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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包含主原料和添加

剂，以质量份计，其主原料组成包含12％～14％

42 .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16％～24％石粉、

56％～66％机制砂中砂和0～16％机制砂粗砂；

其添加剂包含0 .03％～0 .055％纤维素醚、

0.005％～0.015％淀粉醚和0.02％～0.05％引

气剂。采用无断档的机制砂原料，级配稳定，人工

可控，生产时单独使用每种添加剂，针对不同的

工况和环境能作出相应的调整。本发明采用机制

砂级配的概念从原料上节约成本，添加剂的单独

使用增强施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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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包含主原料和添加剂，其特征在于，以质量份计，其主原料

组成包含12%~14%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16%~24%石粉、56%~66%机制砂中砂和16%机制

砂粗砂；其添加剂包含0.03%~0.055%纤维素醚、0.005%~0.015%淀粉醚和0.02%~0.05%引气

剂，所述机制砂中砂的粒径范围包含：0-0 .075mm：9%，0.075-0 .15mm：7.5%，0.15-0 .3mm：

10.5%，0.3-0.6mm：23.5%，0.6-1.2mm：33.5%，1.2-2.4mm：16%；所述机制砂粗砂的粒径包含：

0.6-1.2mm：2%，1.2-2.4mm：81%，2.4-4.75mm：17%。

2.一种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其特征在于，以质量份计，其组成包含：12%的42.5强度普通

硅酸盐水泥、58.63%的0-1.2mm机制砂、16%的1.2-2.4mm机制砂、12%石粉、0.045%纤维素醚、

0.01%淀粉醚和0.04%引气剂。

3.一种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其特征在于，以质量份计，其组成包含：13%的42.5强度普通

硅酸盐水泥、58.63%的0-1.2mm机制砂、16%的1.2-2.4mm机制砂、11%石粉、0.045%纤维素醚、

0.01%淀粉醚和0.04%引气剂。

4.一种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其特征在于，以质量份计，其组成包含：14%的42.5强度普通

硅酸盐水泥、58.63%的0-1.2mm机制砂、16%的1.2-2.4mm机制砂、10%石粉、0.045%纤维素醚、

0.01%淀粉醚和0.04%引气剂。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其特征在于，所述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

泥中含有6%-12%石粉。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机喷干混抹灰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42.5强度普

通硅酸盐水泥、石粉、机制砂中砂、机制砂粗砂、纤维素醚、淀粉醚和引气剂分别存储在不同

的仓筒内，所述干混砂浆的制备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1）根据机喷干混抹灰砂浆配比数据，分别称量主原料：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石

粉、机制砂中砂和机制砂粗砂；

2）将称量好的主原料进行搅拌混合；

3）分别称量纤维素醚、淀粉醚和引气剂加入步骤2）所混合完成的原料中；

4）搅拌混合并包装出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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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喷干混抹灰砂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干混砂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使用机制砂替代河沙的用于机喷的干混

抹灰砂浆。

背景技术

[0002] 干混砂浆是指将按要求选备的精品骨料，定量的胶凝材料（如水泥）及各种高性能

微量添加剂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而成的粉状混合物，并以干粉料形式散装或包装的成品砂

浆。使用时，只需加水拌和即可，且质量保证。

[0003] 现有的干混抹灰砂浆多以河沙为原材料，而砂在砂浆原材料中的用量占比达到了

百分之七十左右，因为河沙的不可控性导致了使用了河沙的砂浆中无级配概念，级配断档

现象普遍。砂浆中稳定的级配是保证砂浆质量的根本条件之一，然而河沙级配的不可控导

致了砂浆级配的不可控现象直接影响了砂浆的根本质量。

[0004] 同时干混抹灰砂浆中添加的复合型添加剂，在生产干混砂浆时，厂家通常是将添

加剂混合在一起形成复合型添加剂，没有明确的产品针对性，无法适应多变化的工况，对天

气、墙材、施工方法等各方面的变化无法做到及时有效的调整，影响施工质量。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施工性高的，适用于机喷抹灰的机制砂干混抹

灰砂浆。

[0006] 一种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包含主原料和添加剂，以质量份计，其主原料组成包含

12%~14%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16%~24%石粉、56%~66%机制砂中砂和16%机制砂粗砂；其

添加剂包含0.03%~0.055%纤维素醚、0.005%~0.015%淀粉醚和0.02%~0.05%引气剂。所述机

制砂中砂的粒径范围包含：0-0.075mm：9%，0.075-0.15mm：7.5%，0.15-0.3mm：10.5%，0.3-

0.6mm：23.5%，0.6-1.2mm：33.5%，1.2-2.4mm：16%；所述机制砂粗砂的粒径包含：0.6-1.2mm：

2%，1.2-2.4mm：81%，2.4-4.75mm：17%。

[0007] 优选的，其组成包含：12%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58.63%机制砂中砂、16%机制

砂粗砂、12%石粉、0.045%纤维素醚、0.01%淀粉醚和0.04%引气剂。

[0008] 优选的，其组成包含：13%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58.63%机制砂中砂、16%机制

砂粗砂、11%石粉、0.045%纤维素醚、0.01%淀粉醚和0.04%引气剂。

[0009] 优选的，其组成包含：14%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58.63%机制砂中砂、16%机制

砂粗砂、10%石粉、0.045%纤维素醚、0.01%淀粉醚和0.04%引气剂。

[0010] 优选的，所述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中含有6%-12%石粉。

[0011] 优选的，所述的机喷干混抹灰砂浆的制备方法如下：所述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

泥、石粉、机制砂中砂、机制砂粗砂、纤维素醚、淀粉醚和引气剂分别存储在不同的仓筒内，

所述机喷干混抹灰砂浆的制备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12] 1）根据机喷干混抹灰砂浆配比数据，分别称量主原料：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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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粉、机制砂中砂和机制砂粗砂；

[0013] 2）将称量好的主原料进行搅拌混合；

[0014] 3）分别称量纤维素醚、淀粉醚和引气剂加入步骤2）所混合完成的原料中；

[0015] 4）搅拌混合并包装出仓。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1.相比于普通河沙的不可控性（河沙为自然砂，无级配

概念，其中级配断档现象普遍），机制砂的级配合理稳定，人工可控，在砂的级配稳定后砂浆

的质量才能稳定。

[0017] 2.本制备方法的关键在于，单独使用每种添加剂，针对不同的工况和环境能作出

相应的调整。能有效的适应各种工况、施工功法，可针对不同的条件作出合理的配方调整。

提高了砂浆的保水性、强度、施工性能，杜绝了砂浆搅拌后溢水现象。

[0018] 由于市场水泥价格居高不下，大幅度降低水泥用量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小生产成

本。

[0019] 3 .本发明采用58.63%机制砂中砂、16%机制砂粗，最后得到机制砂中砂的粒径包

含：0-0.075mm：5.27%，0.075-0.15mm：4.40%，0.15-0.3mm：6.15%，0.3-0.6mm：13.77%，0.6-

1.2mm：19.63%，1.2-2.4mm：9.38%；机制砂粗砂的粒径包含：0.6-1.2mm：0.32%，1.2-2.4mm：

12.96%，2.4-4.75mm：2.72%。

[0020] 两种砂的含量加在一起后为：0-0 .075mm：5.27%，0.075-0 .15mm：4 .40%，0.15-

0 .3mm：6.15%，0.3-0 .6mm：13 .77%，0.6-1 .2mm：19.95%，1 .2-2 .4mm：22.34%，2.4-4 .75：

2.27%。根据抹灰砂浆的特点，机制砂粒径的含量小粒径的最多，在0.15mm-0.6mm的粒径的

机制砂含量区域一个中等，然后从0.6mm开始以上粒径的机制砂含量逐渐减少。机制砂粒径

和含量呈现一个线性关系，这种机制砂粒径的配比使得级配度达到最高，这种机制砂高度

级配下，减少水泥的用量，最后干混砂浆的稠度值高，施工性更好。

[0021] 4.抹灰砂浆对于稠度、保水性、稠度损失率的要求很高。对于普通干混砂浆在不改

变水泥用量的情况下要对这三种性能进行改进，仅仅是靠采用改变添加剂的含量来改动是

无法实现的。

[0022] 5.本发明中所述的石粉是在制备机制砂过程中回收的粉料，更加的节能环保。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一种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包含主原料和添加剂，以质量份计，其主原料组成包含

12%~14%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16%~24%石粉、56%~66%机制砂中砂和16%机制砂粗砂；其

添加剂包含0.03%~0.055%纤维素醚、0.005%~0.015%淀粉醚和0.02%~0.05%引气剂；其余为

水量。

[0024] 其中，机制砂中砂的粒径范围包含：0-0 .075mm：9%，0.075-0 .15mm：7.5%，0.15-

0.3mm：10.5%，0.3-0.6mm：23.5%，0.6-1.2mm：33.5%，1.2-2.4mm：16%；机制砂粗砂的粒径包

含：0.6-1.2mm：2%，1.2-2.4mm：81%，2.4-4.75mm：17%。

[0025] 上述机制砂粒径的配比含量在机制砂级配过程中不会出现断档情况，使得每种粒

径的咬合达到最高，施工时不会出现水浆分离的现象。在使用上述机制砂配比的基础上，

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的使用量可以降到12%~14%，所有添加剂的用量降低到万分数，降

低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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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上述机喷干混抹灰砂浆的制备方法如下：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石粉、机制砂

中砂、机制砂粗砂、纤维素醚、淀粉醚和引气剂分别存储在不同的仓筒内，机喷干混抹灰砂

浆的制备方法包含以下步骤：

[0027] 1）生产线的中控室接收实验室提供的数据配比，中控室根据机喷干混抹灰砂浆配

比数据，分别称量主原料：42.5强度普通硅酸盐水泥、石粉、机制砂中砂和机制砂粗砂；

[0028] 2）将称量好的主原料进行搅拌混合；

[0029] 3）本制备方法中将纤维素醚、淀粉醚和引气剂分别装入仓筒，分别称量纤维素醚、

淀粉醚和引气剂加入步骤2）所混合完成的原料中；

[0030] 4）搅拌混合并包装出仓。

[0031] 本制备方法的关键在于，单独使用每种添加剂，针对不同的工况和环境能作出相

应的调整。纤维素醚起到了保水增稠作用，增加砂浆的保水性不让其出现溢水现象同时保

证上墙后砂浆不出现开裂流挂现象；淀粉醚使其使用于机械化施工的同时也起到了抗流挂

的作用；引气剂在保证砂浆强度合格的前提下增加了砂浆的产出量，同时也提高的砂浆的

施工性。

[0032] 通常施工场地的环境因素，以及施工时的天气、温度、湿度都是不同的，而不同的

环境因素直接影响了抹灰砂浆的使用性能。本制备工艺直接将添加剂单独存储，当施工环

境变化时，可以直接修改添加剂的配比，然后进行混合包装出仓。

[0033] 其中配方中的石粉为机制砂破碎筛分时产生的粉料，通过收尘系统收集于机制砂

生产线的粉仓内。

[0034] 本机喷干混抹灰砂浆的配比将水泥用量降低到12%~14%、石粉用量降低到10%~
12%，节约成本。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如果需要调整机喷干混抹灰砂浆的性能。在改变42.5强

度普通硅酸盐水泥和石粉的情况下得到的数据如下：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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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上述表格可知调整水泥和石粉的用量后，强度变化差别大，强度指标相对于普通

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大。其中水泥和石粉的调整幅度很小既可以达到不同建筑建筑要求的强

度，与普通配方相比其水泥用量减少巨大。

[0037] 以DP-M5为例改变添加剂的含量实验结果如下：

[0038]

[0039] 抹灰砂浆在施工的时候表面失水快，要求用于抹灰的干混砂浆保水率高，在使用

本实施例所述的机喷干混抹灰砂浆，在施工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可以快速调整添加剂的使

用量来增强机喷干混抹灰砂浆的施工性。上述表格所述，普通机喷干混砂浆的稠度损失率

40%，使用本配方的稠度损失率在15%~20%之间，在施工过程中的施工性非常强。

[0040] 实际施工环境对砂浆的影响：实际施工时墙材的吸水率高，如轻质加气砌块，对砂

浆的保水率要求就高；夏季和冬季气候温度的不同对砂浆的保水也有不同的要求，温度高

则对保水率要求相对应的要高一些，温度低则相反。根据上述原则，在生产本机喷干混抹灰

砂浆的时候不用改动主原料的配比，微调添加剂含量就可以达到施工所需要求。

[004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实施的具体实例，并不可以用该实例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或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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