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624421.4

(22)申请日 2019.07.11

(71)申请人 陈艺州

地址 510660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黄村西

路107号217

(72)发明人 陈艺州　

(74)专利代理机构 东莞市华南专利商标事务所

有限公司 44215

代理人 王雪镅

(51)Int.Cl.

C04B 28/04(2006.01)

E04F 21/24(2006.01)

C04B 111/6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

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

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施工方

法，该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是由A组份、B组份、水

和硅酸盐水泥制成，其中，A组份是由发泡剂、羟

丙基甲基纤维素、减水剂和早强剂组成，B组份是

由无机矿粉和玻化微珠组成。由于B组份为闭气

孔的轻质材料，具有轻质性、整体性、隔音性、抗

压性、防潮性、流动性、隔热性、导热性、环保性等

特性，进而解决了传统找平材料需要大量水泥河

砂、荷载重、工序多、平整度差、易开裂等弊端。该

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具有工艺简

单，生产成本低，并能够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特

点。并且具有施工方法简单，并能够适合于大规

模施工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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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制成：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无机矿粉              1份～3份

玻化微珠              5份～7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

料制成：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无机矿粉              1.5份～2.5份

玻化微珠              5.5份～6.5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其特征在于：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

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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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无机矿粉              2份

玻化微珠              6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发泡剂为K12发

泡剂；

所述减水剂为萘磺酸盐减水剂；

所述早强剂为硝酸盐早强剂；

所述硅酸盐水泥为32.5R的硅酸盐水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机矿粉为滑石

粉、云母粉、高岭土、碳酸钙、硫酸钙或硫酸铜中的一种或任意两种以上的组合物。

6.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它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搅拌设备中加水：往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水；

步骤二、加入A组份发泡：往步骤一的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A组份，然后进行发泡一

定时间；

步骤三、加入硅酸盐水泥：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加入到步骤二的搅拌设备中，然后进

行搅拌，得到浆体状混合物；

步骤四，加入B组份：往步骤三的搅拌设备的浆体状混合物中加入配方量的B组份，然后

搅拌一定时间，即制得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二中，往步骤一的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A组份，然后进行发泡30s～50s。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四中，往步骤三的搅拌设备的浆体状混合物中加入配方量的B组份，然后搅拌2min～5min，

即制得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

9.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它包括以下步骤：

第一步，将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放到现浇地板指定高度后使用铝制找平杆抹平；

第二步，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表面初凝一定时间可踩踏后，使用灰刀进行人工

表面收光处理，以增强表面平整度及表面强度，然后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再初凝一定

时间，然后进行湿水湿润找平层养护一定时间即可进行后续铺贴地砖或木地板施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地

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表面初凝8小时～12小时可踩踏后，使用灰刀进行人工表面收光处理，

以增强表面平整度及表面强度，然后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再初凝12小时～36小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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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湿水湿润找平层养护3天～7天即可进行后续铺贴地砖或木地板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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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和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和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面找平是指将建筑物的原始地面，通过一定的方法找平，使地面平整度达到一

定的标准，符合国家关于地面找平的规定。地面找平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原始的水泥砂浆地

面找平、二是运用自流平材料找平。普通的水泥砂浆找平具有较大的缺陷，一方面平整度控

制不能做到最大的精确，找平厚度高，另一方面就是施工工艺容易由于施工方的技术问题

导致房屋地面增高。自流平材料按主要基材不同可分为无机系和有机系两大类。无机系自

流平材料主要是指水泥基和石膏基自流平材料，有机系自流平材料主要指环氧自流平材

料。但是，水泥砂浆容易起灰、难清洗、不耐酸碱腐蚀，所以水泥基自流平材料已经难以满足

现代施工条件；石膏的耐水和抗磨性差、表面强度低，不能用于阳台、屋面及潮湿的地下室

地面，同时因呈中性或酸性，对铁器有腐蚀的危害，因此，其应用亦受到限制。

[0003] 因此，现有技术中，传统找平需要大量水泥河砂，存在荷载重、工序多、人工成本

高、平整度差、易开裂等弊端。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该

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无须增加砂子，有效降低楼板荷载量，有效节约河砂滥采滥伐环境现

状，并能降低人工成本，使得施工更便捷，材料成本更低廉，且具有平整度好且不易开裂的

优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

备方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三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

工方法。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之一，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提供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制成：

[0009]

[0010]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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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13] 无机矿粉             1份～3份

[0014] 玻化微珠             5份～7份。

[0015] 优选的，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制成：

[0016]

[0017]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18]

[0019]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20] 无机矿粉             1.5份～2.5份

[0021] 玻化微珠             5.5份～6.5份。

[0022] 更为优选的，所述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制成：

[0023]

[0024]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25]

[0026]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27] 无机矿粉             2份

[0028] 玻化微珠             6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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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所述发泡剂为K12发泡剂；

[0030] 所述减水剂为萘磺酸盐减水剂；

[0031] 所述早强剂为硝酸盐早强剂；

[0032] 所述硅酸盐水泥为32.5R的硅酸盐水泥。

[0033] 所述无机矿粉为滑石粉、云母粉、高岭土、碳酸钙、硫酸钙或硫酸铜中的一种或任

意两种以上的组合物。

[003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之二，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35] 提供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36] 步骤一、搅拌设备中加水：往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水；

[0037] 步骤二、加入A组份发泡：往步骤一的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A组份，然后进行发

泡一定时间；

[0038] 步骤三、加入硅酸盐水泥：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加入到步骤二的搅拌设备中，然

后进行搅拌，得到浆体状混合物；

[0039] 步骤四，加入B组份：往步骤三的搅拌设备的浆体状混合物中加入配方量的B组份，

然后搅拌一定时间，即制得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

[0040]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二中，往步骤一的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A组份，然

后进行发泡30s～50s。

[0041]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步骤四中，往步骤三的搅拌设备的浆体状混合物中加入配

方量的B组份，然后搅拌2min～5min，即制得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

[0042]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之三，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43] 提供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工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44] 第一步，将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放到现浇地板指定高度后使用铝制找平杆抹

平；

[0045] 第二步，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表面初凝一定时间可踩踏后，使用灰刀进行

人工表面收光处理，以增强表面平整度及表面强度，然后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再初凝

一定时间，然后进行湿水湿润找平层养护一定时间即可进行后续铺贴地砖或木地板施工。

[0046]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表面初凝8小时～12小时可踩踏后，

使用灰刀进行人工表面收光处理，以增强表面平整度及表面强度，然后所述地面无砂找平

组合物再初凝12小时～36小时，然后进行湿水湿润找平层养护3天～7天即可进行后续铺贴

地砖或木地板施工。

[0047]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有益效果在于：

[0048] (1)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是由A组份、B组份、水和硅酸盐水泥

制成，其中，A组份是由发泡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减水剂和早强剂组成，B组份是由无机矿

粉和玻化微珠组成。由于B组份为闭气孔的轻质材料，具有轻质性、整体性、隔音性、抗压性、

防潮性、流动性、隔热性、导热性、环保性等特性，进而解决了传统找平材料需要大量水泥河

砂、荷载重、工序多、平整度差、易开裂等弊端。另外，羟丙基甲基纤维素能够增加混凝土的

黏性，减水剂能够调整水灰比的稀度和稠度，早强剂能够增加混凝土初凝固化，无机矿粉能

够增加初凝期的强度及抗开裂，玻化微珠是一种闭孔状轻质骨料，能够加强混凝土并且抗

开裂。因此，本申请的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无须增加砂子，有效降低楼板荷载量，有效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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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砂滥采滥伐环境现状，并能降低人工成本，使得施工更便捷，材料成本更低廉。

[0049] (2)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具有工艺简单，生产成本

低，并能够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特点。

[0050] (3)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工方法，具有施工方法简单，并能

够适合于大规模施工的特点。

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为了使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技术方案及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

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

发明，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52] 实施例1。

[0053] 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制成：

[0054]

[0055]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56]

[0057]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58] 无机矿粉             2份

[0059] 玻化微珠             6份。

[0060] 其中，发泡剂为K12发泡剂。

[0061] 其中，减水剂为萘磺酸盐减水剂。

[0062] 其中，早强剂为硝酸盐早强剂。

[0063] 其中，硅酸盐水泥为32.5R的硅酸盐水泥。

[0064] 本实施例中，无机矿粉为滑石粉。

[0065]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66] 步骤一、搅拌设备中加水：往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水；

[0067] 步骤二、加入A组份发泡：往步骤一的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A组份，然后进行发

泡40s；

[0068] 步骤三、加入硅酸盐水泥：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加入到步骤二的搅拌设备中，然

后进行搅拌，得到浆体状混合物；

[0069] 步骤四，加入B组份：往步骤三的搅拌设备的浆体状混合物中加入配方量的B组份，

然后搅拌3min，即制得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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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0]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工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71] 第一步，将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放到现浇地板指定高度后使用铝制找平杆抹

平；

[0072] 第二步，该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表面初凝10小时可踩踏后，使用灰刀进行人工

表面收光处理，以增强表面平整度及表面强度，然后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再初凝24小

时，然后进行湿水湿润找平层养护5天即可进行后续铺贴地砖或木地板施工。

[0073] 实施例2。

[0074] 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制成：

[0075]

[0076]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77]

[0078]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79] 无机矿粉             1份

[0080] 玻化微珠             5份。

[0081] 其中，发泡剂为K12发泡剂。

[0082] 其中，减水剂为萘磺酸盐减水剂。

[0083] 其中，早强剂为硝酸盐早强剂。

[0084] 其中，硅酸盐水泥为32.5R的硅酸盐水泥。

[0085] 本实施例中，无机矿粉为云母粉。

[0086]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87] 步骤一、搅拌设备中加水：往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水；

[0088] 步骤二、加入A组份发泡：往步骤一的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A组份，然后进行发

泡30s；

[0089] 步骤三、加入硅酸盐水泥：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加入到步骤二的搅拌设备中，然

后进行搅拌，得到浆体状混合物；

[0090] 步骤四，加入B组份：往步骤三的搅拌设备的浆体状混合物中加入配方量的B组份，

然后搅拌2min，即制得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

[0091]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工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092] 第一步，将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放到现浇地板指定高度后使用铝制找平杆抹

平；

[0093] 第二步，该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表面初凝8小时可踩踏后，使用灰刀进行人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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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收光处理，以增强表面平整度及表面强度，然后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再初凝12小时，

然后进行湿水湿润找平层养护3天即可进行后续铺贴地砖或木地板施工。

[0094] 实施例3。

[0095] 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制成：

[0096]

[0097]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098]

[0099]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100] 无机矿粉             3份

[0101] 玻化微珠             7份。

[0102] 其中，发泡剂为K12发泡剂。

[0103] 其中，减水剂为萘磺酸盐减水剂。

[0104] 其中，早强剂为硝酸盐早强剂。

[0105] 其中，硅酸盐水泥为32.5R的硅酸盐水泥。

[0106] 本实施例中，无机矿粉为高岭土和碳酸钙的组合物。

[0107]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108] 步骤一、搅拌设备中加水：往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水；

[0109] 步骤二、加入A组份发泡：往步骤一的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A组份，然后进行发

泡50s；

[0110] 步骤三、加入硅酸盐水泥：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加入到步骤二的搅拌设备中，然

后进行搅拌，得到浆体状混合物；

[0111] 步骤四，加入B组份：往步骤三的搅拌设备的浆体状混合物中加入配方量的B组份，

然后搅拌5min，即制得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

[0112]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工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113] 第一步，将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放到现浇地板指定高度后使用铝制找平杆抹

平；

[0114] 第二步，该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表面初凝12小时可踩踏后，使用灰刀进行人工

表面收光处理，以增强表面平整度及表面强度，然后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再初凝36小

时，然后进行湿水湿润找平层养护7天即可进行后续铺贴地砖或木地板施工。

[0115] 实施例4。

[0116] 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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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0118]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119]

[0120]

[0121]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122] 无机矿粉             1.5份

[0123] 玻化微珠             5.5份。

[0124] 其中，发泡剂为K12发泡剂。

[0125] 其中，减水剂为萘磺酸盐减水剂。

[0126] 其中，早强剂为硝酸盐早强剂。

[0127] 其中，硅酸盐水泥为32.5R的硅酸盐水泥。

[0128] 本实施例中，无机矿粉为硫酸钙和硫酸铜的组合物。

[0129]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130] 步骤一、搅拌设备中加水：往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水；

[0131] 步骤二、加入A组份发泡：往步骤一的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A组份，然后进行发

泡35s；

[0132] 步骤三、加入硅酸盐水泥：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加入到步骤二的搅拌设备中，然

后进行搅拌，得到浆体状混合物；

[0133] 步骤四，加入B组份：往步骤三的搅拌设备的浆体状混合物中加入配方量的B组份，

然后搅拌4min，即制得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

[0134]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工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135] 第一步，将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放到现浇地板指定高度后使用铝制找平杆抹

平；

[0136] 第二步，该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表面初凝9小时可踩踏后，使用灰刀进行人工表

面收光处理，以增强表面平整度及表面强度，然后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再初凝15小时，

然后进行湿水湿润找平层养护4天即可进行后续铺贴地砖或木地板施工。

[0137] 实施例5。

[0138] 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它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制成：

[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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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0]

[0141] 其中，所述A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142]

[0143] 其中，所述B组份由以下重量份数原料组成：

[0144] 无机矿粉             2.5份

[0145] 玻化微珠             6.5份。

[0146] 其中，发泡剂为K12发泡剂。

[0147] 其中，减水剂为萘磺酸盐减水剂。

[0148] 其中，早强剂为硝酸盐早强剂。

[0149] 其中，硅酸盐水泥为32.5R的硅酸盐水泥。

[0150] 本实施例中，无机矿粉为云母粉、碳酸钙和硫酸铜的组合物。

[0151]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152] 步骤一、搅拌设备中加水：往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水；

[0153] 步骤二、加入A组份发泡：往步骤一的搅拌设备中加入配方量的A组份，然后进行发

泡45s；

[0154] 步骤三、加入硅酸盐水泥：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加入到步骤二的搅拌设备中，然

后进行搅拌，得到浆体状混合物；

[0155] 步骤四，加入B组份：往步骤三的搅拌设备的浆体状混合物中加入配方量的B组份，

然后搅拌4.5min，即制得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

[0156] 上述一种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施工方法，它包括以下步骤：

[0157] 第一步，将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放到现浇地板指定高度后使用铝制找平杆抹

平；

[0158] 第二步，该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的表面初凝11小时可踩踏后，使用灰刀进行人工

表面收光处理，以增强表面平整度及表面强度，然后所述地面无砂找平组合物再初凝30小

时，然后进行湿水湿润找平层养护6天即可进行后续铺贴地砖或木地板施工。

[0159]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

护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地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

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

质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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