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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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881995.7

(22)申请日 2021.08.02

(71)申请人 北京建工资源循环利用投资有限公

司

地址 100089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10号院1

号楼A座17层1701-1728

(72)发明人 王淼　陈向杰　李岩凌　何强　

刘文才　周伟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秉文同创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11859

代理人 孙富利　张文武

(51)Int.Cl.

C04B 28/04(2006.01)

C04B 28/06(2006.01)

C04B 28/08(2006.01)

C04B 28/02(2006.01)

C04B 28/26(2006.01)

C04B 18/16(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水砖及其制

备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

水砖，包括基层和面层，所述基层包括如下重量

份的原料组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50～80份、

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5～20份、水泥15～30份、粉

煤灰3～15份、水8～10份、增强剂0.02～1.0份、

抑碱剂0.02～1.0份，所述面层包括如下重量份

的原料组分：天然砂70～85份、水泥15～30份、增

强剂0.02～1.0份、抑碱剂0.02～1.0份。本发明

采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成的再生透水砖，实现

了废旧建筑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绿色节能、

孔隙率高、吸水性强、不泛碱，透水系数可达2.0

×10‑2cm/s以上，透水性高，抗压强度可达40MPa

以上，抗压强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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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水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砖包括基层和面层，所述

基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50～80份、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5～

20份、水泥15～30份、粉煤灰3～15份、水8～10份、增强剂0.02～1.0份、抑碱剂0.02～1.0

份，所述面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天然砂70～85份、水泥15～30份、增强剂0.02～

1.0份、抑碱剂0.02～1.0份。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透水砖，其特征在于，所述透水砖包括基层和面层，所述基层包

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65份、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5份、水泥25份、

粉煤灰5份、水9份、增强剂0.1份、抑碱剂0.15份，所述面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天

然砂75份、水泥25份、增强剂0.1份、抑碱剂0.15份。

3.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透水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为建

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5～10mm的骨料。

4.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透水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为建

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0～5mm的骨料。

5.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透水砖，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铝酸盐

水泥、矿渣水泥、火山灰水泥中的至少一种。

6.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透水砖，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为一级灰或二级灰。

7.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透水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天然砂的粒径不超过20目。

8.如权利要求1～2任一项所述的透水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强剂为减水剂、无机粘接

剂、高分子树脂、固化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抑碱剂为乳液、乳胶粉、表面活性剂、微硅粉、偏

高领土、聚乙烯醇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天然砂为河砂、机制砂、尾矿砂、彩砂中的至少一种。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透水砖，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萘系减水剂、脂肪族减水剂、

氨基减水剂、聚羧酸减水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无机粘接剂为水玻璃、石膏、特种水泥、磷酸

盐、氧化铝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固化剂为纳基、钾基、锂基、纳米二氧化硅中的至少一种，所

述表面活性剂为羧酸盐、硫酸盐、季铵盐、PEO衍生物、内酯中的至少一种，所述乳液为叔醋

乳液、VAE乳液、丙烯酸类乳液中的至少一种，所述乳胶粉为乙烯‑醋酸乙烯酯类、醋酸乙烯‑

叔碳酸乙烯类、丙烯酸类中的至少一种。

10.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透水砖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水泥、粉煤灰、水、增强剂和抑碱剂

分别称重，加入基层搅拌机搅拌均匀后作为基层料；

(2)将天然砂、水泥、增强剂和抑碱剂分别称重，加入面层搅拌机搅拌均匀后作为面层

料；

(3)通过砌块成型机按设定的成型参数成型，养护后得到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水

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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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水砖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水砖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建筑材料技术

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据统计，我国建筑垃圾的排放量占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每年新产生建筑

垃圾超过3亿吨。产生的建筑垃圾，一部分用于回填，绝大部分直接运往城郊或乡村，采用露

天堆放或填埋处理。这样不仅占用耕地、耗用大量的垃圾清运及填埋等建设费用，还对大气

和水域造成严重的污染，破坏自然生态环境。随着国家海绵城市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透水

砖铺装作为海绵城市建设最常见的铺装方式，在海绵城市建设中的应用十分广泛，透水砖

在海绵城市建设中消除内涝、解决雨水径流污染、补充地下水、恢复水生态、雨水资源化利

用、节约水资源等方面正在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将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海绵城市建设

有机结合起来，使用这些建筑垃圾制造再生透水砖，使建筑垃圾得到循环再利用，意义重

大。

[0003] 再生透水砖强度低的原因是再生骨料相比于天然骨料的力学性能差，造成再生透

水砖整体骨架较为脆弱。通过控制温湿度养护条件，可以避免养护过程中出现泛碱，但是在

工程应用铺装时，透水砖内部仍然一直会有未水化的水泥和结晶盐存在，且透水砖本身孔

隙率较大，随着表面空气流动和水分蒸发，极容易将透水砖内部的各类结晶盐携带到透水

砖表面形成聚集泛碱发白。

[0004] 现有技术生产的再生骨料透水砖因其抗压强度较低，会极大地降低再生骨料透水

砖的耐久性和使用寿命，同时极大限制了建筑垃圾再生骨料的资源化利用。并且，现有技术

对天然骨料透水砖的泛碱研究只能使透水砖在生产养护过程中不发生泛碱，并不能使透水

砖避免在恶劣环境中应用(比如秋冬季节)造成的后续泛碱，更不能抑制碱性更大的再生透

水砖的泛碱。

[0005] 目前行业内建筑垃圾再生透水砖抗压强度只能达到30MPa左右；且行业内只对造

成天然骨料透水砖泛碱的原因、成分和养护条件进行了分析，尚未有对再生骨料透水砖通

过添加有效抑碱剂抑制泛碱的措施进行研究。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而提供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

再生透水砖及其制备方法，该透水砖不但抗压强度可以达到40MPa以上，并且具有良好的抗

泛碱性能，极大提升了再生透水砖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水砖，

所述透水砖包括基层和面层，所述基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

50～80份、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5～20份、水泥15～30份、粉煤灰3～15份、水8～10份、增强

剂0.02～1.0份、抑碱剂0.02～1.0份，所述面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天然砂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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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水泥15～30份、增强剂0.02～1.0份、抑碱剂0.02～1.0份。

[0008] 本发明解决了因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力学性能差和碱性大，使再生透水砖强度低和

易泛碱的问题。本发明通过在基层和面层加入特定增强剂用来提高再生透水砖的强度，通

过加入特定抑碱剂用来阻止再生透水砖的泛碱。

[0009] 本发明的透水砖中，水泥、粉煤灰作为体系胶凝材料和填充材料；建筑垃圾再生骨

料作为再生透水砖基层骨架支撑结构；面层砂作为再生透水砖面层骨架支撑结构；增强剂

和抑碱剂作为功能性辅助材料。

[0010] 本发明通过在基层和面层拌合料中添加增强剂(比如减水剂、无机粘接剂、高分子

树脂、硅锂基固化剂等)，提高再生透水砖的整体抗压强度至40MPa以上；通过在基层和面层

拌合料中添加不影响透水率的抑碱剂(比如乳液、乳胶粉、表面活性剂、微硅粉、偏高领土、

聚乙烯醇等)，使再生透水砖泛碱结晶物被锁定在透水砖内部，彻底抑制生产养护过程中的

泛碱和工程应用的后续泛碱问题。

[0011] 作为本发明所述透水砖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透水砖包括基层和面层，所述基层

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65份、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5份、水泥25

份、粉煤灰5份、水9份、增强剂0.1份、抑碱剂0.15份，所述面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

天然砂75份、水泥25份、增强剂0.1份、抑碱剂0.15份。

[0012] 作为本发明所述透水砖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为建筑垃圾经

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5～10mm的骨料。

[0013] 作为本发明所述透水砖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为建筑垃圾经

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0～5mm的骨料。

[0014] 本发明的建筑垃圾是指由各类建筑、道路桥梁或其他建筑物拆迁和装修产生的废

砖瓦和废混凝土。

[0015] 作为本发明所述透水砖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铝酸盐水泥、矿

渣水泥、火山灰水泥中的至少一种。

[0016] 作为本发明所述透水砖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粉煤灰为一级灰或二级灰。

[0017] 作为本发明所述透水砖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天然砂的粒径不超过20目。

[0018] 作为本发明所述透水砖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增强剂为减水剂、无机粘接剂、高分

子树脂、固化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抑碱剂为乳液、乳胶粉、表面活性剂、微硅粉、偏高领土、

聚乙烯醇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天然砂为河砂、机制砂、尾矿砂、彩砂中的至少一种。

[0019] 作为本发明所述透水砖的优选实施方式，所述减水剂为萘系减水剂、脂肪族减水

剂、氨基减水剂、聚羧酸减水剂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无机粘接剂为水玻璃、石膏、特种水泥、

磷酸盐、氧化铝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固化剂为纳基、钾基、锂基、纳米二氧化硅中的至少一

种，所述表面活性剂为羧酸盐、硫酸盐、季铵盐、PEO衍生物、内酯中的至少一种，所述乳液为

叔醋乳液、VAE乳液、丙烯酸类乳液中的至少一种，所述乳胶粉为乙烯‑醋酸乙烯酯类、醋酸

乙烯‑叔碳酸乙烯类、丙烯酸类中的至少一种。

[0020]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上述透水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水泥、粉煤灰、水、增强剂和抑

碱剂分别称重，加入基层搅拌机搅拌均匀后作为基层料；

[0022] (2)将天然砂、水泥、增强剂和抑碱剂分别称重，加入面层搅拌机搅拌均匀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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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层料；

[0023] (3)通过砌块成型机按设定的成型参数成型，养护后得到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

透水砖。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本发明采用建筑垃圾再生骨料制成的再

生透水砖，实现了废旧建筑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绿色节能、孔隙率高、吸水性强、不泛

碱，透水系数可达2.0×10‑2cm/s以上，透水性高，抗压强度可达40MPa以上，抗压强度高。并

且具有良好的抗泛碱性能，极大提升了再生透水砖的性能和使用寿命；而且能够大量消耗

目前城市产生的混凝土固废、砖瓦固废等各类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实现了建筑垃圾的循环

再利用，具有很高的环保价值和经济价值。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更好地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

作进一步说明。

[0026] 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测试参考标准为GB/T25993‑2010《透水路面砖与透水路面板》。

[0027] 实施例1

[0028] 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水砖，所述透水砖包括基层和面层，所述基层包括

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55份、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20份、水泥25份、

粉煤灰15份、水10份、增强剂0.02份、抑碱剂1.0份，所述面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

天然砂75份、水泥25份、增强剂0.02份、抑碱剂1.0份。

[0029] 本实施例的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为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5～

10mm的骨料，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为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0～5mm的骨

料，水泥为硅酸盐水泥，粉煤灰为一级灰，天然砂的粒径不超过20目，增强剂为萘系减水剂，

抑碱剂为微硅粉，天然砂为河砂。

[0030] 本实施例透水砖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水泥、粉煤灰、水、增强剂和抑

碱剂分别称重，加入基层搅拌机搅拌均匀后作为基层料；

[0032] (2)将天然砂、水泥、增强剂和抑碱剂分别称重，加入面层搅拌机搅拌均匀后作为

面层料；

[0033] (3)通过砌块成型机按设定的成型参数成型，养护后得到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

透水砖。

[0034] 本实施例制备的再生骨料透水砖，抗压强度可达到47.2MPa，劈裂抗拉强度可达到

4.6MPa，透水率可达到A级(2.0×10‑2cm/s)以上，实测为2.1×10‑2cm/s)，经过一年四季泛

碱观测，未出现泛碱现象。

[0035] 实施例2

[0036] 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水砖，所述透水砖包括基层和面层，所述基层包括

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60份、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5份、水泥28份、粉

煤灰3份、水8份、增强剂1.0份、抑碱剂0.02份，所述面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天然

砂72份、水泥22份、增强剂1.0份、抑碱剂0.02份。

[0037] 本实施例的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为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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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mm的骨料，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为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0～5mm的骨

料，水泥为铝酸盐水泥，粉煤灰为二级灰，天然砂的粒径不超过20目，增强剂为水玻璃，抑碱

剂为羧酸盐，天然砂为尾矿砂。

[0038] 本实施例透水砖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39] 本实施例制备的再生骨料透水砖，抗压强度可达到44.6MPa，劈裂抗拉强度可达到

4.3MPa，透水率可达到A级(2.0×10‑2cm/s)以上，实测为2.3×10‑2cm/s)，经过一年四季泛

碱观测，未出现泛碱现象。

[0040] 实施例3

[0041] 一种高强抑碱建筑垃圾再生透水砖，所述透水砖包括基层和面层，所述基层包括

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77份、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15份、水泥20份、

粉煤灰5份、水9份、增强剂0.5份、抑碱剂0.5份，所述面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天然

砂80份、水泥20份、增强剂0.5份、抑碱剂0.5份。

[0042] 本实施例的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为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5～

10mm的骨料，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为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后得到的粒径为0～5mm的骨

料，水泥为火山灰水泥，粉煤灰为一级灰，天然砂的粒径不超过20目，增强剂为氧化铝，抑碱

剂为偏高领土，天然砂为彩砂。

[0043] 本实施例透水砖的制备方法同实施例1。

[0044] 本实施例制备的再生骨料透水砖，抗压强度可达到41.8MPa，劈裂抗拉强度可达到

4.2MPa，透水率可达到A级(2.0×10‑2cm/s)以上，实测为2.6×10‑2cm/s)，经过一年四季泛

碱观测，未出现泛碱现象。

[0045] 实施例4～7

[0046] 实施例4～7中各原料的种类选择、制备方法均同实施例1，仅各原料的用量不同。

实施例4～7中各原料的用量如表1所示。

[0047] 对比例1～4

[0048] 对比例1～4中各原料的种类选择、制备方法均同实施例1，仅各原料的用量不同。

对比例1～4中各原料的用量如表1所示。

[0049] 表1

[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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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0052] 效果例1

[0053] 对实施例4～7和对比例1～4的透水砖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

[0054] 表2

[0055]

[0056] 由表2可知，采用本发明配比制备得到的透水砖抗压强度可达40MPa以上，抗压强

度高，透水系数可达2.0×10‑2cm/s以上，透水性高，劈裂抗拉强度高。其中，当基层包括如下

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建筑垃圾再生粗骨料65份、建筑垃圾再生细骨料5份、水泥25份、粉煤灰

5份、水9份、增强剂0.1份、抑碱剂0.15份，面层包括如下重量份的原料组分：天然砂75份、水

泥25份、增强剂0.1份、抑碱剂0.15份时，抗压强度可达到45.6MPa，劈裂抗拉强度可达到

4.5MPa，透水率可达到A级(2.0×10‑2cm/s)以上，实测为2.3×10‑2cm/s)，经过一年四季泛

碱观测，未出现泛碱现象。

[0057] 对比例1～2中各原料的用量不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其抗压强度、劈裂抗拉强度、透

水率不如本发明；对比例3中未添加增强剂，对比例4未添加抑碱剂，其效果均不如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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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最后所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

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

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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