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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

以重量份数计，其原料包括水泥10-12份、粉煤灰

8-9份、纤维0.05-0.15份、速凝剂0.5-2.5份、减

水剂0.01-0.03份、触变剂2.02-4.04份、可再分

散聚合物乳胶粉2-3份、纤维素醚0.015-0 .025

份、砂子65-80份。其不仅具有很好的触变性，既

保证了机喷施工的状态，而且具有优异的湿粘结

强度，保证了上墙以后具有很好的抗滑移垂挂的

效果；并且具有优异的柔韧性和抗裂性，使之产

生的脆性收缩应力不容易对粘接力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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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数计，其原料包括水泥10-12份、粉

煤灰8-9份、纤维0.05-0.15份、速凝剂0.5-2.5份、减水剂0.01-0.03份、触变剂2.02-4.04

份、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2-3份、纤维素醚0.015-0.025份、砂子70-80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选自PO42.5

硅酸盐水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粉煤灰选自Ⅱ级

粉煤灰。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选自聚丙烯

纤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选自聚羧

酸减水剂粉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变剂为羟丙基

淀粉醚和硅酸镁铝的混合料，所述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的重量比为0.02-0.04：2-4。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可再分散聚合物

乳胶粉采用下述方法制备而得：

在90-93℃下将端巯基聚乙烯醇溶解于水中，在78-82℃下向端巯基聚乙烯醇水溶液加

入甲基丙烯酸甲酯和碳酸氢钠并混合均匀，再加入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引发剂水溶液，

保温反应1小时；保持78-82℃的反应温度开始同时滴加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三异

丙氧硅烷基丙酯、4,4,4-三氟-2-丁烯醇、磷烯醇丙酮酸的混合单体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

的引发剂水溶液，控制混合单体的滴加时间为5小时，控制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引发剂水

溶液的滴加时间为6小时；混合单体递加完毕后继续保温反应1小时，得聚合物乳液；以重量

份数计，端巯基聚乙烯醇5-8份、水130-14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8-10份、碳酸氢钠1-2份、重

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引发剂水溶液的初次加入量15-2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50-55份、甲基

丙烯酸三异丙氧硅烷基丙酯55-60份、4,4,4-三氟-2-丁烯醇15-20份、磷烯醇丙酮酸10-15

份、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引发剂水溶液的再次递加量50-60份；

将包含重量比为1：0.2-0.25的聚合物乳液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0%的聚乙醇的水溶液

的混合料，采用pH调节剂调节混合料的pH值至8.5，经喷雾干燥，得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引发剂选自过硫

酸铵。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pH调节剂选自重

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氢氧化钠的水溶液。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砂子是由质量

比为3:3:2:2的粒径为0.15-0.6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0.6-1 .18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

1.18-2.36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2.36-4.75mm的连续级配砂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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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墙体修缮工程技术领域，更具体的说，它涉及一种机喷厚层聚合物修

补砂浆。

背景技术

[0002] 修补砂浆是一种用于混凝土结构表面缺陷和加固施工的专用水泥基聚合物砂浆，

具有较高的抗压强度、粘结性、抗裂性和防水性，可在工业及民用已开裂的混凝土建筑物表

面进行修补，或在已损坏及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工业民用建筑中进行修复。

[0003] 修补砂浆是墙体修缮工程极其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古建筑墙体，大多为较长

且面积较大、墙体无收缩缝。古法新做的情况下，整个修缮体系包括界面砂浆、修补砂浆、抹

灰砂浆及抗裂砂浆，特别是修补砂浆具有极佳的抗开裂性、优异的粘接性及良好的耐候性。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

浆，其不仅具有很好的触变性，既保证了机喷施工的状态，而且具有优异的湿粘结强度，保

证了上墙以后具有很好的抗滑移垂挂的效果；并且具有优异的柔韧性和抗裂性，使之产生

的脆性收缩应力不容易对粘接力产生影响。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以重量份数计，其原料包括水泥10-12份、粉煤灰8-9份、纤

维0.05-0.15份、速凝剂0.5-2.5份、减水剂0.01-0.03份、触变剂2.02-4.04份、可再分散聚

合物乳胶粉2-3份、纤维素醚0.015-0.025份、砂子70-80份。

[0006] 进一步，所述水泥选自PO42.5硅酸盐水泥。

[0007] 进一步，所述粉煤灰选自Ⅱ级粉煤灰。

[0008] 进一步，所述纤维选自聚丙烯纤维。

[0009] 进一步，所述减水剂选自聚羧酸减水剂粉剂。

[0010] 进一步，所述触变剂为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的混合料，所述羟丙基淀粉醚和

硅酸镁铝的重量比为0.02-0.04：2-4。

[0011] 进一步，所述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采用下述方法制备而得：

在90-93℃下将端巯基聚乙烯醇溶解于水中，在78-82℃下向端巯基聚乙烯醇水溶液加

入甲基丙烯酸甲酯和碳酸氢钠并混合均匀，再加入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引发剂水溶液，

保温反应1小时；保持78-82℃的反应温度开始同时滴加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三异

丙氧硅烷基丙酯、4,4,4-三氟-2-丁烯醇、磷烯醇丙酮酸的混合单体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

1％的引发剂水溶液，控制混合单体的滴加时间为5小时，控制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引发

剂水溶液的滴加时间为6小时；混合单体递加完毕后继续保温反应1小时，得聚合物乳液；以

重量份数计，端巯基聚乙烯醇5-8份、水130-14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8-10份、碳酸氢钠1-2

份、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引发剂水溶液的初次加入量15-20份、甲基丙烯酸甲酯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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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甲基丙烯酸三异丙氧硅烷基丙酯55-60份、4,4,4-三氟-2-丁烯醇15-20份、磷烯醇丙酮

酸10-15份、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引发剂水溶液的再次递加量50-60份；

将包含重量比为1：0.2-0.25的聚合物乳液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0％的聚乙醇的水溶

液的混合料，采用pH调节剂调节混合料的pH值至8.5，经喷雾干燥，得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

粉。

[0012] 更进一步，所述引发剂选自过硫酸铵。

[0013] 更进一步，所述pH调节剂选自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氢氧化钠的水溶液。

[0014] 进一步，所述砂子是由质量比为3:3:2:2的粒径为0.15-0.6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

0.6-1.18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1.18-2.36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2.36-4.75mm的连续

级配砂混合而成。

[0015]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第一、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不仅具有优异的湿粘结强度和触变性，

既保证了机喷施工的状态，又保证了上墙以后具有很好的抗滑移垂挂的效果；并且具有优

异的柔韧性和抗裂性，并且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的脆性收缩应力不容易对粘接力产生

影响。

[0016] 第二、由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组成的触变剂可以保证了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

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的触变性能，即保证了机喷施工的状态，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二者

缺一不可。并且，由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组成的触变剂和本发明提供的可再分散聚合

物乳胶粉进行配合使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具有优异湿粘结强度，即保证

了上墙以后具有很好的抗滑移垂挂的效果。

[0017] 第三、将本发明提供的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替换为现有技术中的乳胶粉，本发

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的各项性能均有下降，这说明了现有技术的乳胶粉并不

能够与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中的其他原料相配伍。并且由羟丙基淀粉醚

和硅酸镁铝组成的触变剂对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的各项性能也略有影

响，且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可以协同提高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各项

性能。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本发明中制备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喷雾干燥流程图。

[0019] 附图标记：1、贮料罐；2、过滤器；3、泵；4、空气分布器；5、雾化器；6、空气加热器；7、

过滤器；8、鼓风机；9、引风机；10；旋风分离器；11、喷雾干燥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1] 端巯基聚乙烯醇的制备例：在0℃温度条件下将重量比为144：0.15：0.51的乙酸乙

烯酯、偶氮二异丁腈和硫代乙酸进行混合，并在0℃温度条件下进行氮气保护，然后在氮气

保护升温到60℃开始聚合反应，1小时后，将降温至0℃终止反应，得硫代乙酸基聚乙酸乙烯

酯；在氮气保护下，将硫代乙酸基聚乙酸乙烯酯在氢氧化钠的甲醇溶液中加热至60℃进行

水解反应48小时，除去甲醇，得端巯基聚乙烯醇，硫代乙酸基聚乙酸乙烯酯、氢氧化钠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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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的重量比为100：51：792。产物端巯基聚乙烯醇通过红外光谱检测显示出典型的-SH吸收

峰。

[0022] 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例1

在90℃下将端巯基聚乙烯醇6.5Kg溶解于水135Kg中，在80℃下向端巯基聚乙烯醇水溶

液加入甲基丙烯酸甲酯9Kg和碳酸氢钠1.5Kg并混合均匀，再加入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

过硫酸铵水溶液17.5Kg，保温反应1小时；保持80℃的反应温度开始同时滴加甲基丙烯酸甲

酯52Kg、甲基丙烯酸三异丙氧硅烷基丙酯58Kg、4,4,4-三氟-2-丁烯醇18Kg、磷烯醇丙酮酸

12Kg的混合单体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过硫酸铵水溶液55Kg，控制混合单体的滴加时

间为5小时，控制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过硫酸铵水溶液的滴加时间为6小时；混合单体递

加完毕后继续保温反应1小时，得聚合物乳液；

将包含重量比为1：0.2的聚合物乳液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0％的聚乙醇的水溶液的混

合料，采用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氢氧化钠的水溶液调节混合料的pH值至8.5，经喷雾干

燥，得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

[0023] 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例2

在92℃下将端巯基聚乙烯醇5Kg溶解于水140Kg中，在78℃下向端巯基聚乙烯醇水溶液

加入甲基丙烯酸甲酯10Kg和碳酸氢钠1Kg并混合均匀，再加入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过硫

酸铵水溶液20Kg，保温反应1小时；保持78℃的反应温度开始同时滴加甲基丙烯酸甲酯

50Kg、甲基丙烯酸三异丙氧硅烷基丙酯60Kg、4,4 ,4-三氟-2-丁烯醇15Kg、磷烯醇丙酮酸

15Kg的混合单体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过硫酸铵水溶液50Kg，控制混合单体的滴加时

间为5小时，控制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过硫酸铵水溶液的滴加时间为6小时；混合单体递

加完毕后继续保温反应1小时，得聚合物乳液；

将包含重量比为1：0.22的聚合物乳液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0％的聚乙醇的水溶液的

混合料，采用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氢氧化钠的水溶液调节混合料的pH值至8.5，经喷雾

干燥，得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

[0024] 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例3

在93℃下将端巯基聚乙烯醇8Kg溶解于水130Kg中，在82℃下向端巯基聚乙烯醇水溶液

加入甲基丙烯酸甲酯8Kg和碳酸氢钠2Kg并混合均匀，再加入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过硫

酸铵水溶液15Kg，保温反应1小时；保持82℃的反应温度开始同时滴加甲基丙烯酸甲酯

55Kg、甲基丙烯酸三异丙氧硅烷基丙酯55Kg、4,4 ,4-三氟-2-丁烯醇20Kg、磷烯醇丙酮酸

10Kg的混合单体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过硫酸铵水溶液60Kg，控制混合单体的滴加时

间为5小时，控制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的过硫酸铵水溶液的滴加时间为6小时；混合单体递

加完毕后继续保温反应1小时，得聚合物乳液；

将包含重量比为1：0.25的聚合物乳液和重量百分比浓度为10％的聚乙醇的水溶液的

混合料，采用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氢氧化钠的水溶液调节混合料的pH值至8.5，经喷雾

干燥，得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

[0025] 参照图1所示，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例1-3中的混合料由贮料罐1经过滤

器2由泵3输送到喷雾干燥器顶部的雾化器5，雾化成雾滴。空气由鼓风机8经过滤器7、空气

加热器6及空气分布器4送入喷雾干燥器顶部，与雾滴接触、混合，进行传热与传质，即进行

干燥。干燥后的产品由塔底引出。夹带粉尘的废气经旋风分离器10由引风机9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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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实施例1

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由PO42.5硅酸盐水泥10Kg、Ⅱ级粉煤灰9Kg、6mm聚丙烯纤维

0.1Kg、速凝剂2.5Kg、聚羧酸减水剂粉剂0.03Kg、羟丙基淀粉醚0.03Kg、硅酸镁铝3Kg、由可

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例1提供的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2.5Kg、纤维素醚0.025Kg、砂

子80Kg混合而成。其中，砂子是由质量比为3:3:2:2的粒径为0.15-0.6mm的连续级配砂、粒

径0.6-1.18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1.18-2.36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2.36-4.75mm的连

续级配砂混合而成。

[0027] 实施例2

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由PO42.5硅酸盐水泥11Kg、Ⅱ级粉煤灰8Kg、6mm聚丙烯纤维

0.15Kg、速凝剂0.5Kg、聚羧酸减水剂粉剂0.02Kg、羟丙基淀粉醚0.04Kg、硅酸镁铝2Kg、由可

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例2提供的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2Kg、纤维素醚0.02Kg、砂子

70Kg混合而成。其中，砂子是由质量比为3:3:2:2的粒径为0.15-0.6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

0.6-1.18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1.18-2.36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2.36-4.75mm的连续

级配砂混合而成。

[0028] 实施例3

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由PO42.5硅酸盐水泥12Kg、Ⅱ级粉煤灰8.5g、6mm聚丙烯纤

维0.05Kg、速凝剂1.5Kg、聚羧酸减水剂粉剂0.01Kg、羟丙基淀粉醚0.02Kg、硅酸镁铝4Kg、由

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例3提供的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3Kg、纤维素醚0.015Kg、砂

子75Kg混合而成。其中，砂子是由质量比为3:3:2:2的粒径为0.15-0.6mm的连续级配砂、粒

径0.6-1.18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1.18-2.36mm的连续级配砂、粒径为2.36-4.75mm的连

续级配砂混合而成。

[0029] 对比例1

选择申请公布日为2019.01.11、申请公布号为CN109180128公开的聚合物修补干粉砂

浆和聚合物修补砂浆中的实施例1提供的聚合物修补干粉砂浆作为本发明的对比例1。

[0030] 对比例1具体为：聚合物乳液的制备：将包含三乙二醇二甲基丙烯酸酯单体20Kg、

2,2,4-三甲基六亚甲基双(2-氨基甲酰基氧基乙基)二甲基丙烯酸酯单体15Kg和丙烯-2-羟

基乙酯单体10Kg的核层混合单体加入包含有碳酸氢钠酸性缓冲剂0.5Kg、硫酸钾引发剂

0.5Kg、烷基二苯醚二磺酸二钠乳化剂1.4Kg和去离子水100Kg的混合溶液中预乳化，升温至

85℃，反应4小时，加入双丙酮丙烯酰胺单体15Kg混合均匀，之后，滴加包含有丙烯-2-羟基

乙酯单体15Kg、2-丙烯酰胺-2-甲基丙磺酸单体10Kg和乙酸乙烯酯单体25Kg的壳层混合单

体，滴加完毕后并继续反应4小时，得聚合物乳液。

[0031] 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采用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氢氧化钠水溶液将聚合物乳

液的pH值调节至8.0，加入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聚乙烯醇水溶液搅拌均匀，之后，经喷雾

干燥处理的聚合物乳胶粉；其中，重量百分比浓度为5％的聚乙烯醇水溶液的用量是聚合物

乳液重量的8％。

[0032] 聚合物修补干粉砂浆的制备：将P.O42.5硅酸盐水泥70Kg、CA-50高铝水泥35Kg、无

水硬石膏15Kg、II级粉煤灰80Kg、砂750Kg、调凝剂10Kg、增稠剂0.15Kg、纤维0.5Kg、聚合物

乳胶粉20Kg、触变剂0.2Kg、触变润滑剂20Kg、减水剂0.2Kg混合均匀而得。其中，砂为重量比

为5：10：12：14：16：18的粒径为6.7-4.75mm连续级配砂、粒径为4.75-3.35mm连续级配砂、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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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为3.35-2.36mm连续级配砂、粒径为2.36-1.18mm连续级配砂、粒径为1.18-0.6mm连续级

配砂、粒径为0.6-0.075mm连续级配砂。

[0033] 对比例2

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与实施例1相比，将由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例1提

供的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替换为对比例1提供的聚合物乳胶粉。

[0034] 对比例3

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与实施例1相比，将由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的制备例1提

供的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替换为DS-7030型可再分散乳胶粉。

[0035] 对比例4

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与实施例1相比，将由羟丙基淀粉醚0.03Kg和硅酸镁铝3Kg

组成的触变剂替换成由羟丙基淀粉醚3.03K组成的触变剂。

[0036] 对比例5

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与实施例1相比，将由羟丙基淀粉醚0.03Kg和硅酸镁铝3Kg

组成的触变剂替换成由硅酸镁铝3.03K组成的触变剂。

[0037] 将实施例1-3和对比例2-5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对比例1提供的聚合

物修补干粉砂浆分别和水分别按照重量比为1:0.2进行混合均匀得修补砂浆浆料，然后将

修补砂浆浆料经过通过长100米、内径为6厘米的管进行泵送后，观察修补砂浆浆料的泌水、

离析情况；之后，将修补砂浆浆料通过喷涂机垂直喷涂至墙体上，喷涂厚度为8厘米，观察涂

层的流挂情况。观察结果见表1。

[0038] 表1

测定项目 泌水、离析情况 流挂情况

实施例1 不泌水、不离析 无流挂

实施例2 不泌水、不离析 无流挂

实施例3 不泌水、不离析 无流挂

对比例1 不泌水、不离析 无流挂

对比例2 不泌水、不离析 有流挂

对比例3 不泌水、不离析 有流挂

对比例4 泌水、离析 有流挂

对比例5 泌水、离析 有流挂

由表1可知，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不仅具有很好的触变性，既保证了

机喷施工的状态，而且具有优异的湿粘结强度，保证了上墙以后具有很好的抗滑移垂挂的

效果。

[0039] 实施例1-3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和对比例1提供的聚合物修补干粉砂

浆经过观察均未出现泌水、离析以及流挂现象；而,对比例2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

浆虽然未出现水、离析现象，但是出现了流挂现象。这说明对比例1和对比例2所涉及的聚合

物乳胶粉不能够与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中的其他原料进行配合并达到

无流挂的目的，即不能保证上墙以后具有很好的抗滑移垂挂的效果。

[0040] 通过实施例1和对比例4-5的实验结果对比，表明了由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组

成的触变剂可以保证了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的触变性能，即保证了机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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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的状态，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二者缺一不可。并且，由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

组成的触变剂和本发明提供的可再分散聚合物乳胶粉进行配合使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

聚合物修补砂浆具有优异湿粘结强度，即保证了上墙以后具有很好的抗滑移垂挂的效果。

[0041] 对于实施例1-3和对比例2-5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对比例1提供的聚

合物修补干粉砂浆进行各项性能的测定，测定结果见表2。其中，抗压强度参照GBT17671-

1999《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线性收缩率参照JGJ/T70-2009《建筑

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横向变形能力按JC/T1004-2006《陶瓷

墙地砖填缝剂》附录B进行试验；压折比参照GBT29906-2013《模塑聚苯板薄抹灰外墙外保温

系统材料》中表6抹面胶浆性能指标进行试验；拉伸粘结强度参照JGJ/T70-2009《建筑砂浆

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试验，参照JCT907-2002《混凝土界面处理剂》的有

关规定进行养护；对钢筋锈蚀作用参照JC/T986-2005《水泥基灌浆材料》有关规定进行试

验。

[0042] 表2

由表2可知，通过抗压强度的测定结果，说明了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

具有优良的抗压强度，受到外力不易被破坏。

[0043] 通过横向变形能力和压折比的测定结果，说明了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

补砂浆具有优良的柔韧性，使得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不易产生裂缝，并且机喷厚层聚

合物修补砂浆的脆性收缩应力不容易对粘接力产生影响。

[0044] 通过拉伸粘结强度(未处理14d)的测定结果以及前述湿粘结强度的测定结果，说

明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具有优异的附着力，使得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

浆更加不容易与修补墙体分离。

[0045] 通过线性收缩率的测定结果，说明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具有极

低的收缩率。由此可以得出，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不开裂、无伸缩缝、无

鼓包。

[0046] 通过测定拉伸粘结强度(浸水处理、热处理、冻融循环处理)可以得出，经过极限处

理，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仍然具有良好的拉伸粘结强度，拉伸粘接强度

均超过0.5MPa，远远大于抹灰施工要求的基层0.3MPa的粘接力的安全要求。由此可知，本发

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的耐久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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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通过实施例1-3和对比例1的实验结果对比，实施例1-3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

补砂浆比对比例1提供的聚合物修补干粉砂浆具有更优异的抗压强度、线性收缩率、柔韧性

以及拉伸粘结强度。并且，相比于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生产对比例1提

供的聚合物抗裂干粉抹灰砂浆的物料成本也比较高。

[0048] 通过实施例1和对比例2-3的实验结果对比，说明了简单地将本发明提供的可再分

散聚合物乳胶粉替换为对比例2所涉及的聚合物乳胶粉以及对比例3所涉及的DS-7030型可

再分散乳胶粉，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的各项性能均有下降。这说明了现

有技术的乳胶粉并不能够与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中的其他原料相配伍。

[0049] 通过实施例1和对比例4-5的实验结果对比，表明了由羟丙基淀粉醚和硅酸镁铝组

成的触变剂对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的各项性能也略有影响，且羟丙基淀

粉醚和硅酸镁铝可以协同提高本发明提供的机喷厚层聚合物修补砂浆各项性能。

[0050] 应该理解的是，本发明实施例所述制备方法仅仅是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是对本

发明的限制，在本发明的构思前提下对本发明制备方法的简单改进都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

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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