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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玄武岩纤维废料的墙体材料母材试配及力学性能研究
Study on test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wall base material with basalt fiber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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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玄武岩纤维废料在轻质墙材中应用所生产的轻集料混凝土自保温砌块，根据轻集料混凝土的配合
比设计试配以及试验室现场实际操作，配置出了工作性能较好的轻集料混凝土。通过对比试验，研究了掺合料在
不同掺量条件下对轻集料混凝土抗压强度及容重的影响，并进行比较。综合分析了几种掺合料对轻集料混凝土力
学性能和容重的影响及其作用规律，从而找到在保证轻集料混凝土强度的前提下，降低容重的配合比设计，为制备
玄武岩纤维废料轻质墙材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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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basalt fiber waste in light wall materials，the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self-insulation block has been prepared with better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mix proportion design, trial match
of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and the actual operation in the laboratory. Through comparative tests，the influence
of admixture on the compressive strength and bulk density of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under different dosage
conditions is studied and compared. The influences of several admixtures on th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 and their action rules 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so as to find the mix proportion design for
reducing the bulk density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strength of lightweight aggregate concrete，and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basis for preparing basalt fiber waste lightweight wal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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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集料自保温砌块是自身能够满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要求的一种建筑保温与结构一体化技术产品 [1]，具有自重
轻、保温隔热和耐火性能好、保温与建筑墙体同寿命等特
点。在抗压强度满足非承重墙体材料要求的同时，与同标
号的普通混凝土相比，可减轻自重 40%～60%。此种墙体
材料应用于建筑工程，将提升建筑现代化水平，符合国家
建筑节能发展方向。本试验提出的将玄武岩纤维废料用于
轻集料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的墙体材料就是顺应时代的要
求，围绕绿色发展这个理念，坚持将低投入、低能耗、无污
染、高产出作为发展绿色建材的思路 [3]。

1

原材料

水泥：采用祁连山水泥P·O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为胶
凝材料；石子：当地某商砼站提供，最大粒径 31.5mm，表观
密度 2711kg/m3，现场含水率为 0.1%；砂：河砂，当地某商砼
站提供，含泥量 0.3%，表观密度 2601 Kg/m3，现场含水率为
0.6%；减水剂：当地某商砼站提供；玄武岩纤维废料：合作
企业提供，表观密度 2732 Kg/m3；火电厂粉煤灰：当地某商
砼站提供，属Ⅱ级灰；膨胀珍珠岩：当地市场购买，表观密
度 399kg/m3；陶粒：白银地区某厂购买，表观密度 570kg/m3；
外加剂：FDN高效减水剂。

2

试验方法

轻 集 料 混 凝 土 采 用JGJ51-2002《轻 骨 料 混 凝 土 技

术规程》进行配合比设计进行试验，抗压强度试件均为
150mm×150mm×150mm立方体 [4]，分析不同掺量下对混
凝土砌块工作性能、容重、抗压强度等的影响，找到最佳实
验室配合比，进而在合作企业进行试生产。根据生产反馈
的数据，对比工厂化生产和实验室不同的工况，调整配合
比，最终找到适合工厂生产的最佳配合比。

3 掺合料对轻集料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影响研究
3.1 玄武岩纤维废料掺量的影响
由表 1 可以看出，外掺玄武岩纤维废料后对轻集料混
凝土 28d龄期抗压强度影响比较明显。当玄武岩纤维废料
的体积掺量低于 1％时，轻集料混凝土的 28d龄期抗压强度
与不掺加玄武岩纤维废料的B0 略有降低，这是因为玄武岩
纤维废料占比较少，对轻集料混凝土的强度影响不大。当
玄武岩纤维废料体积掺加量达 1.5％以上时，轻集料混凝土
28d龄期的抗压强度降低了 15%以上，这主要是由于玄武岩
纤维废料基本没有压碎值，导致轻集料混凝土力学性能的
下降。而容重随膨胀珍珠岩掺加量的增加而降低。
3.2 陶粒掺量的影响
由表 2 可以看出，陶粒等体积取代石子后对轻集料混
凝土 28d龄期抗压强度影响比较明显。掺加陶粒轻集料混
凝土 28d龄期的抗压强度低于不掺加粉煤灰的C0 的抗压强
度，这主要是由于陶粒压碎值较低，导致其粗集料作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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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明显，掺加量过大导致了轻集料混凝土力学性能的下
降。而容重随陶粒掺加量的增加而降低。
表1

不同掺量玄武岩纤维废料对轻集料混凝土性能
的影响
体积掺量（%）

28d抗压强度（MPa）

容重（Kg/m3）

0

49.85

2400

B1

1

46.55

2028

B2

1.5

42.80

1822

B3

2

38.50

1556

编号
B0

表2

不同掺量陶粒对轻集料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体积掺量（%）

28d抗压强度（Mpa）

容重（Kg/m3）

0

49.85

2400

C1

50

34.99

1506

C2

75

34.07

1228

C3

100

33.46

1043

编号
C0

3.3 膨胀珍珠岩掺量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膨胀珍珠岩等体积取代砂后对轻集
料混凝土 28d龄期抗压强度影响比较明显。当粉煤灰的掺
量低于 40％时，轻集料混凝土的 28d龄期抗压强度与不掺加
粉煤灰的P0 略有降低，这是因为粉煤灰在混凝土硬化早期
主要发挥的是细集料填充效应。当膨胀珍珠岩掺加量达到
60％时，轻集料混凝土 28d龄期的抗压强度远低于不掺加粉
煤灰的P0 的抗压强度，这主要是由于膨胀珍珠岩压碎值很
低，导致其细集料作用无法体现，掺加量过大导致了轻集
料混凝土力学性能的下降。而容重随膨胀珍珠岩掺加量的
增加而降低。
表3

不同掺量膨胀珍珠岩对轻集料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体积掺量（%）

28d抗压强度（Mpa）

容重（Kg/m3）

0

49.85

2400

P1

20

42.51

1427

P2

40

40.91

1132

P3

60

9.94

987

编号
P0

3.4 粉煤灰掺量的影响
由表 4 可以看出，粉煤灰等量取代水泥后对轻集料混

凝土 28d龄期抗压强度影响不明显。当粉煤灰的掺量低于
40％时，轻集料混凝土的 28d龄期抗压强度与不掺加粉煤灰
的F0 略有降低，这是因为粉煤灰在混凝土硬化早期主要发
挥的是微集料填充效应，到了后期粉煤灰的活性效应才被
激发出来造成的 [2]。当粉煤灰掺加量达到 60％时，轻集料
混凝土 28d龄期的抗压强度均低于不掺加粉煤灰的F0 的抗
压强度，这主要是由于粉煤灰的活性远不及普通硅酸盐水
泥的活性 [5]，掺加量过大导致了轻集料混凝土力学性能的
下降。而容重随粉煤灰掺加量的增加而降低。
表4

不同掺量粉煤灰对轻集料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质量掺量（%）

28d抗压强度（Mpa）

容重（Kg/m3）

0

49.85

2400

F1

20

43.03

1882

F2

40

42.17

1633

F3

60

35.30

1298

编号
F0

4

结论

1）不同掺合料掺量条件下，轻集料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变化较大，但基本能保障其作为轻质墙材的强度需求。
2）不同掺合料掺量条件下，轻集料混凝土的容重变化
较大，特别是掺量加大的情况下轻集料混凝土容重明显降
低，达到了轻质的目的。
3）通过试验对比，与本课题提出的掺加掺合料可以改
善轻集料混凝土的容重，使之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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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孔隙，提高了混合料的水稳定性能，并推荐适宜的水泥
掺量不宜超过 1.5%；提出基于振动成型的三轴试验残余粘
聚力指标评价抗水损害能力，要求其粘聚力损失最大不超
过 25%。根据甘肃省大温差气候环境、养护资金短缺、石料
短缺等实际情况以及首次试验段的应用效果，泡沫沥青厂
拌冷再生技术在甘肃省的大量推广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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