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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砟轨道修补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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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混凝土结构在服役过程中产生的破损缺陷日益突出，因此无砟轨道的修复技

术变得日趋重要。本研究借鉴国外高速铁路无砟轨道维修经验，以硫铝酸盐水泥为基材，设计了一种适合于我国高

速铁路的轨道板和轨道板砂浆层之间离缝的快速修复材料，通过控制乳胶粉和聚丙烯纤维的掺入量提高强度及耐久

性。结果表明：乳胶粉掺入量为 0.8，聚丙烯纤维掺入量为 0.5时，该水泥砂浆的 7 d抗压强度 56.8 MPa，抗折强度

16.3 MPa，耐腐蚀系数 0.91以上。所制备出的水泥修补砂浆能够满足无砟轨道维修标准各项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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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pair Technology for a Ballastless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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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the damage defects caused by the concrete structure
during the service proces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 the repair technology of ballastless track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repairing the ballastless track plate on foreign high-speed railway,
Sulphoaluminate cement was used as the base material to become a rapid repair material for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rack
plate and the track plate mortar layer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so as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and durability by way of
controlling the amount of latex powder and polypropylene fibers. The results showed when the latex powder was 0.8 and the
polypropylene fiber was 0.5, the 7 days compressive strength, flexural strength and corrosion coefficient of the cement
mortar reached 56.8 MPa, 16.3 MPa and 0.91 respectively. The prepared cement repair mortar could meet the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the ballastless track dimensi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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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40多年的发展，高速铁路逐步形成了以德国、日本、法国三个家为代表的高铁技术体系。

目前，全球已建成投产 6850 km 时速 250多 km 的高速铁路。国外运营证明，高铁具有运能大、速

度高、安全舒适、能耗低、污染轻、低成本少、占地少、高效益等特点，发展高铁称为经济发展的

强大支撑[1]。2020年，我国高速铁路的里程将达到 10万多 km，百分之八十的全国主要省会城市将

全部通车。首都北京到全国省会城市的时间将达到 8 h左右，省会城市将在省会建立 0.5 h、1 h、2 h
的经济圈，邻近省会城市将构建 2 h、3 h经济圈。我国人口基数较大，铁路运营系统将会是一个质

的飞跃，我国铁路系统将会走进全世界最先进的水平[2]。

目前，我国采用的板式无砟轨道分别是 CRTSⅠ型、CRTSⅡ型和 CRTSⅢ型[3]。高速铁路无砟轨道

近年来才开始使用，因此，在设计、施工和运营维护等方面都没有足够的经验，基础理论方面尚未

成熟，许多关键技术问题仍期待科研工作者去解决[4]。尤其是随着服役年限的增加，混凝土的结构

不可避免的出现破损状况，因此新型修补材料技术与研制尤为重要。

混凝土修补材料的主要性能指标有（1）凝结硬化后浆体与原混凝土的粘结强度；（2）硬化浆体

与原混凝土的弹性模量相近；（3）硬化浆体与原混凝土收缩系数相近；（4）硬化浆体与原混凝土相

等或相近：（5）具有良好的耐久性[5]。目前主要研究的有收缩补偿砂浆[6]，预辅骨料混凝土[7]，掺加

碳纤维改善粘结性能[8]等，较多研究集中在聚合物改性混凝土和砂浆。

无砟轨道的伤损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9]:轨道板结构与砂浆垫层的离缝缺陷；砂浆层内部结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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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病害、混凝土伤损、结构件的破坏、支承层上部无砟轨道的病害和伤损、无砟轨道发生某些位置

变化或沉降等。损伤修复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1）快速抢修。无砟轨道的病害治理维修工作必须保证在 4 h以内完成，否则将对列车的正常

运行带来不良的影响[10-12]；

（2）重复维修。修补材料必须兼顾耐久性和可维修性，确保修补后的服役混凝土再次出现伤损

时可以完全祛除修补部位或者基于再次破损的部位反复维修。修补受损采用材料不相同时，须确保

证新旧材料之间优良的融合性[13-15]。

目前修补的材料主要以树脂砂浆为主，针对混凝土结构中有机基体的引入是否会对粘结、耐久

性产生影响尚不明确，但是随着服役年限、环境的变化有机物的老化是不争的实时。因此，为了实

现快速修复，研究一种新型的修复材料至关重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 水泥：赞皇县金隅水泥有限公司的 42.5快硬硫铝酸盐水泥；

(2) 过烧镁砂：MgO≥87%，平均粒径 40 μm；

(3) 粉煤灰：Ⅱ级，灰黑色的粉末；

(4) 砂：SiO2≥96%；

(5) 聚磷酸盐：Na5P3O10≥96%，白色粒状粉末；

(6) 胶粉：市场购得 821专用胶粉；

(7) 聚丙烯纤维：白色，直径为 42 μm，长度为 16 mm，密度为 0.89 g·m-3，弹性模量为 7 GPa，
抗拉强度为 400 MPa。

1.2 方 法

1.2.1 配合比设计 在此配比基础上制备的 MPC 水泥，浆体的初凝时间控制在 1013 min，1 h 抗压

强度高于 40 MPa，7 d抗压强度达到 50 MPa，符合高铁无砟轨道对修补材料维修凝结速度快、早期

强度高的标准。

表 1 硫铝酸盐水泥复合砂浆的配合比

Table 1 Mixing ratio of complex sulphoaluminate cement mortar
成分

Component
硫铝酸盐水泥

Sulphoaluminate cement
镁砂

Magnesia
粉煤灰

Coal ash
砂

Sand
聚磷酸盐

Polyphosphates
胶粉

Gelatine powder
聚丙烯纤维

Polypropylene fiber
水

Water
比例 22 8 15 40 5 0-0.5 0-1 10

1.2.2 砂浆拌和步骤 砂浆配合比试验的步骤如下：

(1) 将水泥、镁砂缓凝剂、砂和粉煤灰等按不同配比称量；

(2) 倒入搅拌容器内，加水进行拌合，低速 30 s，高速 90 s；
(3) 浇筑于试模中，并将其放在震台上振实；

(4) 带模养护 1 h左右后脱模，自然养护至不同龄期。

1.2.3 性能测试方法 (1) 拌合物流动度测试：拌合物砂浆的流动度实验按 GB/T 2419-2016《水泥胶

砂流动度测定方法》进行测试；

(2) 强度测试：抗折强度采用水泥胶砂电动抗折试验机进行测试，测试方法按照《建筑工程饰面

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JGJ110-2017）；抗压强度试验采用WED-300 型电子式万能试验机测试，测

试方法依据《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GBT 17671-1999）；
(3) 耐腐蚀性能的测试方法：将试件分别浸泡在不同酸碱溶液和清水中，养护至规定龄期，测试

不同环境水泥的抗压强度，计算耐腐蚀系数。同时观察表观现象的变化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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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不同乳胶粉掺量对修补砂浆性能影响

2.1.1 乳胶粉掺量对流动性影响 为了提高砂浆的流动性，选用可再分散乳胶粉作为添加剂，添加剂

含量分别为：0%、0.2%、0.5%、0.8%、1.0%。

不同乳胶粉掺量下复合砂浆的流动度试验结果如图 1所示，结果表明，水泥砂浆的流动性随着

乳胶粉掺量的增加而增大，乳胶粉掺量增加至 1.0%时，胶砂流动度为 196 mm，且砂浆开始呈离析

状态。为了将砂浆流动度控制在 160175 mm之间，乳胶粉掺量为 0.5%~0.8%比较合适。

砂浆流动性的提高主要归结于分散胶粉的掺入，可再分散乳胶粉有一定的减水效应，表面活性

成分起到了引气效果，大大提高了砂浆的流动性，胶粉颗粒之间的润滑作用的同时也提高了砂浆混

合料的流动性。

2.1.2 乳胶粉掺量对砂浆粘结抗折强度的影响 控制再分散乳胶粉的掺量为01%，依据新拌砂浆流动

度在160175 mm之间对拌和物的用水量进行调整。

不同乳胶粉掺量下的砂浆粘结抗折强度如图 2所示，一定范围内，胶粘强度随着乳胶粉掺量的

增加而增加。当掺量为 0.8％时，14 d时的抗折强度为 6.8 MPa，达到最大值，较空白组增加了 58％。

乳胶粉的掺入在砂浆中引入了聚合物，聚合物的内聚力会在砂浆之间产生铆接和桥接，当硬化浆体

发生破坏时，吸收来自于断裂扩展导致的能量，从而阻碍微裂纹的扩展，提高修补砂浆的粘结强度。

2.1.3 乳胶粉掺入对水泥砂浆耐久性能研究 酸溶液中砂浆不同龄期腐蚀后的耐腐蚀系数如图 3所示。

不同龄期下，水泥砂浆耐腐蚀系数分别达到了 0.89、0.79、0.78，均有一定的提高，表明乳胶粉的掺

入可以提高砂浆的耐久性。

图 3 乳胶粉掺量为 0.8%下硫铝酸盐水泥砂浆耐久性的影响

Fig.3 Effect of latex powder content of 0.8% on the durability of sulphoaluminate cement mortar

2.2 不同掺量下聚丙烯纤维对修补砂浆性能的影响

聚丙烯纤维对硫铝酸盐水泥（SAC）砂浆抗压强度的影响如图4所示。随着聚丙烯纤维的掺入，

砂浆的1 d与3 d抗压强度均低于空白组，且随着掺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对比聚丙烯纤维不同掺量下

7 d和28 d强度，可以得出硬化体强度随掺量的增加而升高。综合上述结论可以得出，当聚丙烯纤维

掺量为0.5%时，砂浆后期的抗压强度能够有效提高，28 d抗压强度达到56.8 MPa，相较于与无掺加

的抗压强度差别较小。

聚丙烯纤维对硫铝酸盐水泥砂浆抗折强度的影响结果如图 5所示，硫铝酸盐水泥砂浆的各龄期

图 1 乳胶粉对硫铝酸盐水泥砂浆流动度的影响
Fig.1 Effect of latex powder on the fluidity of

sulphoaluminate cement mortar

图 2 乳胶粉对硫铝酸盐水泥砂浆粘结抗折强度的影响
Fig.2 Effect of latex powder on flexural strength of

sulphoaluminate cement mor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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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折强度均随着聚丙烯纤维掺量的增加呈升高的趋势。

聚丙烯纤维增强修补砂浆是一种非匀质的复合材料，服役混凝土结构在薄弱、缺陷区域发生破

坏的主要原因就是结构在受载荷情况下应力和应变的不均匀分部。相关研究证实，特种纤维增加复

合材料发生纤维断裂时的载荷可以达到极限载荷的 60%以上。纤维增强修补砂浆处于服役状态发生

断裂时，断裂的过程不仅仅限于混凝土结构、纤维的断裂，同时包括纤维与砂浆基体的粘结以及受

损严重时纤维的拔出，随着裂纹的扩展和损伤的累计最终发生宏观的断裂，断裂过程即能量释放的

过程，纤维与砂浆基体的脱粘和纤维被拔出的过程需要克服较大的摩擦阻力，在此过程中需要消耗

大量的能量。

3 结 论

研制的快速修复水泥砂浆，7 d 抗压强度达到 56.8 MPa，抗折强度达到了 16.3 MPa，耐腐蚀系

数达到了 0.91以上，能够满足无砟轨道维修标准各项性能的要求，尺寸灌注试验表明，复合砂浆产

品能满足我国板式无碴轨道铁路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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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聚丙烯纤维对砂浆抗压强度的影响
Fig.4 Effect of polypropylene fiber on

compressive strength of mortar

图 5 聚丙烯纤维对砂浆抗折强度的影响
Fig. 5 Effect of polypropylene fiber on the

flexural strength of mort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