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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

定煤矸石混合料，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

煤矸石粗集料50～70份、煤矸石细集料30～50

份、水泥2～4份、固化剂0.01～0.02份、活性剂1

～3份和结合剂0.01～0.03份。本发明所述方法

制备得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

合料路用性能优良、具有优异的抗压强度、抗裂

性能和耐久性，对于减少无机结合料稳定煤矸石

混合料基层道路工程的病害具有重大意义；本发

明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属于

无毒无腐蚀类复合材料，原材料来源广泛，成本

低，生产过程环保节能，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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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特征在于，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

制成：煤矸石粗集料50～70份、煤矸石细集料30～50份、水泥2～4份、固化剂0.01～0.02份、

活性剂1～3份和结合剂0.01～0.03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特征在于，由如下

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煤矸石粗集料60.5份、煤矸石细集料39.5份，水泥3份，固化剂0.015

份、活性剂2份和结合剂0.02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煤矸石集料全部由非自燃煤矸石组成，煤矸石集料级配满足《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C-A-1级配要求。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水泥强度等级应为32.5和/或42.5，且满足《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

2015要求。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固化剂为北京华夏先河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A类表面活性剂型液体土壤固化剂，无腐

蚀性，可溶于水。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活性剂为活化煤矸石，细度控制在345±15m2/kg。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结合剂为纳米氧化钙。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按照权利要求1所述配合比称取各原料；

（2）将煤矸石磨细成粉末，控制一定细度范围，使用高温箱式电阻炉将煤矸石粉末在

700℃下高温煅烧1～3h，得到活性剂活性煤矸石；

（3）将结合剂纳米氧化钙与水按一定质量比溶于纯净水中，高速搅拌混合溶液；

（4）将级配煤矸石加水闷料4h后，先添加所述水泥、步骤（2）所得活性煤矸石和剩余水

拌和均匀，再添加步骤（3）所得纳米氧化钙混合溶液和所述固化剂后拌和均匀，即得到所述

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所述步骤（2）中，将煤矸石磨细成粉末，细度控制在345±15m2/kg，使用高温箱式电

阻炉将煤矸石粉末在700℃下高温煅烧2h，得到活性剂活性煤矸石。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所述步骤（3）中，将结合剂纳米氧化钙与水按一定质量比氧化钙：水=1：10溶于纯净

水中，高速搅拌混合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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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及其应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工程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

石混合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煤炭资源仍是生产生活中主要的资源之一，而煤炭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煤矸

石的处理问题成为环境保护中不容小觑的难题。将煤矸石破碎后用作道路工程中的集料是

公路工程中对煤矸石应用的主要途径，煤矸石集料具有类似岩石集料的物理性能，具有良

好的承载能力，坚固性好，稳定性高等优点。然而因为煤矸石本身坚固性较差，空隙较多，导

致道路路面煤矸石集料基层的耐久性较差，容易产生裂缝、翻浆等病害，这大大缩短了道路

的使用年限，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0003] 因此，开发一种新型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来提高煤矸石路面基层的承载能力及

耐久性是目前煤矸石应用于道路工程的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及

其制备方法，在保证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路用性能的同时，解决现有技术中无机结合

料稳定煤矸石混合料路面基层的早期强度不高、收缩开裂严重和耐久性差的技术问题。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设计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煤矸

石粗集料50～70份、煤矸石细集料30～50份、水泥2～4份、固化剂0.01～0.02份、活性剂1～

3份和结合剂0.01～0.03份。

[0006] 优选的，上述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

成：煤矸石粗集料60.5份、煤矸石细集料39.5份，水泥3份，固化剂0.015份、活性剂2份和结

合剂0.02份。

[0007] 优选的，所述煤矸石集料全部由非自燃煤矸石组成，煤矸石集料级配满足《公路路

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C-A-1级配要求。

[0008] 优选的，所述水泥强度等级应为32.5和/或42.5，且满足《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

细则》（JTG/T  F20-2015）要求。

[0009] 优选的，所述固化剂为北京华夏先河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A类液体土壤固化剂，

表面活性剂型，无腐蚀性，可溶于水。

[0010] 优选的，所述活性剂为活化煤矸石，细度控制在345±15m2/kg。

[0011] 优选的，所述结合剂为纳米氧化钙。

[0012] 上述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

步骤：

（1）按照所述配合比称取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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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煤矸石磨细成粉末，控制一定细度范围，使用高温箱式电阻炉将煤矸石粉末在

700℃下高温煅烧1～3h，得到活性剂活性煤矸石；

（3）将结合剂纳米氧化钙与水按一定质量比溶于纯净水中，高速搅拌混合溶液；

（4）将级配煤矸石加水闷料4h后，先添加所述水泥、步骤（2）所得活性煤矸石和剩余水

拌和均匀，再添加步骤（3）所得纳米氧化钙混合溶液和所述固化剂后拌和均匀，即得到所述

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

[0013]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2）中，将煤矸石磨细成粉末，细度控制在345±15m2/kg，使用

高温箱式电阻炉将煤矸石粉末在700℃下高温煅烧2h，得到活性剂活性煤矸石。

[0014]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3）中，将结合剂纳米氧化钙与水按一定质量比氧化钙：水=1：

10溶于纯净水中，高速搅拌混合溶液。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在于：

1.  本发明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材料中加入了A类表面活性剂型

土壤固化剂，该固化剂可改变集料颗粒表面活性提高土体的密实度，无机结合料通过化学

反应固定此密实结构，从而能够提高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早期强度及

综合性能，以弥补为了减少裂缝降低水泥掺量而导致的前期强度不高的问题。煤矸石集料

经过拌合和压实等物理外力的作用和土壤固化剂的提高活性作用使得粒料彼此靠近，从而

减少被固化集料的空隙，使固化体系进一步密实，从而具有较好的承载能力、水稳定性及耐

久性。

[0016] 2.  本发明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材料中加入了活化煤矸石，

活化后的煤矸石具有大量的活性SiO2和Al2O3非结晶体，可与混合料中的Ca2+反应形成不溶

于水的C-S-H凝胶物，可填充混合料的空隙，使得混合料间结构更加密实，从而可起到提高

承载能力，减少因温度变化导致的由混合料间隙扩散而形成的温缩裂缝。

[0017] 3.  本发明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其材料中加加入了纳米氧化

钙，纳米氧化钙具有较高活性，可补充煤矸石集料内缺少的Ca2+，能够与活化煤矸石中的活

性SiO2和Al2O3发生反应，生成具有胶凝性能的C-S-H物质，减少水泥水化反应后生成的Ca

(OH)2的消耗，使得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具有更好的路用性能。

[0018] 4.  本发明煤矸石原料来源广泛、利用煤矸石变废为宝，采用的其他试剂均环保无

污染，制备过程环保节能，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以下实施例只是用来详细说明

本发明，并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在以下实施例中所涉及的仪器设备如无特别

说明，均为常规仪器设备；所涉及的工业原料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市售常规工业原料。

[0020] 实施例1

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煤矸石粗

集料60.5份、煤矸石细集料39.5份（煤矸石粗细集料级配如表1），水泥3份，固化剂0.015份、

活性剂2份和结合剂0.02份。

[0021] 实施例2

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煤矸石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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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料60.5份、煤矸石细集料39.5份，水泥4份，固化剂0.015份、活性剂2份和结合剂0.02份。

[0022] 实施例3

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煤矸石粗

集料60.5份、煤矸石细集料39.5份，水泥3份，固化剂0.02份、活性剂2份和结合剂0.02份。

[0023] 实施例4

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煤矸石粗

集料60.5份、煤矸石细集料39.5份，水泥3份，固化剂0.015份、活性剂3份和结合剂0.02份。

[0024] 实施例5

一种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由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煤矸石粗

集料60.5份、煤矸石细集料39.5份，水泥3份，固化剂0.015份、活性剂活化煤矸石2份和结合

剂0.03份。

[0025] 上述实施例1～5所述煤矸石集料全部由非自燃煤矸石组成，煤矸石集料级配满足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C-A-1级配要求，煤矸石粗细集料级配具

体如表1所示；所述水泥强度等级应为32.5或42.5，且满足《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

（JTG/T  F20-2015）要求；所述固化剂为北京华夏先河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A类液体土壤

固化剂，表面活性剂型，无腐蚀性，可溶于水；所述活性剂为活化煤矸石，细度控制在345±

15m2/kg；所述结合剂为纳米氧化钙。

[0026] 上述实施例1～5所述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包括如

下步骤：

（1）按照实施例1～5所述配合比称取各原料；

（2）将煤矸石磨细成粉末，细度控制在345±15m2/kg，使用高温箱式电阻炉将煤矸石粉

末在700℃高温煅烧2h，得到活性煤矸石；

（3）将纳米氧化钙按质量比为氧化钙：水=1：10溶于纯净水中，高速搅拌混合溶液；

（4）将级配煤矸石加水闷料4h后，再添加水泥、步骤（2）所得活性煤矸石和剩余水拌和

均匀，再添加步骤（3）所得纳米氧化钙混合溶液和固化剂，拌和均匀，即得到所述复合固化

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所述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为骨架空隙结

构。

[0027] 对照实施例：除以下内容外，与实施例1基本相同。普通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由

如下重量份数的原料制成：煤矸石粗集料60.5份、煤矸石细集料39.5份、水泥3份。

[0028] 表1  煤矸石粗细集料筛孔通过率

。

[0029] 将实施例1-5所得到的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和对照实施例得到

的普通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进行性能检测，具体检测方法如下：按照《公路工程无机结合

料稳定材料试验规程》（JTG  E51-2009）中的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振动压实试验方法

（T0842-2009）进行最大干密度和最佳含水率检测；试件经过成型养护后进行路用性能试

验，试验项目包括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干缩试验、温缩试验和抗冲刷试验，用以测试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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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路用性能，具体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实施例所得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路用性能试验数据

。

[0030] 从表2可知，本发明复合固化外加剂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满足交通部颁标准《公

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JTG/T  F20-2015）的相关要求，其抗压强度、干缩性能、温缩性

能、抗冲刷能力等指标明显高于普通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表明本发明复合固化外加剂

水泥稳定煤矸石混合料的路用性能优越。

[0031] 上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的说明，但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前提下，还可以对上述实施例中的各个具体参数进行变更，形

成多个具体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常见变化范围，在此不再一一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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