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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及其应用，磨

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是在磨细稻壳灰基础上

添加各种超细粉体混合而成的复合材料，各组分

质量百分比分别为：磨细稻壳灰30％～40％，玻

璃微珠20％～30％，偏高岭土15％～25％，超细

硅灰5％～15％，钢渣5％～10％，石灰石粉1％～

5％，激发剂0 .5％～1 .0％，超塑化剂0 .5％～

1.0％，增强剂0.5％～2.0％。在制备高性能混凝

土时，将其掺入混凝土胶凝材料中，用复合掺合

料等质量取代水泥，取代量为胶凝材料总用量的

15％～25％。本发明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

性能良好，它不仅能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能，还

能提高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而且制备工

艺简单，特别适用于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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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它是在磨细稻壳灰基础上添加各种超细

粉体混合而成的复合材料，各组分质量百分比分别为：磨细稻壳灰30％～40％，玻璃微珠

20％～30％，偏高岭土15％～25％，超细硅灰5％～15％，钢渣5％～10％，石灰石粉1％～

5％，激发剂0.5％～1.0％，超塑化剂0.5％～1.0％，增强剂0.5％～2.0％；

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00℃～700℃高温煅烧2～3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成的

烧失量≤10％的粉体；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00℃～900℃高温煅烧2～3h后磨细

制成，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激发剂为硫酸钠、亚硝酸钠、偏硅酸钠、碳

酸钠中的一种原料或者几种原料以任意比例形成的组合物；上述的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

高性能减水剂；上述的增强剂为二乙醇胺、三乙醇胺、三异丙醇胺中的一种原料或者几种原

料以任意比例形成的组合物；

称取以上各种超细粉体，将其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

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沉珠、漂珠中的一种原料或者两种原料以任

意比例形成的组合物，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3.0u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

氧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面积为20000～25000m2/kg。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它是由下述质量百分

比的原料制成的：磨细稻壳灰30％，玻璃微珠30％，偏高岭土18％，超细硅灰10％，钢渣5％，

石灰石粉5％，激发剂1.0％，超塑化剂0.5％，增强剂0.5％；

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00℃～610℃高温煅烧2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成的烧失

量≤10％的粉体；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沉珠

一种原料形成的，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3.0um；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00℃～

810℃高温煅烧2h后磨细制成，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氧

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面积为20000～21000m2/kg；上述的激发剂为硫酸钠；上述的

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上述的增强剂为二乙醇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它是由下述质量百分

比的原料制成的：磨细稻壳灰35％，玻璃微珠20％，偏高岭土20％，超细硅灰15％，钢渣5％，

石灰石粉3％，激发剂0.5％，超塑化剂0.7％，增强剂0.8％；

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90℃～700℃高温煅烧2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成的烧失

量≤10％的粉体；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沉珠、

漂珠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沉珠与漂珠的质量之比为1∶3，玻璃微珠的颗粒粒径D50即中

位径≤3.0um；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90℃～900℃高温煅烧2h后磨细制成，其颗粒

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氧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面积为

24000～25000m2/kg；上述的激发剂为硫酸钠、碳酸钠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硫酸钠与碳

酸钠的质量之比为1∶2；上述的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上述的增强剂为三乙

醇胺、三异丙醇胺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三乙醇胺与三异丙醇胺的质量之比为1∶0.5。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它是由下述质量百分

比的原料制成的：磨细稻壳灰40％，玻璃微珠22％，偏高岭土15％，超细硅灰8％，钢渣7％，

石灰石粉5％，激发剂0.5％，超塑化剂0.5％，增强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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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30℃～640℃高温煅烧2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成的烧失

量≤10％的粉体；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漂珠

一种原料形成，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3.0um；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50℃～

860℃高温煅烧2h后磨细制成，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氧

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面积为22000～23000m2/kg；上述的激发剂为偏硅酸钠；上述

的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上述的增强剂为三异丙醇胺。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其特征在于它是由下述质量百分

比的原料制成的：磨细稻壳灰30％，玻璃微珠25％，偏高岭土15％，超细硅灰15％，钢渣

10％，石灰石粉2％，激发剂0.8％，超塑化剂0.7％，增强剂1.5％；

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60℃～670℃高温煅烧2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成的烧失

量≤10％的粉体；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沉珠、

漂珠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沉珠与漂珠的质量之比为1∶2.5，玻璃微珠的颗粒粒径D50即

中位径≤3.0um；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50℃～855℃高温煅烧2h后磨细制成，其颗

粒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氧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面积

为21000～22000m2/kg；上述的激发剂为亚硝酸钠、偏硅酸钠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亚硝

酸钠与偏硅酸钠的质量之比为1∶2；上述的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上述的增

强剂为二乙醇胺、三异丙醇胺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二乙醇胺、三异丙醇胺的质量之比为

1∶1.5。

8.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是在制备高性

能混凝土时，将其掺入混凝土胶凝材料中，用复合掺合料等质量取代水泥，取代量为胶凝材

料总用量的15％～25％，所述百分比为质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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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复合掺合料，具体是一种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属于建筑材

料技术领域，本发明还涉及所述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的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加快，建筑规模日益增大，建筑工程中对混凝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高性能混凝土由于具有高耐久性、高工作性、高强度和高体积稳定性等许多

优良特性，至今已在不少重要工程中被应用，特别是在桥梁、高层建筑和海港建筑等工程。

使用新型的高性能减水剂和优质的矿物掺合料，是混凝土高性能化的主要措施，特别是复

合掺合料(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矿物掺合料)，掺入混凝土中代替部分水泥，可以减少水

泥用量，降低水化热，提高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和力学性能，改善混凝土内部结构，提高耐久

性等。

[0003] 高性能混凝土使用的矿物掺合料，由于利用工业矿物废渣，节约水泥用量，改善环

境，减少环境二次污染，因此它被称之为“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是21世纪的混凝土，也是混

凝土技术的主要发展方向。然而，在优质的矿物掺合料日益稀缺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有

限的资源，优选各种工业废渣，将其功能复合化，效益最大化，为高强高性能混凝土提供优

质的复合掺合料，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0004] 发明人检索到以下相关专利文献：CN107010860A公开了一种超高性能混凝土掺合

料及其制备方法，超高性能混凝土掺合料按质量百分数计由如下组分组成：钢渣粉30～

45％、低温稻壳灰粉35～50％、赤泥粉10～23％、脱硫石膏粉5～15％、增效剂0～5％、抑缩

剂0.03～0.1％、气相二氧化硅0.3～1％。超高性能混凝土掺合料综合利用了钢渣、低温稻

壳灰、赤泥和脱硫石膏这几种固体废弃物，通过合理调配和粉体改性，所制备的矿物掺合料

可等量替代硅灰配制超高性能混凝土，同时还能改善其力学性能、抑制塑性收缩和后期收

缩。CN107540306A公开了一种含钢渣和稻壳灰的掺合料及利用其制备的高强混凝土，高强

混凝土以每立方米质量份数计，所述混凝土包括如下组分：胶凝材料500～700份；水100～

200份；混凝土掺合料50～150份；石料1000～1200份；砂700～800份；减水剂10～25份；其中

混凝土掺合料包括钢渣和稻壳灰，钢渣和稻壳灰的质量比为6：4。它将钢渣和稻壳灰复合作

为高强混凝土的掺合料，不仅明显优于二者分别单掺的效果，而且早期强度和后期强度均

得到明显提升，并且能够改善胶凝材料的安定性及混凝土工作性能。

[0005] 以上这些技术对于如何使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做到能在降低混凝土水泥用

量的前提下，改善混凝土工作性能，显著提高混凝土强度，降低早期水化热，减少混凝土开

裂以及降低混凝土收缩变形，同时它不含氯盐等有害物质，并未给出具体的指导方案。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它能在降

低混凝土水泥用量的前提下，改善混凝土工作性能，显著提高混凝土强度，降低早期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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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减少混凝土开裂以及降低混凝土收缩变形，同时它不含氯盐等有害物质，对钢筋无锈蚀

作用，能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能，避免钢筋锈蚀和碱集料反应等对混凝土的损坏。

[0007] 为此，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上述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

合料的应用方法。

[0008]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其技术方案在于它是在磨细稻壳灰基础上添加各

种超细粉体混合而成的复合材料，各组分质量百分比(重量百分比、重量配比)分别为：磨细

稻壳灰30％～40％，玻璃微珠20％～30％，偏高岭土15％～25％，超细硅灰5％～15％，钢渣

5％～10％，石灰石粉1％～5％，激发剂0.5％～1 .0％，超塑化剂0.5％～1 .0％，增强剂

0.5％～2.0％。

[0010] 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00℃～700℃高温煅烧2～3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

成的烧失量≤10％的粉体；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

料，是沉珠、漂珠中的一种原料或者两种原料以任意比例形成的组合物，其颗粒粒径D50即

中位径≤3.0um；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00℃～900℃高温煅烧2～3h后磨细制成，

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氧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

面积为20000～25000m2/kg(的微硅粉)；上述的激发剂为硫酸钠、亚硝酸钠、偏硅酸钠、碳酸

钠中的一种原料或者几种原料以任意比例形成的组合物；上述的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高

性能减水剂；上述的增强剂为二乙醇胺、三乙醇胺、三异丙醇胺中的一种原料或者几种原料

以任意比例形成的组合物；

[0011] 称取以上各种超细粉体，将其混合搅拌均匀，即得到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

[0012] 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的应用是在制备高性能混凝土时，将其掺入混凝

土胶凝材料中，用复合掺合料等质量取代水泥，取代量(掺入量)为胶凝材料总用量的15％

～25％，所述百分比为质量百分比。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技术方案可以是所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

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沉珠、漂珠中的一种原料或者两种原料以任意比例形成的组合

物，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3.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氧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

面积为20000～25000m2/kg。

[0014]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技术方案还可以是下面的实施例1至实施例4。

[0015] 本发明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具有良好的性能，参见本说明书后面的表1～

表4。本发明的复合掺合料，优选各种工业废渣，采用超细粉体技术和特殊激发剂技术，充分

利用掺合料的形态效应、微集料效应和活性效应，形成复合胶凝效应、颗粒最紧密堆积体系

和超叠加效应，能在降低混凝土水泥用量的前提下，改善了混凝土工作性能，显著提高了混

凝土强度，降低了早期水化热，减少了混凝土开裂以及降低混凝土收缩变形。同时本发明材

料不含氯盐等有害物质，对钢筋无锈蚀作用，能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能，避免钢筋锈蚀和

碱-集料反应等对混凝土的损坏。

[0016] 本发明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相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1)解决了单

一组分的矿物掺合料存在的弊端，比如已有掺合料使得混凝土需水量增大，工作性变差，强

度发展缓慢等，本发明充分发挥了复合掺合料的多元优化功能，能显著提高混凝土的工作

性能、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特别适用于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2)本发明由于采用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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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钢渣等废弃物为主要原料，原料来源广泛，成本较低，制备工艺简单，同时降低了工业废

渣对环境的污染，扩大了工业废渣的应用范围，有利于废弃物资源再利用，推进我国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0017]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性能良好，它不仅能改善混凝土的工作性能，还能提高水泥基

复合材料的力学性能，而且制备工艺简单，特别适用于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的发明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非全

部实施例。基于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

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19] 实施例1：本发明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是由下述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

成的：磨细稻壳灰30％，玻璃微珠30％，偏高岭土18％，超细硅灰10％，钢渣5％，石灰石粉

5％，激发剂1.0％，超塑化剂0.5％，增强剂0.5％。

[0020] 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00℃～610℃高温煅烧2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成的

烧失量≤10％的粉体；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

沉珠一种原料形成的，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3.0um；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00

℃～810℃高温煅烧2h后磨细制成，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

二氧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面积为20000～21000m2/kg；上述的激发剂为硫酸钠；上

述的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上述的增强剂为二乙醇胺。

[0021] 本发明的复合掺合料的用法是：配制混凝土时，等量取代水泥，其掺量为胶凝材料

用量的15％～25％(质量百分比，重量百分比，可采用17.65％)。参照《高强混凝土应用技术

规程》JGJ/T281-2012，使用传统掺合料和本实施例制备的复合掺合料进行混凝土配制，其

试验配合比和混凝土工作性能与抗压强度如表1所示。其中，配制混凝土所用的水泥为峨胜

P.O42.5水泥，碎石为5～20mm玄武岩。

[0022] 实施例2：本发明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是由下述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

成的：磨细稻壳灰35％，玻璃微珠20％，偏高岭土20％，超细硅灰15％，钢渣5％，石灰石粉

3％，激发剂0.5％，超塑化剂0.7％，增强剂0.8％。

[0023] 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90℃～700℃高温煅烧2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成的

烧失量≤10％的粉体；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

沉珠、漂珠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沉珠与漂珠的质量之比为1∶3，玻璃微珠的颗粒粒径D50

即中位径≤3.0um；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90℃～900℃高温煅烧2h后磨细制成，其

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氧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面

积为24000～25000m2/kg；上述的激发剂为硫酸钠、碳酸钠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硫酸钠

与碳酸钠的质量之比为1∶2；上述的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上述的增强剂为

三乙醇胺、三异丙醇胺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三乙醇胺与三异丙醇胺的质量之比为1∶

0.5。

[0024] 参照实施例1的试验方法，使用本实施例制备的复合掺合料进行混凝土配制，其试

验配合比和混凝土工作性能与抗压强度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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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实施例3：本发明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是由下述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

成的：磨细稻壳灰40％，玻璃微珠22％，偏高岭土15％，超细硅灰8％，钢渣7％，石灰石粉

5％，激发剂0.5％，超塑化剂0.5％，增强剂2.0％。

[0026] 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30℃～640℃高温煅烧2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成的

烧失量≤10％的粉体；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

漂珠一种原料形成，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3.0um；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50℃

～860℃高温煅烧2h后磨细制成，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

氧化硅含量为90％～98％，比表面积为22000～23000m2/kg；上述的激发剂为偏硅酸钠；上

述的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上述的增强剂为三异丙醇胺。

[0027] 参照实施例1的试验方法，使用本实施例制备的复合掺合料进行混凝土配制，其试

验配合比和混凝土工作性能与抗压强度如表3所示。

[0028] 实施例4：本发明所述的磨细稻壳灰基复合掺合料是由下述质量百分比的原料制

成的：磨细稻壳灰30％，玻璃微珠25％，偏高岭土15％，超细硅灰15％，钢渣10％，石灰石粉

2％，激发剂0.8％，超塑化剂0.7％，增强剂1.5％。

[0029] 上述的磨细稻壳灰是稻壳经过660℃～670℃高温煅烧2h后自然冷却、磨细制成的

烧失量≤10％的粉体；上述的玻璃微珠是一种粒径连续分布的超微玻璃球体粉体材料，是

沉珠、漂珠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沉珠与漂珠的质量之比为1∶2.5，玻璃微珠的颗粒粒径

D50即中位径≤3.0um；上述的偏高岭土是高岭土经过850℃～855℃高温煅烧2h后磨细制

成，其颗粒粒径D50即中位径D50≤10um；上述的超细硅灰中二氧化硅含量为90％～98％，比

表面积为21000～22000m2/kg；上述的激发剂为亚硝酸钠、偏硅酸钠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

物，亚硝酸钠与偏硅酸钠的质量之比为1∶2；上述的超塑化剂为粉体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

上述的增强剂为二乙醇胺、三异丙醇胺两种原料形成的组合物，二乙醇胺、三异丙醇胺的质

量之比为1∶1.5。

[0030] 参照实施例1的试验方法，使用本实施例制备的复合掺合料进行混凝土配制，其试

验配合比和混凝土工作性能与抗压强度如表4所示。

[0031] 从所述表1～表4数据可以看出，相比传统掺合料，掺有本专利发明的复合掺合料

的混凝土，在相同试验条件下，工作性能有明显改善(坍落度随着掺量的增加而增大)，同时

抗压强度也显著提高，无论是早期7天强度，还是后期28天强度。由此说明本发明的磨细稻

壳灰基复合掺合料非常适用于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制备。

[0032]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以上各实施例性能良好，它能在降低混凝土水泥用量的前提

下，改善了混凝土工作性能，显著提高了混凝土强度，降低了早期水化热，减少了混凝土开

裂以及降低混凝土收缩变形。同时本发明材料不含氯盐等有害物质，对钢筋无锈蚀作用，能

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能，避免钢筋锈蚀和碱-集料反应等对混凝土的损坏。

[0033] 所述表1～表4见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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