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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

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按重量份

包括下列组分：硅酸盐水泥250～550份、骨料300

～800份、掺和料0.1～50份、减水剂0.1～5份、可

再分散乳胶粉0.1～8份、纤维0.05～5份以及早

强剂0.1～5份组成。本发明制备的地坪材料具有

抗裂防裂、耐磨性高、抗压性强、表面坚硬、经济

耐用、耐冲击性佳、使用寿命长等优点，通过加入

纤维材料能够显著改善地坪材料的内部结构，避

免出现微裂纹情况，减少裂缝的延伸，从而增强

地坪材料的韧性和抗渗性及耐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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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250～550份

骨料                     300～800份

掺和料                   0.1～50份

减水剂                   0.1～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0.1～8份

纤维                     0.05～5份

早强剂                   0.1～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260～520份

骨料                     340～740份

掺和料                   2～40份

减水剂                   1～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1～7份

纤维                     1～5份

早强剂                   0.1～4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260～500份

骨料                     400～700份

掺和料                   6～35份

减水剂                   1～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1～5份

纤维                     2～5份

早强剂                   0.5～3.5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300～480份

骨料                    420～680份

掺和料                  10～30份

减水剂                  2～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1～4份

纤维                    2～5份

早强剂                  1～3.5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340～450份

骨料                  480～650份

掺和料                12～28份

减水剂                3～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2～4份

纤维                  2～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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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强剂                1～3份。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骨料为

金属骨料或非金属骨料。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再分

散乳胶粉为乙烯与乙酸乙烯共聚乳胶粉、乙酸乙烯和叔碳酸乙烯酯共聚物、乙烯与氯乙烯

及月桂酸乙烯酯三元共聚乳胶粉、乙酸乙酯均聚乳胶粉、纯丙烯酸聚合物乳胶粉中的一种

或数种的混合物。

8.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为

聚丙烯纤维、聚乙烯醇纤维、聚酯纤维、玻璃纤维、钢纤维、碳纤维、尼龙纤维、聚乙烯纤维、

聚丙烯腈纤维、芳基聚酰亚胺纤维、木质纤维中的一种或数种的混合物。

9.一种如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步骤一：将硅酸盐水泥、骨料、掺和料、减水剂、可再分散乳胶粉、早强剂加入反应器中

搅拌10～65分钟形成混合液；

步骤二：向步骤一的混合液中加入纤维，并搅拌10～60分钟，得到地坪材料。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器

为干粉砂浆混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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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是指一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材料虽然强度较高，但普通混凝土在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如

混凝土地面极易产生灰尘、容易磨损，使用性能随时间急剧降低。因此，在工业厂房、停车

场、超市、仓库等要求耐冲击负荷较频繁及要求洁净场所，在施工时一般会在混凝土表面浇

筑一层金钢砂高耐磨层作为地坪材料。

[0003] 金刚砂耐磨地坪是在基层混凝土初凝阶段，将耐磨材料均匀撒布在混凝土表面，

经专业机械施工，从而使其与混凝土地面形成一个整体。完工后的地坪具有高效致密性、加

倍提高地坪耐磨性、抗压性、减少灰尘、表面坚硬、经济耐用、耐冲击性佳、使用寿命长等优

点。由于金刚砂耐磨地坪施工便捷、无污染、价格低廉，因此在地坪发展初期在国内得到广

泛的运用，广泛运用于车间、仓库、工厂等地面。然而金钢砂耐磨地坪依然是使用水泥基为

胶凝材料，虽然耐磨度和强度提高了，但仍有些传统水泥材料的缺陷，例如很容易开裂，表

面出现裂缝，其中变形造成的裂缝、裂缝发生率比较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提高地坪抗磨性以及耐磨性的高抗裂耐磨

地坪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0005]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一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按

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250～550份

骨料                    300～800份

掺和料                  0.1～50份

减水剂                  0.1～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0.1～8份

纤维                    0.05～5份

早强剂                  0.1～5份。

[0006] 优选的，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260～520份

骨料                    340～740份

掺和料                  2～40份

减水剂                  1～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1～7份

纤维                    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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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强剂                   0.1～4份。

[0007] 优选的，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260～500份

骨料                  400～700份

掺和料                6～35份

减水剂                1～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1～5份

纤维                  2～5份

早强剂                0.5～3.5份。

[0008] 优选的，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300～480份

骨料                  420～680份

掺和料                10～30份

减水剂               2～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1～4份

纤维                  2～5份

早强剂                1～3.5份。

[0009] 优选的，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340～450份

骨料                  480～650份

掺和料                12～28份

减水剂                3～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2～4份

纤维                  2～4份

早强剂                1～3份。

[0010] 优选的，所述骨数的目数为10～60目。

[0011] 优选的，所述骨数的目数为15～30目。

[0012] 优选的，所述骨料为金属骨料或非金属骨料。

[0013] 优选的，所述金属骨料为铜矿砂、棕刚玉铝砂、黑刚玉铝砂、白刚玉铝砂中的一种

或数种的混合物。

[0014] 优选的，所述金属骨料为锡钛合金。

[0015] 优选的，所述非金属骨料为石英砂。

[0016] 优选的，所述掺和料为硅粉或矿粉。

[0017] 优选的，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效减水剂、萘磺酸甲醛缩合物、三聚氰胺类减水

剂、氨基磺酸类减水剂中的一种。

[0018] 优选的，所述可再分散乳胶粉为乙烯与乙酸乙烯共聚乳胶粉、乙酸乙烯和叔碳酸

乙烯酯共聚物、乙烯与氯乙烯及月桂酸乙烯酯三元共聚乳胶粉、乙酸乙酯均聚乳胶粉、纯丙

烯酸聚合物乳胶粉中的一种或数种的混合物。

[0019] 优选的，所述纤维为聚丙烯纤维、聚乙烯醇纤维、聚酯纤维、玻璃纤维、钢纤维、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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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尼龙纤维、聚乙烯纤维、聚丙烯腈纤维、芳基聚酰亚胺纤维、木质纤维中的一种或数种

的混合物。

[0020] 优选的，所述早强剂为甲酸钙、亚硝酸钙、硫酸钠中的一种或数种的混合物。

[0021] 一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步骤一：将硅酸盐水泥、骨料、掺和料、减水剂、可再分散乳胶粉、早强剂加入反应器中

搅拌10～65分钟形成混合液；

步骤二：向步骤一的混合液中加入纤维，并搅拌10～60分钟，得到地坪材料。

[0022] 优选的，所述反应器为干粉砂浆混合机。

[002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纤维掺入后，相

较于塑性浆体可充当高弹性模量材料，而且水泥浆和纤维材料结合后表面吸附粘性、机械

齿合力会显著提高混凝土材料的抗开裂性能，同时增强其塑性抗拉强度，而且因为失水收

缩应力明显比材料塑性抗拉强度要小，材料表面出现开裂情况也会减少，能够显著改善地

坪材料的内部结构，避免出现微裂纹情况，减少裂缝的延伸，从而增强地坪材料的韧性和抗

渗性及耐磨性。通过本发明制备的地坪材料具有抗裂防裂、耐磨性高、抗压性强、表面坚硬、

经济耐用、耐冲击性佳、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的理解，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实

施方式提及的内容并非对本发明的限定。

[0025] 一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按重量份包括下列组分：

硅酸盐水泥               250～550份

骨料                     300～800份

掺和料                  0.1～50份

减水剂                   0.1～5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           0.1～8份

纤维                     0.05～5份

早强剂                   0.1～5份。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骨数的目数为10～60目。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骨数的目数为15～30目。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骨料为金属骨料或非金属骨料。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金属骨料为铜矿砂、棕刚玉铝砂、黑刚玉铝砂、白刚玉铝砂中的

一种或数种的混合物。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金属骨料为锡钛合金。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非金属骨料为石英砂。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掺和料为硅粉或矿粉。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的减水剂为聚羧酸高效减水剂、萘磺酸甲醛缩合物、三聚氰胺类

减水剂、氨基磺酸类减水剂中的一种。

[0034] 本实施例中，所述可再分散乳胶粉为乙烯与乙酸乙烯共聚乳胶粉、乙酸乙烯和叔

碳酸乙烯酯共聚物、乙烯与氯乙烯及月桂酸乙烯酯三元共聚乳胶粉、乙酸乙酯均聚乳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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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丙烯酸聚合物乳胶粉中的一种或数种的混合物。

[0035] 本实施例中，所述纤维为聚丙烯纤维、聚乙烯醇纤维、聚酯纤维、玻璃纤维、钢纤

维、碳纤维、尼龙纤维、聚乙烯纤维、聚丙烯腈纤维、芳基聚酰亚胺纤维、木质纤维中的一种

或数种的混合物。

[0036] 本实施例中，所述早强剂为甲酸钙、亚硝酸钙、硫酸钠中的一种或数种的混合物。

[0037] 一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制备步骤：

步骤一：将硅酸盐水泥、骨料、掺和料、减水剂、可再分散乳胶粉、早强剂加入反应器中

搅拌10～65分钟形成混合液；

步骤二：向步骤一的混合液中加入纤维，并搅拌10～60分钟，得到地坪材料。

[0038] 本实施例中，所述反应器为干粉砂浆混合机。

[0039] 纤维掺入后，相较于塑性浆体可充当高弹性模量材料，而且水泥浆和纤维材料结

合后表面吸附粘性、机械齿合力会显著提高混凝土材料的抗开裂性能，同时增强其塑性抗

拉强度，而且因为失水收缩应力明显比材料塑性抗拉强度要小，材料表面出现开裂情况也

会减少。能够显著改善地坪材料的内部结构，避免出现微裂纹情况，减少裂缝的延伸，从而

增强地坪材料的韧性和抗渗性及耐磨性。通过本发明制备的地坪材料具有抗裂防裂、耐磨

性高、抗压性强、表面坚硬、经济耐用、耐冲击性佳、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0040] 此外也可采用普通硅酸盐水泥，也可同样实现上述效果，且硅酸盐水泥与普通硅

酸盐水泥的强度等级42.5以上。

[0041] 实施例一：按制备1000公斤金钢砂耐磨地坪计，按以下重量加入强度等级为PⅡ

42.5R的硅酸盐水泥377.5公斤，硅粉18公斤，目数为20的石英砂600公斤，聚羧酸高效减水

剂0.2公斤，乙烯与乙酸乙烯共聚乳胶粉2公斤，甲酸钙2公斤至干粉砂浆混合机中搅拌30分

钟，搅拌完成后再加入聚丙烯纤维0.3公斤，搅拌40分钟，得到本发明产品。

[0042] 实施例二：按制备1000公斤金钢砂耐磨地坪计，按以下重量加入强度等级为PⅡ

42.5R的硅酸盐水泥375公斤，硅粉20公斤，目数为30的石英砂600公斤，萘磺酸甲醛缩合物

0.2公斤，乙酸乙烯和叔碳酸乙烯酯共聚物乳胶粉2公斤，甲酸钙2公斤至干粉砂浆混合机中

搅拌30分钟，搅拌完成后再加入聚丙烯纤维0.8公斤，搅拌40分钟，得到本发明产品。

[0043] 实施例三：按制备1000公斤金钢砂耐磨地坪计，按以下重量加入强度等级为PⅡ

42.5R的硅酸盐水泥370公斤，硅粉25公斤，目数为40的石英砂600公斤，萘磺酸甲醛缩合物

0.2公斤，乙酸乙烯和叔碳酸乙烯酯共聚物乳胶粉2公斤，甲酸钙2公斤至干粉砂浆混合机中

搅拌均匀，搅拌完成再加入聚丙烯腈纤维0.8公斤，搅拌40分钟，得到本发明产品。

[0044] 对比例：按制备1000公斤金钢砂耐磨地坪，按以下重量依次加入强度等级为PⅡ

42.5R的硅酸盐水泥399.8公斤，目数为30的石英砂600公斤，萘磺酸甲醛缩合物0.2公斤至

干粉砂浆混合机中搅拌均匀，搅拌30分钟，得到市面上的普通地坪材料。

[0045] 按国标JC/T  906-2002混凝土地面用水泥基耐磨材料，GB/T  16925-1999混凝土及

其制品耐磨性试验方法，检测28天抗压强度及抗折强度，表面强度压痕直径。砂浆流动度测

定按GB/T  2419规定进行。

[0046] 表一：28天后抗压、抗折及表面强度性能对比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09836104 A

7



与对比例相比，实施例一至实施例三的28天抗压强度明显提高，特别是28天抗折强度，

提高更为显著，相对于对比例，分别提高了11%，33%，43%。表面强度压痕直径性能也有相应

的增强。试验结果表明，本发明的产品相对于对比例中的普通金钢砂地坪材料，抗压抗折强

度，表面硬度均有较大的提升。

[0047] 早期抗裂性能对比试验采用几何尺寸为600mm×600mm×20mm的矩形板式试件，将

地坪材料与水加入砂浆搅拌机中，用水量依据砂浆流动度试验确定，使拌合物的流动度D=

120mm±5mm，搅拌5分钟，在温度（20±3）摄氏度，相对湿度（60±5）%的室内成型，并使用2台

风扇和1个碘钨灯按规定方法和时间进行吹风和光照，测量试件表面48小时裂缝宽度及相

应的长度。以约束区内的裂缝作为本次试验评定依据，测量试件表面的裂缝宽度及相应的

长度，据此以评定本发明产品的抗裂性能。

[0048] 为了定量评定裂缝的影响效果，根据裂缝宽度把裂缝分为五级，每一级对应着一

个权重值，如下表：

表二：裂缝宽度级别权重值

将每一条裂缝的长度Li乘以其相对应的权重值Ai，再相加起来所得到的总和称为开裂

指数W，以此表示水泥砂浆的开裂程度，水泥砂浆开裂指数的单位为mm，按下式计算：Ｗ＝∑

（Ａｉ·Ｌｉ）。

[0049] 表三：48小时后抗裂性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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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比例相比，实施例一至实施例三均表现出良好的抗裂性能，其中实施例二以及实

施例三未出现裂缝，而实施例一只出现2条细短裂缝。

[005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发明的若干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但并

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本发明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因此，本发明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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