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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建筑领域，具体为一种ECP墙板

配套灌浆料及其制备方法。该ECP墙板配套灌浆

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水泥10～40%、早

强型水泥10～30%、中细砂30～75%、纤维素醚类

高分子聚合物0.001～1%、工程纤维0.01～2%、膨

胀剂0.1～10%，早强剂0-5%，减水剂0.1～5%。本

发明提供的一种墙板配套灌浆料能够有效解决

现有灌浆料自身干燥收缩的问题，便捷施工、快

速成型，一般在灌浆后2-3天即可完成水泥灌浆

料养护周期，即可达到灌浆料材质永久成型，从

而保证灌浆料与混凝土构件紧密连接，提高灌浆

料防水抗渗性能，提升灌浆料的耐久性，降低养

护周期，提供施工效率，降低施工成本。该灌浆料

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施工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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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其特征在于该灌浆料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水泥10

～40%、早强型水泥10-30%、中细砂30～75%、纤维素醚类高分子聚合物0.001～1.0%、工程纤

维0.01～2.0%、膨胀剂0.1～10.0%，早强剂0-5%，减水剂0.1～5.0%，总质量百分含量之和为

100%。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

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泥或复合硅酸盐水泥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其强度标号

为32.5、42.5或52.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早强型水泥为硫铝

酸盐水泥和硫铝酸盐水泥中的任意一种或两种的混合物。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细砂的细度模数为

0.2-2.3。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纤维素醚类高分子聚

合物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工程纤维为聚丙烯纤

维、聚酯纤维和玻璃纤维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剂为硫铝酸钙类

膨胀剂、氧化钙类膨胀剂、铁屑类膨胀剂、氧化镁类膨胀剂、复合膨胀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

种的混合物。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水剂为萘系粉剂减

水剂、脂肪族粉剂减水剂和聚羧酸粉剂减水剂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9.一种如权利要求1所述ECP墙板配套灌浆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按比例称取各原料，然后将中细砂干燥至含水率在0.5wt%以下，筛除大于3mm的颗粒；

将水泥和早强型水泥进行混合，然后将纤维素醚类高分子聚合物、工程纤维、膨胀剂、

早强剂以及减水剂加入前述的混合物中，并搅拌均匀，得添加剂水泥混合物；

3）将过筛后的中细砂与添加剂水泥混合物搅拌均匀，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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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制备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灌浆料是指由专业化厂家生产的，用于建设工程中的各种灌浆料拌合物或水泥聚

合物拌合物，是我国近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建筑材料，按性能可分为普通预拌灌浆料和

特种灌浆料。普通灌浆料主要包括地面自流平灌浆料、构件粘结用灌浆料。特种灌浆料包括

环氧树脂灌浆料、早强抢修型灌浆料。

[0003] 随着建筑业技术进步和文明施工要求的提高，现场预拌灌浆料日益显示出其固有

的缺陷，如灌浆料质量不稳定、材料浪费大、灌浆料品种单一、文明施工程度低以及污染环

境等。因此，采用工业化生产的预拌灌浆料势在必行，它是保证建筑工程质量、提高建筑施

工现代化水平、实现资源综合利用、减少城市污染、改善大气环境、发展散装水泥、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一项实在措施。

[0004] 然而，目前使用的预拌灌浆料的强度和施工性能不足，仅只能满足现场施工要求；

并且自身会干燥收缩，出现开裂、防水性能差、耐久性差等问题，一般市面上灌浆料在施工

养护后，需要7-14天才能接续下一道工序，一般灌浆料施工养护过程周期长，灌浆料自身干

燥收缩大，养护周期长、成本高，且因养护周期长，灌浆料材质本身干燥收缩，墙板接缝之间

容易形成裂缝，严重影响质量和美观，降低施工性能和施工周期。为提高施工效率，降低施

工成本，同时降低施工养护周期，也可以降低混凝土墙板接缝开裂的几率，现实验和开发该

类灌浆料。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以上技术问题，提供一种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并提供了该灌

浆料的制造方法。该ECP墙板配套灌浆料能够有效解决现有预拌灌浆料自身干燥收缩的问

题，实现便捷施工、快速成型，一般在灌浆后2-3天即可完成水泥养护周期，即可达到材质永

久成型，从而保证灌浆料与混凝土构件紧密连接，提高灌浆料防水抗渗性能，提升灌浆料的

耐久性。

[0006] 为了实现以上发明目的，本发明的具体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水泥10～40％、早强型

水泥10-30％、中细砂30～75％、纤维素醚类高分子聚合物0.001～1.0％、工程纤维0.01～

2.0％、膨胀剂0.1～10 .0％，早强剂0-5％，减水剂0.1～5.0％，总质量百分含量之和为

100％。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水泥为硅酸盐水泥，即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灰

硅酸盐水泥或复合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所述水泥的强度标号为32.5或42.5；以保证

该灌浆料的强度性能和早期凝结时间和便捷施工。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早强型水泥为硫铝酸盐水泥和硫铝酸盐水泥中的任意一种或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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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的混合物。

[0010] 作为优选，所述中细砂的细度模数为0.2-2.3；从而使预拌灌浆料均匀，以保证该

预拌灌浆料的强度性能。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纤维素醚类高分子聚合物为甲基纤维素醚和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

中的任意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0012] 作为优选，所述工程纤维为聚丙烯纤维、聚酯纤维和玻璃纤维中的任意一种或几

种的混合物。

[0013] 作为优选，所述膨胀剂为硫铝酸钙类膨胀剂、氧化钙类膨胀剂、铁屑类膨胀剂、氧

化镁类膨胀剂、复合膨胀剂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物。

[0014] 所述减水剂为萘系粉剂减水剂、脂肪族粉剂减水剂和聚羧酸粉剂减水剂中的任意

一种或几种的混合物。

[0015] 作为优选，该灌浆料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强度标号为42.5R的硅酸盐水泥

30％、硫铝酸盐早强型水泥20％、细度模数为0.9的中细砂43％、甲基纤维素醚0.1％、聚丙

烯纤维0.1％、UEA膨胀剂4.8％、早强剂1％、减水剂1％，总质量百分含量之和为100％。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以上所述灌浆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7] 1)按比例称取各原料，然后将中细砂干燥至含水率在0.5wt％以下，筛除出大于

3mm的颗粒，余下颗粒备用；

[0018] 2)将早强剂、水泥和早强型水泥进行混合，然后将纤维素醚类高分子聚合物、工程

纤维、膨胀剂以及减水剂加入前述的混合物中，并搅拌均匀，得添加剂水泥混合物；

[0019] 3)将过筛后的中细砂与添加剂水泥混合物搅拌均匀，即得。

[0020] 本发明的积极效果体现在：

[0021] (一)、能够有效解决现有灌浆料自身干燥收缩的问题，从而保证灌浆料与混凝土

构件紧密连接。

[0022] (二)能提高灌浆料防水抗渗性能，永久性的提高灌浆料的耐久性。

[0023] (三)该灌浆料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了使本发明的内容更加便于理解，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中做进一步

的阐述。但不应将此理解为本发明上述主题的范围仅限于下述实施例。

[0025] 本发明中所记载的％，如无特殊说明，均表示其质量百分含量，即wt％。

[0026] 实施例1：

[0027] 一种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强度标号为42.5R的普通

硅酸盐水泥35％、硫铝酸盐水泥17.48％，细度模数为0.9的中细砂40％、甲基纤维素醚1％、

聚丙烯纤维0.02％、氧化钙类膨胀剂4.5％、早强剂1％、萘系粉剂减水剂1％，总质量百分含

量之和为100％。

[0028] 以上所述ECP墙板配套灌浆料的制备方法如下：

[0029] 1)按比例称取各原料，然后将中细砂干燥至含水率在0.5％以下，筛除大于4.75mm

的颗粒，得细度模数为1.6-2.3的中细砂备用；

[0030] 2)将强度标号为42.5R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和硫铝酸盐水泥混合，得水泥混合物；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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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甲基纤维素醚、聚丙烯纤维、氧化钙类膨胀剂、水泥早强剂、萘系粉剂减水剂加入混合水

泥中，搅拌均匀得添加剂水泥混合物；

[0031] 3)将过筛后的中细砂与添加剂水泥混合物搅拌均匀，即得。

[0032] 实施例2：

[0033] 一种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强度标号为52.5的普通硅

酸盐水泥18.58％、硫铝酸盐水泥20％、细度模数为1.8的中细砂55％、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

0.02％、聚丙烯纤维0.1％、硫铝酸钙类膨胀剂4％、早强剂0.3％、聚羧酸粉剂减水剂2％。

[0034] 以上所述ECP墙板配套灌浆料的制备方法如下：

[0035] 1)按比例称取各原料，将中细砂干燥至含水率在0.5％以下，筛除大于4.75mm的颗

粒，得细度模数为1.8的中细砂备用；

[0036] 2)将强度标号为52.5的普通硅酸盐水泥和硫铝酸盐水泥混合，得水泥混合物；再

将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聚丙烯纤维、硫铝酸钙类膨胀剂、水泥早强剂、聚羧酸粉剂减水剂

加入水泥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得添加剂水泥混合物；

[0037] 3)将过筛后的中细砂与添加剂水泥混合物搅拌均匀，即得。

[0038] 实施例3：

[0039] 一种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强度标号为52.5的矿渣硅

酸盐水泥19.79％、硫铝酸盐水泥25％，细度模数为1.0-1 .5的中细砂50％、甲基纤维素醚

0.01％、玻璃纤维0.8％、铁屑类膨胀剂3.1％、早强剂0.3％、萘系粉剂减水剂1％，总质量百

分含量之和为100％。

[0040] 以上所述ECP墙板配套灌浆料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1] 1)按比例称取各原料，将中细砂干燥至含水率在0.5％以下，筛除大于4.75mm的颗

粒，得细度模数为1.6-2.3的中细砂备用；

[0042] 2)将强度标号为52.5的矿渣硅酸盐水泥和硫铝酸盐水泥混合，得水泥混合物，再

将甲基纤维素醚、玻璃纤维、铁屑类膨胀剂、水泥早强剂、萘系粉剂减水剂加入水泥混合物

中，搅拌均匀得添加剂水泥混合物；

[0043] 3)将过筛后的中细砂与添加剂水泥混合物搅拌均匀，即得。

[0044] 实施例4：

[0045] 一种ECP墙板配套灌浆料，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强度标号为42.5的粉煤灰

硅酸盐水泥30.32％、铝酸盐水泥25％、细度模数为1.2-2.0的中细砂40％、羟丙基甲基纤维

素醚0.03％、玻璃纤维0.5％、早强剂0.15％、氧化镁类膨胀剂3.5％、聚羧酸粉剂减水剂

0.5％，总质量百分含量之和为100％。

[0046] 以上所述ECP墙板配套灌浆料的制备方法如下：

[0047] 1)按比例称取各原料，然后将中细砂干燥至含水率在0.5％以下，筛除大于4.75mm

的颗粒，得细度模数为1.6-2.3的中细砂备用；

[0048] 2)将强度标号为42.5的粉煤灰硅酸盐水泥和铝酸盐水泥混合，得水泥混合物，再

将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玻璃纤维、氧化镁类膨胀剂、水泥早强剂、聚羧酸粉剂减水剂加入

水泥混合物中，搅拌均匀得添加剂水泥混合物；

[0049] 3)将过筛后的中细砂与添加剂水泥混合物搅拌均匀，即得。

[0050]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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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按照实施例1中的配方和制备方法制备ECP墙板配套灌浆料，仅将灌浆料配方中的

早强型水泥和早强剂去掉，去掉的早强型水泥和早强剂的添加量用水泥替代。

[0052] 实施例6：

[0053] 按照实施例1中的配方和制备方法制备ECP墙板配套灌浆料，仅将灌浆料配方中的

纤维素醚类高分子聚合物去掉，去掉的甲基纤维素醚添加量用工程纤维替代。

[0054] 将实施例1-6中制备得到的灌浆料进行性能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0055]

[0056]

[0057] 上述实施例仅仅是为清楚地说明所作的举例，而并非对实施方式的限定。对于所

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上述说明的基础上还可以做出其它不同形式的变化或变

动。这里无需也无法对所有的实施方式予以穷举。而由此所引伸出的显而易见的变化或变

动仍处于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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