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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混凝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

混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

及其制备方法。该硬化剂由如下重量百分数的材

料混合搅拌反应而成：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10

～20％、骨料60～80％、高岭土3～5％、石灰1～

2％，其它矿物外加剂5～10％、胶粉0.5～2％、缓

凝剂0.05～0.1％、减水剂0.05～0.1％、色料0～

3％。本发明制备的硬化剂突破了在硅酸盐水泥

基混凝土上应用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的限制；

解决了现有水泥基耐磨地坪表面塑性裂纹问题。

本发明制备的硬化剂具有超高的强度和表面硬

度，且分散性能好，大大提高了各原料的相容性

和结合力，性能增强，实现了耐磨层与基层的超

高粘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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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其特征在于，由如下重量百分

数的材料混合搅拌反应而成：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10～20％、骨料60～80％、高岭土3～

5％、石灰1～2％，其它矿物外加剂5～10％、胶粉0.5～2％、缓凝剂0.05～0.1％、减水剂

0.05～0.1％、色料0～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采用以下强度等级中的一种：42.5、52.5或6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骨料为石英砂、金刚砂和合金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矿物外加剂为矿粉、硅灰和粉煤灰中的一种或几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其特征在于，所

述缓凝剂为酒石酸、葡萄糖酸钠、柠檬酸和柠檬酸钠中的一种或几种。

6.一种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混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的

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硼氢化钠溶于氨水中，得硼氢化钠-氨水溶液，然后将其同高岭土混合，搅拌均

匀，然后将其烘干，粉碎，然后在800-900℃下煅烧2h；

(2)将煅烧后的高岭土加入β-(3，4-环氧己基)乙基三甲氧基硅烷和水，升温至80-90

℃，搅拌2h后进行抽滤，然后烘干后粉碎得煅烧高岭土；

(3)将煅烧高岭土同其他原料混合搅拌均匀即可。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硼氢化钠在氨水中的浓度为

0.25mol/L；所述硼氢化钠和高岭土的质量比1：800。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岭土和β-(3，4-环氧己基)

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质量比为1：0.01-0.02；所述高岭土和水的质量比为1：20。

9.根据权利要求6-8任一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烘干均为在35-40℃下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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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及其制备

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凝土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混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

基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基耐磨地坪系统是一种高性价比的重载地坪，它是在现浇混凝土初凝阶段撒

布水泥基耐磨材料(硬化剂)，经镘抹后形成的坚硬、耐磨、耐冲击的地坪系统，可用于仓库、

各类工业厂房车间、停车场及其他重型机械行走的场所。其中的混凝土地面用水泥基耐磨

材料(水泥基硬化剂)是由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耐磨骨料为基料，加入适量添加

剂组成的干混材料。通常情况下由水泥基硬化剂形成的耐磨层厚度在3～5mm，它与基层混

凝土构成水泥基耐磨地坪系统，这3～5mm厚的耐磨层直接影响着整个地坪系统的寿命，起

皮、脱层空鼓、开裂是地坪工程项目中常见的弊病。

[0003] 中国专利申请CN109836104A公开了一种高抗裂耐磨地坪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通过

加入纤维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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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专利申请CN108975809A公开了一种干撒式地面硬

化剂及其使用方法，利用经过处理和级配优化的铜渣作骨料提高地面耐磨性、表面强度、抗

冲击能力以及抗油性。目前在解决水泥基耐磨地坪出现的微裂纹、空鼓开裂、起皮等问题时

主要通过选择骨料、优化骨料级配和添加纤维等方法，均是在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

泥为胶凝材料的基础行进行的。因耐磨地坪在施工过程中存在初凝阶段的混凝土提浆工

序，提浆后进行干撒水泥基耐磨材料，这很难保证整个耐磨层材料组成均匀一致，一旦出现

浆体富集区域就会造成塑性开裂，甚至空鼓脱层。这主要是因为以水泥为主的富浆区收缩

率要远大于骨料均匀区域。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开发一种混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解决

传统意义上的水泥基硬化剂地坪易开裂、易空鼓问题，实现水泥基耐磨地坪与建筑同寿命

的要求。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取以下技术方法予以实现：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混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由如下重量百

分数的材料混合搅拌反应而成：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10～20％、骨料60～80％、高岭土3

～5％、石灰1～2％，其它矿物外加剂5～10％、胶粉0.5～2％、缓凝剂0.05～0.1％、减水剂

0.05～0.1％、色料0～3％。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采用以下强度等级中的一种：42.5、52.5或

62.5；所述骨料为石英砂、金刚砂和合金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矿物外加剂为矿粉、硅灰和

粉煤灰中的一种或几种；所述缓凝剂为酒石酸、葡萄糖酸钠、柠檬酸和柠檬酸钠中的一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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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

[000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混凝土地面用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基硬化剂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0009] (1)将硼氢化钠溶于氨水中，得硼氢化钠-氨水溶液，然后将其同高岭土混合，搅拌

均匀，然后将其烘干，粉碎，然后在800-900℃下煅烧2h；

[0010] (2)将煅烧后的高岭土加入β-(3，4-环氧己基)乙基三甲氧基硅烷和水，升温至80-

90℃，搅拌2h后进行抽滤，然后烘干后粉碎得煅烧高岭土；

[0011] (3)将煅烧高岭土同其他原料混合搅拌均匀即可。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硼氢化钠在氨水中的浓度为0.25mol/L；所述硼氢化钠和高岭土的

质量比1：800。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高岭土和β-(3，4-环氧己基)乙基三甲氧基硅烷的质量比为1：

0.01-0.02；所述高岭土和水的质量比为1：20。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烘干均为在35-40℃下进行。

[0015] 本发明所使用的色料可选无机颜料，也可以选有机色浆，亦或不加。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0017] (1)本发明制备的硬化剂突破了在硅酸盐水泥基混凝土上应用硫铝酸盐水泥基硬

化剂的限制，尤其适用于在特种混凝土或特种砂浆地面上制备水泥基耐磨地坪，解决了现

有水泥基耐磨地坪表面塑性裂纹问题。

[0018] (2)本发明制备的硬化剂具有超高的强度和表面硬度，且分散性能好，大大提高了

各原料的相容性和结合力，性能增强，实现了耐磨层与基层的超高粘结强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通过具体的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

[0020] 本发明煅烧高岭土预先进行处理高岭土后进行煅烧，具体步骤如下：

[0021] (1)将硼氢化钠溶于氨水中，得浓度为0.25mol/L的硼氢化钠-氨水溶液，然后将其

同高岭土混合，按照硼氢化钠和高岭土的质量比1：800的添加量搅拌均匀，烘干粉碎，然后

在800-900℃下煅烧2h；

[0022] (2)按照每份煅烧后的高岭土加入0.01份的β-(3，4-环氧己基)乙基三甲氧基硅烷

和20份的水，升温至80℃，在80-90℃的温度下搅拌2h后进行抽滤，然后烘干后粉碎得煅烧

高岭土。

[0023] 实施例1I型水泥基硬化剂

[0024] 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强度等级42.5  18％

[0025] 骨料：6-10目石英砂36％，40-70目石英砂20％，70-140目石英砂5％

[0026] 煅烧高岭土：5％

[0027] 石灰：1.5％，

[0028] 其它矿物外加剂：硅灰4％，矿粉5％

[0029] 胶粉：1.0％

[0030] 缓凝剂：酒石酸0.05％，柠檬酸0.05％

[0031] 减水剂：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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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色料：钛白粉2.5％，氧化铁红1.5％

[0033] 具体性能见表1。

[0034] 表1材料物化性能指标

[0035]

[0036] 实施例2II型水泥基硬化剂

[0037] 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强度等级52.5  16％

[0038] 骨料：级配金刚砂63％

[0039] 煅烧高岭土：5％

[0040] 石灰：1.5％，

[0041] 其它矿物外加剂：硅灰4％，矿粉5％

[0042] 胶粉：1.0％

[0043] 缓凝剂：酒石酸0.05％，柠檬酸0.05％

[0044] 减水剂：0.1％

[0045] 色料：钛白粉2.0％，炭黑2.5％

[0046] 具体性能见表2。

[0047] 表2材料物化性能指标

[0048]

[0049] 实施例3I型水泥基硬化剂

[0050] 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强度等级42.5  19.5％

[0051] 骨料：6-10目石英砂36％，40-70目石英砂20％，70-140目石英砂5％煅烧高岭土：

5％

[0052] 石灰：1.5％，

[0053] 其它矿物外加剂：硅灰4％，矿粉5％

[0054] 胶粉：1.0％

[0055] 缓凝剂：酒石酸0.05％，柠檬酸0.05％

[0056] 减水剂：0.1％

[0057] 色料：钛白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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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8] 具体性能见表3。

[0059] 表3材料物化性能指标

[0060]

[0061]

[0062] 对比例1I型水泥基硬化剂

[0063] 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强度等级42.5  19.5％

[0064] 骨料：6-10目石英砂36％，40-70目石英砂20％，70-140目石英砂5％

[0065] 煅烧高岭土：5％

[0066] 石灰：1.5％，

[0067] 其它矿物外加剂：硅灰4％，矿粉5％

[0068] 胶粉：1.0％

[0069] 缓凝剂：酒石酸0.05％，柠檬酸0.05％

[0070] 减水剂：0.1％

[0071] 色料：钛白粉2.5％

[0072] 该对比例中高岭土的处理方法如下：

[0073] (1)将高岭土烘干粉碎，然后在800-900℃下煅烧2h；

[0074] (2)按照每份煅烧后的高岭土加入0.01份的β-(3，4-环氧己基)乙基三甲氧基硅烷

和20份的水，升温至80℃，在80-90℃的温度下搅拌2h后进行抽滤，然后烘干后粉碎得煅烧

高岭土。

[0075] 具体性能见表4。

[0076] 表4材料物化性能指标

[0077]

[0078] 对比例2I型水泥基硬化剂

[0079] 高贝利特硫铝酸盐水泥：强度等级42.5  19.5％

[0080] 骨料：6-10目石英砂36％，40-70目石英砂20％，70-140目石英砂5％

[0081] 煅烧高岭土：5％

[0082] 石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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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其它矿物外加剂：硅灰4％，矿粉5％

[0084] 胶粉：1.0％

[0085] 缓凝剂：酒石酸0.05％，柠檬酸0.05％

[0086] 减水剂：0.1％

[0087] 色料：钛白粉2.5％

[0088] 该对比例中高岭土的处理方法如下：将高岭土烘干粉碎，然后在800-900℃下煅烧

2h即可。

[0089] 具体性能见表5。

[0090] 表5材料物化性能指标

[0091]

[0092] 将实施例中采用的煅烧高岭土的方法和对比例1的方法制备的煅烧高岭土采用兰

光白度计进行兰光白度检测，具体结果见表6。

[0093] 表6

[0094]   本发明 对比例1

兰光白度 88.73 7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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