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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

包括有以下步骤：S1，砼基层清理；S2、填补缝隙，

局部刮腻子：用腻子将局部的缝隙及坑洼不平处

找平，局部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3，满刮腻子：满刮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

净浮尘；S4、封底漆；S5、复补腻子：底漆干后，复

补腻子，复补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

尘；S6、刷面漆，其中，按重量份计，所述腻子的制

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180-220份、重钙

粉288-302份、空心玻璃微珠235-262份、碳纤维

64-78份、石棉纤维5-8份、聚酰胺纤维32-46份、

偶联剂14-23份、聚乙烯醇1-2份、羟丙基甲基纤

维素15-22份，施工完毕的内墙不仅具有良好的

保温隔热和降噪性能，而且，乳胶漆漆膜的附着

性能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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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以下步骤：

S1，砼基层清理；

S2、填补缝隙，局部刮腻子：用腻子将局部的缝隙及坑洼不平处找平，局部的腻子干后，

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3，满刮腻子：满刮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4、封底漆；

S5、复补腻子：底漆干后，复补腻子，复补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6、刷面漆，

其中，按重量份计，所述腻子的制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180-220份、重钙粉

288-302份、空心玻璃微珠235-262份、碳纤维64-78份、石棉纤维5-8份、聚酰胺纤维32-46

份、偶联剂14-23份、聚乙烯醇1-2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5-22份。

2.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按重量份计，所述

腻子的制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208份、重钙粉296份、空心玻璃微珠247份、碳纤维

68份、石棉纤维6份、聚酰胺纤维42份、偶联剂18份、聚乙烯醇1.6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9

份。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偶联剂为

硅烷偶联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空心玻璃

微珠的粒径为50-100μm。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碳纤维、石

棉纤维和聚酰胺纤维的直径均为5-8μm，长度均为1-3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清除砼

基层表面的浮砂、灰尘、疙瘩，采用火碱与水按重量比为1:9-12的比例配制成的碱水清刷砼

基层表面，后用清水冲洗碱水至砼基层的PH小于10，砼基层晾干至含水率为5-10%。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1中，清水冲

洗配合草酸润洗至砼基层的PH小于1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3中，满刮的

腻子操作两遍，每遍满刮的腻子的厚度不超过0.5mm，每遍满刮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

除净浮尘。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6中，刷两遍

面漆，第二遍面漆在第一遍面漆完全干后进行，第二遍面漆与第一遍面漆的间隔时间2h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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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涂料施工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砼基层的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通常包括砼基层清理→刮腻子→封乳胶漆的底

漆→刷乳胶漆的面漆。

[0003] 为了提高内墙的保温隔热和降噪效果，目前，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在乳胶漆中添加

空心玻璃微珠：例如授权公告号为CN104046160B的中国专利，其公开了一种具有低导热能

力的环保内墙乳胶漆，它是由下述重量份的原料组成的：醋丙乳液32-40、亚甲基二蔡磺酸

钠1-2、空心玻璃微珠5-10、十二烷基二甲基节氧化按1-2、铂酸按1-2、凹凸棒土10-13、轻质

碳酸钙15-25、季戊四醇2-3、干酪素1-2、六甲基磷酞三胺0.5-1、复合助剂5-8、去离子水25-

40；或者在腻子中添加空心玻璃微珠，例如申请公布号为CN  106280658  A的中国专利申请，

其公开了一种外墙保温腻子，由以下重量份的原料制备制成：水泥24-32、空心玻璃微珠18-

25、正硅酸四乙酯3.5-5、无水乙醇31-38、1mol/L盐酸0.35-0.5、模板剂F127  1.6-2.5、乳化

剂OP-10  0.7-1、碳酸氢钠0.4-0.6、硅溶胶12-15、过硫酸铵0.3-0.5、轻质砂10-15、聚丙烯

4-6、珍珠岩1.2-1.8、磷渣4-6、羧丙基甲基纤维素2.5-3、去离子水适量。

[0004] 然而，空心玻璃微珠与周围基体的联结性能较差，容易导致腻子在砼基层或乳胶

漆在腻子上的附着性能较差，最终导致乳胶漆的附着性能较差，出现乳胶漆的漆膜破损等

现象。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使得内墙具有较佳

的保温隔热和降噪效果，且乳胶漆的附着性能较佳。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有以下步骤：

S1，砼基层清理；

S2、填补缝隙，局部刮腻子：用腻子将局部的缝隙及坑洼不平处找平，局部的腻子干后，

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3，满刮腻子：满刮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4、封底漆；

S5、复补腻子：底漆干后，复补腻子，复补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6、刷面漆，

其中，按重量份计，所述腻子的制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180-220份、重钙粉

288-302份、空心玻璃微珠235-262份、碳纤维64-78份、石棉纤维5-8份、聚酰胺纤维32-46

份、偶联剂14-23份、聚乙烯醇1-2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5-22份。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空心玻璃微珠是一种微小、中空的圆球状粉末，具有较佳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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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隔热和降噪的作用，本发明选取在腻子的配方中添加大量的空心玻璃微珠，将空心玻璃

微珠分布于腻子中并涂覆于内墙表面，能够有效提高内墙的保温隔热和降噪的效果。但是，

空心玻璃微珠与腻子基体之间的结合性能欠佳，为此，本发明加入碳纤维、石棉纤维、聚酰

胺纤维以及偶联剂：硅烷偶联剂能够对空心玻璃微珠的表面进行改性，从而改善空心玻璃

微珠与腻子基体之间的结合性能；碳纤维具有高强度、高模量、高柔软度、蠕变小、耐腐蚀、

密度低等优良性能；石棉纤维本身具有高度的保温隔热性，而且还具有防火、绝缘等优良性

质；聚酰胺纤维具有优良的耐磨性、耐蚀性、防霉性。上述三种纤维不仅本身能够起到联结

腻子基体的作用，而且还能够互相配合，对空心玻璃微珠实施有效的包裹，增强空心玻璃微

珠与腻子基体之间的结合力，提高腻子的整体性和在砼基层上的附着性能。

[0008] 局部的腻子、满刮的腻子和复补的腻子，在其干后，都进行一步磨平处理，不仅能

够提高腻子的粗糙度，与此同时，分布于腻子内的上述三种纤维会出现部分外露的情况，之

后，再进行刮腻子或缝底漆或刷面漆的操作，上述三种纤维外露部分会伸入新刮的腻子或

底漆或面漆中，由此对相邻的涂层之间进行有效的连接，提高各涂层之间的结合性能，提高

乳胶漆的漆膜的附着性能，有效减轻乳胶漆的漆膜破损的现象。

[000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按重量份计，所述腻子的制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

208份、重钙粉296份、空心玻璃微珠247份、碳纤维68份、石棉纤维6份、聚酰胺纤维42份、偶

联剂18份、聚乙烯醇1.6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9份。

[0010]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

[001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空心玻璃微珠的粒径为50-100μm。

[0012]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碳纤维和聚酰胺纤维的直径均为5-8μm，长度均为1-

3mm。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1中：清除砼基层表面的浮砂、灰尘、疙瘩，采用火碱与

水按重量比为1:9-12的比例配制成的碱水清刷砼基层表面，后用清水冲洗碱水至砼基层的

PH小于10，砼基层晾干至含水率为5-10%。

[0014]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采用碱水清除砼基层表面的隔离剂、油污等，提高腻子在砼基

层表面的附着效果。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1中，清水冲洗配合草酸润洗至砼基层的PH小于10。

[0016] 通过采用上述方案，配合草酸润洗，提高清洁效果，减少清水的用量。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3中，满刮的腻子操作两遍，每遍满刮的腻子的厚度不

超过0.5mm，每遍满刮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0018]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6中，刷两遍面漆，第二遍面漆在第一遍面漆完全干后

进行，第二遍面漆与第一遍面漆的间隔时间2h以上。

[0019]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施工完毕后的内墙具有较佳的保温隔热和降噪效果；

2、乳胶漆漆膜的附着性能佳。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施工工艺的流程图。

说　明　书 2/5 页

4

CN 109838057 A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结合图1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实施例1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包括有以下步骤：

S1，砼基层清理：清除砼基层表面的浮砂、灰尘、疙瘩，采用火碱与水按重量比为1:9的

比例配制成的碱水清刷砼基层表面，后用清水冲洗碱水至砼基层的PH小于10，砼基层晾干

至含水率为5%；

S2、填补缝隙，局部刮腻子：用腻子将局部的缝隙及坑洼不平处找平，局部的腻子干后，

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3，满刮腻子：满刮的腻子操作两遍，每遍满刮的腻子的厚度不超过0.5mm，每遍满刮的

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4、封底漆；

S5、复补腻子：底漆干后，复补腻子，复补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6、刷面漆：刷两遍面漆，第二遍面漆在第一遍面漆完全干后进行，第二遍面漆与第一

遍面漆的间隔时间2.2h，

其中，按重量份计，所述腻子的制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180份、重钙粉288份、

空心玻璃微珠235份、碳纤维64份、石棉纤维5份、聚酰胺纤维32份、偶联剂14份、聚乙烯醇1

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5份，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空心玻璃微珠的粒径为50μm，碳纤维、石

棉纤维和聚酰胺纤维的直径均为5μm，长度均为1mm。

[0023] 实施例2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包括有以下步骤：

S1，砼基层清理：清除砼基层表面的浮砂、灰尘、疙瘩，采用火碱与水按重量比为1:10的

比例配制成的碱水清刷砼基层表面，后用清水冲洗碱水至砼基层的PH小于10，砼基层晾干

至含水率为8%；

S2、填补缝隙，局部刮腻子：用腻子将局部的缝隙及坑洼不平处找平，局部的腻子干后，

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3，满刮腻子：满刮的腻子操作两遍，每遍满刮的腻子的厚度不超过0.5mm，每遍满刮的

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4、封底漆；

S5、复补腻子：底漆干后，复补腻子，复补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6、刷面漆：刷两遍面漆，第二遍面漆在第一遍面漆完全干后进行，第二遍面漆与第一

遍面漆的间隔时间2h，

其中，按重量份计，所述腻子的制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208份、重钙粉296份、

空心玻璃微珠247份、碳纤维68份、石棉纤维6份、聚酰胺纤维42份、偶联剂18份、聚乙烯醇

1.6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9份，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空心玻璃微珠的粒径为80μm，碳纤

维、石棉纤维和聚酰胺纤维的直径均为7μm，长度均为2mm。

[0024] 实施例3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包括有以下步骤：

S1，砼基层清理：清除砼基层表面的浮砂、灰尘、疙瘩，采用火碱与水按重量比为1:1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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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配制成的碱水清刷砼基层表面，后用清水冲洗碱水至砼基层的PH小于10，砼基层晾干

至含水率为10%；

S2、填补缝隙，局部刮腻子：用腻子将局部的缝隙及坑洼不平处找平，局部的腻子干后，

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3，满刮腻子：满刮的腻子操作两遍，每遍满刮的腻子的厚度不超过0.5mm，每遍满刮的

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4、封底漆；

S5、复补腻子：底漆干后，复补腻子，复补的腻子干后，用砂纸磨平并除净浮尘；

S6、刷面漆：刷两遍面漆，第二遍面漆在第一遍面漆完全干后进行，第二遍面漆与第一

遍面漆的间隔时间2.5h，

其中，按重量份计，所述腻子的制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220份、重钙粉302份、

空心玻璃微珠262份、碳纤维78份、石棉纤维8份、聚酰胺纤维46份、偶联剂23份、聚乙烯醇2

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22份，偶联剂为硅烷偶联剂，空心玻璃微珠的粒径为100μm，碳纤维、

石棉纤维和聚酰胺纤维的直径均为8μm，长度均为3mm。

[0025] 实施例4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按重量份计，所述腻子的制

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180份、重钙粉288份、空心玻璃微珠235份、碳纤维64份、石

棉纤维5份、聚酰胺纤维32份、偶联剂14份、聚乙烯醇1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15份。

[0026] 实施例5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按重量份计，所述腻子的制

备原料包括有以下组分：白水泥220份、重钙粉302份、空心玻璃微珠262份、碳纤维78份、石

棉纤维8份、聚酰胺纤维46份、偶联剂23份、聚乙烯醇2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22份。

[0027] 实施例6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步骤S1中，清水冲洗配合草

酸润洗至砼基层的PH小于10。

[0028] 对比例1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腻子的制备原料中的碳纤

维替换为同等重量份的石棉纤维。

[0029] 对比例2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腻子的制备原料中的石棉

纤维替换为同等重量份的聚酰胺纤维。

[0030] 对比例3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将腻子的制备原料中的聚酰

胺纤维纤维替换为同等重量份的碳纤维。

[0031] 对比例4

一种内墙乳胶漆的施工工艺，与实施例2的不同之处在于：腻子的制备原料中，不包含

碳纤维、石棉纤维和聚酰胺纤维。

[0032] 性能测试

观察采用实施例1-6和对比例1-4中的施工方法涂布好的乳胶漆漆膜的外观，并通过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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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刷性试验测试上述乳胶漆漆膜的附着性能，结果显示：

采用实施例1-6和对比例1-4中的施工方法涂布好的乳胶漆漆膜均呈现外观平整、无硬

块、手感好、光泽度好的特点。

[0033] 而耐洗刷性试验中，采用实施例1-6的施工方法涂布好的乳胶漆漆膜通过5000次

试验，漆膜无破损，而对比例1-4的施工方法涂布好的乳胶漆漆膜经5000次试验后，均显示

出不同程度的破损。

[0034] 上述测试结果说明在添加有空心玻璃微珠的腻子中，再添加适宜配比的碳纤维、

石棉纤维和聚酰胺纤维能够有效提高乳胶漆漆膜的附着性能，使得涂布后的内墙不仅具有

良好的保温隔热和降噪性能，还具有良好的乳胶漆漆膜附着性能。

[0035] 上述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

人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

本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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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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