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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包

括底层浆料和面层浆料；所述底层浆料包括如下

组分：水泥；细骨料；粘结胶液；发泡剂；水，各组

分以重量份计；所述面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界

面砂浆；抗拉纤维；水，各组分以重量份计。本发

明的喷浆浆料包括底层浆料和面层浆料，底层浆

料粘结性好，可以保证与混凝土基层之间良好的

附着效果，只需简单清理混凝土基层后即可进行

喷涂，无需繁琐对基层进行严格处理，也无需进

行验收，节省了大量的施工时间，缩短工期，面层

浆料喷涂在底层浆料上，改善底层浆料因为高附

着力的要求导致的隔水性差等缺陷，防止墙面空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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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层浆料和面层浆料；

所述底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所述面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界面砂浆    80～100份；

抗拉纤维    0.3～0.8份；

水          10～20份，各组分以重量份计。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层浆料包括如下

组分：

所述面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界面砂浆   90份；

抗拉纤维   0.6份；

水         12份，各组分以重量份计。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其中一项所述的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层

浆料中的发泡剂为改性皂角苷发泡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其中一项所述的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层

浆料的稠度为80～10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其中一项所述的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层

浆料中的抗拉纤维为聚丙烯纤维。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其中一项所述的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面层

浆料的稠度为90～100mm

7.一种应用权利要求1或2其中一项所述的浆料进行喷浆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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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理混凝土基层表面，修补混凝土基层表面缺陷，喷浆前混凝土基层保持湿润；

(2)采用砂浆自动或半自动喷浆机在混凝土基层表面均匀喷涂底层浆料，形成底层喷

浆层；

(3)将底层喷浆层的表面刮成糙面，等待底层喷浆层初凝；

(4)底层喷浆层初凝后，采用砂浆自动或半自动喷浆机在底层喷浆层表面均匀喷涂面

层浆料，形成面层喷浆层；

(5)找平面层喷浆层，进行墙面养护，完成喷浆施工。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喷浆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2)喷涂底层浆料之前，需

要进行试喷，具体步骤为：选取至少10㎡的混凝土基层表面作为试喷位置；采用砂浆自动或

半自动喷浆机在试喷位置喷涂底层浆料，以点状或网状形式均匀覆盖试喷位置；观察试喷

位置覆盖的底层浆料的厚度、稠度、初凝时间，以及其与混凝土基层的附着效果是否达到设

计要求，符合要求后对混凝土基层喷涂底层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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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及其喷浆施工方法

[0001]

[0002]

技术领域

[0003] 本发明属于建筑施工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混凝土基层喷浆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4] 喷浆是采用砂浆自动或半自动喷浆机将浆料直接喷射到作业面上的施工工艺，喷

浆浆料一般是由界面砂浆和水配置而成。对混凝土基层进行喷浆施工主要是为了防止墙面

空鼓。由于混凝土喷射技术具有节约水泥和砂，节省劳动力，提高施工效率，降低工程费用

等特点，应用前景非常广阔。然而，喷浆施工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行业标准，但目前的浆

料和施工方法难以保证浆料在基层上的附着力，严重影响了喷浆施工的工程质量。为了解

决这一问题，施工单位需要对基层反复处理，并且在高标准的验收合格后方能进行喷浆施

工，以保证获得预期的工程质量。既耗时耗力，又提高了施工成本，同时还有可能会耽误工

期，与采用喷浆施工的初衷相违背。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目的在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用于混凝土基层喷浆

施工的浆料；同时提供一种使用该浆料进行喷浆施工的方法。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所述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包括底层浆料和面层浆料；

[0007] 所述底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0008]

[0009] 所述面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0010] 界面砂浆   80～100份；

[0011] 抗拉纤维   0.3～0.8份；

[0012] 水         10～20份，各组分以重量份计。

[0013] 本发明进一步优选地技术方案为，所述底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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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0015] 所述面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0016] 界面砂浆   90份；

[0017] 抗拉纤维   0.6份；

[0018] 水         12份，各组分以重量份计。

[0019] 作为优选地，所述底层浆料中的发泡剂为改性皂角苷发泡剂。

[0020] 优选地，所述底层浆料的稠度为80～100mm。

[0021] 优选地，所述面层浆料中的抗拉纤维为聚丙烯纤维。

[0022] 优选地，所述面层浆料的稠度为90～100mm。

[0023] 优选地，粘结胶液为801胶。

[0024] 本发明所述的浆料进行喷浆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5] (1)清理混凝土基层表面，修补混凝土基层表面缺陷，喷浆前混凝土基层保持湿

润；

[0026] (2)采用砂浆自动或半自动喷浆机在混凝土基层表面均匀喷涂底层浆料，形成底

层喷浆层；

[0027] (3)将底层喷浆层的表面刮成糙面，等待底层喷浆层初凝；

[0028] (4)底层喷浆层初凝后，采用砂浆自动或半自动喷浆机在底层喷浆层表面均匀喷

涂面层浆料，形成面层喷浆层；

[0029] (5)找平面层喷浆层，进行墙面养护，完成喷浆施工。

[0030] 进一步地，在步骤(2)喷涂底层浆料之前，需要进行试喷，具体步骤为：选取至少10

㎡的混凝土基层表面作为试喷位置；采用砂浆自动或半自动喷浆机在试喷位置喷涂底层浆

料，以点状或网状形式均匀覆盖试喷位置；观察试喷位置覆盖的底层浆料的厚度、稠度、初

凝时间，以及其与混凝土基层的附着效果是否达到设计要求，符合要求后对混凝土基层喷

涂底层浆料。

[0031] 有益效果：本发明的喷浆浆料包括底层浆料和面层浆料，底层浆料粘结性好，可以

保证与混凝土基层之间良好的附着效果，只需简单清理混凝土基层后即可进行喷涂，无需

繁琐对基层进行严格处理，也无需进行验收，节省了大量的施工时间，缩短工期，面层浆料

喷涂在底层浆料上，改善底层浆料因为高附着力的要求导致的隔水性差等缺陷，防止墙面

空鼓；另外本发明的施工方法在大幅度缩短工期的同时，符合行业施工标准，满足施工质量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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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对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详细说明，但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局限于所述实施

例。

[0033] 实施例1：一种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包括底层浆料和面层浆料；

[0034] 所述底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0035]

[0036] 所述面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0037] 界面砂浆   80份；

[0038] 抗拉纤维   0.3份；

[0039] 水         20份，各组分以重量份计。

[0040] 所述底层浆料中的发泡剂为改性皂角苷发泡剂。所述底层浆料的稠度为100mm。所

述面层浆料中的抗拉纤维为聚丙烯纤维。所述面层浆料的稠度为100mm。

[0041] 上述的浆料进行喷浆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2] (1)清理混凝土基层表面，修补混凝土基层表面缺陷，喷浆前混凝土基层保持湿

润；

[0043] (2)选取至少10㎡的混凝土基层表面作为试喷位置；采用砂浆自动或半自动喷浆

机在试喷位置喷涂底层浆料，以点状或网状形式均匀覆盖试喷位置；观察试喷位置覆盖的

底层浆料的厚度、稠度、初凝时间，以及其与混凝土基层的附着效果是否达到设计要求；

[0044] (3)试喷位置的底层浆料达到设计要求后，采用砂浆自动或半自动喷浆机在混凝

土基层表面均匀喷涂底层浆料，形成底层喷浆层；

[0045] (4)将底层喷浆层的表面刮成糙面，等待底层喷浆层初凝；

[0046] (5)底层喷浆层初凝后，采用砂浆自动或半自动喷浆机在底层喷浆层表面均匀喷

涂面层浆料，形成面层喷浆层；

[0047] (6)找平面层喷浆层，进行墙面养护，完成喷浆施工。

[0048] 实施例2：一种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包括底层浆料和面层浆料；

[0049] 所述底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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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0051]

[0052] 所述面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0053] 界面砂浆   100份；

[0054] 抗拉纤维   0.8份；

[0055] 水         10份，各组分以重量份计。

[0056] 所述底层浆料中的发泡剂为改性皂角苷发泡剂。所述底层浆料的稠度为80mm。所

述面层浆料中的抗拉纤维为聚丙烯纤维。所述面层浆料的稠度为90mm。

[0057] 本实施例的浆料进行喷浆施工方法与实施例1的施工方法相同。

[0058] 实施例3：一种混凝土基层的喷浆浆料，包括底层浆料和面层浆料；

[0059] 所述底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0060]

[0061] 所述面层浆料包括如下组分：

[0062] 界面砂浆   90份；

[0063] 抗拉纤维   0.6份；

[0064] 水         12份，各组分以重量份计。

[0065] 所述底层浆料中的发泡剂为改性皂角苷发泡剂。所述底层浆料的稠度为90mm。所

述面层浆料中的抗拉纤维为聚丙烯纤维。所述面层浆料的稠度为95mm。

[0066] 本实施例的浆料进行喷浆施工方法与实施例1的施工方法相同。

[0067] 同等处理面积、同环境下本发明的实施例1～3与现有的混凝土基层喷浆处理的对

比结果如表1所示：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10294635 A

7



[0068]

[0069] 表1

[0070] 如上所述，尽管参照特定的优选实施例已经表示和表述了本发明，但其不得解释

为对本发明自身的限制。在不脱离所附权利要求定义的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前提下，可对

其在形式上和细节上作出各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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