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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5泵送高钛重矿渣砂混凝土施工工艺研究 

刘应春 郝跃武 

(四川丽攀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 610041) 

【摘 要】针对四川省攀枝花至云南丽江高速公路的傈果金沙江特大桥主桥连续刚构高强混凝土现浇箱 

梁工程的C65泵送混凝土的设计与施工要求，阐述 了采用高钛重矿渣砂取代普通河砂制备C65高强泵送混凝 

土的施工工艺，成功实现了高钛重矿渣砂c65混凝土的垂直100m+水平lOOm的泵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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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钛重矿渣砂较普通河砂有较多的棱角，在泵 

送施工过程中，高钛重矿渣砂混凝土对泵管的摩擦力 

较普通河砂混凝土大，不利于混凝土的泵送施工。此 

外，高钛重矿渣砂表观密度较普通河砂大，高钛重 

矿渣砂全部取代普通河砂制备的高钛重矿渣砂混凝 

土表观密度较普通河砂混凝土大，同样不利于混凝 

土泵送施工。四川省攀枝花市至云南丽江市高速公 

路的倮果金沙江特大桥主桥连续刚构高强混凝土现 

浇箱梁工程，现浇箱梁用混凝土设计应用C65高强混 

凝土进行泵送施工，设计要求5d混凝土抗压强度 ≥ 

55．3MPa。 

1 工程概况 

四川省攀枝花市至云南丽江市高速公路的倮果 

金沙江特大桥主桥连续刚构高强混凝土现浇箱梁工 

的主桥上部结构为三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跨 

径布置为 (120+230+120)m，分幅设计。左、右幅 

主桥采用单箱单室箱形截面，箱梁顶板宽1 1．75m，底 

板宽7．55m，外翼缘悬臂长2．1Om，箱梁顶板设置成 

2．0％横坡。箱梁跨中及边跨支架现浇段梁高4．5m 

(箱梁高度均以腹板外侧为准 )，墩顶根部梁高为 

14．8m。从箱梁根部至跨中，箱梁梁高以1．6次抛物 

线变化。箱梁腹板在墩顶范围内厚120cm，从根部到 

跨中及边跨现浇段按70cm、60cm、50cmZ种厚度设 

置。箱梁底板厚除0 梁段为200emPb，其余各梁段底 

板从箱梁根部截面的180cm厚按1．6次抛物线渐变至 

跨 中截面的32cm。主桥跨 中段设6道横隔板 (厚度 

1．2m和0．75m)，边跨段设3道横隔板 (厚度1．2m和 

0．75m)，兼作体外束的转向块；在两个主墩墩顶各 

设2道2．Om厚的横隔板，兼作体外束的锚固块。 

2 C65高钛重矿渣砂高强泵送混凝 

土现场施工配合比 

2．1 原材料 

水泥：应用于C65高钛重矿渣砂混凝土中的红河 

P．052．5普通硅酸盐水泥，其物理陛能指标见表1／iff／-~。 

表1 水泥的主要性能指标 

比表面积 细度(O．O8 凝结时间(h：min) 抗压强度(MPa) 
安定性 

m 2／kg) mm筛余) 初凝 终凝 3d 28d 

346 2．9％ 2：31 5：65 38．4 60．7 合格 

集料：细集料：环业冶金渣公司生产高钛重矿 

渣砂，细度模数为2．6(见表2、图1)。 

表2 细集料的主要性能指标 

细度模数 表观密度 (g／cm ) 堆积密度 (g／cm ) 

2．9 3．170 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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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细集料筛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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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集料：马店河厂普通碎石，粒径分别为5～16ram、10～20mm(见表3、图2)。 

表3 粗集料的主要性能指标 

大石1O-20mm 小石5～16mm 

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 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 
(g／cm ) (g／cm ) 含泥量 泥块含量 压碎值 含泥量 泥块含量 (

g／cm ) (g／cm ) 

2．690 1 6l 0-3 0 9．7 2．71O 1．66 0．5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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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粗集料筛分图 

矿物掺合料：粉煤灰：攀枝花宝利源Ⅱ级粉煤 

灰，性能指标见表4所示 ： 

表4 粉煤灰的主要性能指标 

细度 (0．045mm 需水 SO 粉煤灰品种 烧失量 含水量 
方孔筛筛余 ) 量比 含量 

攀枝花 Ⅱ级 16 1 98 6
．3 0_2 O．87 粉煤灰 

外加剂：成都合力高效聚羧酸减水剂，减水率 

30％。 

拌合水：拌合水采用金沙江河水。 

2．2 现场施工配合比 

施工配合比见表5、表6所示 ： 

表5 C65高钛重矿渣砂高强泵送混凝土的试验室目标配合比 

水 水泥 粉煤灰 砂 石l 石2 减水剂 编号 

(kg／m ) (kg／m ) (kg／m ) (kg／m3) (kg／m ) (kg／m ) (wb％) 

1 175 445 85 736 666 44_4 1．4 

表6 C65高钛重矿渣砂高强泵送混凝土的现场施工配合比 

水 水泥 粉煤灰 砂 石1 石2 减水剂 编号 
(kg／m3) (kgCm ) (kg／m ) (kg／m ) (kg／m ) (kg／m ) ( ％) 

1 146 445 85 743 676 451 1．4 

砼3d抗压强度52MPa，5d抗压强度59MPa，7d抗 

压强度65MPa，28d抗压强度80Mpa。 

砼3d抗压强度50MPa，5d抗压强度57MPa，7d抗 

压强度61MPa，28d抗压强度74Mpa。 

注：用水量为总用水量，包括高钛重矿渣砂3．5％ 

的饱和面干含水量。碎石1表示粒径为10—20mm的普 

通碎石，碎石2表示粒径为5～16mm的普通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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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65高钛重矿渣砂高强泵送混凝 

土施工工艺 

通过对高钛重矿渣砂的预饱水处理以及对外加 

剂的调整，成功实现了垂直lOOm+水平100m的C65高 

钛重矿渣砂混凝土的泵送施]-。 

3．1 高钛重矿渣砂饱水处理 

针对高钛重矿渣砂是多孔材料，在混凝土泵送 

过程中，在泵送压力的作用下重钛矿渣砂会吸附水 

泥浆体，对混凝土的工作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在配 

制重钛矿渣砂混凝土前 ，对重钛矿渣砂进行饱水处 

理。 

在配制重钛矿渣砂混凝土时，至少提前24h对重 

钛矿渣砂进行饱水处理。在配制重钛矿渣砂混凝土 

前2h～3h，用铲车将料场中做过饱水处理的重钛矿 

渣砂进行混匀操作 ，让砂堆上部与砂堆下部不同含 

水率的砂混合均匀，然后静置1h～2h。在配制重钛 

矿渣砂混凝土前0．5h，测量经过混匀操作的重钛矿 

渣砂的含水率，取3 64"砂堆中不同部位且有代表 

性的位置进行砂的含水率测量，然后计算出这3～ 

64"含水率的平均值。 

通过对比研究不同含水率的高钛重矿渣砂对高 

钛重矿渣砂混凝土的泵送性能的影响，确定高钛重 

矿渣砂混凝土最佳泵送状态时高钛重矿渣砂的含水 

率。不同含水率的高钛重矿渣砂对高钛重矿渣砂混 

凝土泵送性能的影响如图3 图5及表7所示。 

图3 含水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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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泡剂选用一种有机硅油5～10％、引气剂选用 

松香热聚物1～2％、增粘剂选用纤维素醚2．5～5％、 

减缩组分选用低级醇的环氧化合物与烷基聚氧乙烯 

醚为主要组分。通过调整以上各成分 占外加剂量的 

含量与减水剂复合而成一种适用于高钛重矿渣砂混 

凝土的外加剂，其中：消泡剂5～10％、引气剂1～ 

2％、增粘剂2．5～5％、减缩增韧组分7．5～15％，其 

余部分为高效聚羧酸减水剂。通过对以上几种不同 

组分掺量进行调整，成功研制出一种适用于高钛重 

矿渣砂混凝土的外加剂。并用此外加剂成功制备出 

用水量低、和易性良好，满足长距离泵送施工的高 

钛重矿渣砂混凝土。 

3．3 施工准备 

3．3．1 原材料准备 

(1)高钛重矿渣砂。在配制重钛矿渣砂混凝土 

前对重钛矿渣砂进行饱水处理。高钛重矿渣砂的含 

水率宜控制在5％～10％之间。 

(2)外加剂。在制备高钛重矿渣砂混凝土时， 

采用调整后的外加剂。 

(3)粗集料。由于石露天堆放，阳光暴晒、雨 

水渗透导致石料堆由表层向下含水率不断变化。因 

此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随时测定石的含水率变化，根 

据现场新拌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实时调整混凝土的 

用水量 。 

(4)粉料。应做好标记，分别堆放，以避免水 

泥、粉煤灰等材料混淆，造成工程事故；同时这些 

原材料应采取防雨、防潮措施，避免结块，降低混 

凝土的强度和工作性能。 

3．3．2 搅拌 与运输 

(1)水泥混凝土拌制配料前，各种衡器应请计 

量部 门进行计量标定 ，称料误差应符合规范要求。 

混凝土搅拌站控制系统即自动计量系统要定期进行 

标定，每班在使用前要检查一次，确保计量准确， 

计量最大偏差不得超过：水泥、粉煤灰、水为 ± 

1％，粗细骨料 ±2％，减水剂 ±0．5％。及时检测粗 、 

细骨料的含水率，遇阴雨天气应增加检测频率，随 

时调整用水量。 

(2)聚羧酸外加剂在混凝土拌制配料前应 ＼̂工搅 

3~1]5min，确保外加剂上下层的固含量和减水率一致。 

(3)搅拌混凝土应采用强制式搅拌机，应严格 

按照经批准的施工配合 比准确称量混凝土原材料 。 

混凝土原材料计量后，宜先向搅拌机投人细骨料、 

粗骨料、水泥和矿物掺和料，充分搅拌混合干拌30s 

后，再将外部剩余用水全部加入，强制搅拌30s后， 

再投入外加剂，并搅拌60～90s，待搅拌均匀为宜。 

自全部材料装入搅拌机开始搅拌起，至开始卸料时 

止，延续搅拌混凝土的时间应大于150s。 

(4)严格检验新拌混凝土初始工作状态，符合 

设计要求方可放人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送达浇灌现场。 

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在运输途中，拌筒以1～3~／min速 

度不停地进行搅动，运到现场卸料前应使拌筒搅拌 

1～2min后再卸料。 

3．3．3 泵送 

混凝土的泵送初始时，应慢速泵送，待泵送顺 

利时，再用正常速度泵送 (见图8)；混凝土泵送速 

度要均匀连续，必要时可降低混凝土的泵送速度， 

若停泵时间过长，应每隔15min反泵一次，防止料斗 

内的混凝土沉淀离析，若预计等待时间过长，应将 

管中混凝土清除，用水清洗管道，等待重新泵送。 

图8 保 果金 沙江特大桥 主桥 连续刚构节段 浇筑泵送 

3．3．4 振捣 

浇筑水泥混凝土时，应采用振动器振实 (见图 

9)：①使用插入式振动器时，要垂直插入，快插慢 

拔 ，插点交错均匀布置，在振动上一层混凝土时， 

要在下层混凝土初凝前进行，移动间距不应超过振动 

器作用半径的1．5倍，每一插点振动时间为10-20s，与 

侧模应保持5—10em距离，应避开预埋件或监控元件 

10—15em，应插入下层水泥混凝土5～10em；②对每 

一 部位水泥混凝土必须振动到密实为止，密实的标 

志是：水泥混凝土停止下沉，不再冒气泡，表面呈 

平坦，表面泛出水泥浆。振捣时间过短，混凝土不 

易振实 ，而时间过长 ，会引起离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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