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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及其加工

方法。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包括混凝土基层、依

次设置于所述混凝土基层两侧的钢网和复合混

凝土层，所述混凝土基层内穿设有多个加强柱，

所述加强柱上贯穿设置有多个微孔，所述加强柱

上滑移穿设有多个加强钉；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

的加工方法为：依次制备安装预浇板一、加强柱、

复合混凝土、预浇板二，所述复合混凝土由水泥、

粉煤灰、聚羧酸盐减水剂、甲基硅酸钠、乙基硅酸

钠、MS树脂制成。本发明的楼板具有抗荷载下及

非荷载下变形的优点；另外，本发明的制备方法

在兼顾高效的同时，具有提高楼板抗化学和碳化

收缩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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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其特征在于：包括混凝土基层(1)、依次设置于所述混凝土基

层(1)两侧的钢网(2)和复合混凝土层(3)，所述钢网(2)部分嵌设于所述混凝土基层(1)内、

另一部分嵌设于所述复合混凝土层(3)内；

所述混凝土基层(1)内穿设有多个加强柱(4)，所述加强柱(4)的端部穿过所述钢网(2)

的开口、穿至所述复合混凝土层(3)的内部，所述加强柱(4)上贯穿设置有多个微孔(5)；

所述加强柱(4)上滑移穿设有多个加强钉(7)，所述加强柱(4)内设置有驱动所述加强

钉(7)插接于所述混凝土基层(1)内的调节机构(8)以及控制所述调节机构(8)启闭的开关

(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网(2)由多个钢筋

(21)交叉固定而成，所述钢筋(21)之间的连接处通过焊接固定；所述钢筋(21)呈波浪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机构(8)包括开

设于所述加强柱(4)的端面上的调节孔(81)、多个开设于所述加强柱(4)的侧壁且连通于所

述调节孔(81)的台阶孔(82)、套设于所述加强柱(4)外的弹性件(83)、固定于所述加强柱

(4)的端部的挡板(84)，所述弹性件(83)的一端固定于所述挡板(84)的端面、另一端固定于

所述台阶孔(82)的端壁；所述加强柱(4)的一端插接于所述台阶孔(82)内、另一端位于所述

调节孔(81)内，所述开关(9)用于限制所述加强钉(7)的一端脱离所述台阶孔(82)；所述开

关(9)解锁后，所述弹性件(83)迫使所述加强钉(7)的一端穿过所述台阶孔(82)、插接于所

述混凝土基层(1)内。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开关(9)包括开设于

所述加强柱(4)内且连通于所述台阶孔(82)的环形腔(91)、滑移嵌设于所述环形腔(91)内

的环形板(92)、多个固定于所述环形板(92)上的拉绳(93)、嵌设于所述调节孔(81)内的调

节柱(94)、开设于所述调节柱(94)的外壁的环形槽(95)、嵌设于所述环形槽(95)内的套绳

(96)，所述拉绳(93)的一端经所述环形腔(91)穿至所述调节孔(81)内、固定于所述套绳

(96)上；所述开关(9)锁定时，所述加强钉(7)的端部抵触于所述环形板(92)的内壁。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其特征在于：所述调节孔(81)的端壁开设

有锥形的螺纹孔(97)，所述调节柱(94)靠近所述挡板(84)的端面设置有与所述螺纹孔(97)

的侧壁相配合的导向面(98)，所述导向面(98)抵触于所述挡板(84)上、用于带动所述挡板

(84)朝向所述台阶孔(82)运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层内嵌设固定有

套筒(6)，所述套筒(6)的侧壁开设有多个滑槽(61)，所述滑槽(61)向所述混凝土基层(1)一

侧贯穿所述套筒(6)，所述加强柱(4)端部嵌设于所述套筒(6)内，所述加强柱(4)的外壁固

定有与所述滑槽(61)嵌设的定位块(41)。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将预先编制好的钢网(2)置于振动台上，然后在钢网(2)周围围上木板，并将复合混凝

土浇注于模板围合成的腔室内，在复合混凝土淹没至钢网(2)二分之一高度处停止浇注，在

钢网(2)的开口处向复合混凝土内竖直压入多个套筒(6)，将复合混凝土震动均匀后等待一

小时，得到多个预浇板；

将预浇板一铺设固定于基层上，然后将加强柱(4)的七分之一高度的端部安装固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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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筒(6)内，接着在预浇板一以及加强柱(4)的周围浇注混凝土，在混凝土淹没加强柱(4)七

分之五高度时停止浇注；

转动开关(9)，调节机构(8)驱使加强钉(7)弹射插接于混凝土内，然后将预浇板二盖合

于混凝土上，且加强柱(4)的七分之一高度的端部安装固定于预浇板二的套筒(6)内，将混

凝土震动均匀；

待楼板整体干燥后，拆除周围木板；

所述复合混凝土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

水泥                 300-400份；

粉煤灰               18-40份；

聚羧酸盐减水剂       1-4份；

甲基硅酸钠           4-8份；

乙基硅酸钠           2-4份；

MS树脂               4-8份。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聚羧酸盐

减水剂由包含以下摩尔数之比的原料制成：马来酸酐：乙烯基磺酸钠：甲基丙烯酸=4: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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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及其加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市政房建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及其加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日益增加的混凝土楼板裂缝，已引起诸多业主和用户的不满和投诉。经过调查可

知，当前的混凝土楼板裂缝基本为混凝土收缩变形裂缝。混凝土收缩变形石混凝土水化和

混凝土强度生成过程中必然的理化反应。当混凝土的抗拉强度和极限拉伸小于混凝土的收

缩变形应力和应变时，混凝土的收缩变形就会发展到收缩变形裂缝。混凝土楼板的变形包

括荷载下变形以及非荷载下变形，其中非荷载下的变形包括化学收缩、干湿变形和温度变

形。

[0003] 授权公告号为CN103437488B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建筑用楼板，楼板本体由轻骨

料砼预制而成，大小与形状分别与房屋开间中心线大小与形状一致；其步骤包括:将预先编

制好的双层菱形钢网置于水平振动模台上，用快干特种水泥与防火轻骨料及河砂填充料经

搅拌的混凝土浇注于模台上，经震动出模养护成型，然后在联锁空心或盲孔砖或圈梁砌块

墙体上，用起吊运输设备将整块楼板运至现场插栓装配。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存在以下缺陷：上述楼板使用的材料抗形变能力较差，使

用该楼板进行楼板层施工，楼板层的抗性变性能不佳，后期容易变形开裂，还需要对其裂缝

进行修复处理，浪费材料和人力，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第一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

其具有抗性变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其具有提高楼板

抗化学收缩和碳化收缩性能的优点。

[0007] 为实现上述第一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包括混凝土基层、依次设置于所述混凝土基层两侧的钢网和复

合混凝土层，所述钢网部分嵌设于所述混凝土基层内、另一部分嵌设于所述复合混凝土层

内；所述混凝土基层内穿设有多个加强柱，所述加强柱的端部穿过所述钢网的开口、穿至所

述复合混凝土层的内部，所述加强柱上贯穿设置有多个微孔；所述加强柱上滑移穿设有多

个加强钉，所述加强柱内设置有驱动所述加强钉插接于所述混凝土基层内的调节机构以及

控制所述调节机构启闭的开关。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复合混凝土层之间设置混凝土基层，直接改善楼板抗

化学收缩性能；并且在楼板内布设双层钢网作为横向骨架支撑，并辅以加强柱作为纵向骨

架支撑，以此形成多向受力加强结构，在加强楼板各层之间的机械连接强度的同时，直接减

小楼板在荷载下的变形量；同时通过开关控制调节机构动作，调节机构驱使加强钉插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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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基层内，加强钉与四周的混凝土基层之间接触紧密，在限制钢网的横向位移的同时，

加强了加强柱在复合混凝土内的连接强度；另外，由于微孔内外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使

得复合混凝土层内的小颗粒潮汽分子可以沿着微孔相互渗透交换，保持楼板内部与外界均

衡的水汽交换，从而改善楼板抗干湿和温度变形的性能。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钢网由多个钢筋交叉设置而成，所述钢筋之间的连接

处通过焊接固定；所述钢筋呈波浪形。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钢网作为楼板的骨架支撑，其需要抵抗楼板在荷载下的

横向变形力，通过将钢网内的单根钢筋设置为波浪条形，直接提高钢网变形的限制，同时钢

筋与其周向的复合混凝土层和混凝土基层相抵触，从而抵消该种变形，最终提高钢网的横

向抗性变性能。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调节机构包括开设于所述加强柱的端面上的调节孔、

多个开设于所述加强柱的侧壁且连通于所述调节孔的台阶孔、套设于所述加强柱外的弹性

件、固定于所述加强柱的端部的挡板，所述弹性件的一端固定于所述挡板的端面、另一端固

定于所述台阶孔的端壁；所述加强柱的一端插接于所述台阶孔内、另一端位于所述调节孔

内，所述开关用于限制所述加强钉的一端脱离所述台阶孔；所述开关解锁后，所述弹性件迫

使所述加强钉的一端穿过所述台阶孔、插接于所述混凝土基层内。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开关锁定时，加强钉被开关限位在台阶孔和调节孔内，从

而便于加强柱的安装；开关解锁后，利用弹性件的预紧作用，弹性件迫使加强钉插接于混凝

土基层内，直接加强加强柱与复合混凝土的连接强度，保证楼板的纵向抗形变能力。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开关包括开设于所述加强柱内且连通于所述台阶孔的

环形腔、滑移嵌设于所述环形腔内的环形板、多个固定于所述环形板上的拉绳、嵌设于所述

调节孔内的调节柱、开设于所述调节柱的外壁的环形槽、嵌设于所述环形槽内的套绳，所述

拉绳的一端经所述环形腔穿至所述调节孔内、固定于所述套绳上；所述开关锁定时，所述加

强钉的端部抵触于所述环形板的内壁。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环形板在初始状态下，环形板的内壁抵触于加强钉的端

部，从而限制加强钉的一端穿出加强柱；通过控制调节柱在调节孔移动，进而通过拉绳调节

环形板在环形腔内的滑移，环形板不与加强钉相抵触，加强钉即在弹性件的作用下弹射插

接于混凝土基层内，操作简易快捷。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调节孔的端壁开设有锥形的螺纹孔，所述调节柱靠近

所述挡板的端面设置有与所述螺纹孔的侧壁相配合的导向面，所述导向面抵触于所述挡板

上、用于带动所述挡板朝向所述台阶孔运动。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利用导向面的导向作用，挡板沿着导向面朝向台阶孔运

动，弹性件被二度压缩；同时调节柱螺纹连接于螺纹孔内，以此限制调节柱的移动，进而限

制插接于混凝土基层的加强钉的移动，从而保证加强柱在于混凝土基层之间的连接强度。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复合层内嵌设固定有套筒，所述套筒的侧壁开设有多

个滑槽，所述滑槽向所述混凝土基层一侧贯穿所述套筒，所述加强柱端部嵌设于所述套筒

内，所述加强柱的外壁固定有与所述滑槽嵌设的定位块。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复合混凝土层内预设套筒，从而便于加强柱端部

的安装；同时通过定位块与滑槽限位配合，限制了加强柱的周向移动，进而保证加强柱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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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混凝土层之间的连接强度。

[0019]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

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预先编制好的钢网置于振动台上，

然后在钢网周围围上木板，并将复合混凝土浇注于模板围合成的腔室内，在复合混凝土淹

没至钢网二分之一高度处停止浇注，在钢网的开口处向复合混凝土内竖直压入多个套筒，

将复合混凝土震动均匀后等待一小时，得到多个预浇板；将预浇板一铺设固定于基层上，然

后将加强柱的七分之一高度的端部安装固定于套筒内，接着在预浇板一以及加强柱的周围

浇注混凝土，在混凝土淹没加强柱七分之五高度时停止浇注；转动开关，调节机构驱使加强

钉弹射插接于混凝土内，然后将预浇板二盖合于混凝土上，且加强柱的七分之一高度的端

部安装固定于预浇板二的套筒内，将混凝土震动均匀；待楼板整体干燥后，拆除周围木板；

所述复合混凝土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水泥300-400份；粉煤灰18-40份；聚羧酸盐

减水剂1-4份；甲基硅酸钠4-8份；乙基硅酸钠2-4份；MS树脂4-8份。

[002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楼板浇注时进行骨架加强处理，在兼顾高效的同时，避

免后续楼板变形开裂，降低维修成本。

[0021] 甲基硅酸钠、乙基硅酸钠和MS树脂（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树脂）在空气中的二

氧化碳和水分子的作用下形成甲基硅醇、乙基硅醇和MS树脂，直接避免水泥的水化产物与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子发生化学反应，且甲基硅醇、乙基硅醇和MS树脂中均含有羟基，

在溶液中存在水解反应使复合混凝土保持碱性状态，进而避免引起楼板表面的碳化收缩。

[0022] 同时，甲基硅醇、乙基硅醇和MS树脂在碱性状态下各组分偏聚，分子间脱水，生成

甲基硅氧烷、乙基硅氧烷和水，这个反应继续下去，生成支状链，又在此基础上偏聚成网状

高分子聚合物甲基硅树脂，由此构成填充体，填充体深入复合混凝土的毛细孔中，对自收缩

产生的内部孔隙进行补偿，进而避免引起楼板表面的化学收缩。

[0023] 聚羧酸盐减水剂能防止复合混凝土坍落度损失而不引起明显缓凝，低掺量下发挥

较高的塑化效果，其流动性保持性，能降低复合混凝土收缩；另外，甲基硅树脂具有出众的

热稳定性，通过甲基硅树脂与聚羧酸盐减水剂向组合，能有效降低聚硅酸盐减水剂的热敏

感性，进而降低复合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和孔隙率。

[0024]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聚羧酸盐减水剂由包含以下摩尔数之比的原料制成：

马来酸酐：乙烯基磺酸钠：甲基丙烯酸=4:3:20。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上述比例原料制成的聚羧酸盐减水剂，其含有羧基、

羰基、聚乙醚基、亚硫酸基等减水剂的官能团，其在较低掺量（<0.5%）下即可发挥分散性，且

不影响流动度。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1.通过采用楼板内布设双层钢网作为横向骨架支撑，并辅以加强柱作为纵向骨架支

撑，从而改善楼板在荷载下的抗性变性能，又通过设置混凝土基层，并在加强柱上开设微

孔，从而改善楼板非荷载下的抗性变性能；

2.通过开关控制调节机构动作，调节机构驱使加强钉插接于混凝土基层内，加强钉与

四周的混凝土基层之间接触紧密，在限制钢网的横向位移的同时，加强了加强柱在复合混

凝土内的连接强度；

3.在楼板浇注时进行骨架加强处理，在兼顾高效的同时，避免后续楼板变形开裂，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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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成本；

4.通过利用甲基硅酸钠、乙基硅酸钠和MS树脂及其反应产物，进而改善楼板的抗碳化

收缩和化学收缩性能；

5.通过采用聚羧酸盐减水剂直接降低复合混凝土收缩率，并通过甲基硅树脂降低聚硅

酸盐减水剂的热敏感性，进而降低复合混凝土的碳化深度和孔隙率。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楼板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加强柱和套筒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3是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3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钢网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中，1、混凝土基层；2、钢网；21、钢筋；3、复合混凝土层；4、加强柱；41、定位块；5、

微孔；6、套筒；61、滑槽；7、加强钉；8、调节机构；81、调节孔；82、台阶孔；83、弹性件；84、挡

板；9、开关；91、环形腔；92、环形板；93、拉绳；94、调节柱；95、环形槽；96、套绳；97、螺纹孔；

98、导向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3] 实施例1：参照图1，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包括混凝土基层1、依次

设置于复合混凝土两侧的钢网2和复合混凝土层3，钢网2部分嵌设于混凝土基层1内、另一

部分嵌设于复合混凝土层3内。混凝土基层1内穿设有多个加强柱4，加强柱4的端部穿过钢

网2的开口、穿至复合混凝土层3的内部，加强柱4上贯穿设置有多个微孔5。

[0034] 复合层内嵌设固定有套筒6，套筒6的侧壁开设有多个滑槽61，滑槽61向混凝土基

层1一侧贯穿套筒6，加强柱4端部嵌设于套筒6内，加强柱4的外壁固定有与滑槽61嵌设的定

位块41。其中，套筒6和混凝土基层1均由普通混凝土组成。

[0035] 为加强加强柱4在复合混凝土内的连接强度，加强柱4上滑移穿设有四个加强钉7，

加强柱4内设置有驱动加强钉7插接于混凝土基层1内的调节机构8以及控制调节机构8启闭

的开关9。通过开关9控制调节机构8动作，调节机构8驱使加强钉7插接于混凝土基层1内，加

强钉7与四周的混凝土基层1之间接触紧密。

[0036] 参照图1和图2，调节机构8包括开设于加强柱4的端面上的调节孔81、三个开设于

加强柱4的侧壁且连通于调节孔81的台阶孔82、套设于加强柱4外的弹性件83、固定于加强

柱4远离台阶孔82的端部的挡板84，弹性件83的一端固定于挡板84的端面、另一端固定于台

阶孔82的端壁。加强柱4的一端插接于台阶孔82内、另一端位于调节孔81内。开关9解锁后，

弹性件83迫使加强钉7的一端穿过台阶孔82、插接于混凝土基层1内。其中，弹性件83为弹

簧。

[0037] 参照图2和图3，开关9包括开设于加强柱4内且连通于台阶孔82的环形腔91、滑移

嵌设于环形腔91内的环形板92、多个固定于环形板92上的拉绳93、嵌设于调节孔81内的调

节柱94、开设于调节柱94的外壁的环形槽95、嵌设于环形槽95内的套绳96，拉绳93的一端经

环形腔91穿至调节孔81内、固定于套绳96上；开关9锁定时，环形板92位于环形腔91的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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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加强钉7的端部抵触于环形板92的内壁。调节孔81的端壁开设有锥形的螺纹孔97，调节柱

94的下端面设置有与螺纹孔97的侧壁相配合的导向面98，导向面98抵触于挡板84上、用于

带动挡板84朝向台阶孔82运动。

[0038] 锁定状态下，环形板92的内壁抵触于加强钉7的端部，加强钉7被开关9限位在台阶

孔82和调节孔81内。解锁时，通过控制调节柱94在调节孔81移动，进而通过拉绳93调节环形

板92在环形腔91内的滑移，环形板92不与加强钉7相抵触；由于弹性件83具有复位能力，加

强钉7即在弹性件83和导向面98的双重作用下弹射插接于混凝土基层1内，此时，调节柱94

螺纹连接于螺纹孔97内，从而保持加强钉7的插接状态。

[0039] 参照图4，钢网2作为楼板的骨架支撑，其需要抵抗楼板在荷载下的横向变形力，钢

网2由多个钢筋21交叉设置而成，钢筋21之间的连接处通过焊接固定；钢筋21呈波浪形。通

过将钢网2内的单根钢筋21设置为波浪条性，直接提高钢网2变形的限制，同时钢筋21与其

周向的复合混凝土层3和混凝土基层1相抵触，从而抵消该种变形。

[0040]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在楼板内布设双层钢网2作为横向骨架支撑，并辅以加强

柱4作为纵向骨架支撑，以此形成多向受力加强结构，在加强楼板各层之间的机械连接强度

的同时，直接减小楼板在荷载下的变形量。在复合混凝土层3之间设置混凝土基层1，直接改

善楼板抗化学收缩性能。另外，由于微孔5内外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使得复合混凝土层3

内的小颗粒潮汽分子可以沿着微孔5相互渗透交换，保持楼板内部与外界均衡的水汽交换，

从而改善楼板抗干湿和温度变形的性能。

[0041] 实施例2：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  将预先编制好的钢网2置于振动台上，然后在钢网2周围围上木板，并将复合混凝土

浇注于模板围合成的腔室内，在复合混凝土淹没至钢网2二分之一高度处停止浇注，在钢网

2的开口处向复合混凝土内竖直压入多个套筒6，将复合混凝土震动均匀后等待一小时，得

到两个预浇板；

S2  将预浇板一铺设固定于基层上，然后将加强柱4的七分之一高度的端部安装固定于

套筒6内，接着在预浇板一以及加强柱4的周围浇注混凝土，在混凝土淹没加强柱4七分之五

高度时停止浇注；

S3  待楼板整体干燥后，拆除周围木板。

[0042] 其中，复合混凝土原料内各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43] 实施例3：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各

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44] 实施例4：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各

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45] 实施例5：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各

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46] 实施例6：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各

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47] 实施例7：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各

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48] 实施例8：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各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9707085 A

8



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49] 实施例9：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各

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50] 对比例1：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各

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51] 对比例2：一种钢筋混凝土楼板的加工方法，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原料中各

组分及重量份数如表1所示。

[0052] 其中，复合混凝土的收缩率试验参见GB/T50082-2009。

[0053] 表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实施例6

水泥 350 320 360 380 300 

粉煤灰 24 32 28 18 40 

聚羧酸盐减水剂 3 2 3 4 1 

甲基硅酸钠 6 5 5 7 4 

乙基硅酸钠 3 3 3 3 2 

MS树脂 6 5 5 6 4 

7d收缩率（10-6） 30.00×10-6  30.28×10-6  40.00×10-6  51.55×10-6  51.13×10-6 

28d收缩率（10-6） 71.00×10-6  71.28×10-6 81.00×10-6  92.55×10-6  92.13×10-6 

90d收缩率（10-6） 112.00×10-6  112.28×10-6  122.00×10-6  133.55×10-6  133.13×10-6 

表1-续

  实施例7 实施例8 实施例9 对比例1 对比例2

水泥 400 380 330 350 360 

粉煤灰 20 24 36 28 40 

聚羧酸盐减水剂 4 2 4 0 3 

甲基硅酸钠 6 8 7 6 5 

乙基硅酸钠 3 4 4 3 3 

MS树脂 6 8 7 7 0 

7d收缩率（10-6） 56.62×10-6  55.07×10-6  40.42×10-6 44.37×10-6 36.90×10-6 

28d收缩率（10-6） 97.62×10-6  96.07×10-6  81.42×10-6  95.37×10-6  87.90×10-6 

90d收缩率（10-6） 138.62×10-6  137.07×10-6  122.42×10-6  146.37×10-6  138.90×10-6 

从表1中可以看出，实施例2-9采用的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的楼板，其7天、28天和90天

收缩率均低于标准值，而对比例1-2采用的重量份数的原料组成的楼板，其7天、28天和90天

收缩率均高于标准值。因此，采用300-400份水泥、18-40份粉煤灰、1-4份聚羧酸盐减水剂、

4-8份甲基硅酸钠、2-4份乙基硅酸钠、4-8份MS树脂制作的楼板，其抗收缩形变性能更好。

[005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故：凡依本发明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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