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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

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水泥：60-

8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50-70份，粗骨料：15-20

份，细骨料：10-15份，粉煤灰：20-25份，水：40-50

份，膨润土：2-4份，减水剂：10-15份，三萜皂甙：

3-5份，酸化石棉粉：1-2份，氯化铝：1-2份，矿物

掺和料：10-15份，玻化微珠：2-4份，石墨烯粉末：

1-3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3-5份，增

稠剂：0.5-1份，有机纤维材料：5-7份，抗菌剂：1-

3份；该混凝土成本低廉，结构更加密实，提高建

筑施工的高强性、稳定性和耐久性，寿命则远高

于传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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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60-8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50-70份，粗骨料：15-20份，细骨料：10-15份，粉煤灰：

20-25份，水：40-50份，膨润土：2-4份，减水剂：10-15份，三萜皂甙：3-5份，酸化石棉粉：1-2

份，氯化铝：1-2份，矿物掺和料：10-15份，玻化微珠：2-4份，石墨烯粉末：1-3份，纳米碳化

硼-碳化硅晶须粉末：3-5份，增稠剂：0.5-1份，有机纤维材料：5-7份，抗菌剂：1-3份；

所述的水泥包括矿渣32.5级水泥和52.5等级硅酸盐水泥的混合物；所述粗骨料的原料

为石灰岩或花岗岩；所述细骨料为中、粗河沙或人工砂，细度模数为2.5-2.7；所述矿物掺和

料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钙的混合物，按质量比计二氧化硅：氧化钙=2:1；所述的增稠剂为羟丙

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混合；所述的有机纤维材料为

植物纤维、动物纤维、人造碳纤维、碳纳米管等一种或多种材料的混合；所述的抗菌剂为硝

酸铈、硝酸镧和银离子抗菌剂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

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6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50份，粗骨料：15份，细骨料：10份，粉煤灰：20份，水：40-

50份，膨润土：2份，减水剂：10份，三萜皂甙：3份，酸化石棉粉：1份，氯化铝：1份，矿物掺和

料：10份，玻化微珠：2份，石墨烯粉末：1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3份，增稠剂：0.5

份，有机纤维材料：5份，抗菌剂：1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

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8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70份，粗骨料：20份，细骨料：15份，粉煤灰：25份，水：50

份，膨润土：4份，减水剂：15份，三萜皂甙：5份，酸化石棉粉：2份，氯化铝：2份，矿物掺和料：

15份，玻化微珠：2-4份，石墨烯粉末：3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5份，增稠剂：1份，

有机纤维材料：7份，抗菌剂：3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

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7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60份，粗骨料：18份，细骨料：13份，粉煤灰：22份，水：45

份，膨润土：3份，减水剂：12份，三萜皂甙：4份，酸化石棉粉：1.5份，氯化铝：1.5份，矿物掺和

料：12份，玻化微珠：3份，石墨烯粉末：2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4份，增稠剂：0.8

份，有机纤维材料：6份，抗菌剂：2份。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

粗骨料含水率0.09-0.2%；所述细骨料含水率0.2-0.5%。

6.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减水剂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聚羧酸盐碱水剂：20-25份，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10-15份，阻锈剂：1-3份，缓凝剂：2-4

份，消泡剂：0.5-1份，水：40-50份；

所述聚羧酸盐碱水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如下：先将聚乙二醇单甲醚、聚醚多元醇和水，升

温反应，滴加不饱和酸、催化剂以及不饱和单体的混合溶液，滴加2-4h，保温1-3h，降温至

50-55℃，调节pH6-8，得到聚羧酸盐碱水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阻锈剂为亚硝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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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所述的缓凝剂为木素磺酸钙；所述的消泡剂为有机硅消泡剂。

8.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

酸化石棉粉的制备方法为：将石棉在温度为30-35℃的质量浓度为1-3%的盐酸溶液中搅拌

处理30-40min，取出后烘干至含水量7-8%，研磨成粉，过200目筛即得。

9.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

混凝土的制备工艺具体如下：

（1）将水泥、再生混凝土微粉、粗骨料、细骨料、粉煤灰和水倒入搅拌机内，打开搅拌机，

搅拌5-10min，使搅拌机对立面的原材料进行搅拌混合；

（2）然后向搅拌机内加入膨润土、减水剂、三萜皂甙、酸化石棉粉、氯化铝、矿物掺和料、

玻化微珠、石墨烯粉末、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增稠剂及抗菌剂，继续搅拌20-

30min；

（3）向步骤（2）中加入有机纤维材料一边加入一边搅拌，继续搅拌10-15min，然后装料

桶内；

（4）将步骤（3）的装料桶放置在振动台上，然后打开振动台，震动20-30min后关闭震动

台，用冷凝机对装料桶内的混凝土进行冷却，冷却10-15min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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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凝土，具体涉及一种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处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临全面的改革，传统混凝土建筑企业内外部

环境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新的行业发展形势和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传统混凝土建

筑行业只有充分把握当前的重大挑战和机遇，依靠科技进步，模式创新，不断做强做大做

优，才能适应新的要求，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随着市场对混凝土要

求的不断提高，绿色环保低碳节能技术的推陈出新，混凝土行业同样面临着转型升级的问

题。

[0003] 研发中低强度混凝土高性能化，主要是提高建筑施工的高强性、稳定性和耐久性，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少工业发达国家正面临一些钢筋混凝土结构，特别是早年修建

的桥梁等基础设施老化问题，需要投入巨资进行维修或更新。美国国家材料咨询局的一份

政府报告指出：在美国当时的57.5万座桥梁中，大约有25.3万座处于不同程度的破坏状态，

有的使用期不到20年，而且受损的桥梁每年还增加3.5万座。在提交美国国会的报告“国家

公路和桥梁现状”中指出，为修复或更换现存有缺陷桥梁的费用需投资910亿美元；如拖延

修复进程，费用将增至1310亿美元。美国现存的全部混凝土工程的价值约6万亿美元，每年

用于维修的费用高达300亿美元。在加拿大，为修复劣化损坏的全部基础设施工程估计要耗

费5000亿美元。我国结构工程中混凝土耐久性问题也非常严重。建设部组织了对国内混凝

土结构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工业建筑及露天构筑物在使用25-30年后即需大修，处于有害介

质中的建筑物使用寿命仅15—20年，相对于房屋建筑来说，处于露天环境下的桥梁耐久性

与病害状况更为严重。据2000年全国公路普查，到2000年底我国已有各式公路桥梁27889

座，公路危桥9597座，每年实际需要维修费用38亿元，而实际到位仅8亿元。港口、码头、闸门

等工程因处于海洋环境，氯离子侵蚀引发钢筋锈蚀，导致构件开裂、腐蚀情况最为严重。交

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等单位对华南地区18座码头调查的结果，有80%以上均发生严重或较

严重的钢筋锈蚀破坏，出现破坏的时间有的距建成仅5—10年。另外混凝土作为用量最大的

人造材料，不能不考虑它的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尽管与钢材、铝材、塑料等其它建筑材

料相比，混凝土本身也是一种洁净材料，但由于它的用量庞大，过度开采矿石和砂、石骨料

已在不少地方造成资源破坏并严重影响环境和天然景观。有些大城市现已难以获得质量合

格的砂石。另一方面，由于混凝土过早劣化，如何处置费旧日工程拆除后的混凝土垃圾也给

环境带来威胁。因此，未来的混凝土必须从根本上减少水泥用量，必须更多地利用各种工业

废渣作为其原材料；必须充分考虑废弃混凝土的再生利用，未来的混凝土必须是高性能的，

尤其是耐久的。“高性能混凝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目前普通环境下的许多混凝土

结构，在使用了不太长的时间之后常因耐久性不足而破坏，混凝土的耐久性问题已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现阶段许多大型、特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地铁与隧道，公路与桥梁等重大

工程在设计中多采用低强和中等强度的混凝土，但寿命设计则要求达到或超过100年，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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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三峡大坝浇筑的混凝土强度大多在C25-C30，但是使用寿命却要求很长，又如南京地铁工

程，其大量应用的混凝土强度也是C25—C30，但它的设计寿命也要求大于100年，但由于传

统的混凝土理论认为混凝土抗压强度提高了，耐久性能也能得到相应提高，受此影响，通常

采取了不断提高混凝土的高计强度等级来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能。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

高强能混凝土与高性能混凝土相提并论，认为混凝土的设计强度提高后，各项耐久性能都

能够相应得到提高，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建造成本，还增加了建筑物的整体负荷因此，在

中低强度混凝土的高性能化方向上力求突破行业瓶颈，引领行业普通混凝土的转型升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以上现有技术存在的缺点，提出一种高性能

中低强度混凝土，该混凝土成本低廉，结构更加密实，  提高建筑施工的高强性、稳定性和耐

久性，寿命则远高于传统产品。

[0005] 本发明解决以上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60-8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50-70份，粗骨料：15-20份，细骨料：10-15份，粉煤灰：

20-25份，水：40-50份，膨润土：2-4份，减水剂：10-15份，三萜皂甙：3-5份，酸化石棉粉：1-2

份，氯化铝：1-2份，矿物掺和料：10-15份，玻化微珠：2-4份，石墨烯粉末：1-3份，纳米碳化

硼-碳化硅晶须粉末：3-5份，增稠剂：0.5-1份，有机纤维材料：5-7份，抗菌剂：1-3份；

水泥包括矿渣32.5级水泥和52.5等级硅酸盐水泥的混合物；粗骨料的原料为石灰岩或

花岗岩；细骨料为中、粗河沙或人工砂，细度模数为2.5-2.7；矿物掺和料为二氧化硅和氧化

钙的混合物，按质量比计二氧化硅：氧化钙=2:1；增稠剂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乙基甲

基纤维素醚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混合；有机纤维材料为植物纤维、动物纤维、人造碳纤维、

碳纳米管等一种或多种材料的混合；抗菌剂为硝酸铈、硝酸镧和银离子抗菌剂中的一种或

者多种。

[0006] 本发明进一步限定的技术方案为：

前述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中，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6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50份，粗骨料：15份，细骨料：10份，粉煤灰：20份，水：40-

50份，膨润土：2份，减水剂：10份，三萜皂甙：3份，酸化石棉粉：1份，氯化铝：1份，矿物掺和

料：10份，玻化微珠：2份，石墨烯粉末：1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3份，增稠剂：0.5

份，有机纤维材料：5份，抗菌剂：1份。

[0007] 前述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中，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8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70份，粗骨料：20份，细骨料：15份，粉煤灰：25份，水：50

份，膨润土：4份，减水剂：15份，三萜皂甙：5份，酸化石棉粉：2份，氯化铝：2份，矿物掺和料：

15份，玻化微珠：2-4份，石墨烯粉末：3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5份，增稠剂：1份，

有机纤维材料：7份，抗菌剂：3份。

[0008] 前述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中，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7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60份，粗骨料：18份，细骨料：13份，粉煤灰：22份，水：45

份，膨润土：3份，减水剂：12份，三萜皂甙：4份，酸化石棉粉：1.5份，氯化铝：1.5份，矿物掺和

料：12份，玻化微珠：3份，石墨烯粉末：2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4份，增稠剂：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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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机纤维材料：6份，抗菌剂：2份。

[0009] 前述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中，粗骨料含水率0.09-0 .2%；细骨料含水率0.2-

0.5%。

[0010] 前述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中，减水剂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聚羧酸盐碱水剂：20-25份，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10-15份，阻锈剂：1-3份，缓凝剂：2-4

份，消泡剂：0.5-1份，水：40-50份；

聚羧酸盐碱水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如下：先将聚乙二醇单甲醚、聚醚多元醇和水，升温反

应，滴加不饱和酸、催化剂以及不饱和单体的混合溶液，滴加2-4h，保温1-3h，降温至50-55

℃，调节pH6-8，得到聚羧酸盐碱水剂。

[0011] 前述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中，阻锈剂为亚硝酸钠；缓凝剂为木素磺酸钙；消泡剂

为有机硅消泡剂。

[0012] 前述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中，酸化石棉粉的制备方法为：将石棉在温度为30-35

℃的质量浓度为1-3%的盐酸溶液中搅拌处理30-40min，取出后烘干至含水量7-8%，研磨成

粉，过200目筛即得。

[0013] 前述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中，混凝土的制备工艺具体如下：

（1）将水泥、再生混凝土微粉、粗骨料、细骨料、粉煤灰和水倒入搅拌机内，打开搅拌机，

搅拌5-10min，使搅拌机对立面的原材料进行搅拌混合；

（2）然后向搅拌机内加入膨润土、减水剂、三萜皂甙、酸化石棉粉、氯化铝、矿物掺和料、

玻化微珠、石墨烯粉末、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增稠剂及抗菌剂，继续搅拌20-

30min；

（3）向步骤（2）中加入有机纤维材料一边加入一边搅拌，继续搅拌10-15min，然后装料

桶内；

（4）将步骤（3）的装料桶放置在振动台上，然后打开振动台，震动20-30min后关闭震动

台，用冷凝机对装料桶内的混凝土进行冷却，冷却10-15min即可。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所需原材料来源广泛，主要为常规水泥、砂石、粉煤灰、外加剂和水，来源广泛成

本低廉；本发明的高性能化中低强度混凝土，大大优于传统中低强度混凝土，在成本相当的

情况下，建筑施工的稳定性大大提高，寿命则远高于传统产品。

[0015] 性能：配合比设计应以干燥状态骨料为基准，细骨料含水率小于  0.5%，粗骨料含

水率小于0.2%；抗压强度达到100%；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的试验方法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0、《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

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和《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2的

规定，具有良好的拌合物性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

在成本相当的情况下，建筑施工的稳定性大大提高，寿命则远高于传统产品。本发明产

品生产具有自动化程度高,生产能力大,称量精度高，投资少,搅拌质量好,能实现多仓号,

多配合比,不间断地连续生产，不仅大大节约了资源，而且实现了低成本化，具有显著的竞

争优势。

[0016] 本发明产品的应用会给建筑业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巨大，大幅度提高建筑的耐久

性，通过本项目的技术升级转型发展，对上下游企业具有明显的带动和提升作用，该产品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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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高、性价比高，符合国家推广绿色节能建筑要求。

[0017] 本发明对原材料的基本性能研究，对混凝土的配方进行综合研发，本发明保持合

适的水胶比、砂率，通过掺加外加剂使坍落度保持在(200±20)mm范围内，改变胶凝材料的

总用量，提高混凝土和易性；

采用再生混凝土微粉为胶凝材料组分，再生微粉具有的自养护作用，与复合减水剂的

减缩作用，可显著提高混凝土早强抗裂性能；因此，混凝土具有高体积稳定性。

[0018] 本发明采用三萜皂甙，三萜皂甙引入混凝土中的气泡的间距系数为0.2-0.3mm，混

凝土在经受200次冻融循环后的相对动弹性模量保留率大于90%，因此，混凝土具有高耐久

性。

[0019] 本发明粗骨料的原料为石灰岩或花岗岩，粗骨料是混凝土中最重要的一种材料，

本申请选用石灰岩和花岗岩确保质量，这样可以发挥出混凝土自身的作用和性能；

本发明中矿物掺和料、石墨烯粉末及玻化微珠的混合加入，提高了混凝土的流动性和

粘聚性；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的加入提高了混凝土的密实性和刚性强度，有效实现

了混凝土的高性能特征。增加抗菌剂提高抗菌效果，使得环保效果好。

[0020] 本发明中加入了纤维，这些纤维分布于整个混凝土中，使得混凝土得到辅助的加

强，以防止收缩裂缝，也可最大限度减小在有强度状态下混凝与可能出现裂缝的宽度和长

度，提高混凝土的抗拉强度。

[0021] 本发明中很多添加剂如酸化石棉等之间配合使用实现减水性能，防止混凝土的流

动性随时间降低，有利于混凝土填筑中进行施工，有效减少水泥的使用量，克服一般混凝土

减水性能差和强度不足的缺陷，使混凝土构筑件强度提高，进而满足使用需求。

[0022] 本发明在常规材料与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基础上，优化混凝土集料的级配设计，

获得最小空隙率，减少混凝土中水泥浆的量；采用高效减水剂减少混凝土的用水量；掺加大

掺量的活性矿物掺料，活性矿物掺料在混凝土中起到填充作用，降低水泥的用量，活性矿物

掺料由于发挥了其复合效应，降低了水胶比，减少了毛细孔的数量，改善水泥浆的质量，改

善了混凝土中水泥石的孔隙结构，改善了水泥石的微观结构和混凝土的均匀性、密实性，使

混凝土结构更加密实，强度与耐久性得到明显提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实施例1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6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50份，粗骨料：15份，细骨料：10份，粉煤灰：20份，水：40-

50份，膨润土：2份，减水剂：10份，三萜皂甙：3份，酸化石棉粉：1份，氯化铝：1份，矿物掺和

料：10份，玻化微珠：2份，石墨烯粉末：1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3份，增稠剂：0.5

份，有机纤维材料：5份，抗菌剂：1份；

水泥包括矿渣32.5级水泥和52.5等级硅酸盐水泥的混合物；粗骨料的原料为石灰岩；

细骨料为中河沙，细度模数为2.5；矿物掺和料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钙的混合物，按质量比计

二氧化硅：氧化钙=2:1；增稠剂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有机纤维材料为植物纤维；抗菌剂

为硝酸铈。

[0024] 在本实施例中：粗骨料含水率0.09%；细骨料含水率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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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在本实施例中：减水剂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聚羧酸盐碱水剂：20份，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10份，阻锈剂：1份，缓凝剂：2份，消泡剂：

0.5份，水：40份；

聚羧酸盐碱水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如下：先将聚乙二醇单甲醚、聚醚多元醇和水，升温反

应，滴加不饱和酸、催化剂以及不饱和单体的混合溶液，滴加2h，保温1h，降温至50℃，调节

pH6，得到聚羧酸盐碱水剂。

[0026] 本实施例中催化剂、不饱和单体、不饱和酸等为具体的试剂采用是常规生产用试

剂。

[0027] 在本实施例中，阻锈剂为亚硝酸钠；缓凝剂为木素磺酸钙；消泡剂为有机硅消泡

剂。

[0028] 在本实施例中，酸化石棉粉的制备方法为：将石棉在温度为30℃的质量浓度为1%

的盐酸溶液中搅拌处理30min，取出后烘干至含水量7%，研磨成粉，过200目筛即得。

[0029] 上述混凝土的制备工艺具体如下：

（1）将水泥、再生混凝土微粉、粗骨料、细骨料、粉煤灰和水倒入搅拌机内，打开搅拌机，

搅拌5min，使搅拌机对立面的原材料进行搅拌混合；

（2）然后向搅拌机内加入膨润土、减水剂、三萜皂甙、酸化石棉粉、氯化铝、矿物掺和料、

玻化微珠、石墨烯粉末、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增稠剂及抗菌剂，继续搅拌20min；

（3）向步骤（2）中加入有机纤维材料一边加入一边搅拌，继续搅拌10min，然后装料桶

内；

（4）将步骤（3）的装料桶放置在振动台上，然后打开振动台，震动20min后关闭震动台，

用冷凝机对装料桶内的混凝土进行冷却，冷却10min即可。

[0030] 实施例2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8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70份，粗骨料：20份，细骨料：15份，粉煤灰：25份，水：50

份，膨润土：4份，减水剂：15份，三萜皂甙：5份，酸化石棉粉：2份，氯化铝：2份，矿物掺和料：

15份，玻化微珠：2-4份，石墨烯粉末：3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5份，增稠剂：1份，

有机纤维材料：7份，抗菌剂：3份；

水泥包括矿渣32.5级水泥和52.5等级硅酸盐水泥的混合物；粗骨料的原料为石灰岩或

花岗岩；细骨料为粗河沙，细度模数为22.7；矿物掺和料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钙的混合物，按

质量比计二氧化硅：氧化钙=2:1；增稠剂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混

合；有机纤维材料为植物纤维、动物纤维混合；抗菌剂为硝酸铈、硝酸镧混合。

[0031] 在本实施例中：粗骨料含水率0.2%；细骨料含水率0.5%。

[0032] 在本实施例中：减水剂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聚羧酸盐碱水剂：25份，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15份，阻锈剂：3份，缓凝剂：4份，消泡剂：

1份，水：50份；

聚羧酸盐碱水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如下：先将聚乙二醇单甲醚、聚醚多元醇和水，升温反

应，滴加不饱和酸、催化剂以及不饱和单体的混合溶液，滴加4h，保温3h，降温至55℃，调节

pH8，得到聚羧酸盐碱水剂。

[0033] 在本实施例中，阻锈剂为亚硝酸钠；缓凝剂为木素磺酸钙；消泡剂为有机硅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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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0034] 在本实施例中，酸化石棉粉的制备方法为：将石棉在温度为35℃的质量浓度为3%

的盐酸溶液中搅拌处理40min，取出后烘干至含水量8%，研磨成粉，过200目筛即得。

[0035] 上述混凝土的制备工艺具体如下：

（1）将水泥、再生混凝土微粉、粗骨料、细骨料、粉煤灰和水倒入搅拌机内，打开搅拌机，

搅拌10min，使搅拌机对立面的原材料进行搅拌混合；

（2）然后向搅拌机内加入膨润土、减水剂、三萜皂甙、酸化石棉粉、氯化铝、矿物掺和料、

玻化微珠、石墨烯粉末、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增稠剂及抗菌剂，继续搅拌30min；

（3）向步骤（2）中加入有机纤维材料一边加入一边搅拌，继续搅拌15min，然后装料桶

内；

（4）将步骤（3）的装料桶放置在振动台上，然后打开振动台，震动30min后关闭震动台，

用冷凝机对装料桶内的混凝土进行冷却，冷却15min即可。

[0036] 实施例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高性能中低强度混凝土，该混凝土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水泥：70份，再生混凝土微粉：60份，粗骨料：18份，细骨料：13份，粉煤灰：22份，水：45

份，膨润土：3份，减水剂：12份，三萜皂甙：4份，酸化石棉粉：1.5份，氯化铝：1.5份，矿物掺和

料：12份，玻化微珠：3份，石墨烯粉末：2份，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4份，增稠剂：0.8

份，有机纤维材料：6份，抗菌剂：2份；

水泥包括矿渣32.5级水泥和52.5等级硅酸盐水泥的混合物；粗骨料的原料为花岗岩；

细骨料为人工砂，细度模数为2.6；矿物掺和料为二氧化硅和氧化钙的混合物，按质量比计

二氧化硅：氧化钙=2:1；增稠剂为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有机纤维材料为碳纳米管；抗菌剂

为银离子抗菌剂。

[0037] 在本实施例中：粗骨料含水率0.1%；细骨料含水率0.3%。

[0038] 在本实施例中：减水剂按质量份数计包括以下组分：

聚羧酸盐碱水剂：22份，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13份，阻锈剂：2份，缓凝剂：3份，消泡剂：

0.8份，水：45份；

聚羧酸盐碱水剂的制备方法具体如下：先将聚乙二醇单甲醚、聚醚多元醇和水，升温反

应，滴加不饱和酸、催化剂以及不饱和单体的混合溶液，滴加3h，保温2h，降温至52℃，调节

pH7，得到聚羧酸盐碱水剂。

[0039] 、在本实施例中，阻锈剂为亚硝酸钠；缓凝剂为木素磺酸钙；消泡剂为有机硅消泡

剂。

[0040] 在本实施例中，酸化石棉粉的制备方法为：将石棉在温度为33℃的质量浓度为2%

的盐酸溶液中搅拌处理32min，取出后烘干至含水量7%，研磨成粉，过200目筛即得。

[0041] 上述混凝土的制备工艺具体如下：

（1）将水泥、再生混凝土微粉、粗骨料、细骨料、粉煤灰和水倒入搅拌机内，打开搅拌机，

搅拌8min，使搅拌机对立面的原材料进行搅拌混合；

（2）然后向搅拌机内加入膨润土、减水剂、三萜皂甙、酸化石棉粉、氯化铝、矿物掺和料、

玻化微珠、石墨烯粉末、纳米碳化硼-碳化硅晶须粉末、增稠剂及抗菌剂，继续搅拌25min；

（3）向步骤（2）中加入有机纤维材料一边加入一边搅拌，继续搅拌13min，然后装料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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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4）将步骤（3）的装料桶放置在振动台上，然后打开振动台，震动25min后关闭震动台，

用冷凝机对装料桶内的混凝土进行冷却，冷却13min即可。

[0042] 本实施例中混凝土拌合物中水溶性氯离子最大含量不大于0.3%；本发明所用减水

剂是一种复合减水剂减水率大于30%，减缩率达到25%以上，混凝土初始坍落度达到220±

20mm，经时损失≤10mm，使得混凝土具有高工作性。

[0043] 除上述实施例外，本发明还可以有其他实施方式。凡采用等同替换或等效变换形

成的技术方案，均落在本发明要求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9824330 A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ES00009
	DES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