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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粉煤灰及钢渣等生产混凝土实心砖的应用研究
Study on application of fly ash and steel slag in the production of concrete solid br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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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响应国家环保、节能、废弃物利用等要求，本文探讨了用粉煤灰、钢渣等工业废渣生产混凝土实心砖的方
法，并对其性能和应用进行分析和研究，使其符合产品标准、建筑和建材节能减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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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waste
utiliz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thod of producing concrete solid brick with industrial waste residue such as fly ash
and steel slag, analyzes and studies its performance and application, so as to make i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roduct
standard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of buildings and build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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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州固体废弃物积存量和年排放量十分巨大，这些废
弃物料不仅要侵占大量土地，污染着周边地区的环境，而且
每年需要投入大量并且是无法收回的废料处理资金，已成
为企业的沉重包袱。近年来，我州在煤炭、钢铁、电力、建
材、冶金、化工等多个行业的固体废弃物利用方面，努力探
索建立废弃物合理利用模式，本文结合合理利用资源，变废
为宝，将粉煤灰、钢渣等工业废弃物为集料生产混凝土实
心砖成为工业废气物综合利用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取得
了积极进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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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要求

1.1 水泥
符 合 国 标GB175-2007《通 用 硅 酸 盐 水 泥》，宜 采 用
42.5 号水泥。
1.2 钢渣
破碎的钢渣作为粗集料（最大粒径 13mm以内），符合
YB/T4228-2010《混凝土多孔砖用和路面砖用钢渣》。
1.3 天然河砂
作为细骨料，采用符合GB/T14684-2011《建设用砂》。
1.4 粉煤灰
采用GB/T1596-2005《用于水泥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要求的II级粉煤灰。
1.5 外加剂
应符合GB8076-2008《混凝土外加剂》
1.6 水
应符合JGJ63-2006《混凝土用水标准（附条文说明）》。
1.7 符合国家放射性指标
所有原料均符合GB6566-2010《建材材料放射性核素
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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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料配比方案

粉煤灰是一种人工火山灰质混合材料，本身略有或没
有水硬胶凝性能，但当以粉状及水存在时，能在常温，特别
是在水热处理（蒸汽养护）条件下与氢氧化钙或其他碱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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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氢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生成具有水硬胶凝性能的化合
物，成为一种增加强度和耐久性的材料，掺入混凝土中的
粉煤灰能产生活性效应、微集料密实填充及颗粒形态效应、
（水泥、粉煤灰、外加剂等）同粉料间会产生物理、化学交互
作用。
钢渣的化学组成与硅酸盐水泥相似且具有一定的胶凝活
性，可代替部分水泥作为掺合料应用于混凝土中，同时钢渣相
对于传统天然石材，具有的高密度、高抗压强度、耐磨、耐腐
蚀、耐风化抗冻等性能等优点可作为骨料应用于混凝土中。
钢渣的活性与粉煤灰相近，钢渣的活性较低，若用其
生产墙体材料，必须对其进行优化配制，进行合理的配制，
才能使得粉煤灰、钢渣用于混凝土中优越性发挥出来，在
大量实验的基础上，得出优化配制比方案（见表 1）。
表1

混合材料配制方案（质量比%）
配合比/%

水泥

粉煤灰

钢渣

天然砂

外加剂

水胶
比

1

33

16

38

11

3

0.35

2

40

0

0

56

4

0.4

方案

方案 2 是没有添加粉煤灰和钢渣的，方案 1 是利用粉煤
灰和钢渣等生产的混凝土实心砖。

3 利用工业废渣生产的混凝土实心砖
的主要性能
按照GB/T21144-2007《混凝土实心砖》标准检验，通
过分别抽取 2 组（方案 1、方案 2）26 块样品进行物理性能检
验，试验实测数据如下（见表 2）。
大量试验证明，利用粉煤灰及钢渣等生产混凝土实心
砖研究是可行的，该产品具有自重轻，强度高、无需烧制、
保温、隔热、抗冻性能好的物理性能优点，放射性及有害物
质含量均符合GB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国家标准要求规定，可加工，缩短建筑工期等特点，主要用
于承重墙，因重量轻也可作为框架结构的添充材料，该产
品既能消耗大量的粉煤灰，节约耕地，减少污染，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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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分析

水泥与混凝土
表2
检验
项目
密度
等级

2 组配制方案物理性能检验结果
结果

标准要求
3

A级≥ 2100kg/m
B级 1681～2099kg/m3
C级≤1680kg/m3

方案 1

方案 2

1968
B级

2223
A级

8

6

3

最大吸
水率

≥ 2100kg/m（A 级）：
≤11%
3
1681～2099kg/m （B
级）：≤13%
3
≤1 6 8 0 k g / m （C 级）：
≤17%

平均值：
平均值：
19.9MPa
25.1MPa
单块最小值： 单块最小值：
14.9MPa
16.9MPa

强度
等级

MU15～MU40

抗冻
性

强度损失均小于 25%， 强度损 0，质
质量损失小于 5%
量损失 12

放射性核 内照射指数IRa：≤1.0
素限量 外照射指数Ir：≤1.0

强度损 0，质
量损失 19

0.3

0.1

0.2

0.1

4.1 经济效益显著
合理利用废渣，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无需烧制，节约燃
料，性价比比红砖高，提高产品性能优势比混凝土实心砖
价格降低 0.07 元/块。
4.2 生产技术成熟
利用粉煤灰、钢渣等生产的混凝土实心砖技术可行，合
理的工艺和结构形式，减少了生产人数，使劳动成本降低，
工艺紧凑，减去了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提高了生产成品率，
综合成本降低。

4.3 性能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利用粉煤灰、钢渣等配料生产的混凝土实心砖经省级、
地方监督抽查检验，其性能均满足国家有关标准技术要求。
4.4 废渣利用率高
利用工业废渣为原料生产的混凝土实心砖，其废渣利
用率可达 30%以上。
4.5 环保节能
利用工业废渣生产的混凝土实心砖，其放射性及有害
物质含量均符合GB 6566-20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
量》国家标准要求规定，同时，生产工艺过程没有二次污染。
利用工业废渣开放研制的混凝土实心砖为节能、利废，化
害为利、变废为宝的绿色环保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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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利用粉煤灰及钢渣等生产混凝土实心砖是国家大力倡
导的一种新型墙体材料，生产技术成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显著，该产品能消耗大量粉煤灰及工业废渣，节约耕地，
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得到消费者和社会的肯定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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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在满足车辆行驶过程中的载荷要求及公路设计等级
要求的前提下，同时满足各项耐久性指标的要求。
2.3 各项耐久性能分析
2.3.1 干缩性
除受荷载作用外水泥混凝土路面出现裂缝基本是由于
材料干缩所引起的，混凝土在强度增长过程中，由于水泥水
化放热导致混凝土内外出现较大温差，且在空气中水分含
量未饱和状态下，随着水的蒸发，混凝土表面材料收缩而产
生应力，在应力作用下表面开裂。通过添加粉煤灰和减少
水泥量，减少混凝土早期的水化热释放，延迟了材料的收
缩变形，从而降低了干缩率，后期随着混凝土强度的增长，
其抗干缩开裂能力得到改善。
2.3.2 渗透性
路面混凝土长期暴露在外部环境中，受侵蚀性介质的
影响，研究其渗透性主要考虑氯离子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损坏。在水泥混凝土路面中加入粉煤灰可有效提高对氯离
子的抗渗能力，降低混凝土内部空隙的连通率。混凝土结
构的密实度及强度的增加，可有效改善混凝土的抗渗性能。
2.3.3 抗冻性
混凝土经过反复冻融其密实度会减小，且易疲劳受损
强度降低，混凝土受冻融循环影响的破坏主要是内部出现
拉应力、表面慢慢剥落的过程。路面混凝土掺入粉煤灰后
能改善其抗冻性能，但粉煤灰掺量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否则粉煤灰增强水泥混凝土抗冻融的效果就会减弱。
2.3.4 耐磨性
耐磨性是评价路面混凝土耐久性的一个主要指标，由
于车辆动载作用的影响，路面受磨损问题比较突出，在正
常使用过程中需保证混凝土路面各项指标正常，水泥砂浆
的抗磨损能力及水泥砂浆与粗集料界面的粘结力这两个因
素决定了混凝土路面耐磨损能力的大小。当加入粉煤灰的
量控制在 14%以内时，其混凝土的耐磨能力比基准混凝土
高，超过 21 时，混凝土耐磨能力的改善效果就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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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对水泥混凝土路面进行力学性能试验及耐久性研
究，从提高混凝土的强度及承载力，改善混凝土干缩性、渗
透性、防冻性及耐磨性等方面出发，优化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通过添加适量的粉煤灰及矿物掺和料来提高水泥混凝
土路面的路用性能，满足公路建设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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