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第7期(总第225期)

Number 7 in 2008(Total No．225)

混 凝 土

Concrete

原材料及辅助物料

MAllERIAI，AND ADMINICLE

高性能减水剂配制超高性能混凝土的试验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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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要：主要介绍聚羧酸KJ-Js离性能减水剂的主要性能，配制C50一C100超高性能混凝土(uHPc)的试验与应用。试验结果表明：选用质

量优良的常规材料，用300kgm3水泥(粤秀P·1142．5R，下同)与50％左右的掺合料可配制C80～C90HPC，28 d强度达102一110MPa；370k咖3
水泥与37％掺合料配制C90 HPC，坍落度与扩展度保持近4 h，28 d强度达104 MPa；370—400 k#m3水泥与35％一37％的掺合料配制

CIOOHPC，28d强度达115MPa。现已在432m高的周内在建第二高楼广州两塔与世界最高(610m)的广州新电视塔，以及客运拿线等重大T

程150多万m3C25～C100HPC工程中广泛应用。在广州西塔C70一C100HPC工程应用表明：用560(水泥410)～635(水泥430)kg／m3胶凝材

料，可配制出28d平均强度达{}4一112．7MPa满足工程要求的高性能混凝土。目前主楼已达到200m以上，用量已超过2万rib3。如此大批量超

高性能混凝土的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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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of polycarboxylates high performance water reducing admixture con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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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in p枷ommce ofpolycarboxylates KIdS higll performance water-reducing admixture is recommended．The datas show that：

using 300 kg／m3 cement(with yuexiu P’I／42．5R，the same)and 50％mineral admixture Call confect the grade of C80--C90 UHPC，the 28 d

compressive strength has reached 102-1 10 MPa；using 370 kg／m3 cement and 37％mineral admixture can confect the grade of C90 HPC，the

slump can keep for more than 4 hours，and the 28 d compressive strength has reached 104 MPa；using 370--400 kg／m3 cement and 35％～37％

mineral admixture Can confect the grade ofCl00 HPC，the 28 d compressive strength has reached 115 MPa．more than I．5 million m3 I-IPC，the

lU·JS has been used in much important engineer．such as Guangzhou West Tower which is 432m hi【gh。the second higher in china and Guangzhou

newTVtowerwhichis 610mhi．gh，thehighest oftheworld．The datas ofGuangzhouWestTower'sC70-C100HPC application showthat：using

560(cement410),,-635(eement430)kg／m3bindermaterial Callconfectthe28 d compressive strength of84～112．7MPawhichmeetsthe requireof

engineer．Now，the main tower has been builded more than 200m hi窖ll，more than 20 000 m3 I-IPC have been used．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80 large

Ultra Higll Performance Comerete have been used in China．

Keywords：high performance water-reducing admixture；ullra hi曲peffofrnance concrete；test；Gmngzhou West Tower；ultra hi曲pumping；

application

O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施工技术的进步，工程建设的规模

日趋宏大，结构形式更加复杂，施工工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

种在严酷环境使用的重大混凝土结构，施工难度大，耐久性要

求高，一旦出现事故，则后果十分严重，修补耗资巨大。

“高性能混凝土”(Higll Performance Concrete，缩写为I-IPC)

是国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于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

计提出的新概念的混凝土，自此概念提出以来，一直是混凝土

科研与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方向。其最大特点是：高耐久性(其

使用寿命可达100年以上)、高体积稳定性、足够的力学性能及

良好下作性。用HPC来替代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和建造在严酷

环境中的特殊结构，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被认

为是今后混凝土技术发展方向。

HPC必须流动性好、可泵性好、可控制坍落度损失，以保证

施工要求的工作度，高性能减水剂是生产HPC不可缺少的外加

剂。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是目前世界上科技最前沿的一种高

性能减水剂，是减水剂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是目前国内

外的研发热点。我司已成功研制聚羧酸KJ-JS高性能减水剂，并

形成1．5万t／年以上的生产规模，已在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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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150多万m3C 25--C100混凝土的工程中广泛应用。

现将KJ-JS高性能减水剂的主要性能、配制C50--C100超

高性能混凝土应用试验、在高432 m的广州西塔和广州新电视

塔超高泵送的应用介绍如下。

1目一Is高性能减水剂的主要性能【l】

1．1 Kl—Js高性能减水剂对水泥的相容性试验

减水剂除了高减水增强这一性能外，更重要的性能是与水

泥的相容性，因它对混凝土的性能影响非常大，为此研究相容

性问题尤其重要。

相容性试验(按GB 8077--2000标准检验)主要针对广东

广州的粤秀、粤花、金羊、石井；梅州的塔牌、东莞的华润、云浮

的金鹰、英德的海螺等多个常用主要水泥品种，在不同掺量下

对水泥净浆流动度的影响，并和传统的萘系、脂肪族(U)、氨基

磺酸盐(KJ．FB)等高效减水剂及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聚羧酸系产

品进行了相容性与经时损失对比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KJ-JS高性能减水剂与国内外聚羧酸系一

样，由于具有独特的梳状分子结构．能在水泥颗粒表面形成立

方体保护层，因此，同萘系、脂肪族、氨基磺酸盐等高效减水剂

相比，对多种水泥相容性更好，水泥净浆流动度更大，经时损失

少，综合性能优异。

1．2 Kl—Is高性能减水剂对混凝土的主要性能
KJ-JS掺量少。一般掺量为0．1％加．4％(含固量计，下同)，

常用掺量0．1 5％-4)．25％。当Ⅺ．Js掺量达0．2％加．4％时．混凝土

减水率大幅度增加(最高可达40％)，不同水泥用量，减水效果

不同；增强度也显著提高(早期30％～140％，后期20％一80％)；

坍落度损失少。特别适合于配制高强高性能混凝土。

聚羧酸减水剂由于分子结构中支链较多，表面张力较低，

因此掺用后对混凝土具有一定的引气性，常用掺量下，混凝土

含气量一般为20／o．,-6％，这有利于改善混凝土的和易性．减小泌

水；硫酸钠、氯离子、碱含量等无害杂质少，提高混凝土的抗渗、

抗冻、抗化学侵蚀、抗碱集料反应等耐久性能。

2高性能混凝土的工程应用试验

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中伟教授认为：高性能混凝土是一种新

型高技术混凝土，是在大幅度提高普通混凝土性能的基础上采

用现代混凝土技术制作的混凝土，它以耐久性作为设计的主要

指标。针对不同用途要求，高性能混凝±可对下列性能有重点

地予以保证：耐久性、工作性、适用性、强度、体积稳定性、经济

性。为此，高性能混凝土在配制上的特点是低水胶比。选用优质

原材料，并除水泥、水、集料外，必须掺加足够数量的矿物细掺

料和高效外加剂田。

他还提出将高性能混凝土的强度下限从C50,--C60降低到

C30左右，以不损及混凝土内部结构为度。以保证其耐久性与

体积稳定性翻。

2．1 低水泥用量配制C8pC90 mC的试验
试验采用的原材料：粤秀P·Ⅱ42．5R水泥、咸宁I级粉煤灰、

埃肯的硅粉。

从表l的试验结果看：用300 kg／m，水泥与500／o葛=右的掺合

料仍可配制28 d强度达102～110 MPa的HPC。

2．2掺K卜TS新拌HPC工作性的应用试验

根据广州西塔与广州新电视塔，以及高速铁路客运专线不

同工程应用要求，对不同强度等级HPC工作性进行试验，从试

验结果(见表2)显示：坍落度与扩展度可保持60--230 min几乎

表1掺刚-JS低水泥用量配制C80一C90 HPC试验

无损失，表明能满足丁程应用要求。

2．3 K7一IS配制C5肛C100HPC的应用试验

结合广州西塔与广州新电视塔工程，KJ-JS与常规材料配

制高强与超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的试验。

主要材料：用粤秀P·1142．5R水泥；黄埔电厂II级粉煤灰；韶关

韶钢$95矿渣粉；挪威硅灰；基本上都是采用II区的中砂；5—25 mm

的碎石，其中C100的采用5-20mm的碎石，较圆滑，针片状少。

试验结果(见表3)表明掺20％一35％掺合料与KJ-JS可配

制出合格的C50-℃100HPC。

3 Kl—lS主要工程应用实例

聚羧酸列．JS高性能减水剂已在广州标志性建筑工

程——全国第二高楼(432 m)广州西塔与世界最高(610 m)的

广州新电视塔，以及高速铁路武广客运专线、新广州站及相关

工程区间站前工程ZQ．II标段、广深港客运专线、广珠轻轨、温

福铁路客运专线白马河特大桥等重大工程项目150多万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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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3 KJ—S配制C50一C1 00HPC的试验

C25--C100的高性能混凝土工程中的应用，部分替代国外产品，

取得了显著技术效果、经济与社会效益。特别是：KJ-JS在432 m

的广州西塔C50--C100超高性能混凝土超高泵送的应用。

广州珠江新城西塔高432 m。地下4层，地上103层，是广

州标志性建筑，为国内在建第二高楼。建筑面积45万m2。主塔

楼为钢筋混凝土核心简和钢结构外框组成的筒中筒结构，混凝

土核心筒结构变化比较复杂。。

从主塔楼现浇异型柱到直形墙等设计采用C70--C90HPC，

需约4．5万m3，C60以上共7万多m3。

超高强高性能混凝土超高泵送是本工程的主要难点之一，

本工程超高强高性能混凝土主要使用在两个部位：

(1)主塔楼核心筒墙体结构及楼盖部分，主要采用C80--C50

高性能混凝土。结构标高范围：C80为一19．06-67．55；C70为

67．55～180．05；C60为180．05-350．95；C50为350．95-431．95 m。

(2)主塔楼外框筒钢管柱混凝土，主要采用C90-4260高性

能混凝土。结构标高范围：C90(节点区JA_G)为一6．75—167．75；

C80(节点区JH—JP)为182．75qlO．65；C70(构件区l~7)为

一17．35~256．35；C60(构件区8～17)为167．75-437．45 m。

主塔楼C60及以上的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约7万m3，其中

C80混凝土最高需泵送至410 m，C90最高需泵送至167 m，高

性能混凝土如此大批量的现场应用、如此高的泵送高度，国内

尚无首例。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超高强度高性混凝土配合比的

研制及超高泵送是本工程混凝土工程顺利实施的最大难点。

西塔工程C60以上混凝土方量达到7万多m，，如此大批

量超高性能混凝土的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

截至目前，西塔主塔楼已经达到200m，已经成功对C70-

C90的混凝土配合比进行优化，解决了混凝土超高性能与可泵

性的矛盾，现场应用情况良好，强度等级均匀，坍落度及扩展度

泵送后损失很小，完全可以满足现场施T需要[41。

-T程所用的混凝土要求流动性好，坍落度要求在(240y．20)mm，

扩展度要求在600 rain以上，且坍落度损失小，泵送性好等。经

过混凝土搅拌站试验室反复试验，最后确定使用广东柯杰的

KJ-JS聚羧酸系高性能减水剂。

在实际施工过程中，C70--C90(C100)印'C，使用“金羊”

P·O 42．5R水泥、$95矿粉、挪威硅灰、“柯杰”U．Js高性能减水

剂(20％)。用胶凝材料560(水泥410)-635(水泥430)kg／m3、

Ⅺ．JS 1．9％砣．7％、水胶比0．27--0．22、砂率为42％--44％可配出

·82·

满足工程要求的HPC。

在搅拌站的抽样中：广州市粤秀混凝土有限公司C80共抽样

25组，28d强度平均值94．4MPa(达到了设计等级的118％)，C70

共抽样20组，28d强度平均值84MPa(达到了设计等级的120％)；

广东粤群混凝土有限公司C80的共抽样102组，C90(C100)的共

抽样22组，具体数据如表4。

表4广东粤群搅拌站C∞～C90(C1 00 J抽样数据

4结束语

Ⅺ-Js高性能减水剂对水泥相容性好、掺量少、减水增强幅

度高；掺KJ-JS混凝土拌合物的流动性和流动保持性好，坍落

度损失小。

C50-C100 HPC工程应用试验结果表明：选用质量优良的

常规材料，用300kg／m3水泥(粤秀P·Ⅱ42．5R，下同)与50％左

右的掺合料可配制C80～C90 HPC，28 d强度达102—1 10 IVIPa；

用370 kg／m3水泥与37％掺合料配制C90 HPC，坍落度与扩展

度保持近4 h，28 d强度达104 IviPa；用370--400 kg／m3水泥与

35-37％的掺合料配制C100 HPC，28 d强度达l 15 IVIPa以上。

在广州西塔C70--C100工程应用表明：用560(水泥410)-

635(水泥430)kg／m3胶凝材料可配制出28 d平均强度为8扯

112．7 IV[Pa满足工程要求的高性能混凝土。目前主楼已达到

200 m以上，用量已超过2万In3。如此大批量超高性能混凝土

的应用在国内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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