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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可有效恢复离析混凝土拌合物

的工作性能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及其调

节方法，所述调节剂由高岭土、石灰石粉以及二

水石膏构成，高岭土采用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矿

且其质量分数为85-95％，石灰石粉经磨细且其

质量分数为0-10％，二水石膏的质量分数为5％。

所述调节方法包括确定离析混凝土方量、确定凝

胶材料用量、确定调节剂的掺量和用量、添加调

节剂和搅拌步骤。通过上述调节方法掺加该调节

剂后的离析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损失和凝结

时间与正常混凝土基本无差别，硬化混凝土的强

度甚至略有提高。证明了该调节剂对混凝土的凝

结时间和坍落度损失并无明显影响，相反还可以

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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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其特征在于由高岭土、石灰石粉以及二水石膏构成，所述

高岭土采用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矿且其质量分数为85-95％，所述石灰石粉经磨细且其质

量分数为0-10％，所述二水石膏的质量分数为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低品质高岭土煅

烧尾矿的细度≤5％，烧失量≤4％，游离氧化钙含量≤1％；当掺量为30％时，所述低品质高

岭土煅烧尾矿的28d活性指数≥9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石灰石粉的主要

成分为含量≥75％的碳酸钙，其细度≤15％，亚甲蓝值≤1.4g/kg；当掺量为30％时，所述石

灰石粉的28d活性指数≥6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水石膏的主要

成分为含量≥75％的二水硫酸钙，其细度≤10％。

5.权利要求1至4所述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的调节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

骤：

A：确定离析混凝土方量，确定需调整的离析状态的混凝土的方量T1；

B：确定凝胶材料用量，根据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计算出单方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用量B1；

C：确定调节剂的掺量和用量，调节剂的用量一般为凝胶材料用量的3％-5％，根据混凝

土的实际离析程度最终确定调节剂的掺量A1，然后确定调节剂的用量C1＝T1·B1·A1；

D：添加调节剂，根据用量C1称取调节剂，并将称取的调节剂添加至离析的混凝土中；

E：搅拌，对添加有调节剂的离析混凝土进行均匀且充分的搅拌，直至混凝土满足施工

要求，若混凝土仍处于离析状态则应增加调节剂的掺量A1并返回C步骤以增加调节剂的用

量直至满足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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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及其调节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及其调节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以水泥为主要胶凝材料，与水、砂、石，必要时掺入化  学外加剂和矿物掺

合料，按适当比例配合、拌合制成混合物，经一定 时间后硬化形成的人造石材。

[0003] 混凝土是当今世界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建筑材料，预应力混凝  土结构、以聚羧

酸减水剂为代表的高性能混凝土外加剂等混凝土工程  技术的重大进步极大地促进了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混凝土是支  撑我国工程建设发展的关键性材料之一，在我国基础设

施建设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混凝土年产量已经超过40亿立方米，  是世界

上混凝土产量和用量最大的国家。

[0004] 混凝土拌合物必须具备良好的工作性，才能便于施工和获得密实  而均匀的硬化

混凝土，从而保证混凝土的质量。工作性是指混凝土拌  合物能保持其组成成分均匀、不发

生分层离析、泌水等现象，适于运  输、浇筑、振捣成型等施工作业，并获得质量均匀、密实的

混凝土的 性能。

[0005] 混凝土的离析是混凝土拌合物组成成分之间的粘聚力不足以抵  抗粗集料下沉，

混凝土拌合物成分相互分离，造成内部组成和结构不  均匀的现象。通常表现为粗集料与砂

浆相互分离或者粗集料从拌合物 中整体分离出来。

[0006] 外加剂超掺是导致混凝土离析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外加剂是制备  现代混凝土不

可缺少的组分之一。

[0007] 混凝土拌合物的工作性能对混凝土的可施工性、力学性能、结构  耐久性能和长期

性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混凝土施工多采用机械化  泵送施工对混凝土的工作性能要求

较高，一旦发生混凝土严重离析极  易产生堵管，严重影响施工效率；施工浇筑的混凝土结

构易产生蜂窝  麻面、均匀性差等质量缺陷，影响混凝土结构的力学性能、结构耐久  性能、

长期性能，降低结构的使用寿命。

[0008] 随着工程建设的快速发展导致混凝土特别是预拌混凝土一般都  存在生产量大、

生产任务集中等现象，所需要的原材料用量特别大，  极易产生原材料的质量波动，而外加

剂的掺量对原材料质量情况特别  敏感。一旦原材料质量发生较大的波动极易导致外加剂

超掺，发生混  凝土离析的质量问题。目前，针对外加剂超掺引起的混凝土离析没有  较好的

处理方法，一般均做返厂报废处理，不仅造成材料的严重浪费，  而且还会造成对环境的污

染。因此，有必要研究针对外加剂超掺引起 的混凝土离析的调节剂及其调节方法。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可有效恢复离析混凝土拌合物 的工作性能的一

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及其调节方法。

[0010]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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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由高岭土、石灰石粉以及二水石膏构  成，所述高岭土

采用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矿且其质量分数为85-95％，  所述石灰石粉经磨细且其质量分数

为0-10％，所述二水石膏的质量分 数为5％。

[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所述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  矿的细度≤

5％，烧失量≤4％，游离氧化钙含量≤1％；当掺量为30％时，  所述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矿

的28d活性指数≥90％。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所述石灰石粉的主要成分  为含量≥75％

的碳酸钙，其细度≤15％，亚甲蓝值≤1.4g/kg；当掺量  为30％时，所述石灰石粉的28d活性

指数≥60％。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所述二水石膏的主要成分  为含量≥75％

的二水硫酸钙，其细度≤10％。

[0015] 如上所述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的调节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0016] A：确定离析混凝土方量，确定需调整的离析状态的混凝土的方 量T1；

[0017] B：确定凝胶材料用量，根据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计算出单方混凝  土的胶凝材料用

量B1；

[0018] C：确定调节剂的掺量和用量，调节剂的用量一般为凝胶材料用  量的3％-5％，根

据混凝土的实际离析程度最终确定调节剂的掺量A1，  然后确定调节剂的用量C1＝T1·B1·

A1；

[0019] D：添加调节剂，根据用量C1称取调节剂，并将称取的调节剂添  加至离析的混凝土

中；

[0020] E：搅拌，对添加有调节剂的离析混凝土进行均匀且充分的搅拌，  直至混凝土满足

施工要求，若混凝土仍处于离析状态则应增加调节剂 的掺量A1并返回C步骤以增加调节剂

的用量直至满足施工要求。

[0021] 本发明相比现有技术，具有如下技术特点：

[0022] 1、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矿的主要特征是吸附性强，可以吸附混  凝土的外加剂和

水，起到减少混凝土中的自由水和外加剂的含量，同 时其具有较高的化学活性可以适当提

高混凝土的强度。

[0023] 2、石灰石粉主要作为填充材料，一是可以降低调节剂的成本；  二是加入混凝土中

可以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利用其在混凝土中的触  变特性可以提高混凝土的抗离析能力。

[0024] 3、二水石膏主要作为调凝剂，调整混凝土的凝结时间；由于低 品质高岭土煅烧尾

矿类似于水泥熟料，当其加入至混凝土中则会导致  体系中的水泥调凝剂用量不足而需额

外补充。

[0025] 4、高岭土采用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矿，从而将本身无利用价值  且资源丰富的低

品质高岭土进行煅烧回用，从而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 率，非常环保。

[0026] 5、通过上述调节方法掺加该调节剂后的离析混凝土拌合物的坍  落度损失和凝结

时间与正常混凝土基本无差别，硬化混凝土的强度甚  至略有提高。证明了该调节剂对混凝

土的凝结时间和坍落度损失并无 明显影响，相反还可以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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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由高岭土、石灰石粉以及二水石膏构  成，高岭土采用

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矿且其质量分数为85-95％，石  灰石粉经磨细且其质量分数为0-

10％，二水石膏的质量分数为5％。

[0028] 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矿的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5％，烧失  量≤4％(质量分

数)，游离氧化钙含量≤1％(质量分数)；当掺量为  30％时，低品质高岭土煅烧尾矿的28d活

性指数≥90％。低品质高岭土  煅烧尾矿由低品质的高岭土经高温(800℃-1000℃)煅烧而

制成。高 岭土类矿物是由高岭石、地开石、珍珠石、埃洛石等高岭石簇矿物组  成，主要矿物

成分是高岭石。高岭石的晶体化学式为  2SiO2·Al2O3·2H2O，其理论化学组成为46.54％的

SiO2，39.5％的Al2O3，  13.96％的H2O。高岭土类矿物属于1:1型层状硅酸盐，晶体主要由硅 

氧四面体和绍氢氧八面体组成，其中硅氧四面体以共用顶角的方式沿  着二维方向连结形

成六方排列的网格层，各个硅氧四面体未公用的尖  顶氧均朝向一边；由硅氧四面体层和招

氧八面体层公用硅氧四面体层 的尖顶氧组成了1:1型的单位层。

[0029] 石灰石粉的主要成分为含量≥75％(质量分数)的碳酸钙，其细  度(45μm方孔筛筛

余)≤15％，亚甲蓝值≤1.4g/kg；当掺量为30％ 时，石灰石粉的28d活性指数≥60％。

[0030] 二水石膏的主要成分为含量≥75％(质量分数)的二水硫酸钙，  其细度(45μm方孔

筛筛余)≤10％。

[0031] 上述的一种离析混凝土的调节剂的调节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2] A：确定离析混凝土方量，确定需调整的离析状态的混凝土的方 量T1；

[0033] B：确定凝胶材料用量，根据混凝土施工配合比计算出单方混凝  土的胶凝材料用

量B1；

[0034] C：确定调节剂的掺量和用量，调节剂的用量一般为凝胶材料用  量的3％-5％，根

据混凝土的实际离析程度最终确定调节剂的掺量A1，  然后确定调节剂的用量C1＝T1·B1·

A1；

[0035] D：添加调节剂，根据用量C1称取调节剂，并将称取的调节剂添  加至离析的混凝土

中；

[0036] E：搅拌，对添加有调节剂的离析混凝土进行均匀且充分的搅拌，  直至混凝土满足

施工要求，若混凝土仍处于离析状态则应增加调节剂 的掺量A1并返回C步骤以增加调节剂

的用量直至满足施工要求。

[0037] 如果混凝土采用搅拌运输车运输，则应将适量的调节剂从运输车  的下料口加入

至运输车的罐体内与离析的混凝土进行混合，并快速搅  120s-180s，直至满足施工要求。

[0038] 通过实验测试作出表1和表2，表1和表2表示出通过上述调节  方法掺加上述调节

剂后的离析混凝土与正常混凝土之间的工作性能 的对比情况。通过实验测试可得知离析

混凝土经调节剂调节后的坍落  度损失和凝结时间与正常混凝土基本无差别，相反其硬化

混凝土的强  度还略有提高。因此本发明的调节剂可有效恢复离析混凝土的工作性  能，而

且对混凝土的凝结时间和坍落度损失并无明显影响，相反还可 以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0039]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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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注：同配合比的严重离析混凝土的初始坍落度/扩展度为掺加有适量(掺量A1取 

值5％)调节剂后的测试结果。其中调节剂组成1由质量比为85：10:5的低品质  高岭土煅烧

尾矿、磨细石灰石粉和二水石膏构成，调节剂组成2由质量比为95:5 的低品质高岭土煅烧

尾矿和二水石膏构成。

[0042] 表2

[0043]

[0044] 注：同配合比的严重离析混凝土的初始坍落度/扩展度为掺加有适量(掺量A1取 

值3％)调节剂后的测试结果。其中调节剂组成1由质量比为85：10:5的低品质  高岭土煅烧

尾矿、磨细石灰石粉和二水石膏构成，调节剂组成2由质量比为95:5 的低品质高岭土煅烧

尾矿和二水石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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