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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

的膨胀混凝土，其技术要点是：以质量份数计，其

原料包括以下组分：水泥170-175份、水165-170

份、细砂215-225份、机制砂510-515份、细石220-

230份、中碎石880-890份、粉煤灰110-113份、磨

细矿渣粉96-99份、DF-6缓凝高效减水剂8.4-9.1

份、HCSA膨胀剂40-41份。其在超长混凝土结构在

建筑施工过程中可避免留置后浇带，加快施工进

度，缩短工期，无结构裂缝提高结构的整体稳定

性，并能保证工程的防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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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其特征在于，以质量份数计，其原料包

括以下组分：水泥170-175份、水165-170份、细砂215-225份、机制砂510-515份、细石220-

230份、中碎石880-890份、粉煤灰110-113份、磨细矿渣粉96-99份、DF-6缓凝高效减水剂

8.4-9.1份、HCSA膨胀剂40-41份、磷酸铝和七铝酸十二钙的混合物7.0-8.4份。

2.根据权利要求1  所述的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

磷酸铝和七铝酸十二钙的重量比为3:1。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七

铝酸十二钙为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其特征在于，所述稳

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的重量比为1:2.5。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其特

征在于，所述水泥为P﹒S32.5级矿渣硅酸盐水泥，属回转窑水泥。

6.根据权利要求1-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其特

征在于，所述细砂的细度模数为9.8；所述机制砂为2区中砂，细度模数为2.7，表观密度为

2690  Kg/m3,松散堆积密度为1640  Kg/m3,孔隙率为39%，碱集料反应-14d膨胀率为0.08%。

7.根据权利要求1-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其特

征在于，所述细石为5-8mm连续级配；所述中碎石为5-16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为2800Kg/

m3,松散堆积孔隙率45%，松散堆积密度1540Kg/m3,针片状颗粒含量4%，含泥量为0.5%，泥块

含量0.0%。

8.根据权利要求1-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其特

征在于，所述粉煤灰为F类I级粉煤灰，45μm方孔筛筛余细度为6.8%，烧失量为1.4%，需水量

比为85%。

9.根据权利要求1-4中的任一项所述的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其特

征在于，所述磨细矿渣粉为S95级，密度为2.90g/cm3，流动度比为102%，含水量0.1%，比表面

积为446m2/kg，玻璃体含量为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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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

胀混凝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人口数量已经开始急剧上涨，高层建筑作

为能够容纳相当数量居民的建筑形式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建筑行业，超长混凝

土作为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主要应用的材料之一，其混凝土构件是建筑结构最主要荷载承

载力的组件。

[0003] 随着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超长混凝土结构在建筑工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现代工程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对超长混凝土结构在建筑施工过程

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结构裂缝，这是主要由于大体积混凝土中水泥在水化反应中释放的

水化热所产生的温度变化和混凝土收缩的共同作用，会产生较大的温度应力和收缩应力。

[0004] 超长钢筋混凝土结构，若按照一般方法施工，为了减少混凝土的收缩开裂，需每隔

20-40米留置一条后浇带。而根据规范规定，后浇带需待两边的混凝土收缩基本稳定后，大

约42天，才能用膨胀混凝土将后浇带回填，这样显然就会延长工期。而且由于后浇带混凝土

浇筑的时间差，在新老混凝土连接处常常产生塑性收缩或干性收缩裂缝。设置后浇带的初

衷是防止结构产生裂缝，但由于种种原因，常常是人为地在后浇带处造成两条贯穿裂缝，易

引起漏水，造成钢筋锈蚀，进而影响结构的安全性，处理不好常常会成为渗漏的隐患；此外，

后浇带混凝土与先浇混凝土的结合比较薄弱，会影响结构的整体性和安全性。

[0005]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寻求一种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混凝土，在超长混凝土

结构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可避免留置后浇带，加快施工进度，缩短工期，无结构裂缝提高结构

的整体稳定性，并能保证工程的防水质量。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在超长混凝

土结构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可避免留置后浇带，加快施工进度，缩短工期，无结构裂缝提高结

构的整体稳定性，并能保证工程的防水质量。

[0007] 本发明的上述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8] 一种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以质量份数计，其原料包括以下组

分：水泥170-175份、水165-170份、细砂215-225份、机制砂510-515份、细石220-230份、中碎

石880-890份、粉煤灰110-113份、磨细矿渣粉96-99份、DF-6缓凝高效减水剂8.4-9 .1份、

HCSA膨胀剂40-41份。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混凝土的自防水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提高混凝土的密

实性、防止混凝土的收缩开裂，而本发明混凝土科学配伍，其微膨胀性能正好能够满足于超

长混凝土结构施工中的应用，不会发生由于膨胀率偏小，而导致补偿收缩能力不足无缝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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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难以实现的问题，也不会发生由于膨胀率过大，而导致对混凝土强度有明显的影响的问

题，使得混凝土在凝固过程中产生水化热和凝固后的干燥收缩，即热胀冷缩所产生的变形

压缩到最低，进而不需每隔20-40米留置一条后浇带就可以解决超长混凝土结构产生裂缝

的问题。由于在超长混凝土结构在建筑施工过程中不需留置后浇带，所以缩短了工期，加快

了施工进度，且避免了人为地在浇带处造成两条贯穿裂缝以及后浇带混凝土与先浇混凝土

的结合比较薄弱，而导致漏水、钢筋锈蚀的问题，进而提高超长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因此，

在超长混凝土结构在建筑施工过程中可避免留置后浇带，加快施工进度，缩短工期，无结构

裂缝提高结构的整体稳定性，并能保证工程的防水质量。

[0010] 较优选地，其原料还包括7.0-8.4重量份的磷酸铝和七铝酸十二钙的混合物。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掺加磷酸铝和七铝酸十二钙并不会影响本发明混凝土的

限制膨胀率，但是可明显减低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干缩率，进一步优化了本发明的配伍，降

低结构裂缝的产生。这是由于混凝土时多孔、脆性材料，在干缩、冷缩的作用下产生收缩应

力可引起混凝土开裂，而使混凝土失去自防水功能。

[0012] 较优选地，所述磷酸铝和七铝酸十二钙的重量比为3:1。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优化了本发明混凝土掺入磷酸铝、七铝酸十二钙的配比，

减低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干缩率，降低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混凝土结构裂缝的产

生。

[0014] 较优选地，所述七铝酸十二钙为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

酸十二钙的混合物。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

钙复合使用可进一步减低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干缩率，降低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混

凝土结构裂缝的产生。

[0016] 较优选地，所述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的重量

比为1:2.5。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优化了本发明混凝土掺入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

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的配比，减低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干缩率，降低用于超长混凝土

结构施工的混凝土结构裂缝的产生。

[0018] 较优选地，所述水泥为P﹒S32.5级矿渣硅酸盐水泥，属回转窑水泥。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水泥较稳定、水化热低。

[0020] 较优选地，所述细砂的细度模数为9.8；所述机制砂为2区中砂，细度模数为2.7，表

观密度为2690Kg/m3,松散堆积密度为1640Kg/m3,孔隙率为39％，碱集料反应-14d膨胀率为

0.08％。

[0021] 较优选地，所述细石为5-8mm连续级配；所述中碎石为5-16mm连续级配，表观密度

为2800Kg/m3,松散堆积孔隙率45％，松散堆积密度1540Kg/m3,针片状颗粒含量4％，含泥量

为0.5％，泥块含量0.0％。

[0022] 较优选地，所述粉煤灰为F类I级粉煤灰，45μm方孔筛筛余细度为6.8％，烧失量为

1.4％，需水量比为85％。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粉煤灰矿物掺和料具有“活性效应”、“界面效应”、“微填

效应”和“减水效应”等诸多综合效应。粉煤灰矿物掺和料不仅可以改善流变性能，降低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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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降低坍落度损失，还可以改善混凝土结构的孔结构和力学性能，提高后期强度和耐久

性。

[0024] 较优选地，所述磨细矿渣粉为S95级，密度为2.90g/cm3，流动度比为102％，含水量

0.1％，比表面积为446m2/kg，玻璃体含量为93.8％。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磨细矿渣粉具有“活性效应”、“界面效应”、“微填效应”和

“减水效应”等诸多综合效应。矿粉等矿物掺和料不仅可以改善流变性能，降低水化热，降低

坍落度损失，还可以改善混凝土结构的孔结构和力学性能，提高后期强度和耐久性。

[002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7] 1、本发明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混凝土，在超长混凝土结构在建筑施工过程

中可避免留置后浇带，加快施工进度，缩短工期，无结构裂缝提高结构的整体稳定性，并能

保证工程的防水质量。

[0028] 2、掺加磷酸铝、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并不会

影响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膨胀率，但是可明显减低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干缩率，进一步优

化了本发明的配伍，降低结构裂缝的产生。这是由于混凝土时多孔、脆性材料，在干缩、冷缩

的作用下产生收缩应力可引起混凝土开裂，而使混凝土失去自防水功能。

[0029] 3、磷酸铝、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的重量比为

10.5:1:2.5时，可进一步优化了本发明混凝土掺入磷酸铝、硫酸羟铝的配比，减低本发明混

凝土的限制干缩率，降低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混凝土结构裂缝的产生。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应该理解的是，本发明实施例所述

制备方法仅仅是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在本发明的构思前提下对本发

明制备方法的简单改进都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

[0031] 本发明混凝土具有微膨胀性能，其限制膨胀率设计和设定非常重要，膨胀率偏小，

则补偿收缩能力不足，无缝施工难以实现，膨胀率过大，对混凝土强度有明显的影响。微膨

胀混凝土的设计，主要是在混凝土的配比中掺入适量的外加剂、添加剂，使得混凝土在凝固

过程中产生水化热和凝固后的干燥收缩，即热胀冷缩所产生的变形压缩到最低的一种构

思，在整个混凝土配比的设计中，发明人在选择水泥品种、添加剂以及配比等方面进行了细

致的研究和分析，最终研制出适合用于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的膨胀混凝土。

[0032] 表1实施例一至九的组成表(单位：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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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表2对比例一至三的组成表(单位：Kg)

[0035]

[0036] 本发明实施例和对比例中所用原材料来源如表3所示。

[0037] 表3原材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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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原料 生产厂家/产地

水泥 天津振兴水泥有限公司

细砂 卢龙

机制砂 卢龙

细石 蓟县

中碎石 蓟县

粉煤灰 天津军粮城电厂

磨细矿渣粉 建安

DF-6缓凝高效减水剂 环河

HCSA膨胀剂 天津豹鸣股份公司

磷酸铝 日照高瓴贸易有限公司

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 日照高瓴贸易有限公司

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 日照高瓴贸易有限公司

[0039] 一、实验方法

[0040] 混凝土工作性参照GB/T50080-2016《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进行。

[0041] 抗压强度测试参照GB/T50081-2002《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进行。

[0042] 限制膨胀率和限制干缩率测试参照GB50119-2013《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进行。

[0043] 二、结果与分析

[0044] 表4实施例一至八以及对比例一至三混凝土的微膨胀控制情况

[0045]

[0046]

[0047] 根据表4的检测结果可知，掺HCSA膨胀剂混凝土在7天内微膨胀效果发挥较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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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膨胀性能稳定，在空气中回缩小。这是由于超长混凝土结构在建筑施工过程中最容易出

现的问题是结构裂缝，这是主要由于大体积混凝土中水泥在水化反应中释放的水化热所产

生的温度变化和混凝土收缩的共同作用，会产生较大的温度应力和收缩应力。HCSA膨胀剂

掺入到混凝土组分中后，在混凝土中产生适量膨胀，在钢筋的协同作用下产生的自应力抵

消、补偿了混凝土因干缩和冷缩而产生的收缩应力，同时由于产生的微膨胀提高了混凝土

的密实度。

[0048] 而，HCSA膨胀剂复合磷酸铝、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

二钙后，对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膨胀率没有影响，但是能够更好地控制了其在空气中的回

缩。

[0049] HCSA膨胀剂复合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时，提

高了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膨胀率和限制干缩率。

[0050] HCSA膨胀剂复合磷酸铝和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或者HCSA膨胀剂复合磷酸铝

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时，均降低了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膨胀率，提高了本发明混

凝土的限制干缩率。且相较于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的掺

入对本发明混凝土的限制干缩率和限制膨胀率影响较大。

[0051] 表5实施例一至八混凝土的性能检测

[0052]

[0053]

[0054] 根据表5的检测结果可知，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钙和不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

钙复配时可以提高本发明的强度，三者缺一不可。此外，若不掺入稳定型的α-七铝酸十二

钙，本发明混凝土的抗渗性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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