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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

土面层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

域。该材料包括碳酸钙晶须和水泥砂浆；水泥砂

浆由水泥、掺合料、水和石英砂组成。重量份数

为：碳酸钙晶须15～30份；水泥381～387份；掺合

料43份；石英砂212～215份；水127～129份。首先

进行配料；将碳酸钙晶须加入到1/2的水和减水

剂混合液中，超声分散；再将水泥、掺合料和石英

砂干拌，加入碳酸钙晶须悬浮液；分2次加入剩余

1/2的水和减水剂混合液；之后加入工业消泡剂；

最后浇筑、振捣、成型及养护。该材料由于加入碳

酸钙晶须而具有很好的填充、抗裂及增强增韧作

用，同时具备高耐磨性能，有很好的市场推广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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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其特征在于：包括碳酸钙晶须、水泥砂

浆；其中，水泥砂浆主要由水泥、掺合料、水和石英砂组成，各组份的重量份数如下:碳酸钙

晶须15～30份；水泥381～387份；掺合料43份；石英砂212～215份；水128～129份；所述掺合

料为F类粉煤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碳酸钙晶须为针状纤维，长度20～30μm，直径1～2μm，长径比20～3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42.5R。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石英砂的粒径为20～120目。

5.权利要求1～4所述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以

下步骤，S01按权利要求1～3所述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所含有的组份及各自的重量份数

进行配料；S02将碳酸钙晶须加入到1/2的水和减水剂混合液中，通过超声分散5分钟，获取

碳酸钙晶须悬浮液；

S03将水泥、F类粉煤灰和石英砂加入到砂浆搅拌机中干拌60～120秒；加入碳酸钙晶须

悬浮液，继续搅拌60～120秒；再分2次加入剩余1/2的水和减水剂混合液，继续搅拌120～

180秒；最后加入工业消泡剂搅拌60秒，得到新拌混合物；

S04将新拌混合物浇筑、振捣、成型及养护。

6.根据权利要求5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02中，所述减水剂属聚羧酸类

高效减水剂。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02中，所述超声分散采用超声波

细胞破碎仪。

8.根据权利要求6或7项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03中，所述砂浆搅拌机为

普通的砂浆搅拌机。

9.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S04中，所述养护为温度不低于5

℃，湿度不低于95％，养护时间2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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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材料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机动化进程不断推进，交通运输

行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配套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进入蓬勃发展时期，道

路网线工程逐步完善。水泥混凝土路面属于刚性路面，与普通沥青混凝土路面相比，具有承

载力高、稳定性好、使用寿命长、平整度保持期长、环境污染小以及养护成本低等优点。因

此，水泥混凝土路面被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广场、停车场、飞机跑道和车站码头

等。水泥混凝土路面不仅要求强度高、脆性低、抗冲击韧性好，同时还应具备优良的耐磨性

能。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耐磨性主要取决于其面层材料的耐磨性，而面层材料的耐磨性直接

影响到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正常使用、安全性及耐久性。

[0003] 目前，主要通过添加矿物掺合料、增强材料以及改善道路工程的施工工艺来提高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耐磨性能。加入粉煤灰、矿渣、硅粉以及石灰石粉等矿物掺合料，通过形

态效应、填充效应以及火山灰活性效应来提高水泥混凝土面层的耐磨性能。此外，将钢纤

维、玻璃纤维、玄武岩纤维以及合成纤维等增强材料加入到水泥混凝土中，通过纤维的应力

传递和裂缝桥联作用来提高耐磨性，实现水泥混凝土路面优良的路用性能。近年来，伴随纳

米技术的快速发展，包括纳米二氧化硅、纳米二氧化钛、纳米二氧化锆等在内的纳米颗粒也

被用来提高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性能，这些纳米颗粒通过成核效应和颗粒填充效应改善水泥

混凝土的水化作用和耐久性。然而，现有矿物掺合料对提升水泥混凝土面层耐磨性的增强

作用有限；纤维原材料成本相对较高，难分散，施工困难，特别地，钢纤维用于道路工程面层

中易锈蚀且对车辆轮胎损害大，玻璃纤维有抗碱耐久性问题、以及用于人行道面层对于人

体呼吸系统损坏较大的环保问题；而纳米颗粒的成本较高，阻碍其在工程应用中推广。相比

上述矿物掺合料、纤维和纳米颗粒来说，碳酸钙晶须机械强度高、耐磨耐热性能好、无毒、原

材料来源广泛且生产成本较低，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因此，碳酸钙晶须已被广泛应用于塑

料、摩擦材料、造纸、涂料以及医药等领域，是当前最具潜力且可大规模应用在水泥混凝土

面层中的改性材料。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

料及其制备方法，可解决现有水泥混凝土面层易开裂、耐磨性差，导致其使用寿命缩短的问

题，同时可有效降低成本。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包括碳酸钙晶须和水泥砂浆；其中，水

泥砂浆包括水泥、掺合料、水、石英砂、减水剂和工业消泡剂。各组份的重量份数如下：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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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晶须15～30份；水泥381～387份；掺合料(F类粉煤灰)43份；石英砂212～215份；水127～

129份；减水剂2～4份、工业消泡剂2份。

[0007] 进一步特征，所述的碳酸钙晶须为针状纤维，长度为20～30μm，直径为1～2μm，长

径比为20～30。

[0008] 进一步特征，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42.5R。

[0009] 进一步特征，所述石英砂的粒径为20～120目。

[0010] 上述的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的制备方法，步骤如下：

[0011] S01按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所含有的组份及各自的重量份数进行配料；

[0012] S02将碳酸钙晶须加入到1/2的水和减水剂混合液中，通过超声分散5分钟，获取碳

酸钙晶须悬浮液；

[0013] S03首先将水泥、掺合料和石英砂加入到砂浆搅拌机中干拌60～120秒；其后加入

碳酸钙晶须悬浮液，继续搅拌60～120秒；之后分2次加入剩余1/2的水和减水剂混合液，继

续搅拌120～180秒；最后加入工业消泡剂搅拌60秒，得到新拌混合物；

[0014] S04将新拌混合物浇筑、振捣、成型及养护。

[0015] 其中，步骤S02中，所述减水剂属聚羧酸类高效减水剂；超声分散采用超声波细胞

破碎仪。

[0016] 步骤S03中，所述的工业消泡剂可以为磷酸三丁酯。

[0017] 步骤S04中，所述养护条件为温度不低于5℃，湿度不低于95％，养护时间28天。

[0018] 本发明将碳酸钙晶须加入到水泥基体中，不仅可以发挥其微观尺度上的填充作

用，同时具有高抗拉强度、高弹性模量以及大长径比的碳酸钙晶须还能够在水泥基体中起

到微纤维作用，通过晶须拔出、晶须拔断、裂纹偏转以及晶须桥联等一系列增强机制，可有

效抑制水泥基体中微裂缝的产生，实现对水泥基体的增强增韧。另外，除上述作用之外，碳

酸钙晶须在水泥基体中还表现出物理稀释作用，降低水泥的水化热、非蒸发水量和氢氧化

钙(CH)晶体量；其次，碳酸钙晶须的加入能体现晶核作用，使水化硅酸钙(C-S-H)凝胶和氢

氧化钙(CH)以碳酸钙晶须作为晶核生长；再次，碳酸钙晶须在水泥基体中能够起到化学催

化作用，生成单碳铝酸盐，消耗多余的铝相，减少高硫型水化硫铝酸钙(AFt)向单硫型水化

硫铝酸钙(AFm)的转化，改善孔隙结构，进而提高水泥基体的强度。此外，碳酸钙晶须可以优

化CH晶体在水泥基体中的取向，缩小CH晶体生长的空间，提高水泥基体的结构密实度。

[0019] 此外，针状的碳酸钙晶须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在拌合过程中，大量的碳酸钙晶须

可相互搭接最终形成网状结构，能显著调节水泥基材料拌合物的黏度。特别地，良好的耐摩

擦和耐热性能进一步支持碳酸钙晶须作为水泥混凝土面层的耐磨改性材料。最后，碳酸钙

晶须的原材料来源广泛，生产技术成熟，成本低廉，本技术可为我国碳酸钙矿产资源的大规

模开发利用开辟新途径。

附图说明

[0020] 图1(a)为碳酸钙晶须的宏观形貌。

[0021] 图1(b)为碳酸钙晶须的微观形貌。

[0022] 图2为实施例1～3中碳酸钙晶须的XRD图。

[0023] 图3为实施例1～3中样本生产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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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图4为实施例1～3中样本的单位面积磨损量；

[0025] 图5为实施例1～3中样本的立方体抗压强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以下实施例只是用来详

细说明本发明，并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本发明的范围。以下实施例中所涉及的一些步骤或方

法，如无特殊说明，均为本领域的常规方法，所涉及的材料、仪器设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

常规材料和仪器设备。

[0027] 实施例1

[0028] 本实施例所用的碳酸钙晶须如图1所示，原材料的组份重量配比为：30份碳酸钙晶

须、381份普通硅酸盐水泥、43份掺合料、212份石英砂、127份水以及4份减水剂和2份消泡

剂。样本的生产过程如图3所示，选用SJ-15型砂浆搅拌机，搅拌叶转速80±4r/min，搅拌筒

转速60±2r/min。首先，将127份水和4份聚羧酸类高效减水剂混合搅拌30秒后均匀分成两

份；将30份碳酸钙晶须加入到上述1/2减水剂混合溶液中搅拌30秒；对上述混合溶液超声分

散5分钟，形成碳酸钙晶须悬浮液；将称量过的原材料，包括381份普通硅酸盐水泥、43份掺

合料和212份石英砂加入砂浆搅拌机中，均匀搅拌60秒；接着将碳酸钙晶须悬浮液加入上述

干拌混合料中，继续搅拌60秒；之后将剩余的1/2减水剂混合溶液在60秒内分2次加入到上

述拌合料中，继续搅拌60秒；最后，加入2份工业消泡剂，搅拌60秒后获取新拌水泥混凝土面

层材料。最后，浇筑成150mm×150mm×150mm的立方体样本，在温度为20±3℃的水中养护28

天，获得具有高耐磨性的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

[0029] 按照《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规程》JTG  E30-2005和《水泥胶砂耐磨性试

验方法》JC/T  421-1991中的规定，采用带有花轮磨头的TMS-04型水泥胶砂/混凝土耐磨试

验机进行耐磨试验。首先，将实施例1得到的立方体样本表面擦干，并放入空气中自然干燥

24小时，在60℃的烘箱中烘干4小时后冷却至室温，进行耐磨试验。然后，将样本固定到耐磨

试验机的水平托盘上，并在200N的荷载作用下预磨30转，称量原始质量m1；接着将样本继续

固定到耐磨试验机的水平托盘上，在200N的荷载作用下再磨60转，称量样本质量m2。整个试

验的过程中采用吸尘器对样本磨损面磨掉的粉尘及时清理。根据下式计算样本单位面积磨

损量G：

[0030]

[0031] 式中：G为样本单位面积上的磨损量，kg/m2；

[0032] m1为样本经历30转预磨损后的质量，即样本的原始质量，kg；

[0033] m2为样本经历60转磨损后的质量，kg。

[0034] 实施例2～实施例3

[0035] 与实施例1相比，实施例2～实施例3的区别仅在于各组份的重量份数不同，详见表

一。

[0036]   碳酸钙晶须 水泥 掺合料 石英砂 水 减水剂 消泡剂

对比样本 0 393 43 218 131 2 2

实施例2 20 385 43 214 128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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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3 15 387 43 215 129 3 2

[0037] 通过实施例2和实施例3制备得到的试验样本单位面积的磨损量结果如图4所示。

可以看到，各试验样本的单位面积磨损量均小于对比样本，且明显小于《公路水泥混凝土路

面施工技术细则》JTG/T  F30-2014中关于一级公路面层磨损量的规定，说明该试验样本具

有良好的耐磨性。

[0038] 对经历耐磨试验后的样本进行立方体抗压试验，试验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

与对照样本相比，试验样本具有更高的抗压强度。

[0039] 本发明的一种高耐磨性水泥混凝土面层材料由于加入了碳酸钙晶须使其具有很

好的填充、抗裂以及增强增韧作用，同时具备高耐磨性能。因此，有很好的市场推广价值。

[0040] 对所公开实施例的上述说明，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实现或使用本发明。对这些

实施例的多处修改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

不脱离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前提下，在其它实施例中实现。因此，本发明将不限制于本文所

显示的这些实施例，而是要符合与本文公开原理和新颖特点相一致的最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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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a)

说　明　书　附　图 1/6 页

7

CN 111620623 A

7



图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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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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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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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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