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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

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及其制备方法。所述耐热型

水泥基灌浆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其原料组成如

下：水泥36％～48％，骨料45％～60％，矿物掺合

料5％～12％，减水剂0 .3％～0 .6％，消泡剂

0.01％～0.08％，稳定剂0.01％～0.1％，膨胀剂

0.5％～3.5％，纤维0.1％～2％，以及水11％～

15％，且除去水之外的各组分之和为100％。本发

明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具有耐热、高流动度、

高强、微膨胀、自密实等优点。本发明所述耐热型

水泥基灌浆料可应用于服役温度在200～600℃

有耐热要求的设备基础灌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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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灌浆料的原料组成如

下：

且除去水之外的各组分之和为1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灌

浆料的原料组成如下：

且除去水之外的各组分之和为10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灌

浆料的原料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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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除去水之外的各组分之和为100％。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强度

等级不低于42.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硅酸盐水泥、高铝水泥中的一种或多

种。

5.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骨料为石英

砂、玄武岩砂、矾土、焦宝石、耐火砖碎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6.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物掺合料

为微硅粉、磨细矿渣粉、磨细粉煤灰中的两种或多种；其中，所述微硅粉的比表面积为18000

～20000m2/kg，所述磨细矿渣粉的比表面积为400～3000m2/kg，所述磨细粉煤灰的比表面积

为400～800m2/kg。

7.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粉

末状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消泡剂、聚醚消泡剂中的一种；所述稳定剂

为改性膨润土、纤维素醚中的一种。

8.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剂为塑

性膨胀剂和硬化后膨胀剂，其中，所述塑性膨胀剂为分子筛、活性炭、对硝基苯重氮氟硼酸

盐中的一种；所述硬化后膨胀剂为硫铝酸钙类膨胀剂、氧化钙类膨胀剂中的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为钢纤

维、聚丙烯纤维、玄武岩纤维、芳纶纤维中的一种或多种。

10.一种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的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

将水泥、骨料、矿物掺合料、减水剂、消泡剂、稳定剂、膨胀剂和纤维按照所述重量百分

比，投入双轴桨叶无重力混合机中，搅拌3～5min，物料出机后加入所述重量百分比的水，继

续搅拌3～5min，得到所述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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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应用领域，涉及一种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该耐热型水

泥基灌浆料可应用于冶金、石油、核电等具有200～600℃耐热要求的基础改造或二次灌浆

工程，本发明还涉及所述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基灌浆材料主要应用于梁柱接头、设备底座、桥梁支座、吊车轨道、钢结构柱

脚、地脚螺栓锚固等灌浆工程。普通水泥基灌浆料最高使用温度为200℃，温度继续升高时，

普通水泥基灌浆材料中的水泥浆体会出现失水现象，导致孔隙率增大，强度降低；普通水泥

基灌浆材料中的骨料也会出现膨胀现象，导致结构破坏。

[0003] 因此，当水泥基灌浆料服役环境高于200℃时，现行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应

用技术规范》GB/T  50448-2015对灌浆材料的热震性和抗压强度比有限制性要求。

[0004] 中国专利文献CN108793893A公开了一种耐热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其采用普通硅

酸盐水泥、玄武岩碎石与重晶石碎石、水渣以及自制早强型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配制了一

种用于200～1300℃的耐热混凝土。但是该文献所用水渣和自制减水均需预处理或预制，增

加了材料的制备工序，所用骨料粒径也较大，不适用于普通灌浆工程。

发明内容

[0005] 鉴于上述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该灌浆材料具有

耐热、高流动度、高强、微膨胀、自密实等特点。

[0006]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上述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的制备方法。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方面，本发明提供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其

原料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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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0010] 在本发明更优选的实施方案中，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按重量百分比计，其

原料组成如下：

[0011]

[0012] 或者，按重量百分比计，所述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的原料组成如下：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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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0015] 在本发明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中，所述水泥为强度等级不低于42.5的普通硅酸盐

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硅酸盐水泥、高铝水泥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6] 所述骨料为石英砂、玄武岩砂、矾土、焦宝石、耐火砖碎料中的一种或多种。

[0017] 所述矿物掺合料为微硅粉、磨细矿渣粉、磨细粉煤灰中的两种或多种；其中，所述

微硅粉的比表面积为18000～20000m2/kg，所述磨细矿渣粉的比表面积为400～3000m2/kg，

所述磨细粉煤灰的比表面积为400～800m2/kg。

[0018] 所述减水剂为粉末状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0019] 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消泡剂、聚醚消泡剂中的一种。

[0020] 所述稳定剂为改性膨润土、纤维素醚中的一种。

[0021] 所述膨胀剂为塑性膨胀剂和硬化后膨胀剂。其中，所述塑性膨胀剂为分子筛、活性

炭、对硝基苯重氮氟硼酸盐中的一种；所述硬化后膨胀剂为硫铝酸钙类膨胀剂、氧化钙类膨

胀剂中的一种。

[0022] 所述纤维为钢纤维、聚丙烯纤维、玄武岩纤维、芳纶纤维中的一种或多种。更优选

地，所述纤维至少包含钢纤维。

[0023]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本发明提供的上述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的制备方法，该

方法包括：

[0024] 将水泥、骨料、矿物掺合料、减水剂、消泡剂、稳定剂、膨胀剂和纤维按照上述重量

百分比，投入双轴桨叶无重力混合机中，搅拌3～5min，物料出机后加入上述对应重量百分

比的水，继续搅拌3～5min，得到所述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采用优质原料并优化配比，制备出具

有耐热、高流动度、高强、微膨胀、自密实等特点的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材料，适用于200～600

℃耐热要求的基础改造或二次灌浆工程。本发明制备的灌浆材料初始流动度可达350mm，流

动度30min保留值可达325mm；1d抗压强度可达43.5MPa，28d抗压强度可达121.6MPa。具体

地，本发明中，

[0026] (1)采用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并控制用水量，降低了胶凝体系的水胶比，使得胶凝

材料硬化后含水率更少，结构更加致密，孔隙率更低，在受热时不易因失水导致孔隙率增

大。

[0027] (2)矿物掺合料的复合使用增加了界面过渡区的密实度，亦降低了胶凝材料硬化

后的孔隙率，减小了高温变形；另外，矿物掺合料中的矿物组分SiO2和Al2O3与水泥水化产物

Ca(OH)2之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了耐热性更强的无水硅酸钙和无水铝酸钙，减轻了胶凝材

料硬化后在高温条件下的体积变化。

[0028] (3)塑性膨胀剂和硬化后膨胀剂的复合使用，使本发明灌浆材料从塑性阶段到硬

化阶段均有一定的膨胀效应，实现了灌浆材料的微膨胀，提高了材料的体积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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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4)纤维采用钢纤维、聚丙烯纤维、玄武岩纤维、芳纶纤维中的一种或多种，优选

地，至少包含钢纤维。本发明所用纤维耐热性能好，高温环境下较为稳定，大幅度提高了灌

浆材料的抗压强度、抗冲击强度和韧性等性能。

[0030] 本发明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料的制备方法简单，现场加水搅拌均匀即可进行灌浆作

业。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2] 实施例1

[0033] CA50-Ⅰ型铝酸盐水泥420kg，级配焦宝石490kg，微硅粉21kg，磨细矿渣粉48kg，聚

羧酸高性能减水剂4.7kg，聚醚消泡剂0.3kg，改性膨润土1kg，分子筛0.2kg，UEA膨胀剂

5.5kg，钢纤维7kg，玄武岩纤维2.3kg。将上述原材料投入无重力混合机中搅拌5min，出机后

加入12.5％的水，搅拌5min，即得本发明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材料。标准养护条件下测得灌浆

材料各龄期的性能如表1所示。

[0034] 表1实施例1灌浆料物理性能

[0035]

[0036]

[0037] 本实施例配制的灌浆料初始流动度和流动度30min保留值均大于320mm，流动性

好；28d抗压强度达到121.6MPa，强度高；600℃条件下热震20次以后，试块表面无脱落，热震

后试件浸水端与试件标养28d的抗压强度比为91％，耐热性能良好。可满足服役环境最高温

为600℃的设备基础二次灌浆技术要求。

[0038] 实施例2

[0039] P·O42 .5普通硅酸盐水泥390kg，级配石英砂510kg，微硅粉31kg，磨细矿渣粉

50kg，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3.4kg，有机硅氧烷消泡剂0.3kg，纤维素醚0.3kg，分子筛0.2kg，

UEA膨胀剂11.8kg，钢纤维3kg。将上述原材料投入无重力混合机中搅拌5min，出机后加入

12.5％的水，搅拌3min，即得本发明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材料。标准养护条件下测得灌浆材料

各龄期的性能如表2所示。

[0040] 表2实施例2灌浆料物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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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本实施例配制的灌浆料初始流动度和流动度30min保留值均大于320mm，流动性

好；28d抗压强度达到109.6MPa，强度高；300℃条件下热震20次以后，试块表面无脱落，热震

后试件浸水端与试件标养28d的抗压强度比为92％，耐热性能良好。可满足服役环境最高温

为300℃的设备基础二次灌浆技术要求。

[0043] 实施例3

[0044] P·S·A42.5矿渣硅酸盐水泥420kg，级配玄武岩砂470kg，微硅粉17.5kg，磨细粉

煤灰70kg，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4.5kg，有机硅氧烷消泡剂0.5kg，纤维素醚0.5kg，活性炭

0.3kg，氧化钙类膨胀剂11.7kg，钢纤维3.5kg，玄武岩纤维1.5kg。将上述原材料投入无重力

混合机中搅拌5min，出机后加入13％的水，搅拌4min，即得本发明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材料。

标准养护条件下测得灌浆材料各龄期的性能如表3所示。

[0045] 表3实施例3灌浆料物理性能

[0046]

[0047] 本实施例配制的灌浆料初始流动度和30min流动度保留值均大于310mm，流动性

好；28d抗压强度达到113.4MPa，强度高；500℃条件下热震20次以后，试块表面无脱落，热震

后试件浸水端与试件标养28d的抗压强度比为92％，耐热性能良好。可满足服役环境为500

℃的设备基础二次灌浆技术要求。

[0048] 实施例4

[0049] P·Ⅱ42.5硅酸盐水泥415kg，耐火砖碎料485kg，微硅粉20kg，磨细矿渣粉60kg，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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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酸高性能减水剂4.2kg，有机硅氧烷消泡剂0.3kg，纤维素醚0.8kg，对硝基苯重氮氟硼酸

盐0.3kg，UEA膨胀剂5.4kg，钢纤维9kg。将上述原材料投入无重力混合机中搅拌5min，出机

后加入12％的水，搅拌3min，即得本发明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材料。标准养护条件下测得灌浆

材料各龄期的性能如表4所示。

[0050] 表4实施例4灌浆料物理性能

[0051]

[0052]

[0053] 本实施例配制的灌浆料性能指标满足国标Ⅲ类灌浆料标准，28d抗压强度达到

107.9MPa，强度高；400℃条件下热震20次以后，试块表面无脱落，热震后试件浸水端与试件

标养28d的抗压强度比为95％，耐热性能良好。可满足服役环境为400℃的设备基础二次灌

浆技术要求。

[0054] 实施例5

[0055] P·O42.5普通硅酸盐水泥385kg，级配矾土510kg，微硅粉28kg，磨细粉煤灰56kg，

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4kg，聚醚消泡剂0.5kg，改性膨润土0.5kg，分子筛0.3kg，氧化钙类膨

胀剂10.7kg，钢纤维3kg，聚丙烯纤维2kg。将上述原材料投入无重力混合机中搅拌5min，出

机后加入13.5％的水，搅拌3min，即得本发明耐热型水泥基灌浆材料。标准养护条件下测得

灌浆材料各龄期的性能如表5所示。

[0056] 表5实施例5灌浆料物理性能

[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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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本实施例配制的灌浆料性能指标满足国标Ⅲ类灌浆料标准，流动性好；28d抗压强

度为87.5MPa，强度高；200℃条件下热震20次以后，试块表面无脱落，热震后试件浸水端与

试件标养28d的抗压强度比为98％，耐热性能良好。可满足服役环境为200℃的设备基础二

次灌浆技术要求。

[005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做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保护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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