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266129.1

(22)申请日 2018.10.29

(71)申请人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北京天誉有

限公司

地址 100113 北京市通州区工业开发区光

华路1号

(72)发明人 张利俊　秦宪明　项斌峰　王灵秀　

刘新状　邱洪华　蔡素燕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万科园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责任公司 11230

代理人 张亚军　吴茜

(51)Int.Cl.

C04B 28/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再生ECC的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

备再生ECC的方法，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经破碎、

搅拌后得到的：15～40份的水泥、10～40份的废

混凝土微细粉、10～60份的粉煤灰、20～40份的

水、0.2～2份的减水剂、0.01～0.5份的增强剂和

1～4份的化学合成纤维。本发明的再生ECC，料浆

初始流动度大，达到200～400mm；28天抗压强度

达50.0MPa以上，轴心抗拉强度达5.0MPa以上；极

限延伸率达3.0％以上，平均裂缝宽度90μm～

150μm，平均裂缝数20～35条。本发明利用废混

凝土微细粉制备再生ECC的方法，工艺简单；利用

建筑物拆迁的废混凝土微粉替代水泥胶材，化废

为宝，进行资源化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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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而成的再生ECC，其特征在于，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经

破碎、搅拌后得到的：15～40份的水泥、10～40份的废混凝土微细粉、10～60份的粉煤灰、20

～40份的水、0.2～2份的减水剂、0.01～0.5份的增强剂和1～4份的化学合成纤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ECC，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4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ECC，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为既有建筑拆

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经破碎和筛分后获得的粉体，比表面积为400～600m2/k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ECC，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粉煤灰，为I级、Ⅱ级粉煤灰，比

表面积为500～850m2/k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ECC，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减水剂，包括但不限于萘系减水

剂、氨基磺酸系减水剂、三聚氰胺系减水剂、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ECC，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增强剂，包括但不限于醇胺类、

醇类、糖类、硫酸盐类、氯盐类增强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再生ECC，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化学合成纤维，为聚乙烯醇纤

维；纤维直径20μm～50μm，纤维长度为5mm～25mm。

8.一种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再生ECC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既有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破碎粉磨为比表面积为400～600m2/kg的

粉末，筛分后取筛底即得到废混凝土微细粉，待用；

(2)、将15～40份的水泥、10～40份步骤(1)得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10～60份的粉煤灰

混合后以58～65转/分钟的速度搅拌30s；然后加20～40份的水以62～67转/分钟的低速搅

拌2min；之后再缓缓加入0.2～2份的减水剂和0.01～0.5份的增强剂，并以115～135转/分

钟的加速搅拌1.5min后获得均匀流动的基材；搅拌完成后，得到均匀流动的基材，初始流动

度为200～400mm；

(3)、步骤(2)得到均匀流动的基材后，采用57～63转/分钟的低速搅拌3min，期间手工

缓慢加入1～4份的化学合成纤维以确保纤维能够均匀分布而不出现结团现象，纤维在2min

内加完，低速搅拌完成后即得到再生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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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再生ECC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泥基复合材料，是一种高延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及其制

备方法，具体涉及一种利用固体废弃物制备的具有高延性、应变硬化、多缝开裂的再生高延

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建筑材料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高延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Engineered  Cementitious  Composites，ECC)

是一种以纤维作为增强材料，以水泥、矿物掺合料和混凝土外加剂为基体原材料，经加水搅

拌、成型、养护制备的，在轴心拉伸荷载下具有多缝开裂特性的复合材料。其基本特性为平

均裂缝宽度不大于200μm且极限伸长率不低于1％。高延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

(Engineered  Cementitious  Composites，ECC)可用于建筑的抗震连梁、柱节点，或制作抗

震耗能构件，提高建(构)筑物的抗震性能。

[0003] 废混凝土是一种建筑物拆迁形成的垃圾固废，是建筑物因达到使用年限或因老化

被拆毁，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将废混凝土破碎粉磨成混凝土微细粉，混凝土微细粉中的主要

成分有AFt、AFm、C-S-H凝胶、水化铝酸钙等水泥水化产物、未完全水化的水泥颗粒、混凝土

骨料磨细的细粉料(主要为SiO2、CaCO3等)等。废混凝土微细粉根据成分不同，其活性大小不

同。

[0004] 本发明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替代部分水泥制备出具有高抗压强度、高延性、应变

硬化和多缝开裂的再生ECC。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建筑固废制备高强度高延性再生ECC及其制

备方法，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出再生ECC性能指标优异，同时将废混凝土进行了资源化

开发利用，保护了自然环境。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利用固废制备高品质水泥基材料。本发明提供一种利用

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而成的再生高延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利用经过加工处理后的

废混凝土微细粉替代水泥胶凝材料，制备出具有高抗压强度、高延性、应变硬化和多缝开裂

的再生高延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出的再生高延性纤维增

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再生ECC)性能指标优异：制备的再生ECC的28天抗压强度达50.0MPa以

上，轴心抗拉强度达5.0MPa以上，极限延伸率达3.0％以上，平均裂缝宽度90μm～150μm，平

均裂缝数20～35条，具有应变硬化和多缝开裂的特性。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而成的再生ECC，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经破碎、磨细

和搅拌后得到的：15～40份的水泥、10～40份的废混凝土微细粉、10～60份的粉煤灰、20～

40份的水、0.2～2份的减水剂、0.01～0.5份的增强剂和1～4份的化学合成纤维。

[0008]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42.5。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为既有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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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经破碎、磨细和筛分后获得的粉体，比表面积为400～600m2/kg。

[0010]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粉煤灰，为I级、Ⅱ级粉煤灰，比表面积为500～850m2/kg。

[001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减水剂，包括但不限于萘系减水剂、氨基磺酸系减水剂、

三聚氰胺系减水剂、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优选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增强剂，包括但不限于醇胺类、醇类、糖类、硫酸盐类、氯

盐类增强剂，优选为硫酸盐类增强剂，进一步优选为硫酸铝盐。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的化学合成纤维，为聚乙烯醇纤维；纤维直径20μm～50μm，

纤维长度为5mm～25mm。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的再生ECC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1)、将既有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破碎磨细为比表面积为400～600m2/

kg的粉末，筛分后取筛底即得到废混凝土微细粉，待用；

[0016] (2)、将15～40份的水泥、10～40份步骤(1)得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10～60份的粉

煤灰混合后以58～65转/分钟的速度搅拌30s；然后加20～40份的水以62～67转/分钟的低

速搅拌2min；之后再缓缓加入0.2～2份的减水剂和0.01～0.5份的增强剂，并以115～135

转/分钟的加速搅拌1.5min后获得均匀流动的基材；搅拌完成后，得到均匀流动的基材，初

始流动度为200～400mm；

[0017] (3)、步骤(2)得到均匀流动的基材后，采用57～63转/分钟的低速搅拌3min，期间

手工缓慢加入1～4份的化学合成纤维以确保纤维能够均匀分布而不出现结团现象，纤维在

2min内加完，低速搅拌完成后即得到再生ECC。

[0018] 上述技术方案中，步骤(2)、步骤(3)整个搅拌过程用时为8～12min。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的高抗压高延性再生ECC具有以

下有益效果：

[0020] 1.再生ECC料浆初始流动度大，达到200～400mm。

[0021] 2.采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的再生ECC的28天抗压强度达50.0MPa以上，轴心抗拉

强度达5.0MPa以上，性能优异。

[0022] 3.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的再生ECC的应变硬化和多缝开裂特性优异，极限延伸率

达3.0％以上，平均裂缝宽度90μm～150μm，平均裂缝数20～35条。

[0023] 4.本发明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再生ECC的工艺简单、利用建筑物拆迁得到的

废混凝土微细粉替代水泥胶材，化废为宝，进行资源化综合利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具体实施方式详细描述，但本发明并不限于以下描述内

容：

[0025] 实施例1：

[0026] 一种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而成的再生ECC，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分比

为：水泥、废混凝土粉、粉煤灰、水、减水剂、增强剂、化学合成纤维的重量比为29.05：21.79：

21.79：25.42：0.44：0.04：1.49。

[0027] 所述的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42.5；

[0028] 所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为既有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经破碎、粉磨、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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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后获得的粉体，比表面积为490m2/kg；

[0029] 所述的粉煤灰，为I级粉煤灰，比表面积为650m2/kg；

[0030] 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0031] 所述的增强剂为硫酸铝盐增强剂；

[0032] 所述的化学合成纤维，为聚乙烯醇纤维；纤维直径36μm，纤维长度为12mm。

[0033] 上述的再生高延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是通过下述方法制备而成的：

[0034] (1)、将既有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破碎粉磨为比表面积为490m2/kg的

粉末，筛分后取筛底即得到废混凝土微细粉，待用；

[0035] (2)、将29.05份的水泥、21.79份步骤(1)得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21.79份的粉煤

灰混合搅拌30s(搅拌速度60转/分钟)，然后加25.42份的水低速搅拌2min(搅拌速度65转/

分钟)，之后再缓缓加入0.44份的减水剂和0.04份的增强剂，并加速搅拌1.5min(搅拌速度

125转/分钟)后获得均匀流动的基材，初始流动度为360mm；

[0036] (3)、步骤(2)得到均匀流动的基材后，采用低速搅拌3min(搅拌速度60转/分钟)，

期间手工缓慢加入1.49份的化学合成纤维以确保纤维能够均匀分布而不出现结团现象，纤

维在2min内加完；低速搅拌完成后即得到再生ECC。

[0037] 将得到的再生ECC在标准养护室养护至28天，28天抗压强度为56MPa、轴心抗拉强

度为5.4MPa、极限延伸率为3.5％，平均裂缝宽度126μm，平均裂缝数28条。

[0038] 实施例2：

[0039] 一种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而成的再生ECC，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分比

为：水泥、废混凝土粉、粉煤灰、水、减水剂、增强剂、化学合成纤维的重量比为25.42：14.52：

32.68：29.05：0.51：0.06：1.34。

[0040] 所述的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42.5；

[0041] 所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为既有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经破碎、粉磨、筛

分后获得的粉体，比表面积为520m2/kg；

[0042] 所述的粉煤灰，为I级粉煤灰，比表面积为680m2/kg；

[0043] 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0044] 所述的增强剂为硫酸铝盐增强剂；

[0045] 所述的化学合成纤维，为聚乙烯醇纤维；纤维直径42μm，纤维长度为10mm。

[0046] 上述的再生ECC是通过下述方法制备而成的：

[0047] (1)、将既有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破碎粉磨为比表面积为520m2/kg的

粉末，筛分后取筛底即得到废混凝土微细粉，待用；

[0048] (2)、将25.42份的水泥、14.52份步骤(1)得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32.68份的粉煤

灰混合搅拌40s(搅拌速度58转/分钟)，然后加29.05份的水低速搅拌2min(搅拌速度67转/

分钟)，之后再缓缓加入0.51份的减水剂和0.06份的增强剂，并加速搅拌2min(搅拌速度120

转/分钟)后获得均匀流动的基材，初始流动度为300mm；

[0049] (3)、步骤(2)得到均匀流动的基材后，采用低速搅拌3.5min(搅拌速度61转/分

钟)，期间手工缓慢加入1.34份的化学合成纤维以确保纤维能够均匀分布而不出现结团现

象，纤维在2min内加完；低速搅拌完成后即得到再生ECC。

[0050] 将得到的再生ECC在标准养护室养护至28天，28天抗压强度为52MPa、轴心抗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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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5.2MPa、极限延伸率为4.1％，平均裂缝宽度108μm，平均裂缝数32条。

[0051] 实施例3：

[0052] 一种利用废混凝土微细粉制备而成的再生ECC，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分比

为：水泥、废混凝土粉、粉煤灰、水、减水剂、增强剂、化学合成纤维的重量比为17.81：17.81：

35.61：29.05：0.57：0.08：1.46。

[0053] 所述的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42.5；

[0054] 所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为既有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经破碎、粉磨、筛

分后获得的粉体，比表面积为560m2/kg；

[0055] 所述的粉煤灰，为I级粉煤灰，比表面积为730m2/kg；

[0056] 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0057] 所述的增强剂为硫酸铝盐增强剂；

[0058] 所述的化学合成纤维，为聚乙烯醇纤维；纤维直径32μm，纤维长度为14mm。

[0059] 上述的再生ECC是通过下述方法制备而成的：

[0060] (1)、将既有建筑拆除过程中产生的废混凝土破碎粉磨为比表面积为560m2/kg的

粉末，筛分后取筛底即得到废混凝土微细粉，待用；

[0061] (2)、将17.81份的水泥、17.81份步骤(1)得到的废混凝土微细粉、35.61份的粉煤

灰混合搅拌45s(搅拌速度59转/分钟)，然后加29.05份的水低速搅拌2min(搅拌速度64转/

分钟)，之后再缓缓加入0.57份的减水剂和0.08份的增强剂，并加速搅拌1.5min(搅拌速度

130转/分钟)后获得均匀流动的基材，初始流动度为260mm；；

[0062] (3)、步骤(2)得到均匀流动的基材后，采用低速搅拌4min(搅拌速度58转/分钟)，

期间手工缓慢加入1.46份的化学合成纤维以确保纤维能够均匀分布而不出现结团现象，纤

维在2min内加完；低速搅拌完成后即得到再生ECC。

[0063] 将得到的再生ECC在标准养护室养护至28天，28天抗压强度为54MPa、轴心抗拉强

度为5.3MPa、极限延伸率为3.1％，平均裂缝宽度138μm，平均裂缝数23条。

[0064] 上述实例只是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以及技术特点，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的实质所做的等效变换或修饰，都应该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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