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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到一种CF50混凝土制备工艺，以

下组份按重量计：水160-170份、水泥350-360份、

粉煤灰140-150份、微硅灰30-40份、中砂680-700

份、碎石1050-1100份、钢纤维38-45份、分散剂

0.5-1 .0份和9.1-9 .5份减水剂，碎石包括700-

750份小型碎石和250-280份大型碎石，小型碎石

粒径为5-25mm，大型碎石粒径为5-10mm。本方案

中的胶黏剂采用水泥、粉煤灰以及微硅灰，碎石

包括大型碎石和小型碎石，以大型碎石为骨料，

小型碎石填充在其中，用于保证混凝土的结构强

度，而水泥、粉煤灰和微硅灰均为质地细腻的粉

末，与水混合后成为胶黏剂，其中的微硅灰用于

增强混凝土硬度，钢纤维用以增强混凝土的韧

性，制备得到的混凝土具有较好的防开裂效果，

且不易起灰，结构强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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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CF50混凝土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以下组份按重量计：

水            160份

水泥          350份

粉煤灰        140份

微硅灰        30份

中砂         680份

碎石          950份

钢纤维        38份

分散剂        0.5份

减水剂        9.1份

其中，碎石包括250份小型碎石和700份大型碎石，所述大型碎石粒径为5-25mm，小型碎

石粒径为5-10mm，还包括粘接硬化剂，粘接硬化剂包括A试剂和B试剂，A试剂和B试剂中的组

份按重量计，

A试剂：

水                 50-80份

四氢呋喃           10-20份

尼龙粉末           18-25份

分散剂             3-8份

乳化剂             3-8份

硬脂酸钠           5-10份

B试剂：

氟硅酸钠           10-15份

二氧化硅           6-10份

光稳定剂           2-5份

热稳定剂           2-5份

有机溶剂           10-20份

气相硅胶           5-20份

先将A试剂喷涂在混凝土表面,至均匀分散在混凝土上后,再将B试剂喷涂在混凝土道

路表面,待固化干燥之后粘接硬化剂在表面形成一层硬质的壳体；粘接硬化剂的制备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1，A试剂的制备：将尼龙粉末倒入四氢呋喃溶剂中，升温至70-85℃，搅拌30-

60min；

步骤1.2，A试剂的制备：倒入硬脂酸钠，持续搅拌；

步骤1.3，A试剂的制备：倒入水、乳化剂，高速搅拌至乳化悬浊液；

步骤1.4，B试剂的制备：将氟硅酸钠、二氧化硅均匀混合后倒入有机溶剂中，持续搅拌；

步骤1.5，B试剂的制备：将光稳定剂、热稳定剂依次倒入混合体系中，持续搅拌；

步骤1.6，B试剂的制备：将气相硅胶缓慢倒入，持续搅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F50混凝土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稳定剂采用氧

化锌，热稳定剂采用山梨糖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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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F50混凝土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B试剂中的有机

溶剂采用乙醇、丙二醇、丙三醇中的一种或几种混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CF50混凝土制备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纤维包括30-

36份长丝和8-9份短丝，所述长丝长度为6-8mm，所述短丝长度为2-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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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CF50混凝土制备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混凝土，特别涉及一种CF50混凝土制备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指用水泥做胶黏材料，砂、石作集料，与水按一定比例混合，经搅拌制得

的水泥混凝土，也称普通混凝土，可广泛应用于木土工程。

[0003] 混凝土具有原料丰富，价格低廉，生产工艺简单的特点，因而使其用量越来越大。

同时混凝土还具有抗压强度高，耐久性好，强度等级范围宽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其使用范围

十分广泛，不仅在各种土木工程中使用，就是造船业，机械工业，海洋的开发，地热工程等，

混凝土也是重要的材料。

[0004] 按照我国《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23，制作边长为150mm

的立方体在标准养护条件下，养护至28d龄期，用标准试验方法测得的极限抗压强度，称为

混凝土标准立方体抗压强度，以fcu表示。如公开号为“CN1482317A”的中国专利所公开的一

种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立体停车场及其施工方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私家车的数量

越来越多，停车场中停放的车辆也越来越多，但对停车场结构强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0005] 但这种普通混凝土的相较于钢纤维混凝土而言结构强度略微低下，钢纤维混凝土

是在混凝土中掺入乱向分布的短纤维所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多相复合材料，这些乱向分布的

钢纤维能够有效地阻碍混凝土内部微裂缝的扩展及宏观裂缝的形成，能显著改善混凝土的

抗拉、抗弯、抗冲击及抗疲劳等特性；钢纤维凭借着良好的特性成为这些年使用较为广泛的

一种，而停车场中车辆数量较为密集，要求停车场具有一定强度的承载力，因而目前部分停

车场均采用钢纤维混凝土进行浇注，而现有混凝土中仅仅是在普通混凝土中掺加钢纤维，

但这种混凝土在车辆碾压过程中易产生起灰等现象，长久以后造成混凝土表面凹凸不平等

现象。

[0006] 因而，在此提供一种用于停车场施工且结构强度更为稳定、不易开裂、不易起灰的

CF50混凝土的制备工艺。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用于制备结构强度较高且不易开裂、不易起灰的CF50混

凝土制备工艺。

[0008]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CF50混凝土制备工

艺，以下组份按重量计：

[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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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0011] 其中，碎石包括700份大型碎石和250份小型碎石，所述大型碎石粒径为5-25mm，小

型碎石粒径为5-10mm，还包括粘接硬化剂，粘接剂包括A试剂和B试剂，A试剂和B试剂中的组

份按重量计：

[0012] A试剂：

[0013]

[0014] B试剂：

[0015]

[0016] 先将A试剂喷涂在混凝土表面，至均匀分散在混凝土上后，再将B试剂喷涂在混凝

土道路表面，待固化干燥之后粘接硬化剂在表面形成一层硬质的壳体；胶黏剂的制备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0017] 步骤1.1，A试剂的制备：将尼龙粉末倒入四氢呋喃溶剂中，升温至70-85℃，搅拌

30-60min；

[0018] 步骤1.2，A试剂的制备：倒入硬脂酸钠，持续搅拌；

[0019] 步骤1.3，A试剂的制备：倒入水、乳化剂，高速搅拌至乳化悬浊液；

[0020] 步骤1.4，B试剂的制备：将氟硅酸钠、二氧化硅均匀混合后倒入有机溶剂中，持续

搅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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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步骤1.5，B试剂的制备：将光稳定剂、热稳定剂依次倒入混合体系中，持续搅拌；

[0022] 步骤1.6，B试剂的制备：将气相硅胶缓慢倒入，持续搅拌。

[0023] 作为优选，所述光稳定剂采用氧化锌，所述热稳定剂采用山梨糖醇。

[0024] 作为优选，所述A试剂中的有机溶剂采用四氢呋喃，所述B试剂中的有机溶剂采用

乙醇、丙二醇、丙三醇中的一种或几种混配。

[0025] 作为优选，所述钢纤维包括30-36份长丝和8-9份短丝，所述长丝长度为6-8mm，所

述短丝长度为2-3mm。

[0026]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7] (1)本方案中的胶黏剂采用水泥、粉煤灰以及微硅灰，碎石包括大型碎石和小型碎

石，以大型碎石为骨料，小型碎石填充在其中，用于保证混凝土的结构强度，而水泥、粉煤灰

和微硅灰均为质地细腻的粉末，与水混合后成为胶黏剂，其中的微硅灰用于增强混凝土硬

度，钢纤维用以增强混凝土的韧性，制备得到的混凝土结构强度高、不易开裂不易起灰，加

入至其中的纤维在水泥、粉煤灰、微硅灰以及其他添加剂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纤维网，将砂石

骨料等固定在其中，避免在车辆下压过程中产生开裂起灰等情况；

[0028] (2)由于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对某一处的混凝土路面先碾压，之后待车辆离开之

后，轮胎在急速行驶的过程中，对混凝土路面产生向上的吸力，长久以往易造成混凝土路面

内部结构松动损伤；将粘接硬化剂喷涂在混凝土道路表面用于加强混凝土路面表面平整

度，其次将这种粘接硬化剂喷涂在混凝土道路表面，覆盖在混凝土道路表面并硬化结块，缓

解混凝土道路因受到压力而产生表面开裂、起灰等现象；

[0029] (3)钢纤维分散在混凝土体系中，当混凝土板表面受到较大的压力或因阳光暴晒

使混凝土板产生开裂的趋势时，钢纤维的两端埋设在开裂的两端，因此混凝土板开裂还需

要产生将钢纤维扯断的作用力，因而混凝土板开裂的所需作用力更大，不易开裂；

[0030] (4)粘接硬化剂包括A试剂和B试剂，A试剂为乳化悬浊液，乳化悬浊液的附着作用

力较大但渗入性较差，将其喷涂在混凝土表面之后，其堆积在混凝土表面后向下渗透，至均

匀分散在混凝土上后，再将其B试剂喷涂、涂抹在混凝土道路表面，待固化干燥之后黏结硬

化剂在表面形成一层硬质的壳体，对混凝土起到保护作用；

[0031] (5)将尼龙粉末较大程度上的溶解在有机溶剂中，之后将水和乳化剂倒入高速搅

拌形成乳化悬浊液，加入的硬脂酸钠是一种强碱弱酸盐，可作为一种良好的起泡剂，能与乳

化剂一齐作用形成乳化悬浊液；A试剂向下渗透之后，其中的有机溶剂蒸发，尼龙粉末填充

在混凝土表面的孔隙、空洞中找平，有利于B试剂在混凝土表面的铺平，使得粘接硬化剂在

混凝土表面形成平整光滑的表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0033] 实施例1：

[0034] 一种CF50混凝土制备工艺，包括水、水泥、粉煤灰、微硅灰、中砂、碎石、钢纤维、分

散剂和减水剂；碎石包括小型碎石和大型碎石，其中大型碎石的粒径为5-25mm，小型碎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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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5-10mm，钢纤维包括长丝纤维和短丝纤维，长丝纤维长度约为6-8mm，短丝纤维的长度

为2-3mm。

[0035] 本实施例中，包括160份水、350份水泥、140份粉煤灰、30份微硅灰、680份中砂、250

份小型碎石和700份大型碎石、30份长丝纤维和8份短丝纤维、0.5份分散剂和9.1份减水剂。

[0036] 利用本方案中记载得到的混凝土浇筑后的混凝土道路表面还喷涂有粘接硬化剂，

粘接硬化剂包括A试剂和B试剂；其中A试剂中包括50份水、10份有机溶剂、18份尼龙粉末、3

份分散剂、3份乳化剂和5份硬脂酸钠，B试剂包括10份氟硅酸钠、6份二氧化硅、2份光稳定

剂、2份热稳定剂、10份有机溶剂和5份气相硅胶，热稳定剂采用山梨糖醇，光稳定剂采用氧

化锌，A试剂中的有机溶剂采用四氢呋喃，B试剂中的有机溶剂采用乙醇、丙二醇、丙三醇。

[0037] 混凝土浇注完毕的6-8小时候后，将A试剂喷涂在其表面，静置2-3小时后，再将B试

剂喷涂在表面，静置养护28天。

[0038] 胶黏硬化剂的制备工艺如下所示：

[0039] 步骤1.1，A试剂的制备：将尼龙粉末倒入有机溶剂中，升温至70-85℃，搅拌30-

60min：

[0040] 步骤1.2，A试剂的制备：倒入硬脂酸钠，持续搅拌；

[0041] 步骤1.3，A试剂的制备：倒入水、乳化剂，高速搅拌至乳化悬浊液；

[0042] 步骤1.4，B试剂的制备：将氟硅酸钠、二氧化硅均匀混合后倒入有机溶剂中，持续

搅拌；

[0043] 步骤1.5，B试剂的制备：将光稳定剂、热稳定剂依次倒入混合体系中，持续搅拌；

[0044] 步骤1.6，B试剂的制备：将气相硅胶缓慢倒入，持续搅拌。

[0045] 混凝土制备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46] 步骤1：粘接硬化剂制备；

[0047] 步骤2：将10-20份水倒入搅拌机中润湿；

[0048] 步骤3：倒入水泥、粉煤灰、微硅灰、分散剂和减水剂后均匀混合，再将剩余水倒入；

[0049] 步骤4：中砂、碎石和钢纤维混合均匀后缓慢倒入上述混合体系，持续搅拌。

[0050] 实施例2-实施例4中混凝土中各组份含量不变，但粘接硬化剂中的各物质组份含

量改变，各物质组份含量如下表所示。

[0051]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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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0053] 实施例5-实施例7中黏结硬化剂中各物质组份的量与实施例1中黏结硬化剂中物

质组份的量相同，但混凝土主要组份中的各物质含量不相同，如表2所示。

[0054] 表2：

[0055]

[0056]

[0057] 将实施例1-实施例7中制备得到的混凝土和黏结硬化剂浇筑固化成混凝土板，测

量其结构强度以及相关性能，记录在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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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0059] 对比例为普通硅酸盐混凝土浇注成型的混凝土板。

[0060] 其中耐碱性的检测采用饱和的氢氧化钙溶液持续喷洒，耐湿性采用38℃温水雾化

后持续喷洒5小时。

[0061] 最后对实施例1-实施例7中制备得到的混凝土板进行碾压式抗疲劳测试，实验过

程中采用利用物质一升一降模拟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对混凝土板的压力，测试得到的结果为

对比例中制备得到的混凝土板在抗疲劳测试中最先出现裂纹；在第二次的抗疲劳测试过程

中，用水混凝土板完全润湿，再次模拟；模拟过后对比例中的混凝土板中有许多渣滓掉落，

而本方案中所记载的CF50混凝土表面无开裂且起灰渣滓掉落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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