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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Flow 928
高强度、无收缩水泥灌浆
产品概述
MasterFlow 928
是一种即时可用的粉末，只需现场加入水即可生成
具有预期性能的无收缩灌浆。
用途
MasterFlow 928
可在从流体到潮湿包装的任何稠度状态下使用，也
可用于基层，灌浆和精密轴承，例如：
 燃气和蒸汽涡轮机
 发电机
 压榨机
 起重机轨道
 铣床
 预铸构件
 地脚螺栓
 适用于桥梁支座施工
优势
 无收缩。
 可调节稠度。
 可靠并且可预测的性能。
 即使在高温环境下也具有优异的和易性保持性。
 对钢材和混凝土表面粘结强度高。
 流体稠度状态下优良的早期强度。
 良好的耐疲劳和耐冲击性。
 含有硅粉以提高强度和耐久性。
 防渗。
 当需要填充大量孔隙时，可以添加经过清洗的干
净5-13毫米骨料进行扩容，MasterEmaco FL
100
骨料的包装规格为20千克，这需要获得巴斯夫建
筑化学品和技术服务部门的批准。
包装
MasterFlow 928
采用防潮袋包装，每袋规格为25千克。

标准
符合 CRD-C 621
ASTM C1107-14 标准

施用流程
准备
准备浇注灌浆的表面需清除水泥浮浆，露出骨料。
不要使用凿石锤或类似设备，以免将骨料压碎并残
留在表面。表面必须无油，无灰尘，污垢，养护剂
和其他杂质。在浇灌前浇灌面要浸泡在水中24小时
，尽可能减少局部吸水同时提高灌浆的流动性。表
面应当保持潮湿，但要去除积水。
应特别注意螺栓孔，确保其中没有水。如有需要，
可用无油压缩空气吹干螺栓孔和其他孔洞。
基座和螺栓等处必须保持清洁，没有油、油脂、涂
料等污染物。设置并调整设备。如果为了在灌浆之
后方便移除衬垫，可给其上少量油。
模板要牢固并且防水，保证在浇灌和养护灌浆过程
中的稳固，不会出现漏水现象。在灌浆区域不要有
过多振动。关闭施工区域周围的设备直至灌浆硬化
。
如果在炎热条件下施工，设备基座和基层要避免阳
光直射。灌浆在使用前要在阴凉处存放。
如果在寒冷条件下施工，应将基座和基层温度升高
至10℃以上。
搅拌
在炎热条件下用冷水搅拌,
使灌浆的温度低于30℃。
在寒冷条件下，用温水搅拌使灌浆温度高于10℃。
在用灌浆搅拌机搅拌首批
MasterFlow
928之前，要用水湿润搅拌机内侧。确保搅拌机湿
润，但无积水。加入预先称量好的水。缓慢添加Ma
sterFlow
928，持续搅拌。搅拌至少五分钟，直至得到平滑
、均匀、没有结块，并达到所需稠度。
MasterFlow 灌浆
当需要对骨料进行“膨胀”时，应通过现场试验确
认513毫米骨料的添加量。通常情况下，添加量为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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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Flow 928
25千克MasterFlow
928中加入10至15千克干净的干燥骨料。.
在混凝土搅拌器内将骨料加入拌合水，然后缓慢添
加MasterFlow
928粉末，搅拌5分钟，直至稠度均匀并且没有结块
— 根据施工要求，理想坍落度为75-200毫米。
浇筑
在浇筑之前事先放置在模板中的铁丝能够辅助灌浆
大面积的流动，同时挤压并消除孔洞。连续倒入灌
浆。保持恒定的静压高差，最好在15厘米以上。
在灌浆浇注面上，在模板与设备基座之间保持10厘
米的距离。
在另一面，模板与基座之间的距离为5-10厘米。
MasterFlow灌浆适合使用各种类型的泵送设备。
当按照上文所述用骨料增加MasterFlow
928体积时，应使用轻质杆浇筑并压实，并且仅轻
拍模板表面。不应利用机械振动。
在浇筑MasterFlow 928
灌浆之后，立即用干净潮湿的麻布遮盖所有暴露的
灌浆，保持湿润，直至灌浆足够坚硬可以喷涂固化
膜。
如果灌浆路肩需要磨光处理，应在施用固化膜之前
进行。建议使用我们
MasterKure系列产品制成的固化膜。
路肩
由于基座下的灌浆与暴露在上层，温度变化较快的
路肩之间的温差，可能会造成脱落或裂缝。要尽可
能避免设置路肩。
如果要求设置路肩,
则其必须加固锚定在基层上防止脱落。
典型需水量 — 表1
用途

灌浆机

稠度

流体

流动锥
法*
20-30

混合用水量
升/25千克
最小值 最大值
4.5
5

* ASTM C939（原CRD-C 79标准）
典型性质
强度发展
灌浆的强度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搅拌、加水量、
固化、温度和湿度。以下表格是每包45千克Master
Flow 928
在25°C时与4.5升水（流体）混合所产生的典型平
均强度。
测量抗压强度使用的是100毫米立方体。测量抗弯
强度使用的是40×40×160毫米棱柱体。
抗压强度
抗弯强度
时间
全屏
全屏
N/mm²
N/mm²
20
4
1天
35
6
3天
45
8
7天
>60
>9
28天
湿密度：约2220kg/m³

泛水现象
加入推荐用量的水不会造成明显的泛水现象（AST
M C-232）。
膨胀
根据 ASTM C-878
标准对膨胀水泥进行检测，根据美国陆军工程兵部
队标准对灌浆进行检测。根据 ASTM C-878
标准进行的检测表明膨胀值约为0.05％。根据美国
陆军工程兵部队标准进行的检测表明膨胀值为0.3％
，低于相同标准规定的最大值（0.4%）。此外，M
asterFlow 928
在塑性状态和初凝阶段都会出现膨胀现象。然而，
MasterFlow 928
的膨胀现象主要出现在固化的前12小时之内。
弹性模量
通过施加对应于1/3强度的载荷，测得的静态弹性模
量约为22,000 N/mm²（2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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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Flow 928
耐疲劳性
由MasterFlow 928
制成立方体试件，固化一个月，以500次/分钟的频
率，20至50N/mm²的脉动应力进行200万次疲劳测
试。经测试试件完好，并且其抗压强度超过未经疲
劳测试的类似试件。
与混凝土的粘结力
典型的直接拉伸“拉断”测试表明与混凝土的粘结
力介于2-4Mpa之间。
和易性
根据ASTM
C939标准检测的流体稠度能够达到CRD-C 62182的要求。

毛细孔和渗透性
即使在20个大气压的压力下，水也无法渗透Master
Flow 928 试件。计算获得的渗透因数低于1.1012厘米/秒。
耐化学腐蚀性
由于MasterFlow 928
灌浆所具有的水密性，因此可以抵御溶液中的环境
侵蚀性化学品的腐蚀。

耐低温能力
经过300次冻融循环之后，弹性模量仅下降5％。这
表明MasterFlow 928
对冰冻的破坏作用有很强的抵抗能力。
存储
存放时应避免阳光直射，放置在托盘上以离开地面
，防止雨淋。避免过度压实。按照以上方法，本产
品可以在原包装中保存约12个月。
未按照推荐的存储条件保存将导致产品或包装过早
老化。如需了解具体存储建议，请咨询巴斯夫技术
服务部门。
注意事项
灌浆和与其相接触的构件的温度要在10°C至35°
C
之间。不要加入过量的水或在不适宜的温度下施工
，以免导致混合灌浆过稠或出现泌水或离析现象。
MasterFlow 928
的最小涂覆厚度为25毫米，最大深度为80毫米。
如果浇注厚度超过80毫米，应考虑使用MasterFlo
w
980。如果浇注厚度小于25毫米，请咨询巴斯夫技
术服务部门。
为了模拟现场环境，需要在浇注之后立即夹紧立方
体试块持续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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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erFlow 928
切勿疲劳工作，避免使用机械振荡。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再次加水重拌MasterFlow
928。
关键是使用机械灌浆搅拌机以获得最佳性能。
产量/用量
每袋25千克加入5升水可获得13.8升灌浆。
73袋x25千克/立方米
警告
如同其他含有硅酸盐水泥的产品，
MasterFlow 928
灌浆中的水泥成分可能导致过敏。避免接触眼睛和
长时间刺激。万一接触眼睛，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眼
睛至少15分钟。联系医生。如果与皮肤接触，应彻
底冲洗皮肤。
质量和认证
巴斯夫位于阿联酋迪拜的工厂所生产的所有产品采
用独立认证管理体系生产，符合质量标准（ISO
9001）、环境标准（ISO
14001）和职业健康与安全标准（OHSAS
18001）。
使用之前应索取并参考MasterFlow 灌浆的建议施工流程

* 所列出的性质以实验室试验为依据。

® = 多个国家内的巴斯夫集团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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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
责任

注意事项

此巴斯夫出版物中提供的技术信息和使用建议是以现有科学知识和实践经验为依据。本文中的信息适用于常规情况，
不得假设产品适用于特定用途或应用，除法律规定之外，不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示或
暗示的保证。使用者应负责确认产品用于预期用途的适用性。

当提供现场服务时，不承担监督责任。业主、工程师、或合同方可以采纳、改动或拒绝巴斯夫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提供
的建议，因为巴斯夫不负责实施适合特定应用的施工流程。

巴斯夫建筑化学品阿联酋有限公司
阿联酋迪拜，邮政信箱：37127
电话：+971 4 8090800；传真：+971
48851002
www.master-builders-solutions.bas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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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仅与认证管理体系相关，而非本
数据表上提到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