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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节能环保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

体公开了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及其制

备方法，按重量份数计，原料包括：水泥150～400

份；水150～170份；粉煤灰30～50份；粒化高炉矿

渣粉60～90份；白云岩石粉30～50份；中砂700～

900份；碎石900～1061份；聚羧酸减水剂5～10

份。本申请制备的混凝土具有优良的拌合物性

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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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数计，原料包括：水泥150～

400份；水150～170份；粉煤灰30～50份；粒化高炉矿渣粉60～90份；白云岩石粉30～50份；

中砂700～900份；碎石900～1061份；聚羧酸减水剂5～1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白云岩石

粉、粉煤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的重量比为1:1:2～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白云岩石粉

为白云岩石在破碎成白云岩砂石骨料过程中，经过风选收尘或者将砂石骨料中多余粉状颗

粒经45μm方孔筛筛余在45%以内的纯度较高的白云岩粉末。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中还包

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1～5份，改性聚丙烯纤维30～80份，分散剂20～

50份。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聚丙烯

纤维采用以下方法制成：

（1）30%wt纳米氮化钛分散至乙二醇中，将对苯二甲酸与三氧化二锑混合均匀后加入聚

合釜，乙二醇、对苯二甲酸、三氧化二锑的质量比为1：2.75：0 .02，聚合釜密闭后加压至

0.25MPa、升温至250℃，搅拌速度为100r/min，酯化反应1.5h，制得中间产物；

（2）对中间产物进行缩聚处理，使真空度上升至20MPa，控制温度在270℃，搅拌速度调

节至240r/min，反应1.5h，制得纳米氮化钛/PET缩聚物；

（3）将压力调节回常压，温度调节至50℃，搅拌速度调节至130r/min，并将占纳米氮化

钛/PET缩聚物总量35%的聚丙烯树脂加入步骤（2）的反应釜中，与纳米氮化钛/PET缩聚物搅

拌混合均匀后出料冷却造粒，再将母粒进行纺丝处理，制得改性聚丙烯纤维。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散剂为亚

甲基双甲基萘磺酸钠。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中还包

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7～10份，4‑(4‑吡啶氧基)‑苯磺酸0.1～0.3

份，苝‑3,4,9,10‑四羧酸1～2份。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中还包

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海藻酸钠2～15份，瓜尔胶10～30份。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原料中还包

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介孔分子筛5‑8份，浮石粉5‑10份。

10.权利要求1‑9任一所述的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按照设定比例，将中砂、碎石和2/3的水按设定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形成预混合

物；

步骤2：按照设定比例，随即向预混合物中加入水泥、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白云岩

石粉、改性聚丙烯纤维、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分散剂、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4‑(4‑吡啶氧

基)‑苯磺酸、苝‑3,4,9,10‑四羧酸、海藻酸钠、瓜尔胶、聚羧酸减水剂、介孔分子筛、浮石粉

和剩余的水继续搅拌均匀形成混合物；

步骤3：将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后，即制备好掺加白云石粉的混凝土拌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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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节能环保建筑材料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掺加白云岩石

粉的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白云岩石粉为白云岩石在破碎成白云岩砂石骨料过程中，经过风选收尘或者将砂

石骨料中多余粉状颗粒筛出的0.045mm筛余在45％以内的纯度较高的白云岩粉末，是一种

矿山废弃物，同时也是一种良好的惰性辅助胶凝材料。

[0003] 粉煤灰、磨细矿渣粉等常用矿物掺合料作为混凝土中重要的胶凝材料组成，已大

量应用于混凝土结构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材料，形成了庞大的市场需求。随着我国能

源结构调整，以煤作为火力发电和取暖的比重日趋降低，核电和水能、风能、太阳能等新能

源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开始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便在华北地区传统煤炭能

源利用省份，煤炭的利用量逐年下降，作为煤炭燃烧后的产物‑‑粉煤灰的产量也是逐年减

少，大量脱硫、脱硝等低品质粉煤灰都开始在混凝土中使用，粉煤灰供应市场出现良莠不

全、供应紧张的局面，已严重影响到混凝土质量。特别是取暖季结束和夏季用电高峰期之

外，粉煤灰更是日趋短缺，寻找替代粉煤灰的一种新产品已成为混凝土行业健康发展的迫

切解决的问题。

[0004] 建设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许多地区开始综合治理河道、禁采天然砂石，机制砂行

业干法生产因为节水环保的特点得到蓬勃发展，并逐渐成为混凝土用砂石的主流方式，在

白云岩石破碎制备砂石骨料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粉尘，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砂石生产破碎

车间内通常都安装除尘器进行粉尘收集；通过除尘器收集的白云岩石粉粉尘，矿物材质与

岩石基材相同，可以作为替代粉煤灰的材料。但是白云岩石粉在配制混凝土实际应用方面

常常遇到下述困境：白云岩石粉单独掺入混凝土中，容易在混凝土表面出现泌水现象，配制

的混凝土拌合物流动性能和后期力学性能低于掺入粉煤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的同等水泥

用量的普通混凝土，进而限制了白云岩石粉在混凝土行业中的使用。

[0005] 这种矿山废弃物因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已经成为制约矿山干法生产砂石健康发展

的巨大难题。因而，寻求使用该种储量丰富、价格低廉的白云石粉矿山废弃物配制高性能混

凝土是非常有必要的。鉴于此，本申请提供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旨

在解决上述问题。试验研究证明，白云岩石粉无论与粉煤灰或粒化高炉矿渣粉复合掺入混

凝土中还是单独掺入混凝土中替代部分水泥，配制的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及力学性能都不及

本发明中将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和白云岩石粉按照一定比例掺入混凝土中获得的性能

优良。

发明内容

[0006] 为了对白云岩石粉进行有效利用，并使得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的性能更加优

良，本申请提供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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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第一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按重量份数计，原料包括：水泥150～400份；水150

～170份；粉煤灰30～50份；粒化高炉矿渣粉60～90份；白云岩石粉30～50份；中砂700～900

份；碎石900～1061份；聚羧酸减水剂5～10份。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本申请制备出的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由粒化高炉矿渣粉、

白云岩石粉、粉煤灰与水泥组成，其技术路线是通过优化配比并利用白云岩石粉改善颗粒

级配，利用粉煤灰的微珠效应和低热特性以及矿粉的低热特性和强度效应，充分发挥水泥

和各种掺合料的优势互补作用和协同效应，使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抗渗性、抗冻性、抗裂性和

较低的水化热温升。其中采用白云石石粉制备混凝土，不仅绿色环保，并且节约资源，废物

利用，且白云岩石粉中的主要成分为碳酸钙、氧化镁、二氧化硅，具有良好的抗压强度、抗挠

曲强度，能够提高混凝土的机械性能，减少混凝土的干燥收缩和内应力，减少裂缝的扩张，

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性能和抗渗性能。粒化高炉矿渣粉其组成以氧化物为主，主要含有二氧

化硅、氧化铝、氧化钙和氧化镁等，炉渣质轻，分散性好，可充分填充在水泥浆体中，减少混

凝土的孔隙率，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抗渗性和强度。向混凝土中加入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

剂后，混凝土颗粒表面形成吸咐膜，影响了混凝土的水化速度，使混凝土石晶体的生长更为

完善，从而减少了水分蒸发的毛细空隙，使混凝土内部网络结构更为致密，以此提高了混凝

土的硬度和结构致密性。

[0009] 优选的，所述白云岩石粉、粉煤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的重量比为1:1:2～3。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对于双掺粉煤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的同一配合比混凝

土，石粉取代粉煤灰或矿渣粉，混凝土强度值均会不同程度变化，取代粉煤灰对强度影响程

度较小；对于中等强度的混凝土，白云岩石粉、粉煤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的重量比为1:1:2

～3时，出现协同作用效果，其混凝土强度明显高于其他配合比混凝土强度。

[0011] 优选的，所述白云岩石粉为白云岩石在破碎成白云岩砂石骨料过程中，经过风选

收尘或者将砂石骨料中多余粉状颗粒经45μm方孔筛筛余在45％以内的纯度较高的白云岩

粉末。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白云岩石粉的细度和纯度对混凝土性能的影响较大，白

云岩石粉颗粒细度较大时，使得混凝土性能下降，和易性上容易出现沁水现象，混凝土强度

也随之下降，在白云岩石粉的细度(45μm筛余)≤45％时，对混凝土性能的提升较大。

[0013] 优选的，所述原料中还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1～5份，改性

聚丙烯纤维30～80份，分散剂20～50份。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掺入混凝土中后，可以在改性聚丙

烯纤维的基础上在混凝土中分布数量众多的纤维，分散的纤维可以减少混凝土的塑性收缩

的应力，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性能；并且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形成的纤维网络可以提高混凝

土的粘聚性，改善混凝土的分层现象，提高混凝土的抗离析性能；此外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

中的膨胀组分可以适度膨胀，以补偿混凝土的收缩开裂的现象，从而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抗

渗性能，进而改善混凝土的耐久性。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除了与混凝土中的水泥发生水化

反应产生大量的钙矾石填充混凝土的毛细孔，切断毛细管和其他空隙之间的连通，并使其

孔径变小，从而达到密实混凝土、提高抗渗的目的，还引入了有机防水组分，通过成膜原理，

进一步封闭混凝土的毛细空隙，使混凝土抗渗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改性聚丙烯纤维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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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强度较大，能够抑制混凝土干缩出现裂缝，使混凝土的抗松散性较好，剩余强度较高，

磨损较小，抗渗压力较大，抗拉和抗折强度增大。

[0015] 优选的，所述改性聚丙烯纤维采用以下方法制成：

(1)30％wt纳米氮化钛分散至乙二醇中，将对苯二甲酸与三氧化二锑混合均匀后

加入聚合釜，乙二醇、对苯二甲酸、三氧化二锑的质量比为1：2.75：0.02，聚合釜密闭后加压

至0.25MPa、升温至250℃，搅拌速度为100r/min，酯化反应1.5h，制得中间产物；

(2)对中间产物进行缩聚处理，使真空度上升至20Pa，控制温度在270℃，搅拌速度

调节至240r/min，反应1.5h，制得纳米氮化钛/PET缩聚物；

(3)将压力调节回常压，温度调节至50℃，搅拌速度调节至130r/min，并将占纳米

氮化钛/PET缩聚物总量35％的聚丙烯树脂加入步骤(2)的反应釜中，与纳米氮化钛/PET缩

聚物搅拌混合均匀后出料冷却造粒，再将母粒进行纺丝处理，制得改性聚丙烯纤维。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PET具有良好的力学性能，尤以抗拉性能为佳，且PET性质

稳定、耐性强；纳米氮化钛与聚丙烯纤维复合，使得聚丙烯纤维具有一定的吸热效果，进而

降低混凝土水化时内表温差，从而降低温度应力，减少混凝土产生温度裂缝的可能性；PET、

纳米氮化钛以及聚丙烯纤维复配，对混凝土具有增强效果，从而使混凝土具备抵抗更大温

度应力的抗拉强度，从而改善混凝土裂缝的产生情况。

[0017] 优选的，所述分散剂为亚甲基双甲基萘磺酸钠。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亚甲基双甲基萘磺酸钠作为分散剂，易溶于水中，具有优

良的扩散性能，同时亚甲基双甲基萘磺酸钠与改性聚丙烯纤维具有亲和性，能够使得改性

聚丙烯纤维扩散到混凝土中，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0019] 优选的，所述原料中还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7～10份，4‑

(4‑吡啶氧基)‑苯磺酸0.1～0.3份，苝‑3,4,9,10‑四羧酸1～2份。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4‑(4‑吡啶氧基)‑苯磺酸和

苝‑3,4,9,10‑四羧酸的复配使用，有利于增强混凝土的抗拉伸强度、抗压强度和柔韧性，同

时还可提升混凝土的粘聚性，改善混凝土的分层现象，从而使得混凝土不易产生开裂，改善

抗渗混凝土产生裂缝的情况。

[0021] 优选的，所述原料中还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海藻酸钠2～15份，瓜尔胶10～30

份。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海藻酸钠易溶于水中，能够形成粘稠状液体，使得海藻酸

钠对改性聚丙烯纤维具有一定的粘接能力，使得改性聚丙烯纤维充分与水泥、粒化高炉矿

渣粉、粉煤灰等充分混合，使得原料能够充分混合，同时海藻酸钠还具有一定的吸湿性，因

此在混凝土后期的使用过程中还有防龟裂的作用，从而提高混凝土的使用寿命和强度，海

藻酸钠的加入可与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4‑(4‑吡啶氧基)‑苯磺酸、苝‑3,4,9,10‑四羧酸

产生协同作用，可以提高混凝土的粘聚力和粘结性，减少材料组分的分离率，提高匀质性、

和易性、调节混凝土的凝结时间，从而进一步提升混凝土的抗渗性。瓜尔胶作为水溶性高分

子物质，能够与水互溶，同时瓜尔胶与改性聚丙烯纤维具有一定的亲和性，并且瓜尔胶在冷

水中具有优异的分散性能，有效防止改性聚丙烯纤维在搅拌的过程中出现团聚现象，提高

聚丙烯纤维的利用率。

[0023] 优选的，所述原料中还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介孔分子筛5‑8份，浮石粉5‑1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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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可有限的增大石子骨料之间的堆积

密度，从而增加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性。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皆为多孔材料，由于两者

的孔穴内部的电场和极性作用，使其两者皆具有较高吸附容量的特点，水是极性很强的分

子，故在混凝土拌合过程中很容易被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吸收，随着水化龄期的延长，被介

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吸收的水会不断释放出来补充混凝土内部的毛细管水，改善混凝土内部

毛细管水分和相对湿度，降低毛细管负压，可有效降低混凝土的自收缩。且改性聚丙烯纤维

进入或部分进入到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内，被吸附在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孔径内，介孔分

子筛和浮石粉起到连接节点的功能，使得改性聚丙烯纤维在胶结层内形成网状结构。当混

凝土受力时，改性聚丙烯纤维有从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内脱离的趋势，介孔分子筛与浮石

粉对改性聚丙烯纤维之间的吸附力阻碍改性聚丙烯纤维脱离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提高混

凝土的强度。

[0025] 第二方面，本申请提供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的制备方法，采用如下的技

术方案：

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按照设定比例，将中砂、碎石和2/3的水按设定比例混合，搅拌均匀形成预

混合物；步骤2：按照设定比例，随即向预混合物中加入水泥、粉煤灰、粒化高炉矿渣粉、白云

岩石粉、改性聚丙烯纤维、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分散剂、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4‑(4‑吡啶

氧基)‑苯磺酸、苝‑3,4,9,10‑四羧酸、海藻酸钠、瓜尔胶、聚羧酸减水剂、介孔分子筛、浮石

粉和剩余的水继续搅拌均匀形成混合物；

步骤3：将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后，即制备好掺加白云石粉的混凝土拌合物。

[002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先将中砂、碎石和改性聚丙烯纤维混合，然后在加入一定

量的水，使得中砂、碎石和改性聚丙烯纤维表面粘附有水，然后再加入水泥、粉煤灰、粒化高

炉矿渣粉、白云岩石粉、聚羧酸减水剂、瓜尔胶和海藻酸钠与中砂、碎石和改性聚丙烯纤维，

减少水泥、高炉矿渣粉等对水的吸收，从而减少水量，同时由于中砂和碎石表面粘附有水，

将水泥等加入时，使得水泥、高炉矿渣粉能够粘附中砂和碎石的表面，增加中砂和碎石与水

泥、高炉矿渣粉等的结合强度，从而提高混凝土的强度，同时也减少水的用量。

[0027] 综上所述，本申请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申请制备出的混凝土的胶凝材料由粒化高炉矿渣粉、白云岩石粉、粉煤灰与

水泥组成，其技术路线是通过优化配比并利用白云岩石粉改善颗粒级配，利用粉煤灰的微

珠效应和低热特性以及矿粉的低热特性和强度效应，充分发挥水泥和各种掺合料的优势互

补作用和协同效应，使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抗渗性、抗冻性、抗裂性和较低的水化热温升；

2、改性聚丙烯纤维的抗冲击强度较大，能够抑制混凝土干缩出现裂缝，使混凝土

的抗松散性较好，剩余强度较高，磨损较小，抗渗压力较大，抗拉和抗折强度增大；

3、对于双掺粉煤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的同一配合比混凝土，石粉取代粉煤灰或矿

渣粉，混凝土强度值均会不同程度变化，取代粉煤灰对强度影响程度较小；对于中等强度的

混凝土，白云岩石粉与粉煤灰比例为1：1时，出现协同作用效果，其混凝土强度明显高于其

他配合比混凝土强度；

4、白云岩石粉掺入混凝土中，同等水泥用量情况下显著降低该混凝土干燥收缩和

降低混凝土水化热。利用白云石粉掺入混凝土中用于配制大体积混凝土和自密实混凝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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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低收缩、低水化热等优势，可以极大改善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本申请对比例3和对比例4中的混凝土的绝热温升曲线对比图。

[0029] 图2是本申请对比例5～8中的混凝土非接触式收缩对比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1] 本申请中的原料均由市场购得。

[0032] 水泥选用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粉煤灰为F类II级粉煤灰，细度为15.4％，需水

量比为95％，烧失量为2.5％，28天抗压强度比为88％；中砂为细度模数为2.9的II区天然中

砂，所述中砂的含泥量≤0.6％,泥块含量≤0.1％；碎石的连续粒级为5‑20mm，且碎石的含

泥量为0.5％，泥块含量0.1％，针片状含量2％，压碎值5.5％，表观密度2760kg/m3，岩石抗

压强度113Mpa；粒化高炉矿渣粉为S95级矿渣粉，胶砂流动度比为106％，比表面积为428m2/

kg。

[0033] 近年来混凝土应用最广泛的粉煤灰、矿粉等资源随着高速铁路、水工、核电站等规

模建设日渐短缺，尤其是粉煤灰，燃煤量越来越小，产量也越来越小，故急需寻求一种资源

丰富、价格低廉、质量容易控制的矿物掺合料资源。碳酸盐岩石粉做为混凝土的掺合料研究

越来越多，主要包括石灰岩石粉和白云岩石粉，石灰石粉做为混凝土掺合料的标准已发布

实施，但针对白云岩石粉的认识较少，原因有以下几方面：1、人们对白云岩石粉做为混凝土

掺合料的试验研究不够，在行业中很少使用。2、没有相关的产品标准规范，致使工程中使用

白云岩石粉做为矿物掺合料无法进行进场检验和工程验收。为了增强对白云岩石粉的认

识，有必要对白云岩石粉进行进一步的试验。本申请当中的白云岩石粉是通过除尘器收集

的白云岩石粉粉尘，矿物材质与岩石基材相同，细度按照0.045mm筛余在20‑45％，需水量比

95‑100％,亚甲蓝MB值0.20‑0.75。本申请将白云岩石粉替代不同比例的粉煤灰和粒化高炉

矿渣粉，研究其对混凝土和易性、力学性能及耐久性的影响，使得白云岩石粉在混凝土中得

到有效的利用，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0034] 原料的制备例

制备例1

改性聚丙烯纤维的制备方法为：

(1)将30％wt纳米氮化钛分散至乙二醇中，将对苯二甲酸与三氧化二锑混合均匀

后加入聚合釜，乙二醇、对苯二甲酸、三氧化二锑的质量比为1：2.75：0.02，聚合釜密闭后加

压至0.25MPa、升温至250℃，搅拌速度为100r/min，酯化反应1.5h，制得中间产物；

(2)对中间产物进行缩聚处理，使真空度上升至20MPa，控制温度在270℃，搅拌速

度调节至240r/min，反应1.5h，制得纳米氮化钛/PET缩聚物；

(3)将压力调节回常压，温度调节至50℃，搅拌速度调节至130r/min，并将占纳米

氮化钛/PET缩聚物总量35％的聚丙烯树脂加入步骤(2)的反应釜中，与纳米氮化钛/PET缩

聚物搅拌混合均匀后出料冷却造粒，再将母粒进行纺丝处理，制得改性聚丙烯纤维。

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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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实施例1

一种掺加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采用以下方法制得：

步骤1：分别取中砂700kg、碎石900kg和100kg的水按设定比例混合，加入搅拌机中

搅拌均匀形成预混合物；

步骤2：随即向搅拌机中的预混合物中加入水泥150kg、粉煤灰30kg、粒化高炉矿渣

粉90kg、白云岩石粉30kg、聚羧酸减水剂5kg和剩余的水50kg继续搅拌均匀形成混合物。

[0036] 步骤3：将混合物搅拌均匀后，即制备好掺加白云石粉的混凝土拌合物。

[0037] 其余实施例与实施例1相比，区别在于原料和原料的加入量不同，具体如表1和表2

所示。

[0038] 表1实施例1‑10的组分和组分添加量

表2实施例11‑16的组分和组分添加量

组份 实例11 实例12 实例13 实例14 实例15 实例16

水泥 228 228 228 228 228 228

水 163 163 163 163 163 163

粉煤灰 38 38 38 38 38 38

粒化高炉矿渣粉 76 76 76 76 76 76

白云石粉 38 38 38 38 38 38

中砂 768 768 768 768 768 768

碎石 1061 1061 1061 1061 1061 1061

聚羧酸减水剂 7.6 7.6 7.6 7.6 7.6 7.6

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 5 5 5 5 5 5

改性聚丙烯纤维 80 80 80 80 80 80

分散剂 50 50 50 50 50 50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10 10 10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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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吡啶氧基)‑苯磺酸 0.3 0.3 0.3 0.3 0.3 0.3

苝‑3,4,9,10‑四羧酸 2 2 2 2 2 2

海藻酸钠 2 9.5 15 15 15 15

瓜尔胶 10 20 30 30 30 30

介孔分子筛 / / / 5 6.5 8

浮石粉 / / / 5 7.5 10

对比例

对比例1‑8与实施例4进行比较，其区别在于组分和组分含量不同，具体如表3所

示。

[0039] 表3对比例1‑8的组分和组分含量

组份 对比例1 对比例2 对比例3 对比例4 对比例5 对比例6 对比例7 对比例8

水泥 228 228 266 266 284 284 246 246

水 163 163 163 163 163 163 163 163

粉煤灰 76 76 / / / 95 / 132

粒化高炉矿渣粉 76 38 / / / / / /

白云石粉 / 38 114 179 95 / 132 /

中砂 768 768 768 780 847 847 847 847

碎石 1061 1061 1061 992 994 994 994 994

聚羧酸减水剂 7.6 7.6 7.6 8.9 7.58 7.58 7.56 7.56

性能检测试验

检测方法

对上述实施例1～16和对比例1～8搅拌制成混凝土拌合物并进行混凝土性能检

测，按照GB/T50080‑2016《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和GB/T50081‑2019《混凝

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DL/T5150‑2017《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GB/T50082‑2009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标准方法进行检测，分别测定混凝土拌

合物坍落度、扩展度、抗压强度及混凝土绝热温升、非接触式干燥收缩指标。

[0040] 按照GB/T50080‑2016《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和GB/T50081‑2019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进行混凝土坍落度、扩展度和力学性能试验检测，检

测混凝土坍落度、扩展度时，坍落度试验的坍落度仪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坍落度

仪》JG/T248的规定，坍落度筒内壁和底板应润湿无明水，底板应放置在坚实水平面上，并把

坍落度筒放在底板中心，然后用脚踩住两边的脚踏板，坍落度筒在装料时应保持在固定的

位置；混凝土拌合物试样应分三层均匀地装入坍落度筒内，每装一层混凝土拌合物，应用捣

棒从边缘到中心螺旋向内均匀插捣25次，捣实后每层应为筒高的1/3，插捣底层时应贯穿整

个深度，振捣上层和中层时应贯穿本层到下层顶面。清除周边杂物，垂直拔出坍落度筒，并

将坍落度筒放置在拌合物同一水平面上，测量坍落后拌合物顶端与筒高的差值，作为坍落

度值，精确到1mm，应修约到5mm；使用钢直尺测量不再扩散或者扩散时间已达50s时的最大

直径以及与最大直径垂直方向的直径；取二者之差小于50mm的两直径算数平均值作为扩展

度试验结果，精确到1mm,结果修约到5mm。

[0041] 进行混凝土抗压强度试验时，应将混凝土拌合物一次性装入试模，装料时应用抹

刀沿试模内壁插捣，并使拌合物高出试模上口，使用振动台振动密实，以表面出浆且无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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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溢出为止。在温度20±5℃、相对湿度大于50％的室内静置1‑2d；硬化后试件拆除脱模后，

置于标准养护箱或标准养护室内养护至规定龄期。先测量试样的尺寸，精确至1mm,并计算

试件的受压面积，再采用液压式试验机以10±1mm/min的速度连续均匀地对试样进行加荷，

直至破坏，记录破坏荷载，精确至10N。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按fcc＝F/A计算，式中：fcc为混凝

土立方体试件抗压强度，MPa；F为试件破坏荷载，N；A为试件受压面积，mm2。

[0042] 将3个试件作为一个抗压强度试验组，将抗压强度检测值精确至0.1MPa。抗压强度

值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选择：(1)待3组检测值测出后，当出现最大值或着是最小值

其中的一个值和中间强度的差值相比较，超出其差值的15％，就应该取中间值当作这个小

组试件检测抗压强度值；(2)同样参考上述检测计算方法，如果测得的最大值、最小值都处

于中间值的15％的范围内，则取该小组的3个试件的算术平均值，当作这个小组检测抗压强

度值；(3)一旦3个数据的最大值、最小值都处于中间值的15％的范围外，该组实验数据不可

使用，应重新考虑制作试件并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

[0043] 如图1所示，本申请中依据DL/T5150‑2017《水工混凝土试验规程》中标准方法进行

混凝土绝热温升试验，试验前24h应将混凝土拌合物放在20±5℃的室内，使其温度与室温

一致，记录初始温度；混凝土拌合物测量温度，然后分两层装入绝热温升容器中，按照仪器

说明书在容器中心埋入测温管，试样容器送入绝热室内，经测温元件装入测温管中；启动绝

热温升仪器，开始试验；根据试验需要测定7d或者28d绝热温升曲线。绝热温升值按照下式

计算。以时间为横坐标，温升为纵坐标绘制对比例3和对比例4中混凝土温升过程曲线图。

[0044] 式中：θn‑‑‑‑‑n天龄期混凝土绝热温升值，℃；

θn‑‑‑‑‑n天龄期仪器记录的温升值，℃；

θ0‑‑‑‑‑混凝土拌合物初始温度，℃；

Ck‑‑‑‑‑混凝土试件的质量与混凝土平均比热容的乘积，kJ/℃；

Cm‑‑‑‑‑绝热量热器的总热容量，由厂家提供，kJ/℃；

如图2所示，对上述对比例5、对比例6、对比例7和对比例8进行混凝土进行非接触

式收缩试验，按照GB/T50082‑2009《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中非接

触式收缩标准方法进行检测。试件为边长100×100×515mm的棱柱体试件，每组3个试件；试

验应在温度20±2℃、湿度60±5％环境中进行，试件带模进行试验，混凝土拌合物装入试模

后应立即带模移入恒温恒湿养护室；成型试件同时应测定混凝土初凝时间，初凝时间与早

期收缩试验环境一直，混凝土初凝时测定试件左右两侧的初始读数，此后应至少每隔1h测

定试件变形读数；试验仪器应具有自动采集试验数据功能；每组应取3个试件测试结果的算

数平均值作为该组早龄期收缩值，计算记过精确到1.0×10‑6。

[0045] 检测结果如表4所示。

[0046]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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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施例1‑4和对比例1‑4并结合表4可以看出，掺加白云石岩石粉替代50％粉

煤灰的混凝土在拌合物坍落度和扩展度大致相同情况下强度明显高于对比例1、对比例2和

对比例3，且通过数据分析，对于提高混凝土强度性能而言，白云岩石粉和粉煤灰具有协同

效应。再者，由实施例4可知，白云岩石粉、粉煤灰和粒化高炉矿渣粉的重量比为1：1:2时，本

发明掺白云岩石粉的混凝土力学性能具有较为优异的性能。

[0047] 从图1中的对比例3和对比例4的绝热温升曲线图分析，对比例4与对比例3相比，在

同等水泥用量情况下，掺入了较多的白云岩石粉，绝热温升峰值出现的时间较迟、温峰值较

低，有利于控制大体积混凝土绝热温升峰值和推迟出现峰值的时间，有降低因温升导致的

开裂趋势。这一优势可以在大体积混凝土配制时进行充分利用。

[0048] 从图2非接触式收缩实验数据分析，对比例5掺入白云岩石粉95kg的混凝土与对比

例6掺入粉煤灰95kg的混凝土收缩值稍低；对比例7掺入白云岩石粉132kg的混凝土与对比

例8掺入粉煤灰132kg的混凝土收缩值前期稍高，后期基本持平，试验说明白云岩石粉对于

收缩性能影响作用与粉煤灰的作用类似，可以用于粉煤灰通常使用与的开裂敏感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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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结合实施例4‑7并结合表4可以看出，添加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改性聚丙烯纤维

和分散剂后，混凝土的绝热温升(绝热温升越小，说明混凝土内应力与外应力的差值越小，

混凝土越不容易产生裂缝)、干燥收缩明显降低，且混凝土的28d、60d抗压强度明显提升，在

于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掺入混凝土中后，可以在改性聚丙烯纤维的基础上在混凝土中分布

数量众多的纤维，分散的纤维可以减少混凝土的塑性收缩的应力，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性能；

并且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形成的纤维网络可以提高混凝土的粘聚性，改善混凝土的分层现

象，提高混凝土的抗离析性能；此外膨胀纤维抗裂防水剂中的膨胀组分可以适度膨胀，以补

偿混凝土的收缩开裂的现象，从而提高混凝土的抗裂抗渗性能，进而改善混凝土的耐久性，

提升强度。同时改性聚丙烯纤维的抗冲击强度较大，能够提升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同时改性

聚丙烯纤维具有热量的作用，混凝土内外温度的差值降低，从而降低混凝土内外应力之差，

能够抑制混凝土干缩出现裂缝，使混凝土的抗松散性较好，剩余强度较高，磨损较小，抗渗

压力较大，抗压和抗折强度增大。

[0050] 结合实施例7‑10和表4可以看出，在混凝土中加入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4‑(4‑吡

啶氧基)‑苯磺酸和苝‑3,4,9,10‑四羧酸，能够进一步提升混凝土的抗压强度；

结合实施例10‑13和表4可以看出，在混凝土中添加海藻酸钠和瓜尔胶，能够有效

提高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同时不影响混凝土的和易性；

结合实施例13‑16和表4可以看出，在混凝土中添加介孔分子筛进和浮石粉，能够

进一步增强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可有限的增大石子骨料之间的堆积密

度，从而增加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抗渗性。同时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皆为多孔材料，改性聚

丙烯纤维进入或部分进入到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内，被吸附在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孔径

内，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起到连接节点的功能，使得改性聚丙烯纤维在胶结层内形成网状

结构。当混凝土受力时，改性聚丙烯纤维有从介孔分子筛和浮石粉内脱离的趋势，介孔分子

筛与浮石粉对改性聚丙烯纤维之间的吸附力阻碍改性聚丙烯纤维脱离介孔分子筛和浮石

粉，提高混凝土的强度。

[0051]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申请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申请的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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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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