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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及

其制备方法和用途，属于混凝土材料技术领域，

其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包括基层混凝土和面

层，所述面层包括砂浆层和保护层，所述砂浆层

位于基层混凝土与保护层之间；所述基层混凝土

为水泥混凝土，所述砂浆层为水泥砂浆，所述保

护层为FEVE氟碳涂料。本发明具有抗污易清洁、

永不泛碱、混凝土制品结构稳定、防护作用长久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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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层混凝土(1)和面层，所述面层包

括砂浆层(2)和保护层(3)，所述砂浆层(2)位于基层混凝土(1)与保护层(3)之间；所述基层

混凝土(1)为水泥混凝土，所述砂浆层(2)为水泥砂浆，所述保护层(3)为FEVE氟碳涂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其特征在于，所述FEVE氟碳涂料

为含有氟碳树脂的常温固化涂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层混凝土

(1)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5～8份的水、24～28份的水泥、33～36份的细石、30～35

份的机制砂和0.1～0.5份的混凝土外加剂；所述细石为粒径5～10mm的石料；所述混凝土外

加剂包括200～220份的聚羧酸减水剂、5～15份的柠檬酸、20～25份的葡萄糖酸钠、0.5～1

份的三乙醇胺、2.5～5份的硫酸钾和741.6～787.2份的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其特征在于，所述砂浆层(2)由

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14～18份的水、20～30份的水泥、10～15份的矿渣、6～8份的

重质碳酸钙、0～2份的偏高岭土；32～42份的机制砂、1～2份的聚乙烯醇、0.1～0.2份的酒

石酸、0.01～0.02份的三异丙醇胺、1～1.5份的纯丙乳液、1～1.5份的乳胶粉和0.3～0.5份

的砂浆外加剂；所述砂浆外加剂包括180～200份的硅烷改性聚羧酸减水剂、50～80份的保

坍剂、1～1 .5份的硫代硫酸钠、5～10份的白糖、15～35份的糊精、10～15份的碳酸钠和

647.7～746.4份的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其特征在于，所述FEVE氟碳涂料

由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65～80份的氟碳树脂、10～25份的溶剂、5～8份的固化剂、

18～27份的颜料和0.3～3份的助剂；所述氟碳树脂为氟烯烃与烷基乙烯基醚或酯的共聚

物，所述溶剂为醋酸乙酯、碳酸二甲酯、丙酮或环己酮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助剂为消泡剂、润

湿分散剂或流平剂中的至少两种。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其特征在于，所述助剂包括0.1

～0.5份的消泡剂、0.1～1份的润湿分散剂和0.1～1.5份的流平剂。

7.根据权利要求1至6中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的制备方法，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按照质量份数称取砂浆层(2)的原料，将砂浆层(2)的原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布

入模框，面层砂浆层(2)的厚度为1～1.5cm；

步骤二：按照质量份数称取基层混凝土(1)的原料，将基层混凝土(1)的原料混合搅拌

均匀后，布在步骤一中的面层砂浆层(2)上，布满模框，刮平其上表面后加压成型，得到成型

件；

步骤三：将步骤二制得的成型件在温度为50～60℃、空气湿度为80～90%的环境下养护

36～60h，得到半成品；

步骤四：对步骤三得到的半成品砂浆层(2)表面进行清理，除去半成品砂浆层(2)表面

的浮灰杂质，并将半成品干燥至面层含水率低于6%，向清理后的半成品的砂浆层(2)表面涂

布FEVE氟碳涂料，将涂布有保护层(3)的半成品置于0～60℃的环境中，保持18～24h，即得

混凝土制品。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一和步骤二中，对基层混凝土(1)及砂浆层(2)的加载压力为780～82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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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

骤四中涂布的方式为刷涂、滚涂或喷涂。

10.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的用途，其特征在于，所述常温固化混凝土制品用作卫

生间墙壁或地面、洗手台、厨房台面或飘窗台。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065278 A

3



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材料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说，它涉及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

品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背景技术

[0002] 混凝土是指由胶凝材料将骨料胶结成整体的工程复合材料的统称，较常用的混凝

土是以水泥作胶凝材料，砂、石作骨料，与水按一定比例配合并搅拌而制得的水泥混凝土，

广泛用于土木工程。混凝土材料既可以在施工现场制备、使用，也可制成预制品运输到施工

现场铺设或安装。目前，制备水泥混凝土及其预制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采用机械压制成

型，表面致密性较差，一种采用浇注成型，表面较压制成型的混凝土制品更加致密，但两种

方式制备的混凝土及其制品表面均存在较多的毛细孔，污染物易渗入且不易清理干净，最

终影响其外观。且水泥混凝土制品耐磨性差、易被腐蚀性物质侵蚀、易泛碱，制备水泥混凝

土的部分原材料在混合搅拌过程中溶解于水，伴随着制品表面水分的蒸发，这些溶解的材

料也在表面析出或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等作用生产白色沉积物。因此，要维持其良好的外

观就需要经常对水泥混凝土进行清理维护，防止污染物渗入后难以恢复的情况出现。

[0003] 现有技术中，公告号为CN105565695B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混凝土防蚀剂及防蚀

混凝土，防蚀剂包括粉料和硫化钡，防蚀混凝土为水泥混凝土中掺入防蚀剂制备而成。掺加

了防蚀剂的水泥混凝土，削弱了氢氧化钙结晶的膨胀对混凝土的损害，增加了混凝土的强

度和致密度，改善了抗渗性。但该抗渗性能的局限性较大，需要使混凝土中掺入的活化钡离

子先与混凝土外界渗入的硫酸根离子结合生成惰性稳定的重晶石，才能较好地发挥其抗

渗、抗腐蚀作用，不能解决水泥混凝土及其预制品泛碱、以及其表面的毛细孔易被污染物弄

脏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具有抗污易清洁、永不泛碱、

混凝土制品结构稳定、防护作用长久的优点。

[0005] 本发明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的制备方法，具有环境

温度要求低、方法简单易操作，制得的混凝土制品防护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的优点。

[0006] 本发明的第三个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的用途，具有防水耐腐

蚀、使用寿命长，便于清洁、减少人工清理的工作量的优点。

[0007] 本发明的上述第一个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包括基层混凝土和面层，所述面层包括砂浆层和保护层，

所述砂浆层位于基层混凝土与保护层之间。所述基层混凝土为水泥混凝土，所述砂浆层为

水泥砂浆，所述保护层为FEVE氟碳涂料。

[000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采用基层、砂浆层和保护层的结构，砂浆层位于基层

混凝土与保护层之间，基层混凝土与砂浆层均采用了水泥这种胶凝材料，有利于提高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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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粘结、连接作用。在砂浆层表面涂布FEVE氟碳涂料，FEVE氟碳涂料是以氟聚物为主体

制成的涂料，涂料中高键能的C-F键对C-C键其保护屏蔽作用，使涂料具备优异的耐久性和

耐候性、较低的表面自由能、优异的抗污性、突出的耐盐雾性，将其涂布在砂浆层上对高混

凝土制品有良好的保护作用。同时，FEVE氟碳涂料是由氟烯烃与烷基乙烯基醚或酯共聚而

成的氟聚物，氟聚物中氟烯烃单元与烷烯基醚或烷烯基酯交替排列，氟烯烃单元提供了优

异的耐候性，并对烷烯基醚或烷烯基酯有保护作用，烷烯基醚或烷烯基酯为氟聚物提供了

可溶性、附着性和固体分散性，使该氟聚物能够较好地附着在砂浆层上，有利于提高混凝土

制品表面保护层的稳定性。由基层混凝土、砂浆层和保护层组成的混凝土制品具有良好的

抗污性和附着力，面层防水防腐，有利于杜绝水泥基材料泛碱褪色。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FEVE氟碳涂料为含有氟碳树脂的常温固化涂料。

[001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FEVE氟碳涂料能够在常温下固化，无需在高温下烘

烤成膜，在制备混凝土制品时，混凝土制品上的保护层既可在工厂涂装，也可在现场涂装，

并且具有可重涂性，能够在砂浆层上多次涂覆保护层，有利于提高保护层的耐磨性，进而提

高保护层对混凝土制品的防护作用。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基层混凝土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5～8份的

水、24～28份的水泥、33～36份的细石、30～35份的机制砂和0.1～0.5份的混凝土外加剂；

所述细石为粒径5～10mm的石料；所述混凝土外加剂包括200～220份的聚羧酸减水剂、5～

15份的柠檬酸、20～25份的葡萄糖酸钠、0.5～1份的三乙醇胺、2.5～5份的硫酸钾和741.6

～787.2份的水。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混凝土外加剂中的柠檬酸和葡萄糖酸钠均具有一定的鳌

合作用，葡萄糖酸钠还具有优异的缓凝作用，硫酸钾和三乙醇胺均有早强作用，与葡萄糖酸

钠配合，有利于提高对基层混凝土的缓凝作用和早期强度。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砂浆层由包含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14～18份的水、

20～30份的水泥、10～15份的矿渣、6～8份的重质碳酸钙、0～2份的偏高岭土；32～42份的

机制砂、1～2份的聚乙烯醇、0.1～0.2份的酒石酸、0.01～0.02份的三异丙醇胺、1～1.5份

的纯丙乳液、1～1.5份的乳胶粉和0.3～0.5份的砂浆外加剂；所述砂浆外加剂包括180～

200份的硅烷改性聚羧酸减水剂、50～80份的保坍剂、1～1.5份的硫代硫酸钠、5～10份的白

糖、15～35份的糊精、10～15份的碳酸钠和647.7～746.4份的水。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硅烷改性聚羧酸减水剂能够在保持砂浆的坍落度基本不

变的前提下减少拌和用水量，对水泥颗粒具有分散作用，有利于改善砂浆的流动性，保坍剂

能够减慢砂浆坍落度的损失速度。其中，硅烷改性聚羧酸减水剂是采用有机硅烷对聚羧酸

减水剂进行改性，以提高减水剂的减水率和抗硫酸盐性能。保坍剂包括有机酸类、磷酸盐类

和蛋白质类三种，在砂浆外加剂中的保坍剂通常采用有机酸类或磷酸盐类，如柠檬酸钠、丙

烯酸或六偏磷酸钠等。

[0015] 白糖和糊精均具有较好的延缓砂浆凝结的作用，糊精和纤维素醚在溶于水后均具

有一定的粘性，有利于提高砂浆的保水效果。碳酸钠属于电解质，有利于促进砂浆中水泥等

胶凝材料的水化进程，在硫代硫酸钠、碳酸钠、白糖和糊精的配合作用下，有利于改善砂浆

的流动性，避免出现部分组分沉底的现象。

[0016] 在面层的砂浆层中，聚乙烯醇具有成膜性，且成膜后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有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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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砂浆层的抗渗水效果。酒石酸易溶于水，与纯丙乳液配合有利于提高砂浆中各组分之间

混合的均匀性。三异丙醇胺具有空间立体的分子结构，具有较强的分散性能，有利于提高砂

浆物料的和易性，与聚乙烯醇配合，有利于增强砂浆层的成膜效果。而纯丙乳液具有较好的

渗透性、润湿性和稳定性，有利于促进砂浆层中各组分之间的混合效果，提高砂浆混合的均

匀性。砂浆层中的多种成分相互配合，使得砂浆的流动性好，搅拌后形成的拌合物具有较长

的可使用时间，有助于砂浆层中各种材料拌和的均匀性，也有利于提高砂浆层与基层混凝

土、砂浆层与保护层之间的粘结强度。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FEVE氟碳涂料由包括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成：65～80

份的氟碳树脂、10～25份的溶剂、5～8份的固化剂、18～27份的颜料和0.5～3份的助剂；所

述氟碳树脂为氟烯烃与烷基乙烯基醚或酯的共聚物，所述溶剂为醋酸乙酯、碳酸二甲酯、丙

酮或环己酮中的至少一种，所述助剂为消泡剂、润湿分散剂或流平剂中的至少两种。

[0018]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氟烯烃与烷基乙烯基醚或酯共聚得到的氟碳树脂在有

机溶剂中可以溶解，在酯类、酮类及芳香族烃类等溶剂中有较好的溶解性。固化剂是一类增

进或控制固化发硬的物质或混合物，有利于促进氟碳树脂在常温下固化，使主要成分为氟

碳树脂的保护层能够在多种环境下进行涂装。氟碳涂料中采用的固化剂通常为异氰酸酯

类，如六亚甲基二异氰酸酯或异佛尔酮二异氰酸酯，具有良好的保光、保色性和优异的耐候

性，与氟碳树脂配合有利于提高氟碳涂料的耐候性能。氟碳涂料中添加的颜料需要有良好

的耐酸碱性、耐光热和耐候性能，如钛白粉、炭黑、氧化铬绿、镉红或铬黄等颜料。消泡剂能

够降低表面张力，促进颜料在溶剂中的分散，消除涂料在搬运、使用过程中带入或产生的气

泡，保持涂覆在砂浆层上的保护层平整、均匀，本发明的氟碳涂料中可采用聚硅氧烷消泡

剂。润湿分散剂能够提高颜料在涂料中的润湿分散能力，以增强颜色强度、提高颜料的遮盖

力，有利于抑制浮色发花现象，氟碳涂料中的润湿分散剂可以采用可控絮凝助剂或解絮凝

助剂，如BYK系列的润湿分散剂163、2001、2050等。流平剂能够促使氟碳涂料在干燥成膜的

过程中形成一个平整、光滑、均匀的涂膜，有利于降低涂料表面张力，提高其均匀性，有利于

避免涂膜缩孔缺陷，常用的流平剂包括有机硅类和丙烯酸酯类，本发明的氟碳涂料中的流

平剂可以采用有机硅类，如BYK系列的330、306，也可采用丙烯酸酯类，如BYK系列的354、358

等。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助剂包括0.1～0.5份的消泡剂、0.1～1份的润湿分散

剂和0.1～1.5份的流平剂。

[0020] 为实现上述第二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

品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按照质量份数称取砂浆层的原料，将砂浆层的原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布入模框，

面层砂浆层的厚度为1～1.5cm。

[0021] 步骤二：按照质量份数称取基层混凝土的原料，将基层混凝土的原料混合搅拌均

匀后，布在步骤一中的面层砂浆层上，布满模框，刮平其上表面后加压成型，得到成型件。

[0022] 步骤三：将步骤二制得的成型件在温度为50～60℃、空气湿度为80～90％的环境

下养护36～60h，得到半成品。

[0023] 步骤四：对步骤三得到的半成品砂浆层表面进行清理，除去半成品砂浆层表面的

浮灰杂质，并将半成品干燥至面层含水率低于6％，向清理后的半成品的砂浆层表面涂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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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VE氟碳涂料，将涂布有保护层的半成品置于0～60℃的环境中，保持18～24h，即得混凝土

制品。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先后将砂浆层和基层混凝土的原料拌和、加压成型，在对

基层混凝土及砂浆层进行加压时，下层砂浆层中的水分向基层混凝土中渗入，有利于使基

层混凝土更加密实，进而有利于提高混凝土制品的强度。由于基层混凝土的配方中含有缓

凝和保水效果的添加剂，基层混凝土的原料在拌和后有较长的可使用时间，即加压成型后，

基层混凝土也没有完全变干、固化。这样在基层混凝土上涂布砂浆层时，基层混凝土与砂浆

之间有较好的结合作用。砂浆层上的保护层能够在常温下固化成膜，有利于降低对在半成

品上涂装保护层的环境条件要求，使混凝土制品能够在多种环境下制备得到，有利于施工

的便利性。

[002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一和步骤二中，对基层混凝土及砂浆层的加载压

力为780～820t。

[0026]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四中涂布的方式为刷涂、滚涂或喷涂。

[002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基层混凝土和砂浆层在上述加载压力下被压实，有利于

避免压力过大损失基层混凝土和砂浆层的内部结构，也避免压力过小降低压实效果。保护

层的涂布方式有多种，可以根据生产设备或施工条件选择涂布方式。

[0028] 为实现上述第三个目的，本发明提供了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

品的用途，所述常温固化混凝土制品用作卫生间墙壁或地面、洗手台、厨房台面或飘窗台。

[0029] 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优异的防水抗污性能的混凝土制品，尤其适合于卫生间、

洗手台、厨房台面及飘窗台等易接触到水、污垢和腐蚀性物质的环境，有利于保持这些地方

的干净、整洁，也易于清洁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

一、由于本发明采用基层、砂浆层和保护层的三层结构，有利于提高三层结构间的两两

粘附结合力，改善FEVE氟碳涂料在砂浆层表面上的附着力，能够得到结构牢固、防水抗污的

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

[0030] 二、本发明的方法，通过采用半湿法制备基层混凝土和面层砂浆层，有利于提高基

层混凝土与砂浆层之间、砂浆层与保护层之间的粘附结合效果，进而有利于加强FEVE氟碳

涂料对混凝土制品的保护作用。

[0031] 三、通过对基层混凝土和砂浆层静压加压，提高基层混凝土和砂浆层的结合力和

密实度，在养护后的半成品上涂覆FEVE氟碳涂料作为保护层，保护层能够在常温下实现固

化，这样在制备混凝土制品时，即可在工厂内完成涂装制备过程，也可直接将半成品运输至

施工场地进行涂装，涂装方式简单多样，便于施工。本发明制得的混凝土制品具有抗污易清

洁、永不泛碱、颜色鲜艳美观不褪色的特点

附图说明

[0032] 图1是本发明路面砖的剖面图。

[0033] 图中，1、基层混凝土；2、砂浆层；3、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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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描述。

FEVE氟碳涂料的制备例

[0035] 制备例1

将3kg的氟碳树脂与0.02kg的润湿分散剂、1kg的溶剂混合搅拌均匀，然后加入3.6kg的

颜料，分散搅拌均匀后研磨至细度小于25微米，得到颜料浆液。将颜料浆液与10kg的氟碳树

脂混合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0.02kg的消泡剂和0.02kg的流平剂，搅拌均匀后再加入1kg的

溶剂，搅拌均匀后的混合物料，备用；称取1kg的固化剂，在使用前加入上述搅拌均匀的混合

物料中，搅拌均匀即可。本制备例采用的氟碳树脂为LF-200，润湿分散剂采用BYK-163，溶剂

采用碳酸二甲酯，颜料采用炭黑，消泡剂采用BYK-065，流平剂采用BYK-330，固化剂采用

TKA-75。

[0036] 制备例2

将2kg的氟碳树脂与0.1kg的润湿分散剂、1kg的溶剂混合搅拌均匀，然后加入2.7kg的

颜料，分散搅拌均匀后研磨至细度小于25微米，得到颜料浆液。将颜料浆液与6kg的氟碳树

脂混合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0.05kg的消泡剂和0.15kg的流平剂，搅拌均匀后再加入1.5kg

的溶剂，搅拌均匀后的混合物料，备用；称取0.8kg的固化剂，在使用前加入上述搅拌均匀的

混合物料中，搅拌均匀即可。本制备例采用的氟碳树脂为GK-570，润湿分散剂采用BYK-

2001，溶剂采用醋酸乙酯，颜料采用炭黑，消泡剂采用BYK-066N，流平剂采用BYK-358，固化

剂采用N3300。

[0037] 制备例3

将4kg的氟碳树脂与0.06kg的润湿分散剂、1.6kg的溶剂混合搅拌均匀，然后加入4.6kg

的颜料，分散搅拌均匀后研磨至细度小于25微米，得到颜料浆液。将制得的颜料浆液与11kg

的氟碳树脂混合搅拌，搅拌过程中加入0.04kg的消泡剂和0.16kg的流平剂，搅拌均匀后再

加入2kg的溶剂，搅拌均匀后的混合物料，备用；称取1.2kg的固化剂，在使用前加入上述搅

拌均匀的混合物料中，搅拌均匀即可。本制备例采用的氟碳树脂为CC-03，润湿分散剂采用

BYK-2050，溶剂采用醋酸乙酯，颜料采用炭黑，消泡剂采用BYK-065，流平剂采用BYK-358，固

化剂采用TSE-100。

实施例

[0038] 实施例1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包括基层混凝土1和面层，面层

包括砂浆层2和保护层3，其中，砂浆层2位于基层混凝土1与保护层3之间。基层混凝土1与砂

浆层2的组分配方如表1和表2所示，保护层3采用制备例1制得的FEVE氟碳涂料。

[0039]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常温固化的混凝土制品的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一：按照表2的用量配方称取砂浆层2的原料，先将水与硫代硫酸钠、白糖、糊精、碳

酸钠混合溶解后，加入硅烷改性聚羧酸减水剂和保坍剂混合搅拌均匀，充分搅拌后得到砂

浆外加剂。按照表2的用量配方称取砂浆外加剂，并将其与砂浆层的其他原料水、水泥、矿

渣、重质碳酸钙、机制砂、聚乙烯醇、酒石酸、三异丙醇胺、纯丙乳液与乳胶粉混合搅拌均匀，

将其布入600*900的模框内，涂布厚度为1.5cm。

[0040] 步骤二：按照表1的用量配方称取基层混凝土1的原料，先将水与柠檬酸、葡萄糖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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钠、硫酸钾混合溶解后，加入聚羧酸减水剂和三乙醇胺，混合均匀，充分搅拌后得到混凝土

外加剂。按照表1的用量配方称取混凝土外加剂，并将其与基层混凝土1的其他原料水、水

泥、细石和机制砂混合，搅拌均匀后，布在步骤一中的面层砂浆层2上，布满模框，并将模框

的上表面刮平，静压加压成型，加载压力为780t。

[0041] 步骤三：将步骤二制得的成型件在温度为51±1℃、空气湿度为80±1％的环境下

养护60h，得到半成品。

[0042] 步骤四：对步骤三得到的半成品砂浆层2表面进行清理，扫除半成品砂浆层表面的

浮灰杂质，将其置于湿度小于65％的环境下静置3d，向静置干燥后的半成品的砂浆层2表面

喷涂FEVE氟碳涂料，将涂布有保护层3的半成品置于较高温的环境(40±3℃)中，保持18h，

即得混凝土制品。

[0043] 实施例2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主要在于：本实施例的基层混凝土1和砂浆层2材料采用配

方如表1和表2所示，保护层3采用制备例2制得的FEVE氟碳涂料，且步骤一中面层砂浆层2的

厚度为1cm，步骤二中静压加载压力为820t，步骤三中的养护条件为59±1℃、空气湿度89±

1％，养护时间为36h，步骤四中FEVE氟碳涂料的涂布方式为滚涂，涂布后在低温环境下(8±

3℃)中保持24h，即得。

[0044] 实施例3

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区别主要在于：本实施例的基层混凝土1和砂浆层2材料采用配

方如表1和表2所示，保护层3采用制备例3制得的FEVE氟碳涂料，且步骤一中面层砂浆层2的

厚度为1.3cm，步骤二中静压加载压力为800t，步骤三中的养护条件为55±1℃、空气湿度85

±1％，养护时间为48h，步骤四中FEVE氟碳涂料的涂布方式为刷涂，涂布后在室温环境下

(25±3℃)中保持21h，即得。

[0045] 实施例4-6

实施例4-6与实施例3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混凝土制品的基层混凝土1和砂浆层2材料采

用配方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实施例1-6中基层混凝土1及混凝土外加剂的组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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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在表1中采用的水泥为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细石在9.5mm的筛网通过率为

100％，在4.75mm筛网的通过率为0，其他原料均为普通市售产品。

表2实施例1-6中砂浆层2及砂浆外加剂的组分配方

[0047] 在表2中采用的水泥为42.5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硅烷改性聚羧酸减水剂为巴斯

夫减水剂2651F，保坍剂为家美乐素的聚羧酸保坍剂，其他原料均为普通市售产品。

对比例

[0048] 对比例1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主要在于：本对比例的混凝土制品不包含保护层，即面层砂

浆层的上表面不涂布FEVE氟碳涂料。

[0049] 对比例2

本对比例与实施例3的区别主要在于：本对比例采用的砂浆层配方为15kg的水、50kg的

水泥、25kg的矿渣、2kg的偏高岭土、74kg的机制砂、3kg的聚乙烯醇、0.3kg的酒石酸、0.03kg

的三异丙醇胺、2.5kg的纯丙乳液、2.5kg的乳胶粉和0.8kg的砂浆外加剂，本对比例采用的

砂浆外加剂与实施例3相同。本对比例采用的基层混凝土配方为13kg的水、30kg的水泥、9kg

的矿渣、70kg的细石、78kg的机制砂和0.6kg的混凝土外加剂，本对比例采用的混凝土外加

剂与实施例3相同。

产品检测

[0050] 基本性能试验：观察各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得的混凝土制品，并按照《混凝土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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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GB/T  28635-2012)的标准对各实施例和对比例产品的抗压强度、抗折强度及耐磨性进

行检测，检测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各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备产品的检测结果

组别 外观 抗压强度/MPa 抗折强度/MPa 耐磨度

实施例一 保护层色彩均匀一致 45.3 4.5 2.6

实施例二 保护层色彩均匀一致 43.6 4.7 2.7

实施例三 保护层色彩均匀一致 55.8 5.6 3.2

实施例四 保护层色彩均匀一致 51.4 5.2 3.1

实施例五 保护层色彩均匀一致 53.7 5.2 3.0

实施例六 保护层色彩均匀一致 48.2 4.9 2.8

对比例一 面层均匀一致 54.1 5.5 1.7

对比例二 保护层颜色深浅不一 43.5 4.5 2.2

[0051] 由表3可见，本发明各实施例制备的混凝土制品的保护层3耐磨度明显优于对比

例，可见在面层设置保护层3有利于提高其表面的耐磨度。对比例一没有涂布保护层3的混

凝土制品，其面层耐磨度较低，在使用中极易出现刮痕，影响其美观度。对比例二采用干法

制备混凝土基层1和砂浆层2，其涂覆保护层3的产品出现了涂覆不均匀的问题，涂覆后的混

凝土制品耐磨性也较各实施例略差。

[0052] 抗污性能试验：分别向各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得的混凝土制品表面(带保护层的混

凝土制品表面特指其保护层3表面，不带保护层的混凝土制品表面特指砂浆层2表面)滴加

油滴和墨水，将滴加有油滴或墨水的混凝土制品分别静置6h和12h后，用水冲洗混凝土制品

表面，观察混凝土制品表面的冲洗效果，观察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各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备产品的抗污观察结果

[0053] 由表4可见，本发明各实施例制备的混凝土制品有优异的抗污性能，油墨或油滴在

保护层3表面停留6～12h后，仍能轻易冲洗干净，使混凝土制品表面无任何痕迹残留。对比

例一未涂覆保护层的混凝土制品，在滴加油墨或油滴后均出现渗入现象，部分油墨或油滴

渗入混凝土制品的面层，导致用水难以清洗干净，出现混凝土制品表面残留油墨或油痕的

现象，且油墨或油滴在混凝土制品表面停留的时间越长，痕迹残留越明显。对比例二制备的

混凝土制品，在滴加油墨或油滴后的较短时间内，有较好的抗污效果，当油墨或油滴在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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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制品表面停留较长时间后，仍会出现油墨或油污的残留，证明改变混凝土基层1和面层的

配方及制备方法，对混凝土制品与表面保护层3的结合情况有较大影响，易导致混凝土制品

表面的抗污性能下降。

[0054] 抗泛碱实验：将各实施例和对比例制得的混凝土制品置于水中，使混凝土制品厚

度的2/3浸没在水中(混凝土制品的面层位于基层上方)，将浸水的混凝土制品置于室外放

置2个月，观察混凝土表面的泛碱情况，观察结果如表5所示。

表5各实施例和对比例的抗泛碱观察结果

组别 观察结果

实施例一 表面平整，保护层与面层紧密结合，不泛白，无泛碱现象

实施例二 表面平整，保护层与面层紧密结合，不泛白，无泛碱现象

实施例三 表面平整，保护层与面层紧密结合，不泛白，无泛碱现象

实施例四 表面平整，保护层与面层紧密结合，不泛白，无泛碱现象

实施例五 表面平整，保护层与面层紧密结合，不泛白，无泛碱现象

实施例六 表面平整，保护层与面层紧密结合，不泛白，无泛碱现象

对比例一 表面析出大面积白霜

对比例二 表面部分泛白，保护膜层有脱落

[0055] 由表5可见，本发明各实施例制得的混凝土制品有良好的抗泛碱性能，将其泡在水

中并置于室外放置两个月仍无任何泛碱现象，不会出现任何影响混凝土制品质量及美观的

现象，经久耐用。对比例一制得的混凝土制品泛碱严重，其面层砂浆层2出现了大面积白霜，

证明其内部水解反应及氢氧化物析出现象严重。对比例二制得的混凝土制品泛碱现象不严

重，但表面孔隙较多，面层强度较低，较易随面层砂浆的脱落而脱落，证明其在长期使用后

仍会出现泛碱现象，易出现质量问题。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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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