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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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862460.0

(22)申请日 2020.08.25

(71)申请人 岑儒湛

地址 529400 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君堂镇

江洲圩镇新洲路26号

(72)发明人 岑儒湛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京诺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4407

代理人 肖金艳

(51)Int.Cl.

C04B 28/04(2006.01)

C04B 14/06(2006.01)

C04B 14/38(2006.01)

C04B 111/2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57)摘要

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按质量分

比包括以下组分：水170～220份；硅酸盐水泥340

～460份；骨料600～850份；纳米多孔材料13～28

份；纳米纤维220～250份；硅灰50～80份；矿粉65

～95份；减水剂3～5份；填充强化料15～30份；本

发明的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采用硅酸盐水泥

和骨料作为混凝土的主要材料，加入纳米多孔材

料、纳米纤维对混凝土进行改性，增大混凝土的

力学性能、抗盐抗冻性能和耐高温性同时保持整

体易性和流动性，有效填充混凝土内部孔隙，改

善颗粒级配和密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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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

水  170～220份；

硅酸盐水泥  340～460份；

骨料  600～850份；

纳米多孔材料  13～28份；

纳米纤维  220～250份；

硅灰  50～80份；

矿粉  65～95份；

减水剂  3～5份；

填充强化料  15～3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多孔

材料为纳米氧化硅、纳米氧化铁、纳米多孔硅中一种或多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多孔

材料的粒径在5-40纳米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骨料包括

粗集料和细集料，所述粗集料包括粒径为5-20mm的碎石，所述细集料为2-6mm的砂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纳米纤维

为纳米碳纤维或多孔纳米碳纤维。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

木质素磺酸钠、亚硫酸钠、糖钙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按质量分比包

括以下组分：水180份、硅酸盐水泥340份、骨料650份、纳米氧化硅19份、纳米碳纤维230份、

硅灰56份、矿粉72份、减水剂3份、填充强化料22份。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制备

方法：

1)按所述比例称量各原料组分；

2)将硅酸盐水泥、骨料、硅灰和矿粉按重量份配比加入搅拌机内，搅拌机搅拌5min；

3)将减水剂融入水中，将纳米多孔材料和纳米纤维加入溶解有减水剂的水中；

4)将含有减水剂的水分次加入搅拌机内，搅拌10min，形成混凝土混合料；

5)将填充强化料加入混凝土混合料中，搅拌后放置；

6)将混凝土混合料不断进行搅拌，得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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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材料是目前应用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建筑材料，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具有不

可撼动的地位。随着基础设施投入增大，对水泥材料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混凝土的强度等各

种使用性能需求也越来越高。

[0003] 纳米材料作为改性材料，可使混凝土具有更高的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拓宽混凝

土在高层建筑工程、海洋工程等领域中的应用范畴。在使用纳米材料对混凝土改善某一性

能时，极有可能会影响混凝土的另一性能，使改性后的混凝土其余性能降低，影响混凝土的

使用范围。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

凝土。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

[0006] 水  170～220份；

[0007] 硅酸盐水泥  340～460份；

[0008] 骨料  600～850份；

[0009] 纳米多孔材料  13～28份；

[0010] 纳米纤维  220～250份；

[0011] 硅灰  50～80份；

[0012] 矿粉  65～95份；

[0013] 减水剂  3～5份；

[0014] 填充强化料  15～30份。

[001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纳米多孔材料为纳米氧化硅、纳米氧化铁、纳米多

孔硅中一种或多种。

[0016]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纳米多孔材料的粒径在5-40纳米之间。

[0017]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纳米多孔材料添加至溶解有减水剂的水中，所述

纳米多孔材料添与溶解有减水剂的水按1：30的比例复配。

[001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纳米氧化硅为阿拉丁亲水型气象纳米二氧化硅，

粒径为7～40纳米，平均粒径为25纳米。

[001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骨料包括粗集料和细集料，所述粗集料包括粒径

为5-20mm的碎石，所述细集料为2-6mm的砂石。

[002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细集料为江砂，最大粒径为5mm，细度模数2.8，Ⅱ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1960769 A

3



区连续级配。

[002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纳米纤维为纳米碳纤维或多孔纳米碳纤维。

[002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填充强化料为石英粉、氮化硅、碳化硅、玻璃纤维

中的一种或多种。

[002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减水剂为木质素磺酸钠、亚硫酸钠、糖钙中的一

种。

[0024]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

分：水180份、硅酸盐水泥340份、骨料650份、纳米氧化硅19份、纳米碳纤维230份、硅灰56份、

矿粉72份、减水剂3份、填充强化料22份。

[0025]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包括以下制备方法：

[0026] 1)按所述比例称量各原料组分；

[0027] 2)将硅酸盐水泥、骨料、硅灰和矿粉按重量份配比加入搅拌机内，搅拌机搅拌

5min；

[0028] 3)将减水剂融入水中，将纳米多孔材料和纳米纤维加入溶解有减水剂的水中；

[0029] 4)将含有减水剂的水分次加入搅拌机内，搅拌10min，形成混凝土混合料；

[0030] 5)将填充强化料加入混凝土混合料中，搅拌后放置；

[0031] 6)将混凝土混合料不断进行搅拌，得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003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步骤(2)中纳米多孔材料需要先用超声分散处理

30min。

[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采用硅

酸盐水泥和骨料作为混凝土的主要材料，加入纳米多孔材料、纳米纤维对混凝土进行改性，

增大混凝土的力学性能、抗盐抗冻性能和耐高温性同时保持整体易性和流动性，有效填充

混凝土内部孔隙，改善颗粒级配和密实性。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现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5] 实施案例一：

[0036] 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所述纳米改性高强

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水180份、硅酸盐水泥340份、骨料650份、纳米氧化硅

19份、纳米碳纤维230份、硅灰56份、矿粉72份、木质素磺酸钠3份、石英粉22份。

[0037] 包括以下制备方法：

[0038] 1)按所述比例称量各原料组分；

[0039] 2)将硅酸盐水泥、骨料、硅灰和矿粉按重量份配比加入搅拌机内，搅拌机搅拌

5min；

[0040] 3)将木质素磺酸钠融入水中，将纳米氧化硅和纳米碳纤维分别超声分散30min后

加入溶解有木质素磺酸钠的水中；

[0041] 4)将含有木质素磺酸钠和纳米氧化硅和纳米碳纤维的水分次加入搅拌机内，搅拌

10min，形成混凝土混合料；

[0042] 5)将石英粉加入混凝土混合料中，搅拌后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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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6)将混凝土混合料不断进行搅拌，得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0044] 实施案例二：

[0045] 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所述纳米改性高强

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水170份、硅酸盐水泥340份、骨料620份、纳米氧化铁

19份、纳米碳纤维230份、硅灰52份、矿粉67份、亚硫酸钠3份、氮化硅22份。

[0046] 包括以下制备方法：

[0047] 1)按所述比例称量各原料组分；

[0048] 2)将硅酸盐水泥、骨料、硅灰和矿粉按重量份配比加入搅拌机内，搅拌机搅拌

5min；

[0049] 3)将亚硫酸钠融入水中，将纳米氧化铁和纳米碳纤维分别超声分散30min后加入

溶解有亚硫酸钠的水中；

[0050] 4)将含有亚硫酸钠和纳米氧化铁和纳米碳纤维的水分次加入搅拌机内，搅拌

10min，形成混凝土混合料；

[0051] 5)将氮化硅加入混凝土混合料中，搅拌后放置；

[0052] 6)将混凝土混合料不断进行搅拌，得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0053] 实施案例三：

[0054] 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所述纳米改性高强

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水200份、硅酸盐水泥400份、骨料650份、纳米氧化硅

13份、纳米碳纤维230份、硅灰60份、矿粉75份、木质素磺酸钠4份、石英粉25份。

[0055] 包括以下制备方法：

[0056] 1)按所述比例称量各原料组分；

[0057] 2)将硅酸盐水泥、骨料、硅灰和矿粉按重量份配比加入搅拌机内，搅拌机搅拌

5min；

[0058] 3)将木质素磺酸钠融入水中，将纳米氧化硅和纳米碳纤维分别超声分散30min后

加入溶解有木质素磺酸钠的水中；

[0059] 4)将含有木质素磺酸钠和纳米氧化硅和纳米碳纤维的水分次加入搅拌机内，搅拌

10min，形成混凝土混合料；

[0060] 5)将石英粉加入混凝土混合料中，搅拌后放置；

[0061] 6)将混凝土混合料不断进行搅拌，得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0062] 实施案例四：

[0063] 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所述纳米改性高强

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水200份、硅酸盐水泥400份、骨料650份、纳米氧化铁

13份、纳米碳纤维230份、硅灰60份、矿粉75份、木质素磺酸钠4份、石英粉25份。

[0064] 包括以下制备方法：

[0065] 1)按所述比例称量各原料组分；

[0066] 2)将硅酸盐水泥、骨料、硅灰和矿粉按重量份配比加入搅拌机内，搅拌机搅拌

5min；

[0067] 3)将木质素磺酸钠融入水中，将纳米氧化铁和纳米碳纤维分别超声分散30min后

加入溶解有木质素磺酸钠的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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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4)将含有木质素磺酸钠和纳米氧化铁和纳米碳纤维的水分次加入搅拌机内，搅拌

10min，形成混凝土混合料；

[0069] 5)将石英粉加入混凝土混合料中，搅拌后放置；

[0070] 6)将混凝土混合料不断进行搅拌，得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0071] 实施案例五：

[0072] 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所述纳米改性高强

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水220份、硅酸盐水泥440份、骨料700份、纳米氧化硅

28份、纳米碳纤维240份、硅灰65份、矿粉75份、木质素磺酸钠4份、石英粉25份。

[0073] 包括以下制备方法：

[0074] 1)按所述比例称量各原料组分；

[0075] 2)将硅酸盐水泥、骨料、硅灰和矿粉按重量份配比加入搅拌机内，搅拌机搅拌

5min；

[0076] 3)将木质素磺酸钠融入水中，将纳米氧化硅和纳米碳纤维分别超声分散30min后

加入溶解有木质素磺酸钠的水中；

[0077] 4)将含有木质素磺酸钠和纳米氧化硅和纳米碳纤维的水分次加入搅拌机内，搅拌

10min，形成混凝土混合料；

[0078] 5)将石英粉加入混凝土混合料中，搅拌后放置；

[0079] 6)将混凝土混合料不断进行搅拌，得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0080] 实施案例六：

[0081] 一种新型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所述纳米改性高强

度混凝土，按质量分比包括以下组分：水220份、硅酸盐水泥440份、骨料700份、纳米氧化铁

28份、纳米碳纤维240份、硅灰65份、矿粉75份、木质素磺酸钠4份、石英粉25份。

[0082] 包括以下制备方法：

[0083] 1)按所述比例称量各原料组分；

[0084] 2)将硅酸盐水泥、骨料、硅灰和矿粉按重量份配比加入搅拌机内，搅拌机搅拌

5min；

[0085] 3)将木质素磺酸钠融入水中，将纳米氧化铁和纳米碳纤维分别超声分散30min后

加入溶解有木质素磺酸钠的水中；

[0086] 4)将含有木质素磺酸钠和纳米氧化铁和纳米碳纤维的水分次加入搅拌机内，搅拌

10min，形成混凝土混合料；

[0087] 5)将石英粉加入混凝土混合料中，搅拌后放置；

[0088] 6)将混凝土混合料不断进行搅拌，得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

[0089] 使用实施案例中制得的混凝土浇筑在模板中，利用振动棒振动成型，对模具中混

凝土按照常规养护方法进行养护，对成品进行常温及高温下的力学试验，试验结果如下表

所示。

[0090] 表1纳米改性高强度混凝土在不同温度下的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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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0092] 从表1中可知，纳米二氧化硅作为对混凝土力学性能的改性材料比纳米氧化铁更

有利于增加缓凝土的抗压强度，在实施案例一中纳米多孔材料含量为1.2％的时候，性能最

佳，同时具有较好的高温耐受性。

[0093] 综上所述，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阅读本发明文件后，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和

技术构思无需创造性脑力劳动而作出其他各种相应的变换方案，均属于本发明所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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