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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CEA
现代混凝土产业和技术正处于变革时期



现代混凝土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外加剂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强大推动下，现代混凝土技术

的内涵和产业的面貌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现代混凝土对于胶凝材料的要求

现代混凝土对于砂石骨料的要求

现代混凝土科学和技术的新范式



近年来，混凝土产业面临许多困难，可谓山雨欲来风满

楼；鲁迅先生在《呐喊》中的经典语录：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国家目前正积极鼓励产业和技术转型升级，

推进供给侧改革。国家领导层开始关注高性能混凝土技术的

广泛应用。在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推进低碳可持

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混凝土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途

径，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困境中的思考



2017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两次发文诟病“最
低价中标”，实为罕见！建设工程质量因“最低价中标”问题频发，使
得整个行业怨声载道，也在给业内人士敲响警钟：“最低价中标”原则
一天不变，行业就很难有什么工匠精神，更不要说什么中国品牌！”
“最低价中标”在人民日报牵头下成众矢之的，是转型升级的拦路虎。

来自人民日报的好声音

助长以次充好，言行不一，导致优汰劣胜

引发低质烂价，赶工期甚至埋下安全隐患

影响企业提高质量和创新研发的积极性



混凝土的道德

混凝土的大道在自然中领悟，找到正确的成长之道和长久

之道，实现循环之道；混凝土的大德，在人心中追求，要德配

天地，有敬天之德，惠人之德，做到天人合一。

优质优价、合理工期是前提和正确方向

推进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技术是正确途径

秉承新理念，建立新体系和模式是任务



高性能混凝土的定义

指南关于高性能混凝土的定义：以工程设计和施工对混

凝土性能的特点要求为总体目标，合理选用优质常规原材料，

掺加外加剂和合理掺量的矿物掺和料，采用较低的水胶比并优

化配合比，通过绿色和预拌生产方式及严格的施工措施，具有

优异综合性能的混凝土。



绿色高性能混凝土

以较低硅酸盐水泥熟料体系粉体为胶凝材料，充分利用工

业固体废弃物和低品质天然资源为原料组分的高性能混凝土。



理解高性能混凝土

1、高性能混凝土不是混凝土的一个品种又是一个品种；

2、高性能混凝土不是混凝土搅拌站可以独立生产的；

3、高性能混凝土是在结构中实现的目标；

4、高性能混凝土可以提高原料成本，延长工期；

5、高性能混凝土必须高匀质性；

6、高性能混凝土不一定高强；



7、特定环境中良好的体积稳定性和耐久性；

8、高性能混凝土制备中注重控制浆骨比；

9、施工是实现高性能混凝土最后、最重要的环节；

10、高性能混凝土要有工程所需要的特定高性能；

11、高性能混凝土注重配合比优化。

HPC制备技术关键是实现对用水量的控制



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是一场从材料到结构的科学革命，是基

于现代混凝土技术平台，需要建立新的范式；我们不要辜负现

代混凝土新技术平台带给我们的机会；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理，

只有与时俱进的认知。需要我们有新理念、勇气和行动。

打造新技术体系和平台



BUCEA
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理念和技术要点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胶凝材料不再是以水泥为唯一组分或绝对组分，而是由水泥

和掺和料组成，掺合料也不一定都有活性。我们需要树立大胶凝

材料的理念。

一个“大”代表格局。现代混凝土的格局，这其中有丰富的

内涵，需要对现代混凝土的深刻理解和大视野。



高性能混凝土和高标号水泥同时出现在文件中

我们小学第九册课本中的课文《刻舟求剑》，这个故事比喻

事物已经发生变化，仍静止地看待问题。情况变化了，解决问题

的方法、手段也要随之变化，否则就会失败。现实中、行业中其

实刻舟求剑之人并不少。

强度等级高的水泥质量更好

高强水泥对于高性能混凝土更有利，是保障措施

这种做法的背后观点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在低水胶比

下粉体的填

充与堆积拉

近了粒子间

距增大了分

子间力

水化后生成

的纳米级大

小的凝胶粒

子群和钙矾

石等水化产

物的胶凝性

强度的
构成

混凝土强度对胶凝材

料活性依赖大大降低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策尼特设备制砖的启示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序号 水胶比 砂 水 水泥
粉煤
灰

硅灰
石灰
石粉

钢渣 炉渣
钢纤
维

外加剂

1 0.16 1250 154 495 250 165 0 0 85 160 23

2 0.16 1396 134 351 250 140 101 0 0 160 17

3 0.16 1396 134 279 250 140 97 72 0 160 17

4 0.16 1396 134 180 270 140 100 148 0 160 17

5 0.16 1396 134 99 356 158 99 126 0 160 17

大掺量矿物掺合料活性粉末混凝土研究的启示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水泥279kg/m3组强度达到R140在
5000倍和15000倍电镜下，我们可
以看到骨料与水泥基凝胶体结合非
常紧密。界面的粘结完美，堪称

“融为一体”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Mix
C* FA* GL*

*Total
Binder

Aggregate 
(Max Size  
18 mm)
kg/m2

Water
(kg/m3)

Admixture (% by 
total binder)

W/C
W

C+FA
W

C+FA+GL
(kg/m3) VMA Super-

plasticizer

A 152 — 381 533 1788 153 0.038 1.14 1.01 1.01 0.29

B 153 51 319 523 1792 154 0.039 1.30 1.01 0.76 0.30

C 151101 254 506 1777 152 0.040 1.66 1.01 0.61 0.30

D 151151 192 494 1778 152 0.041 2.04 1.01 0.51 0.31

* C = Portland Cement; FA = Fly Ash; GL = Ground 
Limestone; Total Binder = C+FA+GL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活性的要求

和易性的要求

稳定性的要求

混凝土对胶凝材

料的多元要求

对于粉体组
分的作用需
要重新审视
和定位

固体废弃物微粉可以构成现代胶凝材料的组分之一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超细石灰石粉的掺加对RPC拌和物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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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目前，我们的许多标准中对于胶凝材料的定义基本是指水泥

和矿物掺合料；而我们掺合料的定义是包括非活性矿物粉体的，

所以说顺理成章，非活性掺合料应该是胶凝材料组分之一。因此

我们没有必要在胶凝材料之外再搞个“粉”，也就是说不要再搞

水粉比了。大胶凝材料就是说粉体即胶凝材料，否则我们水胶比

和强度的对应关系，将很难继续维系。



石灰石粉成为混凝土矿物掺合料

5%

GBT51003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旧标准)



石灰石粉成为混凝土矿物掺合料

GBT51003矿物掺合料应用技术规范(新标准)

矿物掺合料家族中已经有了非活性掺合料的身影



石灰石粉不是好东西吗？

有专家认为 石灰石粉影响混凝土和易性

石灰石粉活性低，会影响混凝土强度

石灰石粉会影响混凝土抗硫酸盐性能

石灰石粉会影响混凝土抗抗冻性

石灰石粉影响混凝土体积稳定性



技术优势 石灰石粉可以提高混凝土流动性

石灰石粉可以降低和控制水化温升

石灰石粉对混凝土强度影响不大

石灰石粉和低品质粉煤灰的复合

石灰石粉显著降低高强混凝土粘性



其实这个世界上难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材料，也难有没有缺点的

技术。在强调资源合理利用，保护生态环境的时代要求下，在现代

混凝土新技术平台上，我们应该秉承采用合适之法，将材料用到合

适之处的理念。必须强调的是石灰石粉不是泥，它可以和水泥、粉

煤灰等组分协同形成硬化结构。



我的几个观点

关于硫酸盐腐蚀

应用技术原则

大量掺加后期强度增长率低，适量掺加影响不大。

低温硫酸盐环境须警惕，关键是水胶比和掺量。

和其他掺合料复掺，阈值是25%，控制水胶比。

关于强度



我的几个观点



大胶凝材料的理念

积极推动新型低碳胶凝材料的研发、标准化建设、生产和实

践，必须考虑除强度外的技术性能，如标准稠度和开裂敏感性。

需要抑制水泥不断追求高强而忽略其他技术性能的倾向，全

行业树立水泥必须为混凝土服务的意识。



胶砂试验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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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05矿渣粉等量替代水泥使胶砂的早期抗折强度有所降低，

但是后期抗折强度明显提高，28d以后，所有掺S105矿渣粉的胶

砂组（替代率为100%组除外）的抗折强度远高于基准胶砂组。





随着S105的加入，除S105矿渣粉替代率为25%的组以外，

胶砂的3d抗压强度有所降低，但是7d以后，替代率在50%以

内的所有组的抗压强度都高于基准组。S105矿渣粉替代水泥

替代率为75%的胶砂组的抗压强度低于基准组。用S105矿渣

粉完全替代水泥的胶砂组的抗压强度基本为零。

在低熟料胶砂体系中，超细矿渣粉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S105矿渣粉替

代水泥掺量的增加，在

替代率为75%以内，混

凝土的抗压强度呈增长

趋势。所有掺量S105矿

渣粉的混凝土组的各个

龄期的抗压强度都要高

于基准组。掺量为75%

的28d强度为40MPa，满

足强度要求



随着S105矿渣粉替代水

泥的替代率的增加，C50混凝

土的抗压强度先增长后下降，

在替代率为50%时抗压强度

最大。在替代率为50%时

C50混凝土的28d强度接近

80MPa，替代率为75%时，

28d抗压强度下降为

68.8MPa，虽略低于基准组，

且能满足C60混凝土强度要求。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建筑砂石质量问题已经严重制约现代混凝土技术效果，成为

影响混凝土技术进步和工程质量的瓶颈。不解决砂石质量问题，

难以叩开绿色高性能混凝土之门。现代混凝土技术和产业发展的

两大物质基础，一是粉体，二是骨料。粉体有了大视野，骨料就

要追求高品质。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 推进高性能混凝土是解决混凝土产业和技术转型升级，保证和提高

建筑工程质量的重要的抓手和途径，也是砂石骨料产业转型升级的

重要机会和方向。是我们适时提出高品质骨料的概念，编制高性能

混凝土用骨料标准的直接背景。

•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骨料部分增加的主要条目

机制砂

高品质骨料

再生骨料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高品质混凝土骨料

骨料的高品质包括品性和质量，如颗粒级配、颗粒形状、坚

固性、吸水率等主要技术指标优于已有国家标准中的Ⅰ类砂、石

要求，以满足高性能混凝土拌和物良好施工性能要求的前提下，

控制较低的浆骨比以稳定混凝土体积，降低开裂敏感性，满足耐

久性要求。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也是石灰岩的图片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不要认为粗骨料不重要

粗骨料是混凝土配制技术的上游中的上游，也就是说混凝土

制备是由堆石子开始的。

要更严格控制粗骨料的颗粒形状 提出不规则颗粒概念和检测方法

要保证粗骨料有良好的级配 分仓储存，分别计量，低空隙率

坚固性和吸水率是重要指标 明确坚固性差、吸水率过高的问题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做好机制砂是核心问题

大自然馈赠我们很多河流和砂子，我们太贪心，用完了砂子，

毁了河道。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面对使用机制砂建设的

新时期。机制砂问题多多，关键是级配问题、粒形问题以及石粉

问题没有解决好。机制砂质量问题直接影响着在混凝土中的广泛

应用，是必须解决的课题。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人工砂

是指机制砂和混合砂，混合砂是指将天然砂、尾矿砂与机制

砂混合形成的细骨料。

钙质机制砂

以碳酸钙为主要成分的砂。相对效果比较好，石粉也好用。

硅质机制砂

以二氧化硅为主要成分的砂。情况比较复杂，差异很大。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高吸附性机制砂

机制砂尤其是150μm以下颗粒具有较高吸附性，石粉亚甲蓝

值大于1.4，导致混凝土制备过程中外加剂用量显著增大，拌和物

和易性不良的硅质机制砂。



➢ 砂的比粒度 Specific granularity

将砂看做球形，相同质量的每一粒级砂的粒径均比相邻粒级砂的

粒径相差1/2，称作比表面积指数①。比粒度即各粒级分级筛余与相

应响应比表面积指数的乘积。

51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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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①以2.36-4.75mm粒级的表面积指数为1计算
②砂子比粒度按下表计算

粒径
＞

4.75mm

2.36-

4.75mm

1.18-

2.36mm

0.6-

1.18mm

0.3-

0.6mm

0.15-0.30 

mm

比表面积

指数
1 / 2 1 2 4 8 16

分级筛余

（%）
a1 a2 a3 a4 a5 a6

砂子比粒度=(1 / 2) a1+ a2+2 a3+4a4+8a5+16a6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骨料的技术要求（粗骨料）

➢ 粗骨料粒形要求

53

类别 Ⅰ级 Ⅱ级

针、片状颗粒含量（%） ≤3 ≤5

不规则颗粒含量（%） ≤5 ≤10

主要技术要求



粗骨料的技术要求

➢ 粗骨料级配

使用单粒级粗骨料分仓储存，分级供应销售。单粒级可分为(5-10)mm和

(10-20)mm两个单粒级级配或(5-10)mm、(10-16)mm和(16-25)mm三个单粒级或

按用户订单要求的2-3个单粒级或两端连续级配进行堆积。级配目标是得到较

低的松散堆积空隙率；表3规定级配后松散堆积空隙率的最低要求。

54

主要技术要求

级别 Ⅰ级 Ⅱ级

空隙率（%） ≤40 ≤42

表3连续级配松散堆积空隙率



粗骨料的技术要求

➢ 粗骨料吸水率

表4 粗骨料吸水率

➢ 粗骨料坚固性

55

级别 Ⅰ级 Ⅱ级

吸水率/% ≤1.0 ≤2.0

级别 Ⅰ级 Ⅱ级

质量损失（%） ≤5 ≤8

主要技术要求



 粗骨料的技术要求

➢ 粗骨料压碎指标

表6 粗骨料压碎指标

注:试验证明可以满足混凝土性能要求时Ⅰ级可放宽至25%

➢ 粗骨料岩石立方体抗压强度

高强混凝土和低塑性、干硬性混凝土粗骨料岩石立方体抗压强度宜高于混

凝土强度等级值的1.3倍，对于普通等级预拌混凝土粗骨料岩石立方体抗压强度

不宜低于45MPa。
56

主要技术要求

级别 Ⅰ级 Ⅱ级

碎石压碎指标（%） ≤15 ≤20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机制砂片状颗粒

经过调研、试验和分析，我们定义了机制砂片状颗粒：指最

小一维尺寸小于该粒径所属范围平均粒径0.45倍的颗粒，粒径范

围在1.18以上，采用条形孔筛法进行检测。



细骨料的技术要求

➢ 细骨料粒形

使用条形孔筛进行检测细骨料片状颗粒含量，检测方法见附

录D。细骨料片状颗粒含量应满足表7要求。

表7 细骨料片状颗粒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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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要求

级别 Ⅰ级 Ⅱ级

片状颗粒含量（%） ≤10 ≤15



➢ 细骨料粗细程度

• 细度模数宜在2.3-3.2之间；比粒度宜在4.5-7.0。

➢ 砂的级配 采用分级筛余指标对细骨料级配进行质量控制 ，不

必总按照三个区进行控制。

砂分计筛余百分率表（%）

方孔尺寸/mm     4.75     2.36    1.18     0.60     0.30      0.15    筛底

Ⅰ级 0-10    10-15 10-25   20-31   20-30    8-20    0-10

Ⅱ级 0-10     5-25    5-30  15-36   15-35    3-25    0-15

注：高吸附性硅质机制砂150微米以下颗粒和粉体特级不宜大于8%；Ⅰ级不
宜大于10%。



细骨料的技术要求

➢ 人工砂石粉含量

表9人工砂石粉含量

注:1.天然砂含泥量应符合GB14684一类砂的要求。 2. Ⅰ级人工砂亚甲蓝值≤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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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要求

亚甲蓝值 ≤0.8 0.8-1.4 ＞1.4

石粉含量 ≤10.0 ≤6.0 ≤3.0



主要技术要求

细骨料的技术要求

➢ 砂坚固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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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Ⅰ级 Ⅱ级

质量损失（%） ≤5 ≤8

表10砂坚固性指标



主要技术要求

细骨料的技术要求

➢ 砂单级压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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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砂压碎值指标 

级别 Ⅰ级 Ⅱ级 

单级最大压碎值（%） ≤20 ≤25 

 



技术要求

细骨料的技术要求

➢ 砂的细度

砂的粗细程度由细度模数和比粒度表示，细度模数宜在2.3-3.2

之间，生产时应控制波动范围±0.15；比粒度宜在4.5-7.0，生产时

应控制波动范围±0.20。

➢ 砂表观密度与堆积密度

砂表观密度、松散堆积密度应符合如下规定：

表观密度不小于2500 kg/m3；松散堆积密度不小于1450 kg/m3；空隙
率不大于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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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质骨料的理念

 智能制造和信息化控制应得到重视

 打造高品质骨料与高性能混凝土大数据平台

 加快建立砂石材料工程学的科学体系

 建议厘清人工砂和机制砂的关系

 不要夸大和过分限制碱活性骨料和石灰石粉的应用。



由于现代混凝土技术正经历变革时期，过去不可行的，现在

可能可行。我们应该不断思考、学习和实践。过去许多人认为粉

煤灰是坏东西，现在有学者认为石灰石粉是坏东西。到底是好是

坏，工程实践才是最好的评判，也不是一两个学者支持就能用，

反对就不能用。敢于创新、勇于实践，不断总结，利用好石灰石

粉，做好混凝土，做好工程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清华大学资深学者廉慧珍教授告诫我们：“存在的不一定都

合理；专家和权威不一定都正确；国外的不一定都先进。 ”要

推进绿色高性能混凝土的进展和广泛应用，必须强调辩证思维的

重要性，面对复杂、多样的现代混凝土工程实际，要思考问题，

敢于创新。

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转变要先行



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制和性能的理念

单方混凝土粗骨料用量

粗骨料用量是衡量混凝土高性能化的重要指标，过高的砂率，

对混凝土结构体积稳定性不利。



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制和性能的理念

预拌混凝土稠度该有个适宜范围，不该低强度稀汤，高强度

寡水。也就是说高强混凝土不要太稠，低强混凝土也不可太稀；

高强混凝土胶凝材料用量不可以太多，低强度等级混凝土胶凝材

料不可以太少；这样对于混凝土匀质性和体积稳定性有利。



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制和性能的理念

配合比设计方法中单方用水量确定宜考虑骨料质量和掺合料

需水行为，包括机制砂的吸水率，必须适用于更大的水胶比范围；

大流态混凝土砂率的确定需要重新思考和研究，以提高在生产实

践中的适用性；对于长龄期验收的混凝土，掺合料掺加量和水胶

比计算公式需要进行必要的变更或修正。



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制和性能的理念

混凝土的收缩值应该是高性能混凝土性能的又一个重要控制

指标，可否将收缩值控制到万分之三或者更低，是努力的方向。

混凝土的绝热温升值也是高性能混凝土的重要控制指标，尤

其在较大尺寸结构中。



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制和性能的理念

混凝土结构的吸水率，应该是高性能混凝土的重要验收指标。

混凝土的匀质性应该是高性能混凝土一项重要验收指标，开

发检测和评价方法势在必行。

回弹法的实体检测和评价应受到控制，不要肆意实施，如果

采用，应考虑结构形式，在尺寸较大的结构中应考虑到内强外弱

的客观情况。



混凝土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思考

混凝土产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必须形成核心竞争力。推进

高性能混凝土应该树立品牌意识，混凝土行业要鼓励名牌，思考

混凝土行业的“名牌”。独特体系、独特技术、高端标准、先进

理念、科学管理、高尚追求。



混凝土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思考

混凝土产业有必要反思大流态拌合物的利与弊。限制和减少

不必要的大流态混凝土。克服目前混凝土大流动性造成的若干问

题，当然，这需要特别的产业练和营建团队，需要开发新设备、

新工艺。



混凝土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思考

重建混凝土蓝领施工职业技能队伍，探索人才培养和运行模

式应该列入议事日程，我国的职业技能教育，必须走出教室，更

接近生产实际。要培养和尊重大工匠。



混凝土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思考

建议混凝土行业不再招收没有生产和施工经验的应届硕士毕

业生，而是重点招收在工程中有独立思考和技术革新取得成就的

青年技术人员。茅以升先生认为工程教育之最大目的在于培植工

程上之有为人才，指导思想是“习而学”强调“致知在格物”。

强调知其然在前的重要性。



混凝土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思考

航母战斗群是以混凝土为中心的产业集群发展的形象比喻，

控制原材料生产、混凝土生产、物流、施工队伍等环节，采用创

新技术，先进工艺和方法，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在局部地区营

造小环境，创名牌，组优砼联盟，热爱混凝土的人们携手“同享

未来”，迎接混凝土产业和技术转型升级的大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