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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水泥

路面快速维修方法。本发明创造通过依次进行铣

刨、清渣、洗刷、湿润、浇筑新水泥胶浆、摊铺新修

补剂和塑料薄膜养生，不但可降低耗材需求量和

简化工法步骤，还可以大大缩短养生所需时间，

进而可快速完成维修任务，实现快速恢复交通目

的，大大方便人们的出行和国民经济活动的开

展。此外，所采用的水泥胶浆和修补剂具有自流

平性、强度高、成型快、抗冻、抗渗和耐磨性好等

优点，便于实际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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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01.铣刨：对待维修路面进行铣刨，铣刨深度介于20～25mm；

S102.清渣；

S103.洗刷；

S104.保持路面湿润4～6小时；

S105 .浇筑一层厚度介于5～7mm的水泥胶浆并摊平，其中，所述水泥胶浆按照重量份

计，由377～435份硅酸盐水泥、547～623份级配河砂、35～60份石粉、27～32份硅粉、10.6～

12份粉煤灰、0.1～2份甲酸钙、0.2～6份三异丙醇胺、1.1～3份α-烯基磺酸钠、0.6～2份聚

乙烯醇、1.4～2.5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S106.摊铺一层厚度介于20～25mm的修补剂并刮平，其中，所述修补剂按照重量份计，

由320～450份硅酸盐水泥、324～417份级配河砂、170～260份级配碎石、12.7～17份硅粉、

3.2～8份粉煤灰、0.1～2份甲酸钙、0.2～7份三异丙醇胺、1.2～2.4份α-烯基磺酸钠、0.4～

1.2份聚乙烯醇、1.2～2.4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S107.采用铺设塑料薄膜方式养生3日；

S108.拆除塑料薄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06中，

使用刮杆刮平且严禁振捣。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S108之后

还包括有如下步骤：

S109.采用洒水方式养生4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水泥胶浆中，

级配河砂的粒径规格介于0.15～0.3mm之间。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水泥胶浆中，

石粉为玄武岩石粉且粒径规格为0.075mm。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修补剂中，级

配河砂按重量份计，由170～227份粒径规格介于1.18～4.75mm之间的第一区级配河砂、130

～150份粒径规格介于0.3～1.18mm之间的第二区级配河砂和24～40份粒径规格介于0.15

～0.3mm之间的第三区级配河砂混合组成。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修补剂中，级

配碎石为玄武岩碎石且粒径规格介于5～12mm之间。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水泥胶浆或所

述修补剂中，硅粉的粒径规格介于74～125um之间。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水泥胶浆或所

述修补剂中，粉煤灰的粒径规格介于10～40um之间。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水泥胶浆或

所述修补剂中，硅酸盐水泥为P.O.42.5硅酸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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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混凝土路面是当前路面的主要形式，其在不断增加的行车荷载的反复作用下

以及其它各种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循环作用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破坏，随着水

泥混凝土路面服役时间地不断增加，其破损程度与日俱增，主要表现为断板、裂缝、露骨、碎

裂和错台等，为保证交通的持续安全营运，必须对已破损的水泥混凝土路面进行修补。通过

对比相关行业规范和文献得知，水泥混凝土路面维修工程用的修补材料要求24小时内其强

度必须达到混凝土原路面设计强度的70％，即抗压强度必须达到20MPa，弯拉强度必须达到

3.5MPa(原板设计强度为5MPa)或3.15MPa(原板设计强度为4.5MPa)，而开放交通时修补材

料的强度必须达到原地面设计强度的100％，同时应具有硬化快、耐磨和耐久性好，低收缩

微膨胀等特点。

[0003] 在当前的《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J  073 .1-2001》(下文简称《规

范》)中所记载的水泥路面维修步骤为：(1)在铣刨、清渣和洗刷后，在新老结合面刷一层与

修补料同配比的水泥素浆；(2)摊铺至少80mm厚的结合式水泥混凝土，所述结合式水泥混凝

土由掺有添加剂的水泥混合料(即修补料)和沥青薄层稀浆密封料混合组成；(3)充分振捣

并刮平；(4)即时洒水养生至少14天，每天洒水3～4次。由此对于现有的水泥路面维修方法，

其存在耗材需求量大、工法复杂和养生所需时间长等问题，不利于快速完成维修任务和实

现快速恢复交通目的，有待进一步改进。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解决现有水泥路面维修方法所存在的耗材需求量大、工法复杂和养生所需时

间长等问题，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新的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7] S101.铣刨：对待维修路面进行铣刨，铣刨深度介于20～25mm；

[0008] S102.清渣；

[0009] S103.洗刷；

[0010] S104.保持路面湿润4～6小时；

[0011] S105.浇筑一层厚度介于5～7mm的水泥胶浆并摊平，其中，所述水泥胶浆按照重量

份计，由377～435份硅酸盐水泥、547～623份级配河砂、35～60份石粉、27～32份硅粉、10.6

～12份粉煤灰、0.1～2份甲酸钙、0.2～6份三异丙醇胺、1.1～3份α-烯基磺酸钠、0.6～2份

聚乙烯醇、1.4～2.5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12] S106.摊铺一层厚度介于20～25mm的修补剂并刮平，其中，所述修补剂按照重量份

计，由320～450份硅酸盐水泥、324～417份级配河砂、170～260份级配碎石、12.7～17份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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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3.2～8份粉煤灰、0.1～2份甲酸钙、0.2～7份三异丙醇胺、1.2～2.4份α-烯基磺酸钠、

0.4～1.2份聚乙烯醇、1.2～2.4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13] S107.采用铺设塑料薄膜方式养生3日；

[0014] S108.拆除塑料薄膜。

[0015] 优化的，在所述步骤S106中，使用刮杆刮平且严禁振捣。

[0016] 优化的，在所述步骤S108之后还包括有如下步骤：

[0017] S109.采用洒水方式养生4日。

[0018] 优化的，在所述水泥胶浆中，级配河砂的粒径规格介于0.15～0.3mm之间。

[0019] 优化的，在所述水泥胶浆中，石粉为玄武岩石粉且粒径规格为0.075mm。

[0020] 优化的，在所述修补剂中，级配河砂按重量份计，由170～227份粒径规格介于1.18

～4.75mm之间的第一区级配河砂、130～150份粒径规格介于0.3～1.18mm之间的第二区级

配河砂和24～40份粒径规格介于0.15～0.3mm之间的第三区级配河砂混合组成。

[0021] 优化的，在所述修补剂中，级配碎石为玄武岩碎石且粒径规格介于5～12mm之间。

[0022] 优化的，在所述水泥胶浆或所述修补剂中，硅粉的粒径规格介于74～125um之间。

[0023] 优化的，在所述水泥胶浆或所述修补剂中，粉煤灰的粒径规格介于10～40um之间。

[0024] 优化的，在所述水泥胶浆或所述修补剂中，硅酸盐水泥为P.O.42.5硅酸盐水泥。

[002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26] (1)本发明创造提供了一种新的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通过依次进行铣刨、清

渣、洗刷、湿润、浇筑新水泥胶浆、摊铺新修补剂和塑料薄膜养生，不但可降低耗材需求量和

简化工法步骤，还可以大大缩短养生所需时间，进而可快速完成维修任务，实现快速恢复交

通目的，大大方便人们的出行和国民经济活动的开展；

[0027] (2)所采用的水泥胶浆和修补剂具有自流平性、强度高、成型快、抗冻、抗渗和耐磨

性好等优点，便于实际推广和应用。

附图说明

[0028]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

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9] 图1是本发明提供的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对于这

些实施例方式的说明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但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本文公开的特定

结构和功能细节仅用于描述本发明的示例实施例。然而，可用很多备选的形式来体现本发

明，并且不应当理解为本发明限制在本文阐述的实施例中。

[0031] 应当理解，尽管本文可以使用术语第一、第二等等来描述各种单元，这些单元不应

当受到这些术语的限制。这些术语仅用于区分一个单元和另一个单元。例如可以将第一单

元称作第二单元,并且类似地可以将第二单元称作第一单元，同时不脱离本发明的示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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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例的范围。

[0032] 应当理解，本文中术语“和/或”，仅仅是一种描述关联对象的关联关系，表示可以

存在三种关系，例如，A和/或B，可以表示：单独存在A，单独存在B，同时存在A和B三种情况，

本文中术语“/和”是描述另一种关联对象关系，表示可以存在两种关系，例如，A/和B，可以

表示：单独存在A，单独存在A和B两种情况，另外，本文中字符“/”，一般表示前后关联对象是

一种“或”关系。

[0033] 应当理解，当将单元称作与另一个单元“连接”、“相连”或“耦合”时，它可以与另一

个单元直相连接或耦合，或中间单元可以存在。相対地，当将单元称作与另一个单元“直接

相连”或“直接耦合”时，不存在中间单元。应当以类似方式来解释用于描述单元之间的关系

的其他单词(例如，“在……之间”对“直接在……之间”,“相邻”对“直接相邻”等等)。

[0034] 本文使用的术语仅用于描述特定实施例，并且不意在限制本发明的示例实施例。

如本文所使用的，单数形式“一”、“一个”以及“该”意在包括复数形式，除非上下文明确指示

相反意思。还应当理解术语“包括”、“包括了”、“包含”、和/或“包含了”当在本文中使用时,

指定所声明的特征、整数、步骤、操作、单元和/或组件的存在性,并且不排除一个或多个其

他特征、数量、步骤、操作、单元、组件和/或他们的组合存在性或增加。

[0035] 还应当注意到在一些备选实施例中，所出现的功能/动作可能与附图出现的顺序

不同。例如,取决于于所涉及的功能/动作,实际上可以实质上并发地执行,或者有时可以以

相反的顺序来执行连续示出的两个图。

[0036] 在下面的描述中提供了特定的细节,以便于对示例实施例的完全理解。然而,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在没有这些特定细节的情况下实现示例实施例。例如可以在

框图中示出系统，以避免用不必要的细节来使得示例不清楚。在其他实施例中，可以不以非

必要的细节来示出众所周知的过程、结构和技术，以避免使得示例实施例不清楚。

[0037] 实施例一

[0038]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的所述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包括有如下步骤。

[0039] S101.铣刨：对待维修路面进行铣刨，铣刨深度介于20～25mm。

[0040] 在所述步骤S101中，可使用现有的路面铣刨机对待维修路面(即出现断板、裂缝、

露骨、碎裂和错台等问题的水泥路面)进行精准铣刨。

[0041] S102.清渣。

[0042] 在所述步骤S102中，可使用现有的路面清渣机对刚被铣刨的路面进行清渣处理。

[0043] S103.洗刷。

[0044] 在所述步骤S103中，可使用高压水枪来冲洗路面。

[0045] S104.保持路面湿润4～6小时。

[0046] 在所述步骤S104中，湿润是指路面含水率在12％～15％之间或路面相对湿度在

40％～60％之间。在判断时可用手触摸路面，当有明显湿润的感觉时，即可判断路面处于湿

润状态。

[0047] S105.浇筑一层厚度介于5～7mm的水泥胶浆并摊平，其中，所述水泥胶浆按照重量

份计，由377～435份硅酸盐水泥(凡以硅酸钙为主的硅酸盐水泥熟料，5％以下的石灰石或

粒化高炉矿渣，适量石膏磨细制成的水硬性胶凝材料，统称为硅酸盐水泥，国际上也统称为

波特兰水泥)、547～623份级配(级配是集料各级粒径颗粒的分配情况，可通过筛析试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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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河砂、35～60份石粉、27～32份硅粉、10.6～12份粉煤灰(其是从煤燃烧后的烟气中收捕

下来的细灰，一般是燃煤电厂排出的主要固体废物)、0.1～2份甲酸钙(也称蚁酸钙，分子式

是C2H204Ca，分子量为130，甲酸钙在动物体内经生化作用而游离出甲酸，有效地降低了胃肠

道中得pH值，起到维持肠道中适当酸的作用)、0.2～6份三异丙醇胺、1.1～3份α-烯基磺酸

钠、0.6～2份聚乙烯醇、1.4～2.5份无水氯化钙(也称冰钙，常用作干燥剂、致冷剂、建筑防

冻剂、路面集尘剂、消雾剂、织物防火剂、食品防腐剂及用于制造钙盐等)和适量的水混合组

成。通过采用前述配方的所述水泥胶浆，可取代水泥素浆，仅需与适量水拌合后涂刷或刮涂

于新老混凝土界面间5～7mm，操作简单易于掌握，能有效增加界面粘结力，减薄其上层修补

料的厚度和用量，有效保证维修工程的效果。

[0048] 在所述水泥胶浆中，水的拌合用量优选为前面干式混合料(即由硅酸盐水泥、级配

河砂、石粉、硅粉、粉煤灰、甲酸钙、三异丙醇胺、α-烯基磺酸钠、聚乙烯醇和无水氯化钙等混

合而成的干式料)总重量的10～17％：在实验室成型试件时，水的最佳拌合用量为前面干式

混合料总重量的12％；在野外开展现场试验时，通过使用转速达45～57转/分钟的强制式搅

拌缸，水的最佳拌合用量为前面干式混合料总重量的14～15％，其中，水的质量符合《规范》

中对水泥混凝土拌合用水的要求。此外，具体的，硅酸盐水泥优选为P.O.42.5硅酸盐水泥；

级配河砂优选粒径规格介于0.15～0.3mm之间的第三区级配河砂；石粉优选粒径规格为

0.075mm的玄武岩石粉；硅粉优选粒径规格介于74～125um之间的超细硅粉；粉煤灰优选规

格粒径规格介于10～40um之间的超细粉煤灰。

[0049] S106.摊铺一层厚度介于20～25mm的修补剂并刮平，其中，所述修补剂按照重量份

计，由320～450份硅酸盐水泥、324～417份级配河砂、170～260份级配碎石(指由各种大小

不同粒级集料组成的混合料，当其级配符合技术规范的规定时，称其为级配型集料)、12.7

～17份硅粉、3.2～8份粉煤灰、0.1～2份甲酸钙、0.2～7份三异丙醇胺、1.2～2.4份α-烯基

磺酸钠、0.4～1.2份聚乙烯醇、1.2～2.4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50] 在所述步骤S106中，优选使用刮杆刮平且严禁振捣，因为水泥胶浆和修补剂的总

厚度只有25～32mm，层结构较薄，振捣易造成材料离析。在所述修补剂中，水的拌合用量优

选为前面干式混合料(即由硅酸盐水泥、级配河砂、级配碎石、硅粉、粉煤灰、甲酸钙、三异丙

醇胺、α-烯基磺酸钠、聚乙烯醇和无水氯化钙等混合而成的干式料)总重量的7～15％：在实

验室成型试件时，水的最佳拌合用量为前面干式混合料总重量的9％；在野外开展现场试验

时，通过使用转速达45～57转/分钟的强制式搅拌缸，水的最佳拌合用量为前面干式混合料

总重量的10～12％，其中，水的质量符合《规范》中对水泥混凝土拌合用水的要求。此外，具

体的，硅酸盐水泥优选为P.O.42.5硅酸盐水泥；级配河砂优选由按重量份计的170～227份

粒径规格介于1 .18～4 .75mm之间的第一区级配河砂、130～150份粒径规格介于0.3～

1.18mm之间的第二区级配河砂和24～40份粒径规格介于0.15～0.3mm之间的第三区级配河

砂混合组成；级配碎石优选粒径规格介于5～12mm之间的玄武岩碎石；硅粉优选粒径规格介

于74～125um之间的超细硅粉；粉煤灰优选规格粒径规格介于10～40um之间的超细粉煤灰。

[0051] 根据黑龙江省寒地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对试样编号为2018-AZL-50的干式修补

剂(即袋装50斤重的干式混合料)所作出的检测报告(参照标准：GB/T50082-2009，GB/

T17671-1999)，可参见如下表1所示的修补剂检测报告表：

[0052] 表1.修补剂检测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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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0054] 上述表1中：早期抗裂试件为方盘试件，是由尺寸为800mm*600mm*100mm的且有7根

裂缝诱导器的钢模具浇筑而成，一组有2个试件，以2个试件开裂面积上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该组试件平均开裂面积的测定值；抗压及抗折试件为尺寸是150mm*150mm*150mm的立方体

试件，一组有3个试件，每次抗压测点2处。根据上述表1所示，通过摊铺修补剂能够极快地使

修补路面强度在24小时内远远高达混凝土路面设计强度的70％(即抗压强度高达50MPa以

上)。

[0055] S107.采用铺设塑料薄膜方式养生3日。

[0056] 在所述步骤S107中，由于在所述水泥胶浆和所述修补剂中混合有足量的水，因此

无需浇水即可养生。

[0057] S108.拆除塑料薄膜。

[0058] 在所述步骤S108之后(即养生满3日后)，即可恢复交通，同时在通车后且不影响交

通通行的情况下，还可以包括如下步骤：S109.采用洒水方式养生4日，此后就不必再养生

了。

[0059] 相比较于现有的水泥路面维修方法，本实施例提供的且由前面步骤S101～S108及

S109所描述的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具有如下优点：(1)降低了耗材需求量：新方法仅需摊

铺5～7mm厚的水泥胶浆和20～25mm厚的修补剂，远少于《规范》所要求的需至少铺设80mm后

的水泥混凝土；(2)简化了工法步骤：新方法无需振捣和前期的洒水养生环节；(3)缩短了养

生所需时间：新方法在养生3日后即可使水泥路面恢复交通，后期的洒水养生也仅需4日，远

少于《规范》所要求的必须洒水养生14日；(4)所采用的水泥胶浆和修补剂具有自流平性、强

度高、成型快、抗冻、抗渗和耐磨性好等优点，便于实际推广和应用。

[0060] 综上，采用本实施例所提供的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具有如下技术效果：

[0061] (1)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新的水泥路面快速维修方法，通过依次进行铣刨、清渣、

洗刷、湿润、浇筑新水泥胶浆、摊铺新修补剂和塑料薄膜养生，不但可降低耗材需求量和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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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法步骤，还可以大大缩短养生所需时间，进而可快速完成维修任务，实现快速恢复交通

目的，大大方便人们的出行和国民经济活动的开展；

[0062] (2)所采用的水泥胶浆和修补剂具有自流平性、强度高、成型快、抗冻、抗渗和耐磨

性好等优点，便于实际推广和应用。

[0063] 实施例二

[0064]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实施例一中所述水泥胶浆的进一步优选组分用量的配

方，即：按照重量份计，由383～428份硅酸盐水泥、556～610份级配河砂、38～56份石粉、

27.5～31份硅粉、10.9～11.8份粉煤灰、0.3～1.6份甲酸钙、0.8～5.0份三异丙醇胺、1.3～

2.7份α-烯基磺酸钠、0.9～1.9份聚乙烯醇、1.5～2.4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65] 本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可以基于实施例一的有益效果直接推导得到，于此不再赘

述。

[0066] 实施例三

[0067]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实施例二中所述水泥胶浆的进一步优选组分用量的配

方，即：按照重量份计，由394～420份硅酸盐水泥、570～598份级配河砂、45～52份石粉、28

～31份硅粉、11～11.5份粉煤灰、0.4～1.2份甲酸钙、1.8～4.4份三异丙醇胺、1.6～2.5份

α-烯基磺酸钠、1.0～1.7份聚乙烯醇、1.7～2.3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68] 本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可以基于实施例一的有益效果直接推导得到，于此不再赘

述。

[0069] 实施例四

[0070]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实施例三中所述水泥胶浆的进一步优选组分用量的配

方，即：按照重量份计，由401～412份硅酸盐水泥、578～592份级配河砂、47～50份石粉、

28.5～30份硅粉、11.1～11.4份粉煤灰、0.5～0.7份甲酸钙、2.9～3.3份三异丙醇胺、1.8～

2.4份α-烯基磺酸钠、1.2～1.5份聚乙烯醇、1.9～2.2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71] 本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可以基于实施例一的有益效果直接推导得到，于此不再赘

述。

[0072] 实施例五

[007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实施例四中所述水泥胶浆的进一步优选组分用量的配

方，即：按照重量份计，由406份硅酸盐水泥、585份级配河砂、48份石粉、29.5份硅粉、11.3份

粉煤灰、0.6份甲酸钙、3.1份三异丙醇胺、2.1份α-烯基磺酸钠、1.3份聚乙烯醇、2.0份无水

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74] 本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可以基于实施例一的有益效果直接推导得到，于此不再赘

述。

[0075] 实施例六

[0076]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实施例一中所述修补剂的进一步优选组分用量的配方，

即：按照重量份计，由354～423份硅酸盐水泥、348～402份级配河砂、207～238份级配碎石、

13.5～16.2份硅粉、4.5～7.2份粉煤灰、0.3～1.8份甲酸钙、0.6～6.2份三异丙醇胺、1.3～

2.2份α-烯基磺酸钠、0.5～1.0份聚乙烯醇、1.4～2.1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77] 本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可以基于实施例一的有益效果直接推导得到，于此不再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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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8] 实施例七

[007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实施例六中所述修补剂的进一步优选组分用量的配方，

即：按照重量份计，由378～405份硅酸盐水泥、362～394份级配河砂、210～232份级配碎石、

13.9～15.4份硅粉、5.3～6.2份粉煤灰、0.5～1.6份甲酸钙、0.3～5.1份三异丙醇胺、1.5～

2.0份α-烯基磺酸钠、0.6～0.9份聚乙烯醇、1.5～1.9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80] 本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可以基于实施例一的有益效果直接推导得到，于此不再赘

述。

[0081] 实施例八

[0082]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实施例七中所述修补剂的进一步优选组分用量的配方，

即：按照重量份计，由380～392份硅酸盐水泥、366～378份级配河砂、212～224份级配碎石、

14.2～15.1份硅粉、5.5～5.9份粉煤灰、0.9～1.3份甲酸钙、3.3～4.0份三异丙醇胺、1.7～

1.9份α-烯基磺酸钠、0.7～0.9份聚乙烯醇、1.7～1.9份无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83] 本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可以基于实施例一的有益效果直接推导得到，于此不再赘

述。

[0084] 实施例九

[0085]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针对实施例八中所述修补剂的进一步优选组分用量的配方，

即：按照重量份计，由385份硅酸盐水泥、370份级配河砂、215份级配碎石、14.9份硅粉、5.6

份粉煤灰、1.1份甲酸钙、3.6份三异丙醇胺、1.8份α-烯基磺酸钠、0.8份聚乙烯醇、1.8份无

水氯化钙和适量的水混合组成。

[0086] 本实施例的技术效果可以基于实施例一的有益效果直接推导得到，于此不再赘

述。

[0087] 本发明不局限于上述可选的实施方式，任何人在本发明的启示下都可得出其他各

种形式的产品。上述具体实施方式不应理解成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的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书中界定的为准，并且说明书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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