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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

用界面砂浆，所述界面砂浆包括水泥、砂、可再分

散乳胶粉、憎水剂、消泡剂和纤维素醚，各组份的

重量比如下：水泥200‑700份、砂200‑800份、可再

分散乳胶粉30‑120份、憎水剂0.3‑3.0份、消泡剂

0.1‑2.0份、纤维素醚0.2‑2.5份。其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提供的界面砂浆能有效保证与带防腐涂

层的钢结构基层表面的粘结，并与保温砂浆、粘

结砂浆、抹灰砂浆、防水砂浆等抹面材料之间具

有良好被被粘结性能，较之传统混凝土、砌体基

层用界面砂浆，该界面砂浆与带防腐涂层的钢结

构表面亲和性好，拉伸粘结强度高，同时兼具良

好的被粘结性能，且浸水、冻融及热处理后拉伸

粘结强度下降少，具有较好的耐久性能，可满足

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使用环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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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在钢结构中的应用，包括：所述界面砂浆

包括水泥、砂、可再分散乳胶粉、憎水剂、消泡剂和纤维素醚，各组份的重量比如下：

所述界面砂浆的制备方法，包括：称取200‑700份的水泥、200‑800份的砂、30‑120份的

可再分散乳胶粉、0.3‑3.0份憎水剂、0.1‑2.0消泡剂和0.2‑2.5份的纤维素醚，按照水料比

为0.1‑0.3的比例加入水，搅拌均匀；

所述界面砂浆的施工方法，包括：在施工时，先取水和界面砂浆拌合，搅拌均匀后，采用

手工涂抹或机械喷涂法在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表面进行施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憎水剂为硅烷基类憎水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类或聚醚类消泡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醚为甲基纤维素醚、羟乙基纤

维素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或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中的一种或任几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其强度等级

不低于42.5级；所述砂为中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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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

浆。

背景技术

[0002] 钢结构住宅与传统住宅相比，在结构性能、使用功能、设计施工及综合造价等方面

具有很强的优势，发展钢结构住宅不仅在推行住宅产业化、提高住宅质量的方面具有划时

代意义，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建筑行业技术的进步，并有利于拉动冶金行业内需和促进节

能环保型建材的开发，是建筑业转型升级方向之一。

[0003] 围护系统是钢结构住宅重要的系统，它既要满足轻质的要求，又要有足够的刚度

和强度，还要满足防火性能、密封性能、热工性能、隔声性能、装饰性能的要求，是当前推广

钢结构住宅的瓶颈之一，也是研究的核心。

[0004] 围护系统要实现上述所述的多样功能，其构造上必然需要多种材料的组合，由于

基层与覆面层材料间界面性状存在差异，相互之间的粘结强度往往达不到实际使用的要

求，因此界面砂浆成为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界面砂浆作为围护系统基层与覆面层之

间的连接层，它的拉伸粘结强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由于界面砂浆性能不足而造成的

围护系统空鼓、脱落、粘结不良等问题层出不穷，而现有的界面砂浆几乎只适用于混凝土、

砌体基层与覆面层材料之间的粘结，目前尚缺少专门适用于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单

组份界面砂浆。

[0005] 相比于混凝土、砌体基层，带有机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基层表面的致密度要高得多，

且极其光洁、几乎不吸水，能提供的机械咬合力极弱，所以钢结构对界面砂浆有特殊的要

求，传统的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等用的界面砂浆并不适用于带有机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其

粘结性能无法满足要求；除此之外，外墙用界面砂浆还应考虑雨水湿润、冻融作用及热老化

后拉伸粘结强度下降等耐久性问题。

[0006] 因此，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界面砂浆，该界面砂浆能有效保证与带防腐涂层的钢

结构基层表面的粘结，并能与保温砂浆、粘结砂浆、抹灰砂浆、防水砂浆等抹面材料之间有

良好的被粘结性能，且具有防水性好，浸水、冻融及热处理后拉伸粘结强度下降少的优点，

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

面砂浆。

[0008] 本发明的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其技术方案为：包括水泥、

砂、可再分散乳胶粉、憎水剂、消泡剂和纤维素醚，各组份的重量比如下：水泥200‑700份、砂

200‑800份、可再分散乳胶粉30‑120份、憎水剂0.3‑3.0份、消泡剂0.1‑2.0份、纤维素醚0.2‑

2.5份。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9020370 B

3



[0009]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还包括如下附属技术方

案：

[0010] 其中，水泥300‑550份、砂450‑700份、可再分散乳胶粉45‑100份、憎水剂0.6‑2.5

份、消泡剂0.3‑1.0份、纤维素醚0.4‑1.4份。

[0011] 其中，所述憎水剂为硅烷基类憎水剂；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类或聚醚类消泡剂。

[0012] 其中，所述可再分散乳胶为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丙烯酸酯共聚物或丁苯共聚物

中的一种或任几种。

[0013] 其中，所述纤维素醚为甲基纤维素醚、羟乙基纤维素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或羟

乙基甲基纤维素醚中的一种或任几种。

[0014] 其中，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其强度等级不低于42.5级；所述砂为中砂。

[0015]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称取200‑700份的水泥、200‑800份的砂、30‑120份的可再分散乳胶粉、0.3‑3.0份憎水

剂、0.1‑2.0消泡剂、0.2‑2.5份的纤维素醚，按照水料比为0.1‑0.3的比例加入水，搅拌均

匀。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的施工方法，在施工

时，先取水和界面砂浆拌合，搅拌均匀后，采用手工涂抹或机械喷涂法进行施工，其特征在

于，所述界面砂浆为上述所述的界面砂浆。

[0017] 本发明的实施包括以下技术效果：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能有效保证与带防腐涂层

的钢结构基层表面的粘结，并与保温砂浆、粘结砂浆、抹灰砂浆、防水砂浆等抹面材料之间

具有良好的被粘结性能，较之传统混凝土、砌体基层用界面砂浆，该界面砂浆与带防腐涂层

的钢结构表面亲和性好，拉伸粘结强度高，同时兼具良好的被粘结性能，且浸水、冻融及热

处理后拉伸粘结强度下降少，具有较好的耐久性能，可满足外墙使用环境的要求。水泥和可

再分散乳胶粉两种物质共同组成复合型胶凝材料体系；水泥的作用在于通过初期的快速水

化提供初始粘结强度，可再分散乳胶粉与水接触后乳化成膜，与水泥的水化产物形成互穿

网络结构，在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表面形成良好的粘结性能，并具有一定的抗变形性能；憎

水剂能使外墙用界面砂浆获得不可或缺的防水性能并维持长期作用效果；消泡剂可消除砂

浆拌和时产生的过多气泡，改善砂浆的表面状态，促进砂浆拉伸粘结强度提高；纤维素醚可

改善界面砂浆的施工性能和保水性能，对界面砂浆粘结性能的提高起辅助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加以详细说明，需要指出的是，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旨

在便于对本发明的理解，而对其不起任何限定作用。

[0020]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包括水泥、砂、可再分散

乳胶粉、憎水剂、消泡剂和纤维素醚，各组份的重量比如下：水泥200‑700份、砂200‑800份、

可再分散乳胶粉30‑120份、憎水剂0.3‑3.0份、消泡剂0.1‑2.0份、纤维素醚0.2‑2.5份。该界

面砂浆能有效保证与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基层表面的粘结，并与保温砂浆、粘结砂浆、抹灰

砂浆、防水砂浆等抹面材料之间具有良好的被粘结性能，较之传统混凝土、砌体基层用界面

砂浆，该界面砂浆与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表面亲和性好，拉伸粘结强度高，同时兼具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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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粘结性能，且浸水、冻融及热处理后拉伸粘结强度下降少，具有较好的耐久性能，可满足

外墙使用环境的要求。水泥和可再分散乳胶粉两种物质共同组成复合型胶凝材料体系；水

泥的作用在于通过初期的快速水化提供初始粘结强度，可再分散乳胶粉与水接触后乳化成

膜，与水泥的水化产物形成互穿网络结构，在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表面形成良好的粘结性

能，并具有一定的抗变形性能；憎水剂能使外墙用界面砂浆获得不可或缺的防水性能并维

持长期作用效果；消泡剂可消除砂浆拌和时产生的过多气泡，改善砂浆的表面状态，促进砂

浆拉伸粘结强度提高；纤维素醚可改善界面砂浆的施工性能和保水性能，对界面砂浆粘结

性能的提高起辅助作用。

[0021] 目前市场上未见有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专用界面砂浆的生产、销售与应用，

故用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与市场上常用的混凝土界面

砂浆做试验对比，结果如下表所示：

[0022]

[0023]

[0024] 根据需要在钢板上一般涂三层漆料，直接与钢板接触的一层漆料为基层，最外边

的一层为面层，位于基层和面层之间的是中层。

[0025] 由上表的数据可知，现有的混凝土界面砂浆不适用于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本发

明提供的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在钢结构领域有独特的应用价值。

[0026] 优选地，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包括水泥300‑

550份、砂450‑700份、可再分散乳胶粉45‑100份、憎水剂0.6‑2.5份、消泡剂0.3‑1.0份、纤维

素醚0.4‑1.4份。

[0027] 优选地，所述憎水剂为硅烷基类憎水剂。

[0028] 优选地，所述消泡剂为有机硅类或聚醚类消泡剂。

[0029] 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其强度等级不低于42.5级。

[0030] 优选地，所述砂为中砂。

[0031] 优选地，所述可再分散乳胶粉为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丙烯酸酯共聚物或丁苯共

聚物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2] 优选地，所述纤维素醚为甲基纤维素醚、羟乙基纤维素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或

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中的一种或几种。

[0033]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的制备方法，称取200‑

700份的水泥、200‑800份的砂、30‑120份的可再分散乳胶粉、0.3‑3.0份憎水剂、0.1‑1.3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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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剂、0.2‑2.5份的纤维素醚，按照水料比为0.1‑0.3的比例加入一定质量的水，搅拌均匀。

[003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的施工方法，在施工

时，先取水和界面砂浆拌合，搅拌均匀后，采用手工涂抹或机械喷涂进行施工，所述界面剂

为上述所述的界面砂浆。

[0035] 下面将以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界面砂浆及界面砂浆的施工方法进行描述。

[0036] 实施例1

[0037] 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按重量份数计，由42.5级普通硅酸盐

水泥400，中砂600，丙烯酸酯共聚物乳胶粉90，憎水剂0.8，消泡剂0.4，乙基甲基纤维素醚

1.0份配制而成。加入质量份数为140的水搅拌均匀，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

带中层防腐涂钢板的未进行任何处理时的拉伸粘结强度为1.2MPa；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

例提供的砂浆与带中层防腐涂钢板再浸水7d处理后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7MPa；标准养护7d

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带中层防腐涂钢板再热老化7d处理后的拉伸粘结强度为

0.9MPa；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带中层防腐涂钢板再冻融循环处理25次后

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6MPa；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Ⅲ型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的被粘结强度

为0.4MPa；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可操作时间60min时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9MPa。

[0038] 实施例2

[0039] 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按重量份数计，由42.5级普通硅酸盐

水泥450，中砂550，乙烯醋酸乙烯乳胶粉100，憎水剂2.5，消泡剂1.0，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

0.5份配制而成。加入质量份数为150的水搅拌均匀，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

带中层防腐涂钢板的未进行任何处理时的拉伸粘结强度为1.1MPa；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

例提供的砂浆与带中层防腐涂钢板再浸水7d处理后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6MPa；标准养护7d

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带中层防腐涂钢板再热老化7d处理后的拉伸粘结强度为

0.8MPa；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带中层防腐涂钢板再冻融循环处理25次后

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5MPa；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Ⅲ型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的被粘结强度

为0.4MPa；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可操作时间60min时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8MPa。

[0040] 实施例3

[0041] 一种带防腐涂层的钢结构外墙用界面砂浆，按重量份数计，

[0042] 由4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550，中砂450，乙烯醋酸乙烯乳胶粉40，丁苯乳胶粉60，

憎水剂1.5，消泡剂0.8，羟乙基甲基纤维素醚0.5份配制而成。加入质量份数为155的水搅拌

均匀，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带中层防腐涂钢板的未进行任何处理时的拉

伸粘结强度为1.0MPa；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带中层防腐涂钢板再浸水7d

处理后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5MPa；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带中层防腐涂钢

板再热老化7d处理后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8MPa；标准养护7d后，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与带

中层防腐涂钢板再冻融循环处理25次后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5MPa，；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

与Ⅲ型无机轻集料保温砂浆的被粘结强度为0.3MPa；本实施例提供的砂浆可操作时间

60min时的拉伸粘结强度为0.8MPa。

[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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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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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范围。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109020370 B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