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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

涂料系统施工工法，包括基层处理、弹分格缝线、

批刮装饰砂浆、涂刷外墙建筑涂料层、水性勾缝

漆描缝、清理六个步骤，其中所述基层处理中的

基层包括外墙基体层、保温层、抹面抗裂层，所述

涂刷外墙建筑涂料层中的外墙建筑涂料层包括

水性封固底漆层、第一弹性乳胶漆层、第二弹性

乳胶漆层。本发明采用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以

及先去除美纹纸后刷水性封固底漆、弹性乳胶

漆，最后用水性勾缝漆描缝，使整个施工面涂层

成一整体，没有间隙，雨水和空气中的水分无法

透过间隙渗入基层，杜绝了泛碱、开裂、渗水等现

象的发生，有效提高了建筑物外墙的装饰效果、

美感及寿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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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基层处理：基层包括外墙基体层、保温层、抹面抗裂层，所述外墙基体层保持干

净整洁，所述保温层设置在所述外墙基体层的外表面，所述抹面抗裂层铺设在所述保温层

的外表面，所述抹面抗裂层为水泥砂浆制成的外表面平整的层面；

步骤2，弹分格缝线：根据需要在所述抹面抗裂层的外表面上弹上分格缝线，待所述分

格缝线完成后，在所述分格缝线所处的位置粘贴美纹纸，所述美纹纸与所述分格缝线重合；

步骤3，批刮装饰砂浆：

施工准备：选用质量合格的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将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加水搅

拌至需要的粘稠度，搅拌2分钟后静置1-2分钟等其熟化，然后施工前再次稍微搅拌；

涂刷装饰砂浆层：使用滚筒将装饰砂浆涂刷在所述抹面抗裂层的外表面，在5-10分钟，

等砂浆表面稍微收水后，用塑料打磨模板进行打磨拉毛，打出条纹效果，打磨时需随时将板

底的浮浆及残留物清理干净，所述残留物不能再次使用，打磨完成2-3小时后去除美纹纸，

去除美纹纸的位置留有内部沟槽；

步骤4，涂刷外墙建筑涂料层：所述外墙建筑涂料层包括水性封固底漆层、第一弹性乳

胶漆层、第二弹性乳胶漆层；

涂刷水性封固底漆层：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为水性封固底漆涂刷而成的涂膜层，待去

除美纹纸之后，将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涂刷在所述装饰砂浆层的外表面以及去除美纹纸后

的所述内部沟槽的外表面；

涂刷第一弹性乳胶漆层：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的涂膜层，待

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晾干后，将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涂刷在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的外表

面上；

涂刷第二弹性乳胶漆层：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的涂膜层，待

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晾干后，将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涂刷在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的

外表面；

步骤5，水性漆描缝操作：待第二弹性乳胶漆层晾干后，对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的外

表面沟槽铺设水性描缝漆层，所述水性描缝漆层为在所述外表面沟槽内使用水性漆涂刷的

涂膜层，首先要将所述外表面沟槽内清理干净，为确保描缝质量和描缝时不污染墙面，在平

行于所述外表面沟槽上下口位置各贴两道美纹纸，选用与缝同宽的描笔，进行描缝操作；

步骤6，清理：清理施工过程产生的残留物，清扫施工现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墙基体层为砖墙或砼墙。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保温层为无机保温砂浆、岩棉或聚苯挤塑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的施工厚度为2-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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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外墙施工领域，具体涉及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

施工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我国建筑业蓬勃发展，外墙涂料装饰工程也发展迅猛，但随着时间流

逝，很多建筑工程外墙在完工后几年内陆续出现墙面涂料开裂、脱落、泛碱、渗水等现象，严

重影响建筑物的立面效果和美感，由此可见传统施工工艺和建筑材料在外墙施工中存在较

大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

法，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4] 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5] 步骤1，基层处理：基层包括外墙基体层、保温层、抹面抗裂层，所述外墙基体层保

持干净整洁，所述保温层设置在所述外墙基体层的外表面，所述抹面抗裂层铺设在所述保

温层的外表面，所述抹面抗裂层为水泥砂浆制成的外表面平整的层面；

[0006] 步骤2，弹分格缝线：根据需要在所述抹面抗裂层的外表面上弹上分格缝线，待所

述分格缝线完成后，在所述分格缝线所处的位置粘贴美纹纸，所述美纹纸与所述分格缝线

重合；

[0007] 步骤3，批刮装饰砂浆：

[0008] （1）施工准备：选用质量合格的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将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

加水搅拌至需要的粘稠度，搅拌2分钟后静置1-2分钟等其熟化，然后施工前再次稍微搅拌；

[0009] （2）涂刷装饰砂浆层：使用滚筒将装饰砂浆涂刷在所述抹面抗裂层的外表面，在5-

10分钟，等砂浆表面稍微收水后，用塑料打磨模板进行打磨拉毛，打出条纹效果，打磨时需

随时将板底的浮浆及残留物清理干净，所述残留物不能再次使用，打磨完成2-3小时后去除

美纹纸，去除美纹纸的位置留有内部沟槽；

[0010] 步骤4，涂刷外墙建筑涂料层：所述外墙建筑涂料层包括水性封固底漆层、第一弹

性乳胶漆层、第二弹性乳胶漆层；

[0011] （1）涂刷水性封固底漆层：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为水性封固底漆涂刷而成的涂膜

层，待去除美纹纸之后，将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涂刷在所述装饰砂浆层的外表面以及去除

美纹纸后的所述内部沟槽的外表面；

[0012] （2）涂刷第一弹性乳胶漆层：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的涂

膜层，待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晾干后，将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涂刷在所述水性封固底漆

层的外表面上；

[0013] （3）涂刷第二弹性乳胶漆层：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的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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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层，待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晾干后，将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涂刷在所述第一弹性乳

胶漆层的外表面；

[0014] 步骤5，水性漆描缝操作：待第二弹性乳胶漆层晾干后，对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

的外表面沟槽铺设水性描缝漆层，所述水性描缝漆层为在所述外表面沟槽内使用水性漆涂

刷的涂膜层，首先要将所述外表面沟槽内清理干净，为确保描缝质量和描缝时不污染墙面，

在平行于所述外表面沟槽上下口位置各贴两道美纹纸，选用与缝同宽的描笔，进行描缝操

作；

[0015] 步骤6，清理：清理施工过程产生的残留物，清扫施工现场。

[0016] 进一步，所述外墙基体层为砖墙或砼墙。

[0017] 进一步，所述保温层为无机保温砂浆、岩棉或聚苯挤塑板。

[0018] 进一步，所述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的施工厚度为2-3mm。

[0019] 本发明公开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采用无机干粉条纹

装饰砂浆，粘结性、耐久性远强于传统材料，能适应不同的气候环境，且保持良好的耐污性

及自洁功能，使建筑外立面保持长久亮丽；通过涂刷水性封固底漆层，封闭墙面碱性，提高

弹性乳胶漆附着力；通过涂刷第一弹性乳胶漆层，提高附着力和遮盖力，增加丰满度；通过

涂刷第二弹性乳胶漆层，抗拒环境侵害，且具装饰功能；本发明采用先去除美纹纸后刷水性

封固底漆、弹性乳胶漆，最后涂刷水性描缝漆层，所述水性描缝漆层为在所述外表面沟槽内

使用水性漆涂刷的涂膜层使整个施工面涂层成一整体，没有间隙，雨水和空气中的水分无

法透过间隙渗入基层，与基层中硅酸盐物质发生化学反应，杜绝了泛碱、开裂、渗水等现象

的发生，有效提高了建筑物外墙的装饰效果、美感及寿命周期。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的外墙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

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给予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均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2] 实施例1：如图1所示，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23] 步骤1，基层处理：基层包括砖墙1、无机保温砂浆2、抹面抗裂层3，所述砖墙1保持

干净整洁，所述无机保温砂浆2设置在所述砖墙1的外表面，所述抹面抗裂层3铺设在所述无

机保温砂浆2的外表面，所述抹面抗裂层3为水泥砂浆制成的外表面平整的层面；

[0024] 步骤2，弹分格缝线：根据需要在所述抹面抗裂层3的外表面上弹上分格缝线，待所

述分格缝线完成后，在所述分格缝线所处的位置粘贴美纹纸，所述美纹纸与所述分格缝线

重合；

[0025] 以下是所述基层与所述分格缝线的要求：

[0026]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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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面平整 ≤4 2m靠尺及塞尺

2 表面垂直 ≤5 2m托线板检查

3 阴阳角方正 ≤4 直角检测尺及塞尺

4 阴阳角垂直 ≤4 2m托线板检查

5 分格缝平直 ≤3 拉5m小线和尺量检查

[0027] 步骤3，批刮装饰砂浆：

[0028] （1）施工准备：选用质量合格的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将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

加水搅拌至需要的粘稠度，搅拌2分钟后静置1分钟等其熟化，然后施工前再次稍微搅拌；

[0029] （2）涂刷装饰砂浆层4：使用滚筒将装饰砂浆涂刷在所述抹面抗裂层3的外表面，涂

刷厚度为2mm，在5分钟，等砂浆表面稍微收水后，用塑料打磨模板进行打磨拉毛，打出条纹

效果，打磨时需随时将板底的浮浆及残留物清理干净，所述残留物不能再次使用，打磨完成

2小时后去除美纹纸，去除美纹纸的位置留有内部沟槽7；

[0030] 步骤4，涂刷外墙建筑涂料层5：所述外墙建筑涂料层5包括水性封固底漆层8、第一

弹性乳胶漆层9、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

[0031] （1）涂刷水性封固底漆层8：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8为水性封固底漆涂刷而成的涂

膜层，待去除美纹纸之后，将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8涂刷在所述装饰砂浆层4的外表面以及

去除美纹纸后的所述内部沟槽7的外表面；

[0032] （2）涂刷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的

涂膜层，待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8晾干后，将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涂刷在所述水性封固

底漆层8的外表面上；

[0033] （3）涂刷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

的涂膜层，待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晾干后，将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涂刷在所述第一

弹性乳胶漆层9的外表面；

[0034] 步骤5，水性漆描缝操作：待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晾干后，对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

层10的外表面沟槽11铺设水性描缝漆层6，所述水性描缝漆层为在所述外表面沟槽11内使

用水性漆涂刷的涂膜层首先要将所述外表面沟槽11内清理干净，为确保描缝质量和描缝时

不污染墙面，在平行于所述外表面沟槽11上下口位置各贴两道美纹纸，选用与缝同宽的描

笔，进行描缝操作；

[0035] 步骤6，清理：清理施工过程产生的残留物，清扫施工现场。

[0036] 实施例2：如图1所示，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37] 步骤1，基层处理：基层包括砼墙1、岩棉2、抹面抗裂层3，所述砖墙1保持干净整洁，

所述岩棉2设置在所述砖墙1的外表面，所述抹面抗裂层3铺设在所述岩棉2的外表面，所述

抹面抗裂层3为水泥砂浆制成的外表面平整的层面；

[0038] 步骤2，弹分格缝线：根据需要在所述抹面抗裂层3的外表面上弹上分格缝线，待所

述分格缝线完成后，在所述分格缝线所处的位置粘贴美纹纸，所述美纹纸与所述分格缝线

重合；

[0039] 以下是所述基层与所述分格缝线的要求：

[0040]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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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面平整 ≤4 2m靠尺及塞尺

2 表面垂直 ≤5 2m托线板检查

3 阴阳角方正 ≤4 直角检测尺及塞尺

4 阴阳角垂直 ≤4 2m托线板检查

5 分格缝平直 ≤3 拉5m小线和尺量检查

[0041] 步骤3，批刮装饰砂浆：

[0042] （1）施工准备：选用质量合格的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将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

加水搅拌至需要的粘稠度，搅拌2分钟后静置1.5分钟等其熟化，然后施工前再次稍微搅拌；

[0043] （2）涂刷装饰砂浆层4：使用滚筒将装饰砂浆涂刷在所述抹面抗裂层3的外表面，涂

刷厚度为2.5mm，在5分钟，等砂浆表面稍微收水后，用塑料打磨模板进行打磨拉毛，打出条

纹效果，打磨时需随时将板底的浮浆及残留物清理干净，所述残留物不能再次使用，打磨完

成2.5小时后去除美纹纸，去除美纹纸的位置留有内部沟槽7；

[0044] 步骤4，涂刷外墙建筑涂料层5：所述外墙建筑涂料层5包括水性封固底漆层8、第一

弹性乳胶漆层9、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

[0045] （1）涂刷水性封固底漆层8：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8为水性封固底漆涂刷而成的涂

膜层，待去除美纹纸之后，将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8涂刷在所述装饰砂浆层4的外表面以及

去除美纹纸后的所述内部沟槽7的外表面；

[0046] （2）涂刷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的

涂膜层，待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8晾干后，将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涂刷在所述水性封固

底漆层8的外表面上；

[0047] （3）涂刷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

的涂膜层，待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晾干后，将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涂刷在所述第一

弹性乳胶漆层9的外表面；

[0048] 步骤5，水性漆描缝操作：待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晾干后，对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

层10的外表面沟槽11铺设水性描缝漆层6，所述水性描缝漆层为在所述外表面沟槽11内使

用水性漆涂刷的涂膜层首先要将所述外表面沟槽11内清理干净，为确保描缝质量和描缝时

不污染墙面，在平行于所述外表面沟槽11上下口位置各贴两道美纹纸，选用与缝同宽的描

笔，进行描缝操作；

[0049] 步骤6，清理：清理施工过程产生的残留物，清扫施工现场。

[0050] 实施例3：如图1所示，无机干粉条纹状外墙装饰砂浆涂料系统施工工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51] 步骤1，基层处理：基层包括砖墙1、聚苯挤塑板2、抹面抗裂层3，所述砖墙1保持干

净整洁，所述聚苯挤塑板2设置在所述砖墙1的外表面，所述抹面抗裂层3铺设在所述聚苯挤

塑板2的外表面，所述抹面抗裂层3为水泥砂浆制成的外表面平整的层面；

[0052] 步骤2，弹分格缝线：根据需要在所述抹面抗裂层3的外表面上弹上分格缝线，待所

述分格缝线完成后，在所述分格缝线所处的位置粘贴美纹纸，所述美纹纸与所述分格缝线

重合；

[0053] 以下是所述基层与所述分格缝线的要求：

[0054] 项 次 项 目 允许偏差  mm 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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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面平整 ≤4 2m靠尺及塞尺

2 表面垂直 ≤5 2m托线板检查

3 阴阳角方正 ≤4 直角检测尺及塞尺

4 阴阳角垂直 ≤4 2m托线板检查

5 分格缝平直 ≤3 拉5m小线和尺量检查

[0055] 步骤3，批刮装饰砂浆：

[0056] （1）施工准备：选用质量合格的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将无机干粉条纹装饰砂浆

加水搅拌至需要的粘稠度，搅拌2分钟后静置2分钟等其熟化，然后施工前再次稍微搅拌；

[0057] （2）涂刷装饰砂浆层4：使用滚筒将装饰砂浆涂刷在所述抹面抗裂层3的外表面，涂

刷厚度为3mm，在5分钟，等砂浆表面稍微收水后，用塑料打磨模板进行打磨拉毛，打出条纹

效果，打磨时需随时将板底的浮浆及残留物清理干净，所述残留物不能再次使用，打磨完成

3小时后去除美纹纸，去除美纹纸的位置留有内部沟槽7；

[0058] 步骤4，涂刷外墙建筑涂料层5：所述外墙建筑涂料层5包括水性封固底漆层8、第一

弹性乳胶漆层9、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

[0059] （1）涂刷水性封固底漆层8：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8为水性封固底漆涂刷而成的涂

膜层，待去除美纹纸之后，将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8涂刷在所述装饰砂浆层4的外表面以及

去除美纹纸后的所述内部沟槽7的外表面；

[0060] （2）涂刷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的

涂膜层，待所述水性封固底漆层8晾干后，将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涂刷在所述水性封固

底漆层8的外表面上；

[0061] （3）涂刷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为弹性乳胶漆涂刷而成

的涂膜层，待所述第一弹性乳胶漆层9晾干后，将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涂刷在所述第一

弹性乳胶漆层9的外表面；

[0062] 步骤5，水性漆描缝操作：待第二弹性乳胶漆层10晾干后，对所述第二弹性乳胶漆

层10的外表面沟槽11铺设水性描缝漆层6，所述水性描缝漆层为在所述外表面沟槽11内使

用水性漆涂刷的涂膜层首先要将所述外表面沟槽11内清理干净，为确保描缝质量和描缝时

不污染墙面，在平行于所述外表面沟槽11上下口位置各贴两道美纹纸，选用与缝同宽的描

笔，进行描缝操作；

[0063] 步骤6，清理：清理施工过程产生的残留物，清扫施工现场。

[0064] 以上所述的仅是本发明的实施例，方案中公知的特性常识在此未作过多描述。应

当指出，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

些也应该视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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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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