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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掺入矿渣粉不同细度与不同掺量对混凝土的强度性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得出矿渣粉固定掺量的最佳

细度与固定细度的最佳掺量。同时,配置加入矿渣粉不仅可以改善混凝土的各项性能指标,还能得到一定的环保性与经济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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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材料及配比

大 效 果 为 27.7MPa 与 47.6MPa,7 天 强 度 较 基 准 降 低

粒化高炉矿渣简称矿渣,属于第一类矿物掺合料,是高

0.4MPa,28 天强度较基准提高 5.5MPa。

炉炼铁产生的一种废渣,具有较小的自身水硬性。《用于水
泥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18046-2000）将粒
化高炉矿渣粉（简称矿渣粉）定义为：与 GB/T203-1994 标
准规范相符的粒化高炉矿渣经过先干燥后粉磨 （或添加一
些碱激发剂）得到需求的细度且符合相应活性指数的粉体。
实验所用矿渣粉由亚泰水泥厂提供,粗、细集料均来自
长春昌驰搅拌站。
在符合设计规范 JGJ55-2000 的前提下实验基准配合
比为水泥 428Kg/m3、水 167Kg/m3。实验共分五组,在水掺入
量保持 178Kg/m3 不变的情况下依次改变水泥和矿渣粉的
掺入量：第一组水泥 342.4Kg/m3,掺入水泥基准量 20%的矿
渣粉,第二到第五组水泥依次减少基准量的 10%,矿渣粉依
次增加 10%。

图 1.不同粉磨时间的矿渣粉与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关系
矿渣粉的细度不同时矿渣粉的比表面积也随之变化,

2 试验部分

所以矿渣粉的活性也随之改变,

2.1 矿渣粉细度对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
根据实验所需不同细度的矿渣粉, 需要完成粉磨时间
对矿渣粉比表面积的影响的实验, 实验数据表明随着粉磨

而矿渣粉会与混凝土发生诱导激活效应、表面微晶化
效应与界面耦合效应, 随着矿渣粉的活性增加矿渣粉与混
凝土的三种效应越来越明显。

时间的增长矿渣的比表面积也渐渐增大, 粉磨 5min 增大

2.2 矿渣粉掺量对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

134.78m2/kg；粉磨 10min 增大 230.42m2/kg；粉磨 15min 增大

矿渣粉能优化混凝土组成结构, 减少体系内氢氧化钙

354.91m /kg；粉磨 20min 增大 404.12m /kg；粉磨 25min 增大

的含量,抑制碱—集料反应,降低水化热,提高混凝土抗硫酸

446.92m /kg。

盐腐蚀能力,使混凝土的耐久性得到较大改善。矿渣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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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细度的矿渣粉活性不同,细度越大活性越高。

混凝土掺合料取代水泥可取得较好的节能效果, 全面改善

活性越高的矿渣粉掺入混凝土中早期水化热也越高, 越不

和提高混凝土的综合性能。但作为活性掺合料掺量较低,则

利于降低混凝土的温度。但细度太低矿渣粉活性不足,制出

需要得出一个最高性价比的掺量, 则固定粉磨时间 20min

的混凝土制品性能较差。所以完成不同细度矿渣粉对混凝

并根据配合比做出矿渣粉掺量对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影响的

土强度的影响的实验, 在基准配合比下固定矿渣粉掺量为

实验,得出实验数据:以 28.1MPa 为基准时的 7 天强度分别

30%,探究最具性价比的矿渣粉细度。

为 27.4MPa、
26.8MPa、
25.5MPa、
24.1MPa、
22.6MPa；以 42.1MPa 为

实验数据为：粉磨时间为 5min、10min、15min、20min、

基 准 时 的 28 天 强 度 分 别 为 43.8MPa、45.8MPa、49.7MPa、

25min 时, 以 28.1MPa 为基准的 7 天强度分别为 23.3MPa、

48.8MPa、46.3MPa。由实验数据及图 2 可知固定矿渣粉的粉

24.1MPa、25.7MPa、26.8MPa、27.7MPa；以 42.1MPa 为基准的

磨时间为 20min 时掺入矿渣粉的混凝土的 7 天强度呈不断

28 天 强 度 分 别 为 39.8MPa、43.7MPa、44.3MPa、45.8MPa、

降低趋势,而 28 天强度呈现先涨后降,在掺量为 40%时矿

47.6MPa。由实验所得数据及图 1 可知粉磨时间在 25min 的

渣粉对混凝土的 28 天强度达到最高为 49.7MPa 较基准提

时候,对混凝土强度的 7 天强度与 28 天强度的影响得到最

高 7.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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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使得工程造价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工程造价行业对实践能

力、动手能力要求比较高,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高职院校必须结合实际进行人才培养,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加强高
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对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探讨
分析。
[关键词] 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必要性；问题；对策
1 加强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工程造价专业在培养人才模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使

上,仍然以传统培养模式居多,即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

得工程项目建设不断增多, 同时增加了工程造价专业的人

辅。结合笔者教学实践,认为工程造价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

才需求。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

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积极性

应将培养技术应用能力强的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并侧重于

不高的问题。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理论学习能力不

实际工作和生产岗位。根据职业技能领域要求,培养出更多

强,他们更倾向于实践活动。在理论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觉得

的复合型人才,既懂法律知识和工程管理,又懂工程经济和

很无趣。对于一些专业基础课程和核心专业课程,如：
《工程

工程施工技术。

定额》、
《建筑材料》、
《建筑工程造价》、
《工程量清单》、
《建筑

2 高职院校工程造价专业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
要问题

制图与识图》、
《安装装饰工程估价》等,很多高职院校学生
觉得比较抽象,容易产生厌学情绪。(2)工程造价专业相关基

长的趋势, 在粉磨时间为 25min 时混凝土的 7 天强度与 28
天强度达到最高值 27.7MPa 与 47.6MPa,所以在固定掺量为
30%时最佳粉磨时间为 25min。
3.2 在固定矿渣粉的粉磨时间为 20min 时随着矿渣粉
的掺量逐渐增加时混凝土的 7 天强度呈逐渐降低趋势,28
天强度呈先降低后增大再降低趋势, 但在矿渣粉掺量为
40%时达到最高 49.7MPa,所以在固定矿渣粉的粉磨时间为
20min 时最佳掺量为 40%
出现此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矿渣粉的活性是潜在性
的,需要一些例如石灰等的物料的作用来激发,碱性激发剂
图 2.不同掺量的矿渣粉与混凝土强度性能的关系

一般为水化时水化产物为 Ca (OH)2 的硅酸盐水泥熟料,并

矿渣粉的掺量不同,一般认为随着矿渣粉的加入,早期

且一起掺合后能形成碱性溶液,即可使矿渣玻璃溶解,从而

强度低,但对后期强度贡献较大。这是因为矿渣粉会与混凝

令矿渣粉的活性激发。

土发生诱导激活效应、表面微晶化效应与界面耦合效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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