薯等改性而成的淀粉醚；

[0025] 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盐减水剂；

[0026] 所述矿渣粉，比表面积为1000  ～  2000m2/kg，平均粒径小于等于2μm。

[0027] 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8] 首先将石灰石机制砂和高强超细快硬硫铝酸盐水泥为胶凝材料和骨料，投入磨机

进行混合粉磨，用0.08mm水筛，将出磨的细度控制在20±2%；

[0029] 磨出的粉料的粉料中掺入超细硅粉、复合偶联剂、可分散乳胶粉、纤维素醚、淀粉

醚、粉状聚羧酸盐高效减水剂和矿渣粉经高速混合均匀而成。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是：

[0031] 1、石灰石机制砂

[0032] 随着天然砂短缺的形势日益严峻，积极地开展石灰石机制砂替代河砂的技术，并

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已经成为建筑行业的趋势。目前，随着建筑市场的发展，人们对机

制砂已经有较为熟悉的认识，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改进机制砂的不足，扬长避短，因此石灰

石机制砂前景非常广阔。事实证明，级配良好、符合相关技术指标的石灰石机制砂完全能够

满足砂浆的性能要求，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保证质量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创造

了经济效益。

[0033] 2、快硬硫铝酸盐水泥

[0034] 快硬硫铝酸盐水泥不仅有较高的早期强度，而且有不断增长的后期强度。同时具

有满足使用要求的凝结时间。随养护龄期的增长，强度不断增长。表现出极好的抗冻性，水

泥石结构较致密，耐久性较好，对海水、氯盐（NaCl、MgCl2）、硫酸盐（Na2SO4、MgSO4、(NH4)

2SO4）、尤其是它们的复合盐类（MgSO4、NaCl）等，均具有极好的耐蚀性。  抗渗、耐海水腐蚀性

能大大优于硅酸盐水泥，适用于海洋建筑工程。

[0035] 3、超细硅粉

[0036] 超细硅粉能够填充水泥颗粒间的孔隙，同时与水化产物生成凝胶体，与碱性材料

氧化镁反应生成凝胶体。在水泥基的砂浆中，掺入适量的硅灰，可起到如下作用：

[0037] 显著提高抗压、抗折、抗渗、防腐、抗冲击及耐磨性能；具有保水、防止离析、泌水、

大幅降低砂浆泵送阻力的作用；显著延长砂浆的使用寿命，特别是在氯盐污染侵蚀、硫酸盐

侵蚀、高湿度等恶劣环境下，可使砂浆的耐久性提高一倍甚至数倍；大幅度降低喷射砂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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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灰，提高单次喷层厚度；是高强砂浆的必要成份；具有约5倍水泥的功效，在普通砂浆中

应用可降低成本，提高耐久性；有效防止发生砂浆碱骨料反应；提高浇注型耐火材料的致密

性。

[0038] 4、复合偶联剂

[0039] 复合偶联剂由酞酸酯和环氧硅烷复合而成,  由于水泥水化后产生酸根：硅酸根、

铝酸根、硫铝酸根或铁铝酸根，它们的活性基团与水泥水化后产生的酸根结合，形成交联,

使建筑材料与水泥浆料牢固粘结，这种粘结作用非常牢固，受使用环境因素较小,因而它能

较持久地粘结在基面上，并与基面形成满粘结构，水泥浆料与水发生水化反应，生成的水化

产物聚集在水泥颗粒的表面形成凝聚薄膜。表面形成可塑性的凝胶薄膜式水泥浆料，保证

其具有良好的流动性，能填补界面层微观上凹凸不平的缺陷，通过挤压使建筑材料和水泥

浆料之间形成微观上的完全润湿。过去也有人使用过偶联剂，但是，本发明设计的复合偶联

剂与过去的偶联剂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偶联剂就如一个挂钩，勾住砂浆内部结构，使预拌

砂浆本身增加粘结力，而本发明设计的复合偶联剂就如同一座桥梁，即可以勾住乳胶，又可

以它们的活性基团与水泥水化后产生的酸根结合，形成交联,使建筑材料与水泥浆料牢固

粘结。所以两者的机理完全不同。

[0040] 5、丙烯酸胶粉

[0041] 丙烯酸胶粉相较常用  EVA  胶粉，有优异的耐水性能及耐老化性能，可以保证所得

到的砂浆拥有良好的粘接强度以及耐老化性能，通过优化其添加量，砂浆固化后丙烯酸胶

粉可以在其中形成连续的膜层，配合其它填料及石英砂，可以使得密实的防水层有优良的

耐久性能和防水抗渗性能。显著提高基底的粘结强度，降低砂浆的吸水性；改善拉拔强度以

及耐磨损性，减低干燥收缩性、抑制龟裂的发生，反复经过冷热作用后粘结强度显著提高。

[0042] 具有极突出的防水性能，粘结强度好，增加砂浆的弹性并有较长之开放时间，赋予

砂浆优良的耐碱性，改善砂浆的粘附性/粘合性、抗折强度、可塑性、耐磨性能和施工性外，

在柔性抗裂砂浆中更具有较强的柔韧性。

[0043] 6、纤维素醚

[0044] 在预拌砂浆中，纤维素醚在砂浆中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优良的保水

能力，二是对砂浆稠度和触变性的影响，三是与水泥的相互作用。纤维素醚的保水作用，取

决于基层的吸水性，砂浆的组成，砂浆的层厚，砂浆的需水量，凝结材料的凝结时间。就纤维

素醚本身的保水性则来自于纤维素醚本身的溶解性和去水化作用。众所周知，纤维素分子

链虽然含有大量水化性很强的OH基，但其本身并不溶于水，这是因为纤维素结构有高度的

结晶性。单靠羟基的水化能力还不足以支付分子间强大的氢键和范德华力。所以在水中只

溶胀不溶解，当分子链中引入取代基时，不但取代基破坏了氢链，而且因相邻链间取代基楔

入而破坏链间氢键，取代基越大拉开分子间距离越大。破坏氢键效应越大，纤维素晶格膨化

后，溶液进入，纤维素醚成为水溶性，形成高粘度溶液。当温度升高时，高分子水化作用减

弱，而链间的水被逐出。当去水作用充分时，分子开始聚集，形成三维网状结构凝胶折出。良

好的保水能力使水泥水化更加完全，可以改善湿砂浆的湿粘性，提高砂浆的粘结强度，可调

整时间。

[0045] 纤维素醚作为砂浆中的稳定剂，增加保水性并改善粘结性能，减少丢失水分的性

能，延缓了水分被多孔材料的吸收，有利于水泥水化及延长开放时间。在保水性与流动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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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下，促进砂浆的粘结力和强度，从而防止分层离析和表皮形成并获得均匀一致的可

塑体。而且颗粒间的质地变得更滑，使砂浆批荡起来更顺畅，和易性提高，从而获得更好的

施工性能。

[0046] 7、淀粉醚

[0047] 淀粉醚适用于各类（水泥、石膏、灰钙基）内外墙腻子、各类饰面砂浆抹灰砂浆。可

作为水泥基产品，石膏基产品及灰钙类产品的外加剂。淀粉醚与其它建筑、外加剂有很好的

相容性；特别适用于如砂浆，粘合剂，抹灰和滚抹料等建筑干混料。淀粉醚和甲基纤维素醚

共同用在建筑干混料中，可赋予较高的增稠性，更强的结构性，抗流挂性和易操作性。包含

较高甲基纤维素醚的砂浆，粘合剂，抹灰和滚抹料的粘性可以因为淀粉醚的添加而降低。

[0048] 8、聚羧酸盐减水剂

[0049] 聚羧酸盐减水剂是典型的梳型分子结构，形成了更高效的三维立体分散系统，使

得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具有掺量小、减水率高、水泥适应性好、坍落度保持性能优异、氯离

子含量及碱含量低、收缩率小和耐久性能好等绿色环保优点。

[0050] 9、矿渣粉

[0051] 在现代混凝土技术中，经过一定质量控制的矿物掺合料已成为高性能混凝土不可

或缺的组分之一，矿物掺合料的应用、制备已牵涉到水泥基材料科学研究的各个方面。矿渣

粉作为微细粉体已明显不同于过去应用的普通细度的矿渣。由于粉体颗粒被充分细化，会

显著增加其表面能，由此产生的表面作用会赋予水泥和混凝土以新的性能，同时也使混凝

土强度和各种耐久性得以改善。混凝土中以矿渣粉等量代替部分水泥熟料，表面物化作用

显著；对流动性的影响主要依赖于粉体的表面吸水性，当与高效减水剂双掺时，矿渣粉能强

烈吸附高效减水剂，对水泥和混凝土具有分散效应，可显著增大浆体的流动性，并降低其屈

服应力和黏度值，适于配制低水灰比、大流动度的混凝土。在混凝土中掺入矿渣粉，显著提

高了混凝土的强度和密实性，相应地降低了混凝土的吸水率和氯离子扩散系统，改善混凝

土的抗渗性和对海水、酸及硫酸盐的抗化学侵蚀能力。另外，以合理的矿渣粉量置换水泥，

能降低混凝土中水泥水化的早期放热速度，抑制混凝土的温度升高，减少大体积混凝土早

期的温度拉应力。掺有矿渣粉的高性能混凝土作为优质结构建材，广泛用于大体积混凝土

的水工工程和海工工程、高强度大跨度的桥梁和高层建筑中，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

极的作用。

[0052] 10、本发明产品海工水泥砂浆具有低碱度，耐酸碱，早强快硬，后期强度持续增长，

利于提高钢筋混凝土的安全性和耐久性，抗风浪能力强，适用于港口、海塘、海岸防护、跨海

大桥、海上加油站等海上工程建设。

[0053] 11、采用海工水泥砂浆配制的浆体结构具有很好的致密性和体积稳定性；提高了

混凝土抗渗性、抗冻性，具有很高的抗氯离子扩散性及很高的抗硫酸盐侵蚀性，满足海洋工

程建设的需要，解决海洋工程中受海水中k+、cl-等盐类侵蚀和海水冲刷后出现建筑损毁、

寿命期短等破坏性强问题，克服硅酸盐水泥的早期水化速度较慢，强度低，水化后Ca(OH)2

含量高等造成在抗渗和抗腐蚀方面的不足之处。

[0054] 12、本海工水泥砂浆在聚羧酸盐减水剂和超细硅粉的共同作用下，能使新拌混凝

土的泌水率小，浆体的粘稠性高，浆体对骨料的包裹和承托的作用强，大大减少粗骨料下沉

现象的发生，使新拌混凝土在施工过程保持良好的匀质性，硬化后力学性能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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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13、本海工水泥的施工使用操作简便，易于控制质量，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56] 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

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

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57] 实施例1

[0058] 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它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石灰石机制砂25

份，快硬硫铝酸盐水泥10份，超细硅粉1份，复合偶联剂2份，丙烯酸胶粉0.3份，甲基纤维素

醚0.1份，马铃薯淀粉醚0.02份，聚羧酸盐减水剂0.05份，矿渣粉5份。

[0059] 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0] 首先将石灰石机制砂和高强超细快硬硫铝酸盐水泥为胶凝材料和骨料，投入磨机

进行混合粉磨，用0.08mm水筛，将出磨的细度控制在20±2%；

[0061] 磨出的粉料的粉料中掺入超细硅粉、复合偶联剂、可分散乳胶粉、纤维素醚、淀粉

醚、粉状聚羧酸盐高效减水剂和矿渣粉经高速混合均匀而成。

[0062] 实施例2

[0063] 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它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石灰石机制砂30

份，快硬硫铝酸盐水泥15份，超细硅粉4份，复合偶联剂3份，丙烯酸胶粉0.4份，羟乙基纤维

素醚0.2份，玉米淀粉醚0.03份，聚羧酸盐减水剂0.1份，矿渣粉7份。

[0064] 首先将石灰石机制砂和高强超细快硬硫铝酸盐水泥为胶凝材料和骨料，投入磨机

进行混合粉磨，用0.08mm水筛，将出磨的细度控制在20±2%；

[0065] 磨出的粉料的粉料中掺入超细硅粉、复合偶联剂、可分散乳胶粉、纤维素醚、淀粉

醚、粉状聚羧酸盐高效减水剂和矿渣粉经高速混合均匀而成。

[0066] 实施例3

[0067] 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它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石灰石机制砂35

份，快硬硫铝酸盐水泥20份，超细硅粉8份，复合偶联剂4份，丙烯酸胶粉0.5份，羟丙基甲基

纤维素醚0.3份，木薯淀粉醚0.04份，聚羧酸盐减水剂0.15份，矿渣粉9份。

[0068] 首先将石灰石机制砂和高强超细快硬硫铝酸盐水泥为胶凝材料和骨料，投入磨机

进行混合粉磨，用0.08mm水筛，将出磨的细度控制在20±2%；

[0069] 磨出的粉料的粉料中掺入超细硅粉、复合偶联剂、可分散乳胶粉、纤维素醚、淀粉

醚、粉状聚羧酸盐高效减水剂和矿渣粉经高速混合均匀而成。

[0070] 实施例4

[0071] 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生产方法，它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原料：石灰石机制砂40

份，快硬硫铝酸盐水泥25份，超细硅粉10份，复合偶联剂4份，丙烯酸胶粉0.5份，羟乙基甲基

纤维素0.4份，木薯淀粉醚0.05份，聚羧酸盐减水剂0.2  份，矿渣粉10份。

[0072] 首先将石灰石机制砂和高强超细快硬硫铝酸盐水泥为胶凝材料和骨料，投入磨机

进行混合粉磨，用0.08mm水筛，将出磨的细度控制在20±2%；

[0073] 磨出的粉料的粉料中掺入超细硅粉、复合偶联剂、可分散乳胶粉、纤维素醚、淀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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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粉状聚羧酸盐高效减水剂和矿渣粉经高速混合均匀而成。

[0074] 本发明人经过反复实验，得出海工水泥抗风浪砂浆的检测数据如下所示：

[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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