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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公开了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

浆料，由以下各组分混合而成，各组分按质量百

分比构成如下：水泥40～50％，细骨料45～55％，

硅微粉4～6％，α半水石膏0.5～2.0％，膨胀剂

0.5～1 .5％，稠化粉0.5～1 .0％，增粘剂0.1～

0 .5％，减水剂0 .1～0 .2％，消泡剂0 .05～

0.15％，缓凝剂0.05～0.25％。按水料比0.10～

0.15加水搅拌后即可施工，本发明制得的灌浆料

无秘水，1d强度≥50MPa，28d强度≥90MPa；初始

流动度≥360mm，30min流动度≥300mm；同时满足

膨胀要求，后期无收缩；对钢筋无锈蚀，能使钢筋

和钢筋、钢筋和套筒之间牢固连接；稳定性好；成

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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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其特征在于，由以下各组分混合而成，各组分按质

量百分比构成如下：

水泥：40～50％

细骨料：45～55％

硅微粉：4～6％

α半水石膏：0.5～2.0％

膨胀剂：0.5～1.5％

稠化粉：0.5～1.0％

增粘剂：0.1～0.5％

减水剂：0.1～0.2％

消泡剂：0.05～0.15％

缓凝剂：0.05～0.2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硅

酸盐水泥和高铝水泥混合而成的复配水泥，高铝水泥的含量为水泥总质量的5％～15％，其

中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为52.5MPa或62.5MPa，高铝水泥的强度等级为52.5M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骨料为

20～100目的级配砂，砂的含泥量≤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硅微粉的

SiO2含量≥90％，粒径≤1μm，比表面积介于22000～25000m2/kg。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稠化粉的

粒径≤5μm，比表面积介于800～1000m2/kg。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增粘剂为

纤维素醚，黏度介于300～800mPa·s。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的应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按水料比0.10～0.15加水搅拌后即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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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连接用灌

浆料。

背景技术

[0002] 近几年，我国的建筑工业化发展迅速，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建筑已在城市住宅建设

中尽显优势，装配式建筑具有施工环保、建造周期短、减少劳动力、提高建筑质量等特点，预

制构件的受力钢筋连接技术是直接影响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安全的关键，对装配式结构整体

性和抗震性等性能有重要影响，灌浆连接技术的原理是：连接钢筋插入套筒后，将专用灌浆

料灌入套筒，充满套筒与钢筋之间的间隙，灌浆料硬化后与钢筋横肋和套筒内壁形成紧密

啮合，并在钢筋和套筒之间有效传力，即将两根钢筋连接在一起。灌浆料的性能优势对确保

钢筋套筒连接技术的安全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003] 随着装配式建筑的迅速发展，灌浆料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多，目前市面上灌浆料种

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主要表现在新拌浆体流动性较差，体积收缩较大，易产生微裂纹，导

致套筒内支座板与灌浆料之间不密贴，强度发展慢，耐久性差，满足不了工程实际的需要；

因此，如何改善灌浆料的性能，使之在强度、可灌性、膨胀性、耐久性与经济性等方面取得更

好的效果，不仅是完善钢筋套筒灌浆技术的需要，对推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发展也有重

要作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流态无秘水，早强高强，微膨胀，后期无收缩，对钢

筋无锈蚀，能使钢筋和钢筋、钢筋和套筒之间牢固连接且经济性好的高性能灌浆料。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由以下各组分混合而成，各组分按质量百分比

构成如下：

[0007] 水泥：40～50％

[0008] 细骨料：45～55％

[0009] 硅微粉：4～6％

[0010] α半水石膏：0.5～2.0％

[0011] 膨胀剂：0.5～1.5％

[0012] 稠化粉：0.5～1.0％

[0013] 增粘剂：0.1～0.5％

[0014] 减水剂：0.1～0.2％

[0015] 消泡剂：0.05～0.15％

[0016] 缓凝剂：0.05～0.25％。

[0017] 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和高铝水泥混合而成的复配水泥，高铝水泥的含量为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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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质量的5％～15％，其中硅酸盐水泥强度等级为52.5Mpa或62.5Mpa，高铝水泥的强度等级

为52.5Mpa。

[0018] 所述细骨料为20～100目的级配砂，含泥量≤1％。

[0019] 所述α半水石膏具有密实的晶体结构，在0.2mm方孔筛余量≤10％，可以有效改善

超早期灌浆料的力学强度性能，提高水化速度，膨胀性好，结构致密。

[0020] 所述硅微粉的SiO2含量≥90％，粒径≤1μm，比表面积介于22000～25000m2/kg，硅

灰的物理性质决定了硅灰的微小颗粒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可以充分地填充在水泥颗粒之

间，提高浆体硬化后的密实度；同时硅微粉具有较高的火山灰活性，能迅速与水泥水化产物

氢氧化钙反应生成水化硅酸钙凝胶(C-S-H)，提高混凝土强度并改善混凝土性能。

[0021] 所述膨胀剂为HCSA氧化钙双膨胀源膨胀剂，比表面积≥200m2/kg，初凝时间≥

45min，终凝时间≤600min，水中7d限制膨胀≥0.10％，空气中21d限制膨胀≥-0.01％。

[0022] 所述稠化粉的粒径≤5μm，比表面积介于800～1000m2/kg，稠化粉具有和易性好、

增强等作用，可以提高砂浆的各种物理力学性能和耐久性，大幅度改善操作手感，提高黏结

强度，有效降低砂浆成本。

[0023] 所述增粘剂为纤维素醚，黏度介于300～800mPa·s，纤维素醚可以很好地改善砂

浆的保水性，同时能提高砂浆的稠度和拉伸粘结强度。

[0024] 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早强粉剂减水剂，减水率≥25％，所述缓凝剂为酒石酸。

[0025] 所述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的应用方法为，施工时采用胶砂搅拌机进行

搅拌，按水料比0.10～0.15加水搅拌，搅拌时间5～10min，即可用于施工。

[0026] 由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

[0027] 1、本发明的灌浆料由水泥(硅酸盐水泥和高铝水泥复配而成)、细骨料、α半水石

膏、硅微粉、膨胀剂、稠化粉、增粘剂、减水剂、消泡剂和缓凝剂组成；解决了新拌浆体流动性

较差，体积收缩较大，易产生微裂纹，导致套筒内支座板与灌浆料之间不密贴，强度发展慢，

耐久性差等问题，能满足钢筋套筒灌浆技术的需要，对于装配式建筑施工具有积极和重要

意义。

[0028] 2、本发明完全满足《钢筋连接用套筒灌浆料》JG/T408-2013标准要求，其初始流动

度≥360mm，30min浆体流动度≥300mm；1d抗压强度≥50MPa，28d抗压强度≥90MPa；3h竖向

膨胀率≥0.04％，24h与3h膨胀率差值为0.02％～0.5％，且对钢筋无锈蚀作用，能使钢筋和

钢筋、钢筋和套筒之间牢固连接。

[0029] 3、本发明的装配式建筑钢筋灌浆料，在使用时按水料比0.10～0.15加水搅拌后即

可施工，采用工厂预制技术，混料比较均匀，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可靠，同时施工方便、快

速、灵活。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详细的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

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

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0031]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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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本实施例中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采用工厂预制技术制备而成；由以下各组

分原料在双轴无重力搅拌机中制备而成，各组分按质量比如下，水泥：细骨料：硅微粉：α半

水石膏：膨胀剂：稠化粉：增粘剂：减水剂：消泡剂：缓凝剂＝42(52.5MPa硅酸盐水泥占总水

泥质量的92％，52.5MPa高铝水泥占总水泥质量的8％)：53：5：1.0：1 .0：0.8：0.2：0.12：

0.10：0.13；

[0033] 施工时采用胶砂搅拌机进行搅拌，按水料比0.12加水搅拌，搅拌时间5～10min，即

可用于施工。

[0034] 实施例2

[0035] 本实施例中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采用工厂预制技术制备而成；由以下各组

分原料在双轴无重力搅拌机中制备而成，各组分按质量比如下，水泥：细骨料：硅微粉：α半

水石膏：膨胀剂：稠化粉：增粘剂：减水剂：消泡剂：缓凝剂＝44(52.5MPa硅酸盐水泥占总水

泥质量的90％，52.5MPa高铝水泥占总水泥质量的10％)：52：4：1.1：0.9：0.7：0.3：0.14：

0.14：0.15；

[0036] 施工时采用胶砂搅拌机进行搅拌，按水料比0.13加水搅拌，搅拌时间5～10min，即

可用于施工。

[0037] 实施例3

[0038] 本实施例中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采用工厂预制技术制备而成；由以下各组

分原料在双轴无重力搅拌机中制备而成，各组分按质量比如下，水泥：细骨料：硅微粉：α半

水石膏：膨胀剂：稠化粉：增粘剂：减水剂：消泡剂：缓凝剂＝46(62.5MPa硅酸盐水泥占总水

泥质量的88％，52.5MPa高铝水泥占总水泥质量的13％)：51：3：1.2：0.8：0.8：0.2：0.16：

0.12：0.17；

[0039] 施工时采用胶砂搅拌机进行搅拌，按水料比0.14加水搅拌，搅拌时间5～10min，即

可用于施工。

[0040] 实施例4

[0041] 本实施例中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采用工厂预制技术制备而成；由以下各组

分原料在双轴无重力搅拌机中制备而成，各组分按质量比如下，水泥：细骨料：硅微粉：α半

水石膏：膨胀剂：稠化粉：增粘剂：减水剂：消泡剂：缓凝剂＝48(52.MPa5硅酸盐水泥占总水

泥质量的92％，52.5MPa高铝水泥占总水泥质量的8％)：50：2：0.9：1 .1：0.7：0.3：0.14：

0.13：0.18；

[0042] 施工时采用胶砂搅拌机进行搅拌，按水料比0.13加水搅拌，搅拌时间5～10min，即

可用于施工。

[0043] 实施例5

[0044] 本实施例中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采用工厂预制技术制备而成；由以下各组

分原料在双轴无重力搅拌机中制备而成，各组分按质量比如下，水泥：细骨料：硅微粉：α半

水石膏：膨胀剂：稠化粉：增粘剂：减水剂：消泡剂：缓凝剂＝45(52.5MPa硅酸盐水泥占总水

泥质量的90％，52.5MPa高铝水泥占总水泥质量的10％)：50：5：0.8：1.2：0.9：0.1：0.12：

0.15：0.16；

[0045] 施工时采用胶砂搅拌机进行搅拌，按水料比0.12加水搅拌，搅拌时间5～10min，即

可用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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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通过对上述各个实施例所制得的套筒灌浆料进行性能指标检测，所得到的各项性

能指标检测结果见下表；

[0047]

[0048] 由表中可以看出，本发明的一种装配式建筑钢筋套筒灌浆料各项性能指标均超过

标准值，是一种高流态无秘水，早强高强，微膨胀，后期无收缩，对钢筋无锈蚀，能使钢筋和

钢筋、钢筋和套筒之间牢固连接的高性能灌浆料。

[0049] 本实施方式只是对本专利的示例性说明而并不限定它的保护范围，本领域人员还

可以对其进行局部改变，只要没有超出本专利的精神实质，都视为对本专利的等同替换，都

在本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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