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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改性壳灰砂浆及其制备方法，涉及建筑

材料。改性壳灰砂浆按质量份数计，壳灰膏0.6～

0.8份、矿粉0.15～0.35份、硅灰0.05份、砂子2.5

份，自来水0.2～0.3份。制备方法：将牡蛎壳灰倒

入大号塑料桶中，加入3～4倍的水熟化，搅拌均

匀、沉淀，陈伏后成为壳灰膏待用；将陈伏后的壳

灰膏捞出，测定并调节壳灰膏的稠度值在120mm

±5mm范围；按照质量比称取原料；依次将砂子、

矿粉和硅灰投入砂浆搅拌机干拌均匀至少1min，

然后加入壳灰膏和水共同搅拌至少3min，混合均

匀即得。凝结硬化快，强度与粘结力、弹性模量

高，具有良好耐候性，收缩变形小，体积稳定；与

砖石历史建筑砌体相容性好、匹配性佳。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7页  附图2页

CN 111675525 B

2021.07.23

CN
 1
11
67
55
25
 B



1.一种改性壳灰砂浆，其特征在于按质量份数计，由如下组份组成：壳灰膏0.6～0.8

份、矿粉0.15～0.35份、硅灰0.05份、砂子2.5份，自来水0.2～0.3份；所述壳灰膏系由牡蛎

壳灰提前熟化而成，其稠度值为（120±5）mm；所述硅灰采用比表面积≥15000  m2/kg，SiO2含

量≥85%的硅灰；所述矿粉采用S95级矿粉；所述砂子为细度模数在1.6～2.2范围的机制砂

或河砂；

所述一种改性壳灰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将牡蛎壳灰倒入大号塑料桶中，加入3～4倍的水使之熟化，不断搅拌均匀、沉淀，陈

伏后成为壳灰膏待用；陈伏期内始终保持壳灰膏上面有一层水分，使其与空气隔绝；所述牡

蛎壳灰是由牡蛎壳经800～1000℃煅烧后通过分级筛选得到，为白色粉末状材料，要求细度

指标0.2mm方孔筛筛余百分数≤2%，纯度指标（CaO+  MgO）含量≥85%；

2）将陈伏后的壳灰膏捞出，测定并调节壳灰膏的稠度值在120mm±5mm范围；

3）按照质量比称取壳灰膏、矿粉、硅灰、砂子与水；

4）依次将砂子、矿粉和硅灰投入砂浆搅拌机干拌均匀至少1  min，然后加入壳灰膏和水

共同搅拌至少  3min，混合均匀即得改性壳灰砂浆。

2.如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改性壳灰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牡蛎壳灰倒入大号塑料桶中，加入3～4倍的水使之熟化，不断搅拌均匀、沉淀，陈

伏后成为壳灰膏待用；陈伏期内始终保持壳灰膏上面有一层水分，使其与空气隔绝；所述牡

蛎壳灰是由牡蛎壳经800～1000℃煅烧后通过分级筛选得到，为白色粉末状材料，要求细度

指标0.2mm方孔筛筛余百分数≤2%，纯度指标（CaO+  MgO）含量≥85%；

2）将陈伏后的壳灰膏捞出，测定并调节壳灰膏的稠度值在120mm±5mm范围；

3）按照质量比称取壳灰膏、矿粉、硅灰、砂子与水；

4）依次将砂子、矿粉和硅灰投入砂浆搅拌机干拌均匀至少1  min，然后加入壳灰膏和水

共同搅拌至少3  min，混合均匀即得改性壳灰砂浆。

3.如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改性壳灰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1）中，所述壳灰

膏的陈伏时间至少为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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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改性壳灰砂浆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特别是涉及用于文物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加固修复以及新

建传统风貌建筑的一种改性壳灰砂浆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石灰是人类最早使用的无机胶凝材料之一，与历史建筑砖石砌体材料兼容，不会

对历史建筑造成二次破坏，在历史建筑修复领域具有其他材料不可取代的优势。石灰砂浆

与砖石砌体能够很好的匹配，不仅避免了使用高分子灌浆料及注浆料、聚合物砂浆等有机

修复材料容易老化、使用寿命短的问题，同时也避免了使用水泥基砂浆修复时造成的色差

明显、强度过高的问题，且两类砂浆与砖石砌体的匹配性较差。我国内陆地区通常采用石灰

石来烧制石灰，而在东南沿海地区,人们采用随处可见的牡蛎壳来烧制石灰(简称壳灰)。牡

蛎壳的主要成分由无机质和有机质两部分组成。碳酸钙是无机质部分的主要成分，占牡蛎

壳质量的90％以上，其中钙元素占40％左右。将牡蛎壳经800℃以上高温窑烧并碾碎成粉

末，再掺合砂子、黄泥及红糖、蒸熟的糯米等配制壳灰砂浆，用来砌筑墙体，建造房屋，这一

做法在东南沿海十分普遍。本着“原材料、原工艺、最小干预”的保护原则，在修复众多百年

历史文物建筑和风貌建筑时采用壳灰砂浆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0003] 然而，采用传统壳灰砂浆修复历史风貌砖石砌体建筑存在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壳

灰是一种气硬性胶凝材料，通过在空气中逐渐结晶和碳化而硬化，强度发展缓慢，导致壳灰

砂浆凝结硬化慢，硬化后的强度低，特别是早期强度低。即使加入糯米、蛋清、红糖等传统材

料改性的壳灰砂浆，其强度依然很低(不到1MPa)，特别是其与砌体之间的粘结强度很低，抗

震性能差，无法满足砖石砌体补强加固要求；第二，壳灰砂浆的耐水性差，在潮湿环境或水

中易分解溃散，在沿海地区砌体结构修复中的使用效果并不理想；第三，壳灰在干燥硬化过

程中会失去大量游离水形成多孔结构，为水分及一些可溶性离子进入浆体内部提供通道，

对砂浆的抗侵蚀性和抗渗性等耐久性能造成不利影响。综上所述，传统壳灰砂浆的物理力

学性能和耐久性能存在缺陷，无法满足文物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砖石砌体修缮、加固要求，

需要采取科学方法来改善其性能缺陷。

[0004] 国内外围绕石灰基修复砂浆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在石灰基砂浆的组成、结构与性

能等方面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对于传统石灰(由石灰石煅烧而成)砂浆的改性研究主要侧

重于加入传统材料(如糯米、蛋清、红糖等)，但是改性后的石灰砂浆强度依然很低(不到

1MPa)[1]‑[2]。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开展了天然水硬性石灰砂浆的制备研究，其中包括对砂浆

的改性研究。常用的改性方法包括添加外加剂如减水剂、添加火山灰成分如硅灰、添加増韧

材料如纤维[3]‑[7]。天然水硬性石灰砂浆虽然适用性强，但在我国以及许多国家并不常见，

需要进口，使用有限。

[0005] 随着我国沿海地区牡蛎养殖规模和生产加工能力的大幅提高，大量残留的牡蛎壳

的资源化利用受到重视。目前，国内外有关研究多集中在生物、医药、化工原料及土壤改良

剂、饲料添加剂等方面[8]‑[14]。关于制备建筑材料方面，仅有少数学者开展了牡蛎壳作为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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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和砂浆的细骨料、水泥的掺合料方面的研究[15]‑[17]，然而至今未见关于壳灰砂浆和改

性壳灰砂浆的相关研究与报道。

[0006] 因此，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研究开发一种能够克服传统壳灰砂浆性能缺陷的新型

改性壳灰砂浆，提升壳灰砂浆在文物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砌体修复加固工程以及新建传统

砌体建筑工程中的利用价值，对于壳灰砂浆的科学利用和文物与历史建筑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

[0007] 参考文献：

[0008] [1]魏国锋,张秉坚,方世强.添加剂对传统糯米灰浆性能的影响及其机理[J].土

木建筑与环境工程.2011.33(5):143‑149.

[0009] [2]周虎.传统糯米灰浆在砖石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D]:[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

学,2016.

[0010] [3]王琳琳,刘泽,王栋民等.泥灰岩制备天然水硬性石灰工艺优化及性能[J].硅

酸盐通报,2019(03):853‑858.

[0011] [4]张云升,王晓辉,肖建强,杨林.古建水硬性石灰材料的制备与耐久性能[J].建

筑材料学报,2018(01):143‑149.

[0012] [5]杨建林,宋文伟,王来贵等.古建筑用水硬性石灰的合成及力学性能研究[J].

硅酸盐通报,2018(08):2633‑2639.

[0013] [6]王菊琳,徐树强.一种砖石建筑修补用轻质高强天然水硬性石灰砂浆及其制备

方法[P].中国专利,201410340738.2,2016‑01‑20.

[0014] [7]朱绘美,李辉,刘文欢.一种生土建筑加固修复用矿渣调和水硬石灰砂浆及其

制备方法[P].中国专利,201910551451.7,2019‑09‑03.

[0015] [8]王淇.牡蛎壳废弃物综合利用探讨[J].科技资讯,2018(21):107‑108.

[0016] [9]赵娟,杨耐德,周亮.牡蛎壳资源开发利用综述[J].安徽农学通报,2015(21):

79‑80.

[0017] [10]Ali  Naqi,Salman  Siddique,Hyeong‑Ki  Kim,Jeong  Gook  Jang.Examining 

the  potential  of  calcined  oyster  shell  waste  as  additive  in  high  volume  slag 

cement[J].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2020(1):16‑25.

[0018] [11]林荣晓.牡蛎壳制备水质改良剂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农林大学,

2013.

[0019] [12]陈玉枝,林舒.牡蛎壳与龙骨成分的分析[J] .福建医科大学学报,1999 ,33

(4):432‑434.

[0020] [13]林荣晓,苏永昌,杨妙峰等.牡蛎壳粉对水体中低浓度重金属离子的吸附性能

研究[J].福建水产,2013,33(4):432‑434.

[0021] [14]陈文韬.牡蛎壳组成特性及其综合利用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农林

大学,2013.

[0022] [15]Ali  Naqi,Salman  Siddique,Hyeong‑Ki  Kim,Jeong  Gook  Jang.Examining 

the  potential  of  calcined  oyster  shell  waste  as  additive  in  high  volume  slag 

cement[J].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2020(1):16‑25.

[0023] [16]Eun‑Ik  Yang ,Myung‑Yu  Kim ,Hae‑Geun  Park ,Seong‑Tae  Yi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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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al  replacement  of  sand  with  dry  oyster  shell  on  the  long‑term 

performance  of  concrete[J].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Materials,2009(6):135‑

149.

[0024] [17]Da  Chen,Pengcheng  Zhang ,Tao  Pan,Yingdi  Liao,Hui  Zhao.Evaluation 

of  the  eco‑friendly  crushed  waste  oyster  shell  mortars  containing 

supplementary  cementitious  material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

(12):76‑89.

发明内容

[002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传统壳灰砂浆存在的凝结硬化慢、硬化强度低、收缩变形

大及耐候性差等性能缺陷，提供外观与传统壳灰砂浆一致，色差小，加固修复效果好，满足

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修旧如旧”要求的一种改性壳灰砂浆及其制备方法。

[0026] 所述改性壳灰砂浆按质量份数计，由如下组份组成：壳灰膏0.6～0.8份、矿粉0.15

～0.35份、硅灰0.05份、砂子2.5份，自来水0.2～0.3份。

[0027] 所述壳灰膏的稠度值可在(120±5)mm；所述壳灰膏可由牡蛎壳灰加入3～4倍的水

提前熟化并陈伏7天以上制得；

[0028] 所述矿粉可采用S95矿粉，矿粉的比表面积≥400m2/kg，其余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GB/T  18736《用于水泥和混凝土的粒化高炉矿渣粉》的规定；

[0029] 所述硅灰可采用比表面积≥15000m2/kg，SiO2含量≥85％，硅灰其余指标符合GB/T 

27690《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的规定

[0030] 所述砂子可采用机制砂或河砂，优选机制砂；砂子要求颗粒级配良好，细度模数在

1.6～3.0范围，细砂或中砂均可，其余指标符合GB/T  14684《建设用砂》的规定。

[0031] 所述矿粉、硅灰、砂子均可采用市售产品。

[0032] 所述改性壳灰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3] 1)将牡蛎壳灰倒入大号塑料桶中，加入3～4倍的水使之熟化，不断搅拌均匀、沉

淀，陈伏后成为壳灰膏待用。陈伏期内始终保持壳灰膏上面有一层水分，使其与空气隔绝；

[0034] 2)将陈伏后的壳灰膏捞出，测定并调节壳灰膏的稠度值在120mm±5mm范围；

[0035] 3)按照质量比称取壳灰膏、矿粉、硅灰、砂子与水；

[0036] 4)依次将砂子、矿粉和硅灰投入砂浆搅拌机干拌均匀至少1min，然后加入壳灰膏

和水共同搅拌至少3min，混合均匀即得改性壳灰砂浆。

[0037] 在步骤1)中，所述牡蛎壳灰系由牡蛎壳经800℃～1000℃煅烧后，通过分级筛选得

到的白色粉末状材料。要求牡蛎壳灰的细度指标0.2mm方孔筛筛余百分数≤2％，纯度指标

(CaO+MgO)含量≥85％；所述陈伏期的时间不得少于7天，陈伏期内始终保持壳灰膏上面有

一层水分，使壳灰膏与空气隔绝。

[0038] 本发明在壳灰砂浆中引入矿粉与硅灰两种改性材料，将气硬性壳灰转变为同时兼

具水硬性和气硬性的改性壳灰，从而显著提高了壳灰砂浆的强度和粘结力，特别是早期强

度，明显改善了壳灰砂浆的耐久性，且弹性模量有所提高，收缩变形减小，抗变形能力增强。

[0039] 本发明在壳灰砂浆中复掺矿粉与硅灰两种改性材料的作用机理在于三个方面：一

是通过两种改性材料中的活性二氧化硅、活性三氧化二铝等活性成分，与壳灰膏中的氢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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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钙发生二次水化反应(火山灰反应)，生成类似于水泥的水化产物C‑S‑H凝胶和水化铝酸

钙晶体，从而将气硬性壳灰转变为水硬性壳灰，使其具有与天然水硬性石灰相近的水硬性

和气硬性；二是微米级矿粉颗粒与含有纳米级颗粒的微硅粉复合使用，优化了粉体颗粒的

粒度分布，降低了孔隙率，有效改善了砂浆的微观结构；三是矿粉的火山灰效应、胶凝效应

(潜在水硬性)及微集料效应与硅灰的火山灰效应、形态效应及微集料效应的综合叠加，达

到1+1＞2的显著改性效果。

[0040] 本发明所制备的改性壳灰砂浆就地取材，可替代价格昂贵的进口天然水硬石灰制

备石灰基砂浆，满足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砖石砌体修复加固的迫切需求，还为高水平利用

牡蛎壳和矿粉、硅灰等固体废渣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技术途径，具有文物保护和生态环境保

护双重意义。

[0041] 本发明提出的改性壳灰砂浆采用壳灰膏与矿粉、硅灰两种改性材料作为复合胶凝

组分，用机制砂或河砂作为细骨料，与砖石砌体具有良好的相容性。与传统壳灰砂浆相比，

凝结硬化快，强度与粘结力、弹性模量明显提高，特别是早期强度增长较快，同时具有良好

的耐候性，收缩变形小，体积稳定；与水泥砂浆和高分子修复材料相比，其强度发展适中，与

砖石历史建筑砌体的相容性好、匹配性佳，且大量利用了固体废弃物。因此，本发明具有显

著的技术效益和社会效益，便于在砖石文物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砌体修复加固工程、新建

传统砖石砌体建筑工程中推广应用。

[0042] 使用本发明制备的改性壳灰砂浆修复文物建筑与历史风貌建筑，修复速度快，与

既有砂浆的色差小，修复效果好，特别适用于潮湿多雨的南方海洋环境。

[0043] 相对于传统壳灰砂浆、水泥基砂浆及高分子修复材料，本发明具有如下优势：

[0044] (1)通过改性技术，成功地将气硬性壳灰转变为同时兼具水硬性与气硬性的胶凝

材料，从本质上解决了传统壳灰砂浆凝结硬化慢、硬化强度低、不耐水、收缩变形大等性能

缺陷。所研制的改性壳灰砂浆具有凝结硬化快，较高的强度与粘结力及弹性模量，特别是早

期强度增长较快，良好的耐候性与体积稳定性等技术优势；

[0045] (2)改性壳灰砂浆属于无机类石灰基修复加固材料，制备方法简单，与砖石砌体能

够很好的匹配、相容，色差小，有利于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既避免了使用高分

子修复材料易老化、使用寿命短、与砖石砌体相容性差的问题，也避免了使用水泥砂浆修复

时色差明显、强度过高、与砖石砌体不匹配的问题；

[0046] (3)改性壳灰砂浆大量利用了牡蛎壳、矿粉、硅灰等固体废弃物和机制砂，有利于

生态环境保护和文物保护，具有显著的技术效益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47] 图1为对比例1制备的传统壳灰砂浆硬化前后外观对比图。其中a)为硬化前，b)为

硬化后。

[0048] 图2为对比例2制备的水泥砂浆硬化前后外观对比图。其中a)为硬化前，b)为硬化

后。

[0049]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改性壳灰砂浆硬化前后外观对比图。其中a)为硬化

前，b)为硬化后。

[0050] 图4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改性壳灰砂浆砌筑的九砖砌体双剪试件及其受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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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图4中,标记1为改性壳灰砂浆。

[0051] 图5为本发明实施例1制备的改性壳灰砂浆在某历史建筑砖砌体置换前后砂浆抗

压强度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2] 以下实施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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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

护的范围。

[0053] 实施例及对比例所用原材料及性能如下：

[0054] 壳灰：市售纯度(CaO+MgO)含量≥85％，细度0.2mm方孔筛筛余百分数≤2％的壳灰

粉。

[0055] 硅灰：比表面积为15000m2/kg的微硅粉。

[0056] 矿粉：比表面积为453m2/kg的S95级粒化高炉矿渣粉。

[0057] 水泥：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

[0058] 细骨料：颗粒级配良好，细度模数为2.2的机制细砂。

[0059] 水：自来水。

[0060] 实施例1～3：

[0061] 所述改性壳灰砂浆以质量份计，其原材料包括如下组分：壳灰膏0.6～0.8份，矿粉

0.15～0.35份，硅灰0.05份，机制砂2.5份，水0.2～0.3份。实施例1～3的具体质量配比详见

表1。

[0062] 上述改性壳灰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3] (1)将牡蛎壳灰倒入大号塑料桶中，加入3～4倍的水使之熟化，不断搅拌均匀、沉

淀，陈伏7天以上成为壳灰膏待用。陈伏期内始终保持壳灰膏上面有一层水分，使壳灰膏与

空气隔绝；

[0064] (2)将陈伏后的壳灰膏捞出，测定并调节壳灰膏的稠度值在120mm±5mm范围；

[0065] (3)按照质量配合比准确称取壳灰膏、矿粉、硅灰、机制砂与水的用量；

[0066] (4)依次将砂子、矿粉、硅灰投入砂浆搅拌机干拌均匀至少1min，然后加入壳灰膏

和水共同搅拌至少3min，混合均匀即得改性壳灰砂浆。要求搅拌时间不得少于4min。

[0067] 对比例1～2：

[0068] 为了比较改性壳灰砂浆与传统壳灰砂浆、水泥砂浆的性能差异，与实施例1～3不

同的是，对比例1中未掺矿粉和硅灰，对比例2中以普通硅酸盐水泥作为胶凝材料，其他原材

料同实施例1～3。

[0069] 将实施例1～3及对比例1～2的改性壳灰砂浆与对比砂浆的质量配合比汇总于表

1。

[0070] 表1改性壳灰砂浆与对比砂浆的质量配合比

[0071]   壳灰膏 硅灰 矿粉 水泥 骨料 水

实施例1 0.60 0.05 0.35 0 2.5 0.28

实施例2 0.70 0.05 0.25 0 2.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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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3 0.80 0.05 0.15 0 2.5 0.22

对比例1 1 0 0 0 3 0.14

对比例2 0 0 0 1 6.3 1.35

[0072] 对上述实施例1～3及对比例1～2制得的砂浆性能进行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

[0073] 表2砂浆性能测试结果

[0074]

[0075] 注：1)对比例1的传统壳灰砂浆由于凝结硬化非常缓慢，需要14d才能脱模，故无法

测定7d和14d抗压强度；

[0076] 2)由于一折即断，无法测定对比例1的28d抗折强度。

[0077] 对比例1的传统壳灰砂浆外观、对比例2的水泥砂浆外观与实施例1的改性壳灰砂

浆外观如图1～3所示；实施例1的改性壳灰砂浆在九砖砌体双剪试件和某沿海历史建筑砖

砌体加固工程中实际应用的效果如图4～5所示。图4中,标记1为改性壳灰砂浆。本发明实施

例采用机制砂，也可以采用河砂，要求颗粒级配良好，细度模数在1.6～3.0范围，细砂或中

砂均可，其余指标符合GB/T  14684《建设用砂》的规定；效果差异不大，因机制砂成本较低，

可优选机制砂。

[0078] 结果显示，本发明的改性壳灰砂浆外观与传统壳灰砂浆一致，色差小，加固修复效

果好，完全满足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修旧如旧”的要求。经过改性后的壳灰砂浆凝结硬化

速度明显加快，强度与粘结力明显提高，特别是早期强度增长较快；同时具有良好的耐候

性，较高的弹性模量，收缩变形小，体积稳定性好。通过改性技术，本发明从本质上解决了传

统壳灰砂浆凝结硬化慢、硬化强度低、收缩变形大及耐候性差等性能缺陷。本发明所得砂浆

属于无机类石灰基修复加固材料，与砖石砌体能够很好的匹配与相容，有利于文物建筑和

历史建筑的修缮保护，便于在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砌体修复加固工程及新建传统砖石砌体

工程中推广应用。

[0079] 将实施例1的改性壳灰砂浆用于修复某沿海历史风貌建筑砖砌体，修复效果详见

表3。

[0080] 表3改性壳灰砂浆修复沿海历史风貌建筑砖砌体实际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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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0082] 注：采用砂浆贯入仪实测置换后砖缝间改性壳灰砂浆的抗压强度。

[0083] 综上，本发明克服了传统壳灰砂浆的性能缺陷，提升了壳灰砂浆在文物建筑和历

史风貌建筑砌体修复加固工程以及新建传统砌体建筑工程中的利用价值，对于壳灰砂浆的

科学利用和文物与历史建筑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0084]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行

限定。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做出

的各种变更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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