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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

土及其制备方法，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其技术

方案要点是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以

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水泥420-440份、细

骨料740-760份、粗骨料945-965份、水150-170

份、外加剂13-14份、粉煤灰18-24份、矿粉55-65

份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35-40份。本发明通

过本发明合理的配合比设计，可以平衡自密实混

凝土的流动性以及抗离析性，通过纤维膨胀抗裂

防水剂可以减少混凝土中的气孔，提高混凝土的

致密性，从而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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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水泥

420-440份、细骨料740-760份、粗骨料945-965份、水150-170份、外加剂13-14份、粉煤灰18-

24份、矿粉55-65份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35-4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数计，

包括如下组分：水泥430份、细骨料751份、粗骨料955份、水160份、外加剂13.75份、粉煤灰21

份、矿粉60份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39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骨料由

重量比为7:3的机制粗砂和天然特细砂混合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粗骨料的

细度为8-16mm连续级配的碎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加剂为

缓凝型高性能减水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为F

类Ⅱ级粉煤灰；所述矿粉为S95矿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膨胀抗

裂防水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以重量份数计，①取100-120份高岭石、20-30份白云石、20-30

份明矾石以及5-10份生石膏，在850-950℃的温度下，煅烧8-10h后，将其研磨后得到膨胀熟

料；②取硬脂酸3-5份、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甲氧基硅烷1-2份、葡萄糖酸钠1-2

份、3-氯-2-羟丙基磺酸钠0.5-1份以及30-40份无水乙醇，在50-55℃的温度下，加热2-3h

后，得到改性液；③向改性液中加入5-10份木质素纤维、3-5份海泡石纤维、5-10份聚丙烯纤

维，保温搅拌3-5h；然后加入膨胀熟料，搅拌后，经过干燥处理，得到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

8.一种如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

在于：包括如下步骤：以重量份数计，取水泥420-440份、细骨料740-760份、粗骨料945-965

份、水150-170份、外加剂13-14份、粉煤灰18-24份、矿粉55-65份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

35-40份，搅拌均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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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

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普通的混凝土是指用水泥作胶凝材料，以砂、石作骨料，与水按一定比例配合，经

搅拌而得的水泥混凝土；混凝土主要划分为两个阶段与状态：凝结硬化前的塑性状态，即新

拌混凝土或混凝土拌合物；硬化之后的坚硬状态，即硬化混凝土或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是

指在自身重力作用下，能够流动、密实，即使存在致密钢筋也能完全填充模板，同时获得很

好均质性，并且不需要附加振动的混凝土。由于自密实混凝土不需要振捣，可以缩短混凝土

浇筑的时间，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因此自密实混凝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0003] 现有技术中，申请号公布号为CN107162499A的专利申请文件，公开了一种高强度

自密实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高强度自密实混凝土的原料组分及各组分按重量份为：水泥

850份、玻璃微珠210份、硅灰65份、页岩陶粒460份、粘土陶粒585份、陶砂395份、漂珠70份、

河砂420份、减水剂75份、减缩剂0.3份、稳定剂1.5份和水480份。

[0004] 虽然自密实混凝土通过其自身流动自流动而密实的，但是当浇筑模板形状比较复

杂时，自密实混凝土在流动的过程中因受到阻力的增加，会出现浆骨分离的现象，使得混凝

土出现分层的现象，使得自密实混凝土的抗离析性能下降；对此，可以通过添加增粘剂以增

加拌合物的粘度，以降低分层现象，但是粘度增大后，滞留在混凝土中的气泡不易排出，当

混凝土硬化后，气泡的存在导致混凝土的致密性下降，在寒冷的环境下，自密实混凝土的干

燥收缩率变大，导致其耐久性变差。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提供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其通过本发明合理

的配合比设计，可以平衡自密实混凝土的流动性以及抗离析性，通过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

可以减少混凝土中的气泡以及气孔，提高混凝土的致密性，从而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水泥420-440份、细骨

料740-760份、粗骨料945-965份、水150-170份、外加剂13-14份、粉煤灰18-24份、矿粉55-65

份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35-40份。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浇筑形状复杂的模板中，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中的纤

维仍然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可以填充至模板的各个连接拐角处，并且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

在自密实混凝土流动的过程中，可以去除混凝土中滞留的气泡并填充混凝土中的气孔，提

高混凝土的致密性，以防止混凝土硬化后的收缩现象，从而提高混凝土的强度、抗渗抗裂性

能，并且由于混凝土内部气孔的减少，致密性的提高，可以提高混凝土的抗冻耐寒性能，进

而改善混凝土的耐久性。

说　明　书 1/6 页

3

CN 110627449 A

3



[0008] 进一步地，以重量份数计，包括如下组分：水泥430份、细骨料751份、粗骨料955份、

水160份、外加剂13.75份、粉煤灰21份、矿粉60份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39份。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本发明合理的配合比设计，可以平衡自密实混凝土

的流动性以及抗离析性，通过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可以减少混凝土中的气泡以及气孔，提

高混凝土的致密性，从而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细骨料由重量比为7:3的机制粗砂和天然特细砂混合而成。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机制砂主要是通过制砂机和其它附属设备加工而成的砂

子，机制砂的成本比天然砂低，与水泥等胶凝材料的粘结强度更高；机制砂的价格低于天然

砂，可以缓解天然砂供应不足的问题；通过天然河砂与机制砂的复配能弥补机制砂的级配

特征差、粒形缺陷的问题；采用细度模数为3.7-3.1的机制粗砂和细度模数为1.5-0.7的天

然特细砂按照7：3的重量比混合得到的细骨料可以填充到由粗骨料搭建的骨架中，提高混

凝土的致密性；通过天然特细砂与矿粉、粉煤灰的配合，可以增加混凝土的粘性，降低的分

层现象，平衡混凝土的流动性与抗离析的矛盾，以实现混凝土的高流动性以及高填充性，降

低自密实混凝土的分层现象。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粗骨料的细度为8-16mm连续级配的碎石。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连续级配的骨料可以堆积形成密实填充的搭接骨

架，提高混凝土的强度，通过其与细骨料、粉煤灰、矿渣粉的配合填充骨架的间隙，提高混凝

土的致密性，减少混凝土的孔隙率。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外加剂为缓凝型高性能减水剂。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缓凝型高性能减水剂具有缓凝、保塑以及减水率大的特

点，具有显著的可泵性，能显著增大混凝土的流动性，改善新拌混凝土的和易性，避免施工

结合层冷缝现象，能有效提高混凝土的抗裂防水性能。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粉煤灰为F类Ⅱ级粉煤灰；所述矿粉为S95矿粉。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矿粉与粉煤灰的加入可以调节混凝土的流变性能，提高

其塑性粘合，同时提高拌合物中的浆固比，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使混凝土均质性得到改

善，并减少粗细骨料颗粒之间的摩擦力，提高混凝土的通阻能力。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采用如下方法制备：以重量份数计，①取100-

120份高岭石、20-30份白云石、20-30份明矾石以及5-10份生石膏，在850-950℃的温度下，

煅烧8-10h后，将其研磨后得到膨胀熟料；②取硬脂酸3-5份、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

二甲氧基硅烷1-2份、葡萄糖酸钠1-2份、3-氯-2-羟丙基磺酸钠0.5-1份以及30-40份无水乙

醇，在50-55℃的温度下，加热2-3h后，得到改性液；③向改性液中加入5-10份木质素纤维、

3-5份海泡石纤维、5-10份聚丙烯纤维，保温搅拌3-5h；然后加入膨胀熟料，搅拌后，经过干

燥处理，得到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掺入混凝土中后，可以在混凝土中

分布数量众多的纤维，并且在浇筑形状复杂的模板时，纤维随混凝土的自流动性可以填充

至模板的各个连接拐角处，并且其在流动的过程中，可以去除混凝土中滞留的气泡并填充

混凝土中的气泡，提高混凝土的致密性，并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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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纤维膨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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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中的

说　明　书 2/6 页

4

CN 110627449 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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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提供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度混凝土的制备方法。

[0021]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度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取水泥420-440份、细骨

料740-760份、粗骨料945-965份、水150-170份、外加剂13-14份、粉煤灰18-24份、矿粉55-65

份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35-40份，搅拌均匀即可。

[0022] 综上所述，本发明相比于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在浇筑形状复杂的模板中，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中的纤维仍然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可以填充至模板的各个连接拐角处，并且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在自密实混凝土流动的过程

中，可以去除混凝土中滞留的气泡并填充混凝土中的气孔，提高混凝土的致密性，以防止混

凝土硬化后的收缩现象，从而提高混凝土的强度、抗渗抗裂性能，并且由于混凝土内部气孔

的减少，致密性的提高，可以提高混凝土的抗冻耐寒性能，进而改善混凝土的耐久性；

2.机制砂主要是通过制砂机和其它附属设备加工而成的砂子，与天然砂相比，机制砂

的形状更加规则；采用细度模数为3.7-3.1的机制粗砂和细度模数为1.5-0.7的天然特细砂

按照7：3的重量比混合得到的细骨料可以填充到由粗骨料搭建的骨架中，提高混凝土的致

密性；通过天然特细砂与矿粉、粉煤灰的配合，可以增加混凝土的粘性，降低的分层现象，平

衡混凝土的流动性与抗离析的矛盾，以实现混凝土的高流动性以及高填充性，降低自密实

混凝土的分层现象。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以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4] 一、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的制备例

制备例1：①取100kg高岭石、20kg白云石、20kg明矾石以及5kg生石膏，在850℃的温度

下，煅烧8h后，将其研磨后得到膨胀熟料；②取硬脂酸3kg、N-(β-氨乙基)-γ-氨丙基甲基二

甲氧基硅烷1kg、葡萄糖酸钠1kg、3-氯-2-羟丙基磺酸钠0.5kg以及30kg无水乙醇，在50℃的

温度下，加热2h后，得到改性液；③向改性液中加入5kg木质素纤维、3kg海泡石纤维、5kg聚

丙烯纤维，保温搅拌3h；然后加入膨胀熟料，搅拌后，在70℃的温度下，干燥8h，得到纤维膨

胀抗裂防水剂。

[0025] 制备例2：①取110kg高岭石、25kg白云石、25kg明矾石以及7.5kg生石膏，在900℃

的温度下，煅烧9h后，将其研磨后得到膨胀熟料；②取硬脂酸4kg、N-(β-氨乙基)-γ-氨丙基

甲基二甲氧基硅烷1.5kg、葡萄糖酸钠1.5kg、3-氯-2-羟丙基磺酸钠0.75kg以及35kg无水乙

醇，在53℃的温度下，加热2.5h后，得到改性液；③向改性液中加入7.5kg木质素纤维、4kg海

泡石纤维、7.5kg聚丙烯纤维，保温搅拌4h；然后加入膨胀熟料，搅拌后，在70℃的温度下，干

燥8h，得到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

[0026] 制备例3：①取120kg高岭石、30kg白云石、30kg明矾石以及10kg生石膏，在950℃的

温度下，煅烧10h后，将其研磨后得到膨胀熟料；②取硬脂酸5kg、N-(β-氨乙基)-γ-氨丙基

甲基二甲氧基硅烷2kg、葡萄糖酸钠2kg、3-氯-2-羟丙基磺酸钠1kg以及40kg无水乙醇，在55

℃的温度下，加热3h后，得到改性液；③向改性液中加入10kg木质素纤维、5kg海泡石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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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g聚丙烯纤维，保温搅拌5h；然后加入膨胀熟料，搅拌后，在70℃的温度下，干燥8h，得到

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

[0027] 制备例4：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不包含步骤②的改性液。

[0028] 制备例5：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②的改性液中不包含硬脂酸、

葡萄糖酸钠以及3-氯-2-羟丙基磺酸钠。

[0029] 制备例6：本制备例与制备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③的原料中的木质素纤维以

及海泡石纤维采用等量的聚丙烯纤维代替。

[0030] 二、实施例以下实施例中的水泥选自冀东水泥重庆合川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P·

O42.5R普通硅酸盐水泥；外加剂采用唐山冀东水泥外加剂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分公司提供的

缓凝型高性能减水剂；粉煤灰选自重庆珞璜电厂提供的F类Ⅱ级粉煤灰；矿粉选自重庆祥众

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提供的S95级的矿粉；碎石的产地为唐家沱长石尾码头。

[0031] 实施例1：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取水泥430kg、细骨料751kg、粗骨料955kg、水160kg、外加剂13.75kg、粉煤灰21kg、矿粉

60kg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选自制备例1)39kg，搅拌均匀即可。

[0032] 实施例2：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取水泥420kg、细骨料740kg、粗骨料945kg、水150kg、外加剂13kg、粉煤灰18kg、矿粉

55kg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选自制备例2)35kg，搅拌均匀即可。

[0033] 实施例3：一种C60膨胀自密实高强混凝土采用如下方法制备而得：

取水泥440kg、细骨料760kg、粗骨料965kg、水170kg、外加剂14kg、粉煤灰24kg、矿粉

65kg以及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选自制备例3)40kg，搅拌均匀即可。

[0034] 三、对比例

对比例1：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选自制备例4制备

而得。

[0035] 对比例2：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选自制备例5

制备而得。

[0036] 对比例3：本对比例与实施例1的不同之处在于，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选自制备例6

制备而得。

[0037] 四、性能测试

根据《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55-2011，对实施例1-3以及对比例1-3制备的混

凝土的性能进行测试，将测试结果示于表1。

[0038] 坍落度是用于评价混凝土和易性的指标，以测定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当坍落

度大于220mm时，用混凝土扩展后的评价直径即坍落扩展度可作为流动性指标；在进行坍落

度试验的同时，评定混凝土的粘聚性以及保水性：用捣棒在已坍落的混凝土锥体侧面轻轻

敲打，若锥体逐渐下沉，则表示粘聚性良好；如果锥体倒塌，部分崩裂或出现离析现象，则表

示粘聚性不好。保水性是以混凝土拌合物中的稀水泥浆析出的程度来评定：坍落度筒提起

后，如有较多稀水泥浆从底部析出，锥体部分混凝土拌合物也因失浆而骨料外露，则表明混

凝土拌合物的保水性能不好；如坍落度筒提起后无稀水泥浆或仅有少量稀水泥浆自底部析

出，则表示此混凝土拌合物保水性良好。

[0039] 抗压强度采用《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16中方法；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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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率采用《混凝土膨胀剂》GB/T23439-2009中方法；抗渗性能采用《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

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2-2009中的逐级加压法测定抗渗等级，采用快速；氯离

子迁移系数法测定抗氯离子渗透深度。抗冻性能采用SL  191-2008《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中的规定测定其抗冻等级。

[0040] 表1

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的混凝土的坍落度为250-260mm，坍落扩展度为750-

760mm，说明本发明制备的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流动性；由表1数据可以看出，本发明制备的混

凝土具有良好的粘聚性以及保水性，说明本发明制备的混凝土可以平衡混凝土的流动性与

抗离析的矛盾，降低自密实混凝土的分层现象。并且本发明的混凝土的28d抗压强度大于

74MPa，为C60强度等级混凝土，其抗渗等级为P12，抗冻等级为F150，说明本发明制备的混凝

土具有优异的抗压强度以及抗渗性能，并且具有一定的抗冻耐寒性能；说明采用本发明的

配比制得的混凝土具有较高的致密性，以从而提高混凝土的强度以及抗裂性能，进而改善

混凝土的耐久性。

[0041] 对比例1的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选自制备例4制备而得，该制备的原料中不包含步

骤②的改性液；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1中坍落度以及坍落扩展度变大，说明混凝土的流动

性变大，但是混凝土的粘聚性以及保水性变差，抗压强度、抗渗性能以及抗冻性能明显变

差，说明添加改性液制得的纤维膨胀抗裂剂平衡混凝土的流动性与抗离析的矛盾，降低自

密实混凝土的分层现象，从而可以明显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0042] 对比例2的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选自制备例5制备而得，该制备的原料中包含硬脂

酸、葡萄糖酸钠以及3-氯-2-羟丙基磺酸钠；相较于实施例1，对比例2中坍落度以及坍落扩

展度变大，说明混凝土的流动性变大，混凝土的粘聚性保持良好，但是其保水性变差，抗压

强度、抗渗性能以及抗冻性能明显变差，说明改性液中添加硬脂酸、葡萄糖酸钠以及3-氯-

2-羟丙基磺酸钠后，可以使制得的纤维膨胀抗裂剂提高混凝土的保水性，降低自密实混凝

土的分层现象，从而可以明显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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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对比例3的纤维膨胀抗裂防水剂选自制备例6制备而得，该制备的原料中的木质素

纤维以及海泡石纤维采用等量的聚丙烯纤维代替；相较于实施例2，对比例3中的抗压强度

以及抗渗性能有所降低，说明木质素纤维以及海泡石纤维的加入有助于提高混凝土的耐久

性能。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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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