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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密实混凝土，包括以下以

重量份数表示的组分：水泥410‑420份；粉煤灰

50‑60份；矿渣粉30‑35份；砂750‑760份；粗骨料

970‑980份；外加剂10‑15份；膨胀剂28‑35份；水

150‑160份；其中粗骨料包括重量比为5:1的石子

和相变陶粒，外加剂包括质量比为2:1的聚羧酸

减水剂和粘结剂。在混凝土中加入膨胀剂和复合

相变材料，填充满自密实混凝土内部空隙，减少

混泥土内部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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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以重量份数表示的组分：水泥410-420份；

粉煤灰50-60份；矿渣粉30-35份；砂750-760份；粗骨料970-980份；外加剂10-15份；膨

胀剂28-35份；水150-160份；其中粗骨料包括重量比为5:1的石子和相变陶粒，外加剂包括

质量比为2:1的聚羧酸减水剂和粘结剂，粘结剂为环氧改性丙烯酸酯共聚乳液；

其中，相变陶粒由以下方法制得：将石蜡加热到液态，在高强陶粒中填充石蜡，高强陶

粒内部填充满石蜡之后，使用乳化沥青初步封装，乳化沥青包裹在高强陶粒外部得到相变

陶粒，且相变陶粒使用时，在与混凝土中的砂、石混合之前，预先和部分矿渣粉混合实现二

次封装后再与砂石混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相变陶粒包括质量比为1:（2-

2.5）的高强陶粒和石蜡。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水泥为P.O.42.5级，28天强度≥

58.2MPa。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粉煤灰为F类Ⅰ级，需水量比≤

92%，细度≤6%，烧失量≤1.5%。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砂为Ⅱ区中砂，细度模数为2.7-

2.9。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石子使用粒径为5-20mm连续级配

碎石。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自密实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以重量份数表示的组

分：水泥413份；粉煤灰53份；矿渣粉32份；砂758份；粗骨料972份；外加剂10.1份；膨胀剂32

份；水159份。

8.一种如权利要求2-7任一项所述的自密实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步骤一、加热石蜡至液态，真空条件下在高强陶粒中吸入石蜡，降至室温之后，将吸有

石蜡的高强陶粒放入乳化沥青中拌和封装得到相变陶粒；

步骤二、相变陶粒与1/3矿渣粉搅拌混合均匀，之后加入砂、石子混合搅拌形成骨料混

合物；

步骤三、水泥、粉煤灰、剩余2/3矿渣粉、膨胀剂混合搅拌均匀制得浆料混合物；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制得的浆料混合物加入步骤二中的骨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制得拌

和料；

步骤五、聚羧酸减水剂和粘结剂溶于水中制得外加剂溶液；

步骤六、将步骤五中制得的外加剂溶液加入步骤四种的拌和料中搅拌均匀制得自密实

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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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密实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自密实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自密实混凝土拌和物具有足够的塑性粘度，浇筑时在自重下能够流动、填充密实，

在致密钢筋中也能够完全填充模板，获得很好的均质性。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101805160B的专利公开了一种自密实混凝土，在混凝土中浆料混

合物包括水泥、粉煤灰，其中粉煤灰包括粉煤灰漂珠和碱性活化粉煤灰漂珠，粉煤灰漂珠和

碱性活化粉煤灰漂珠具有耐温隔热的特点，在施工过程中水泥的水化反应产生大量的热，

热量聚集在混凝土内部不易散发，而表面的热量散发较快，导致混凝土内部和表面之间形

成较大的温差，导致内外温差不一致，当受到较大外力时，混凝土内部或者表面可能产生裂

缝，影响自密实混凝土的强度。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自密实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在混凝土中加入膨胀剂

和复合相变材料，填充满自密实混凝土内部空隙，减少混泥土内部裂缝。

[0005]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自密实混凝土，包括以

下以重量份数表示的组分：水泥410-420份；粉煤灰50-60份；矿渣粉30-35份；砂750-760份；

粗骨料970-980份；外加剂10-15份；膨胀剂28-35份；水150-160份；其中粗骨料包括重量比

为5:1的石子和相变陶粒，外加剂包括质量比为2:1的聚羧酸减水剂和粘结剂。

[0006]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石子、相变陶粒和砂互相搭接构筑形成基本的搭接骨架。石子

和相变陶粒构筑形成的粗骨料互相搭接形成基本骨架，细骨料砂填充在基本骨架之间，进

一步增强搭接骨架的强度。水泥、粉煤灰、矿渣粉遇水混合形成浆料混合物，浆料混合物包

裹在搭接骨架的外部。水泥水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使用部分粉煤灰和矿渣粉代替水

泥，可以减少水泥用量，进而减少水泥水化热。

[0007] 在基本骨架中使用石子和相变陶粒构筑形成的粗骨料，相变陶粒内部填充有相变

材料，水泥水化过程中产生的热量被相变材料吸收储存，降低混凝土内的温度，以免内外温

差过大导致前期水泥水化过程中产生裂缝。

[0008] 在浆料混合物中加入膨胀剂，膨胀剂中的硫铝酸钙水化物作为膨胀源，在水泥水

化初期和中期生产大量的钙钒石，混凝土的体积产生适度膨胀，用于抵消混凝土在硬化过

程中由于收缩应力造成的开裂，混凝土内部更加致密，进而减少混凝土内部的裂缝，混凝土

整体具有很好的抗裂防渗的功能。

[0009] 进一步地，相变陶粒包括质量比为1:(2-2.5)的高强陶粒和石蜡。

[0010]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相变陶粒使用高强陶粒作为支撑主体，高强陶粒的孔隙率很

大，高强陶粒抽真空吸入石蜡。石蜡填充在高强陶粒的孔隙中，高墙陶粒内部填充满石蜡，

用以吸收水泥水化产生的热量，以免混凝土内部的温度升高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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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进一步地，粘结剂为环氧改性丙烯酸酯共聚乳液。

[0012]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外加剂使用聚羧酸减水剂和环氧改性丙烯酸酯共聚乳液复

配。聚羧酸减水剂的分子中含有大量的磺酸基、羧基吸附在水泥颗粒表面起到锚固作用，水

泥颗粒之间在静电排斥的作用下均匀分散。分散均匀的水泥颗粒表面与水的接触面积更

大，加快水泥水化的速度。水泥水化之后的产物填充满混凝土中的颗粒，整个混凝土内部填

充密实，进一步增强混凝土的抗渗性。环氧改性丙烯酸酯共聚乳液分子中含有大量羧基和

环氧基官能团，一方面可以与聚羧酸减水剂结合对水泥起到一定的分散作用，另外一方面

可以促进浆料混合物与搭接骨架之间的胶黏作用，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减少内部裂缝。

[0013] 进一步地，水泥为P.O.42.5级混凝土，28天强度≥58.2MPa。

[0014] 进一步地，粉煤灰为F类Ⅰ级，需水量比≤92％，细度≤6％，烧失量≤1.5％。

[0015] 进一步地，砂为Ⅱ区中砂，细度模数为2.7-2.9。

[0016] 进一步地，石子使用粒径为5-20mm连续级配碎石。

[0017]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选取抗压强度较大的水泥作为浆料混合物，其与骨料配合之

后，可提高混凝土整体的黏结强度。使用粉煤灰替代部分水泥，一方面可以减少水的用量，

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水泥用量进而减少水泥水化产生的热量。使用粒径为5-20mm连续级配的

碎石作为粗骨料，Ⅱ区中砂填充在粗骨料之间。粗骨料提供整体的强度支撑，砂填充在碎石

之间，浆料混合物进一步填充在碎石和砂之间增加碎石和砂的黏结性能，自密实混凝土具

有很好的流动性、和易性，使用时，自密实混泥土可以在重力下自由流动，并填充密实。碎石

和砂在浆料混合物的黏结作用下不分层、不泌水。

[0018] 优选地，一种自密实混凝土，包括以下以重量份数表示的组分：水泥413份；粉煤灰

53份；矿渣粉32份；砂758份；粗骨料972份；外加剂10.1份；膨胀剂32份；水159份。

[0019]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经过多次试验，在该配比下制得的混凝土具有很好的自流动

性，和易性较好，整体稳定性较强。

[0020] 进一步地，一种自密实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1] 步骤一、加热石蜡至液态，真空条件下在高强陶粒中吸入石蜡，降至室温之后，将

吸有石蜡的高强陶粒放入乳化沥青中拌和封装得到相变陶粒；

[0022] 步骤二、相变陶粒与1/3矿渣粉搅拌混合均匀，之后加入砂、石子混合搅拌形成骨

料混合物；

[0023] 步骤三、水泥、粉煤灰、剩余2/3矿渣粉、膨胀剂混合搅拌均匀制得浆料混合物；步

骤四、将步骤三中制得的浆料混合物加入步骤二中的骨料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制得拌和料；

[0024] 步骤五、聚羧酸减水剂和粘结剂溶于水中制得外加剂溶液；

[0025] 步骤六、将步骤五中制得的外加剂溶液加入步骤四种的拌和料中搅拌均匀制得自

密实混凝土。

[0026] 采用以上技术方案，将石蜡加热至液态，在高强陶粒中填充满石蜡，石蜡在高强陶

粒孔隙的限定下不会从高强陶粒中泄露。但如果温度太高，达到石蜡的相变温度，部分石蜡

会脱离孔隙流出，可能会影响整体混凝土的强度。因此，在高强陶粒内部填充满石蜡之后，

使用乳化沥青初步封装，乳化沥青具有很好黏结作用，包裹在高强陶粒外部类似一层封膜，

大大减少填充在高强陶粒内的石蜡外泄。同时乳化沥青具有很好的黏结性能，与混凝土中

的其它物料粘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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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相变陶粒在与混凝土中的砂、石混合之前，预先和部分矿渣粉混合实现二次封装。

矿渣粉包裹在相变陶粒的外部，在相变陶粒的外部包裹浆料混合物时，浆料混合物与相变

陶粒的黏结性能较好，同时相变陶粒具有很好的自流动性能，自密实混凝土的整体和易性

较好。

[0028] 水泥、粉煤灰、矿渣粉和膨胀剂混合搅拌均匀制得浆料混合物，将膨胀剂加入到浆

料混合物中，增加浆料混合物的粘性。此外，膨胀剂在水泥水化初期和中期产生的适度膨

胀，混凝土内部更加致密，具有很好的抗裂防渗的功能。

[0029] 骨料混合物和浆料混合物混合均匀制得拌和料之后，再加入聚羧酸减水剂和粘结

剂，进一步增强自密实混凝土的混合均匀性，以及整体自密实混凝土的强度。

[0030]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1] 1、使用石子、砂和相变陶粒复配作为自密实混凝土的基础搭接骨架，连续级配的

石子和相变陶粒提供基本的骨架强度，砂填充在石子和相变陶粒之间，进一步增大自密实

混凝土的强度。此外，自密实混凝土在浇筑时，砂类似于“滚珠”，提高自密实混凝土的自流

动性和和易性。

[0032] 2、相变陶粒使用高强陶粒作为基本支撑体，在相变陶粒内部填充满石蜡作为相变

材料，可以吸收水泥水化过程产生的热量，减少自密实混凝土内外温差，减少由于自密实混

凝土内外温差产生的裂缝。

[0033] 3、在相变陶粒的外部使用乳化沥青进行初步封装，之后使用矿渣粉进行二次封

装。乳化沥青具有一定的弹性，并且具有很好的黏结性能，可以紧密包裹在相变陶粒的外

部。之后使用矿渣粉进行二次封装，提高相变陶粒与浆料混合物的黏结性能，提高自密实混

凝土的整体密实性能。

[0034] 4.在浆料混合物中加入膨胀剂，在水泥水化初期和中期产生适度膨胀，用于抵消

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由于收缩应力造成的开裂，减少混凝土内部的裂缝。

[0035] 5、减水剂和粘结剂复配，提高水泥的分散性，在水泥水化初期促进水泥水化。水泥

水化之后的产物填充满混凝土中的颗粒，整个混凝土内部填充密实，进一步增强混凝土的

抗渗性。此外，环氧改性丙烯酸酯共聚乳液分子以促进浆料混合物与搭接骨架之间的胶黏

作用，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减少内部裂缝。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以下各实施例涉及的原料规格和厂家如表1所示。

[0038] 表1各实施例涉及的原料规格和厂家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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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实施例一：一种自密实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步骤一、加热108kg石蜡至液态，真空条件下在54kg高强陶粒中吸入石蜡，降至室

温之后，将吸有石蜡的高强陶粒放入乳化沥青中拌和封装得到相变陶粒；

[0043] 步骤二、162kg的相变陶粒与10kg矿渣粉搅拌混合均匀，之后加入758kg砂、810kg

石子混合5min搅拌形成骨料混合物；

[0044] 步骤三、413kg水泥、53kg粉煤灰、22kg矿渣粉、32kg膨胀剂混合搅拌3min制得浆料

混合物；

[0045] 步骤四、将步骤三中制得的浆料混合物加入步骤二中的骨料混合物中在强制搅拌

机中搅拌2min制得拌和料；

[0046] 步骤五、6.7kg聚羧酸减水剂和3.4kg粘结剂溶于水中制得外加剂溶液；

[0047] 步骤六、将步骤五中制得的外加剂溶液加入步骤四种的拌和料中在强制搅拌机中

搅拌2min制得自密实混凝土。

[0048] 其余实施例与实施例一的制备方法均相同，区别在于组分的配比不同，具体如表2

所示。

[0049] 表2各实施例的组分配比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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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以上各实施例制备的自密实混凝土按照GB/T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

验方法》的标准测试其抗压强度和抗弯强度。使用GB/T50082《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

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的加压法测试混凝土标准试块的渗水深度。混凝土硬化之后观察其

表面是否有裂缝。具体测试数据如表3所示。

[0053] 表3以上各实施例制备的自密实混凝土的性能测试结果

[0054]

[0055] 由以上各实施例制备得到的自密实混凝土，在28天抗压强度均可以达到69MPa以

上，抗弯折强度也可以达到7.9MPa以上。并且其抗渗水性较强，其内部的密实性较好。从表

面观察情况来看，自密实混凝土的表面几乎无裂缝。

[0056] 对比例一：与实施例一相比，该对比例中相变陶粒不经过封装处理。

[0057] 对比例二：与实施例一相比，相变陶粒中不添加石蜡。

[0058] 对比例三：与实施例一相比，膨胀剂使用矿渣粉代替。

[0059] 对比例四：与实施例一相比，石子使用5-25mm级配的碎石。

[0060] 对比例五：与实施例一相比，外加剂仅使用聚羧酸减水剂。

[0061] 由以上各对比例制得的自密实混凝土的性能测试如表4所示。

[0062] 表4各对比例制得的自密实混凝土的性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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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测试项目 对比例一 对比例二 对比例三 对比例四 对比例五

28天抗压强度(MPa) 57 52 63 65 60

抗折强度(MPa) 6 4.9 6.2 6.7 5.9

渗水深度(mm) 18 26 9 7 11

表面情况 有裂缝 有裂缝 有裂缝 无裂缝 有裂缝

[0064] 由以上结果可知，当相变陶粒不经过封装就与石子和砂混合时，达到相变材料的

相变温度时，高强陶粒内的相变材料可能泄露，自密实混凝土内部产生裂缝，对整个自密实

混凝土的强度造成较大影响。

[0065] 若仅使用相变陶粒、石子和砂作为基本的骨架支撑。水泥水化过程中，混凝土内部

产生大量的热，内部的热量不容易散发，与混凝土外部的温差增大，容易导致开裂，强度也

相应下降。

[0066] 若不使用膨胀剂，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产生的收缩应力可能造成的混凝土试块开

裂，混凝土内部产生裂缝，同时也影响自密实混凝土的强度。

[0067] 如果使用5-25mm连续级配的石子作为基本搭接骨料，骨料的平均粒径较大，在与

砂混合时，由于级配不合适，自密实混凝土在流动过程中可能分层，影响自密实混凝土的强

度。

[0068] 若外加剂仅使用聚羧酸减水剂，搭接骨料和浆料混合物之间的黏结强度下降，其

内部容易产生细小裂纹，进而影响自密实混凝土的整体强度。

[0069]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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