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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泥混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按重量份计，水泥混合物包括硅酸盐水泥熟

料60-75份、石膏4-10份、石灰石5-10份、矿粉8-

15份、钢渣粉10-15份、可再分散乳胶粉2-5份；钢

渣原料经粉磨处理获得钢渣粉，粉磨处理期间，

加入占钢渣原料重量比为1.3-2.2%的助磨组合

添加剂，助磨组合添加剂包括质量比为1:（0.6-

1.4）的硼砂和胶体石墨粉。水泥混合物还可包括

氢氧化钾2-7份、改性空心玻璃微珠6-12份；采用

硅烷偶联剂处理空心玻璃微珠获得改性空心玻

璃微珠。水泥混合物的制备包括：制备钢渣粉；制

备改性空心玻璃微珠；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

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水泥混合物。采用本发明

的水泥混合物配制的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

高，且实现了钢渣的废物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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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泥混合物，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包括有以下原料组分：硅酸盐水泥熟料

60-75份、石膏4-10份、石灰石5-10份、矿粉8-15份、钢渣粉10-15份、可再分散乳胶粉2-5份；

所述钢渣粉的制备包括有以下步骤：钢渣原料经粉磨处理获得钢渣粉，粉磨处理期间，

加入占钢渣原料重量比为1.3-2.2%的助磨组合添加剂，其中，助磨组合添加剂包括硼砂和

胶体石墨粉，硼砂和胶体石墨粉的质量比为1:（0.6-1.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混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渣原料的粒径为1-

10mm，粉磨处理获得的钢渣粉的粒径≤0.8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混合物，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还包括有以下原

料组分：氢氧化钾2-7份、改性空心玻璃微珠6-12份；

所述改性空心玻璃微珠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采用硅烷偶联剂对空心玻璃微珠

进行改性。

4.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泥混合物，其特征在于，采用硅烷偶联剂对空心玻璃微

珠进行改性的具体操作为：将空心玻璃微珠浸泡于体积浓度为0.5-1%的硅烷偶联剂的水溶

液中1-2h，取出干燥得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水泥混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空心玻璃微珠的粒径

为50-100μm。

6.一种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以下步骤：

a、制备钢渣粉；

b、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7.一种权利要求3-5任一所述的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以下步

骤：

a、制备钢渣粉；

b、制备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c、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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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泥混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建材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水泥混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渣是炼钢过程中排放的一种废渣。目前，我国钢渣的年排放量可达上亿吨，但钢

渣利用率不足17％，造成钢渣大量堆积。堆积的钢渣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而且会造

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0003] 钢渣的组成成分主要包括炼钢过程中侵蚀下来的炉衬材料、铁液与废钢中所含金

属元素形成的氧化物、泥沙、造渣剂、冷却剂、氧化剂、脱氧产物、脱硫产物等。钢渣具有抗压

强度高、硬度高、耐磨性好、耐腐蚀等优良性能。将钢渣应用于水泥混合物中，用于配制混凝

土拌合物，不仅有利于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而且能够实现钢渣的废物利用。

[0004] 但是，将钢渣加入水泥混合物中，采用该种水泥混合物配制的混凝土拌合物中，钢

渣与混凝土拌合物基体之间的结合性能较差，不利于获得高抗压强度的混凝土拌合物，严

重制约了钢渣在水泥混合物中的应用。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一在于：提供一种水泥混合物，以达到提高采用

该种水泥配制的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并实现钢渣废物利用的效果。

[0006] 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水泥混合物，按重量份计，包括有以下原料组分：硅酸盐水泥熟料60-75份、石膏4-

10份、石灰石5-10份、矿粉8-15份、钢渣粉10-15份、可再分散乳胶粉2-5份；

所述钢渣粉的制备包括有以下步骤：钢渣原料经粉磨处理获得钢渣粉，粉磨处理期间，

加入占钢渣原料重量比为1.3-2.2％的助磨组合添加剂，其中，助磨组合添加剂包括硼砂和

胶体石墨粉，硼砂和胶体石墨粉的质量比为1:(0.6-1.4)。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本发明在水泥中采用了大量的钢渣粉：首先，对钢渣实现了废

物利用，能够减轻钢渣堆积占用土地资源以及污染环境的现象；再者，由于钢渣原料制成的

钢渣粉本身具有较高的抗压强度，所以，采用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制的混凝土拌合物具

有抗压强度高的特点。

[0008] 在钢渣粉的制备步骤中，在粉磨处理时加入硼砂和胶体石墨粉组成的助磨组合添

加剂。随着粉磨处理的进行，硼砂和胶体石墨粉附着在钢渣颗粒的表面，不仅有利于钢渣颗

粒裂缝的成长，而且能够防止钢渣颗粒再次结合，由此能够加快粉磨处理的过程，提高钢渣

粉的产率和效率。

[0009] 经粉磨处理获得的钢渣粉的颗粒表面粘附有硼砂，可再分散乳胶粉中含有聚乙烯

醇。采用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制混凝土拌合物时，钢渣粉颗粒表面的硼砂能够与聚乙烯

醇形成凝胶网状结构，从而大大改善钢渣粉与混凝土拌合物基体之间的联结性能，由此大

大提升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而且，同样粘附在钢渣粉颗粒表面的胶体石墨粉能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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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上述凝胶网状结构的耐碱性，从而进一步改善钢渣粉颗粒的界面强度，由此进一步提高

混凝土拌合物的整体强度。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钢渣原料的粒径为1-10mm，粉磨处理获得的钢渣粉的

粒径≤0.8mm。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按重量份计，还包括有以下原料组分：氢氧化钾2-7份、改性

空心玻璃微珠6-12份；

所述改性空心玻璃微珠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采用硅烷偶联剂对空心玻璃微珠

进行改性。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空心玻璃微珠是一种尺寸微小的空心玻璃球体，属无机非金

属材料，粒径范围通常在10-180μm，质轻，密度小，堆积密度通常在0.1-0.25g/m3。空心玻璃

微珠的主要化学成分包括二氧化硅、氧化铝，在其改性处理过程中，硅烷偶联剂对空心玻璃

微珠的表面进行改性处理，空心玻璃微珠表面的二氧化硅、氧化铝成分被硅烷偶联剂活化，

形成活性二氧化硅、活性氧化铝。将该种改性空心玻璃微珠加入到本发明的水泥中，在使用

本发明的水泥配制混凝土拌合物时：

一方面，改性空心玻璃微珠能够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和

易性，降低用水量，使得混凝土拌合物在凝固过程中，由于水分蒸发留下的空洞减小，混凝

土拌合物的密实度提高，从而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强度，而且，粒径微小的改性空心玻璃微

珠能够填充水泥颗粒之间的空隙，进一步提高了混凝土拌合物的密实度，从而进一步提高

了混凝土拌合物的强度；

另一方面，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方中，石膏作为缓凝剂，主要化学成分是硫酸钙的水

化物。采用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制混凝土拌合物时，在加入的拌合水的作用下，氢氧化钾

与石膏中的硫酸钙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氢氧化钙能与改性空心玻璃微珠表面的活性二氧化

硅和活性氧化铝反应生成稳定的水化硅酸钙和水化铝酸钙，不仅有助于混凝土拌合物的硬

化，增加混凝土拌合物的强度，而且还能提高改性空心玻璃微珠与混凝土拌合物基体之间

的联结性能，改善改性空心玻璃微珠周围的界面强度，有助于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

度；

再者，混凝土拌合物在凝固过程中，由于水分蒸发留下的空洞减小，使得混凝土拌合物

的密实度提高，但与此同时，由于改性空心玻璃微珠具有质轻、密度小的特点，所以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混凝土拌合物的密度，即在提高混凝土拌合物强度的前提下，混凝土拌合物的

密度升高幅度较小，这对于需要降低混凝土拌合物自重的工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用途。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采用硅烷偶联剂对空心玻璃微珠进行改性的具体操作为：

将空心玻璃微珠浸泡于体积浓度为0.5-1％的硅烷偶联剂的水溶液中1-2h，取出干燥得改

性空心玻璃微珠。

[001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改性空心玻璃微珠的粒径为50-100μm。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在本发明的水泥配方组分下，具有恰当粒径的改性空心玻璃

微珠能够更好地利用本身的微小粒径优势对水泥颗粒之间的空隙进行填充，进一步提高混

凝土拌合物的密实度，从而进一步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强度。

[0016] 本发明的目的二：提供一种上述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a、制备钢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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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0017] 本发明的目的三：提供一种上述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a、制备钢渣粉；

b、制备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c、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001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本发明在水泥中采用了大量的钢渣粉，不仅使得采用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制的混

凝土拌合物具有抗压强度高的特点，而且实现了对钢渣的废物利用；

2、在钢渣粉的制备步骤中，在粉磨处理时加入硼砂和胶体石墨粉组成的助磨组合添加

剂，能够加快粉磨处理的过程，提高钢渣粉的产率和效率；

3、采用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制混凝土拌合物时，钢渣粉颗粒表面的硼砂能够与混凝

土拌合物基体中的聚乙烯醇形成凝胶网状结构，从而提升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而且，

同样粘附在钢渣粉颗粒表面的胶体石墨粉能够提高上述凝胶网状结构的耐碱性，由此进一

步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整体强度；

4、本发明在水泥的组分配方中加入粒径微小的改性空心玻璃微珠，能够改善混凝土拌

合物的流动性、和易性和抗压强度；

5、适宜粒径大小的改性空心玻璃微珠能够填充水泥颗粒之间的空隙，进一步提高混凝

土拌合物的密实度和抗压强度；

6、当本发明的水泥配方中包含氢氧化钾和改性空心玻璃微珠时，配制混凝土拌合物的

过程中，氢氧化钾与石膏中的硫酸钙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氢氧化钙与改性空心玻璃微珠表

面的活性二氧化硅、活性氧化铝反应生成稳定的水化硅酸钙和水化铝酸钙，能够改善改性

空心玻璃微珠周围的界面强度，从而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整体强度；

7、当本发明的水泥配方中包含氢氧化钾和改性空心玻璃微珠时，虽然采用本发明的水

泥配制的混凝土拌合物的密实度较高，但与此同时，由于改性空心玻璃微珠具有质轻、密度

小的特点，所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混凝土拌合物的密度，这对于需要高抗压强度但同时需

要降低混凝土拌合物自重的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0] 以下实施例中：

采用的硅酸盐水泥熟料的细度≤2.0；

改性空心玻璃微珠的粒径为50-100μm。

[0021] 采用的硅烷偶联剂为KH560硅烷偶联剂；

采用的钢渣原料的理化参数如表1所示。

[0022] 表1钢渣原料的理化参数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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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泥混合物，按重量份计，包括有以下原料组分：硅酸盐水泥熟料60份、石膏10份、

石灰石5份、矿粉15份、钢渣粉10份、可再分散乳胶粉5份；

钢渣粉的制备包括有以下步骤：钢渣原料经粉磨处理获得粒径≤0.8mm的钢渣粉，粉磨

处理期间，加入占钢渣原料重量比为1.3％的助磨组合添加剂，其中，助磨组合添加剂包括

硼砂和胶体石墨粉，硼砂和胶体石墨粉的质量比为1:0.6；

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a、制备钢渣粉；

b、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0023] 实施例2

一种水泥混合物，按重量份计，包括有以下原料组分：硅酸盐水泥熟料65份、石膏5份、

石灰石8份、矿粉12份、钢渣粉12份、可再分散乳胶粉3份；

钢渣粉的制备包括有以下步骤：钢渣原料经粉磨处理获得粒径≤0.8mm的钢渣粉，粉磨

处理期间，加入占钢渣原料重量比为2％的助磨组合添加剂，其中，助磨组合添加剂包括硼

砂和胶体石墨粉，硼砂和胶体石墨粉的质量比为1:1.1；

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a、制备钢渣粉；

b、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0024] 实施例3

一种水泥混合物，按重量份计，包括有以下原料组分：硅酸盐水泥熟料75份、石膏4份、

石灰石10份、矿粉8份、钢渣粉15份、可再分散乳胶粉2份；

钢渣粉的制备包括有以下步骤：钢渣原料经粉磨处理获得粒径≤0.8mm的钢渣粉，粉磨

处理期间，加入占钢渣原料重量比为2.2％的助磨组合添加剂，其中，助磨组合添加剂包括

硼砂和胶体石墨粉，硼砂和胶体石墨粉的质量比为1:1.4；

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a、制备钢渣粉；

b、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0025] 实施例4

一种水泥混合物，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还包括有以下原料组分：氢氧化钾2份、改性

空心玻璃微珠12份；

所述改性空心玻璃微珠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将空心玻璃微珠浸泡于体积浓度

为0.5％的硅烷偶联剂的水溶液中1h，取出干燥得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a、制备钢渣粉；

b、制备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c、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0026] 实施例5

一种水泥混合物，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还包括有以下原料组分：氢氧化钾5份、改性

空心玻璃微珠10份；

所述改性空心玻璃微珠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将空心玻璃微珠浸泡于体积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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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7％的硅烷偶联剂的水溶液中1.5h，取出干燥得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a、制备钢渣粉；

b、制备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c、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0027] 实施例6

一种水泥混合物，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还包括有以下原料组分：氢氧化钾7份、改性

空心玻璃微珠6份；

所述改性空心玻璃微珠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将空心玻璃微珠浸泡于体积浓度

为1％的硅烷偶联剂的水溶液中2h，取出干燥得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水泥混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有以下步骤：

a、制备钢渣粉；

b、制备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c、将水泥混合物的原料组分混合后，经水泥粉磨制得所述水泥混合物。

[0028] 对比例1

一种水泥混合物，与实施例2的区别在于，钢渣原料在粉磨处理期间，不加入助磨组合

添加剂。

[0029] 对比例2

100％硅酸盐水泥。

[0030] 水泥性能检测

水泥的组分组成影响拌合用水量，不同水泥品种达到标准稠度的拌合用水量不同。本

测试中，先按照标准法测出实施例1-6和对比例1-2的水泥达到标准稠度时的拌合用水量，

计算出水灰比，然后，按照GB175-2007《通用硅酸盐水泥》中的规定，对实施例1-6和对比例

1-2的水泥进行抗压强度检测，水灰比和抗压强度结果如表2所示。

[0031] 表2水灰比和抗压强度结果

根据表2，由实施例1-3和对比例2可以看出，采用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制的混凝土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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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的抗压强度远高于对比例2中的普通硅酸盐水泥。这是因为：

(1)本发明在水泥中采用了大量的钢渣粉，由钢渣原料制成的钢渣粉本身具有较高的

抗压强度，能够大幅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

(2)经粉磨处理获得的钢渣粉的颗粒表面粘附有硼砂，可再分散乳胶粉中含有聚乙烯

醇。采用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制混凝土拌合物时，钢渣粉颗粒表面的硼砂能够与聚乙烯

醇形成凝胶网状结构，从而大大改善钢渣粉与混凝土拌合物基体之间的联结性能，由此大

大提升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而且，同样粘附在钢渣粉颗粒表面的胶体石墨粉能够提

高上述凝胶网状结构的耐碱性，从而进一步改善钢渣粉颗粒的界面强度，由此进一步提高

混凝土拌合物的整体强度。该条优势也可以结合对比例1明显看出。

[0032] 钢渣粉的加入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而且，能够实现对钢

渣的废物利用，由此减轻钢渣堆积占用土地资源以及污染环境的现象。

[0033] 由实施例2、4-5可以看出，氢氧化钾和改性空心玻璃微珠的加入能够降低配制混

凝土拌合物时的用水量，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这是因为：

(1)改性空心玻璃微珠能够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改善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

降低用水量，使得混凝土拌合物在凝固过程中，由于水分蒸发留下的空洞减小，混凝土拌合

物的密实度提高，从而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而且，粒径微小的改性空心玻璃微珠

能够填充水泥颗粒之间的空隙，进一步提高了混凝土拌合物的密实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

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

(2)空心玻璃微珠的主要化学成分包括二氧化硅、氧化铝，在其改性处理过程中，硅烷

偶联剂对空心玻璃微珠的表面进行改性处理，空心玻璃微珠表面的二氧化硅、氧化铝成分

被硅烷偶联剂活化，形成活性二氧化硅、活性氧化铝。而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方中，石膏

作为缓凝剂，主要化学成分是硫酸钙的水化物。采用本发明的水泥混合物配制混凝土拌合

物时，在加入的拌合水的作用下，氢氧化钾与石膏中的硫酸钙反应生成氢氧化钙。氢氧化钙

能与改性空心玻璃微珠表面的活性二氧化硅和活性氧化铝反应生成稳定的水化硅酸钙和

水化铝酸钙，不仅有助于混凝土拌合物的硬化，增加混凝土拌合物的强度，而且还能提高改

性空心玻璃微珠与混凝土拌合物基体之间的联结性能，改善改性空心玻璃微珠周围的界面

强度，有助于提高混凝土拌合物的抗压强度。

[0034]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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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