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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建筑行业技术的发展

和文明施工的需要，人们对砂浆生产的绿色环保、施工

高效等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砂浆“禁现令”的发布，

让绿色砂浆的生产与机械化施工更为迫切。以人工施工

为主的传统砂浆，依靠人工配比，砂浆质量难以保证；现

场搅拌，粉尘、污水、噪音对环境产生破坏；配料、搅拌效

率低，粉刷工艺粗糙，墙体极易产生开裂、空鼓，严重影

响施工质量；需要大量施工人员，造成较大的人力资源

支出。以机械化替代人工化施工是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必

然发展趋势[1]。
全面系统化的砂浆生产工艺能够确保资源得到最

大化、最合理的应用，不仅节约成本，而且能够较好地达

到环保要求，赢得市场。众所周知，砂浆的机械化施工，

特别是机械喷涂施工，亦是重中之重。三一重工进行了

大量市场调研，潜心研究砂浆施工工艺，对湿拌砂浆提

出了系统化的生产与施工解决方案，通过大量针对性试

验，并融合中德科技，开发了可移动式 A8 湿拌砂浆成套

设备，将筛砂、搅拌、运输、喷涂等环节全面实现机械化，

在大幅度提高施工效率与施工质量的同时，有效降低施

工成本，并且在原材料运输、搅拌和泵送等环节采用全

程封闭生产方式，达到环保要求，实现真正的绿色砂浆。

2 干粉砂浆与湿拌砂浆的特点对比
2.1 干粉砂浆

预拌砂浆分为干粉砂浆和湿拌砂浆。干粉砂浆（又

称干混、干拌砂浆）是经烘干筛分处理的细集料与无机

胶结料、保水性增稠材料、矿物掺合料和添加剂按一定

比例混合而成的一种颗粒状或粉状混合物，它可由专用

罐车运输至工地后加水拌和使用，也可采用包装形式运

到工地后拆包并现场加水拌和使用[2]。
干粉砂浆是由专业厂家生产，产品质量可靠稳定，

计量准确，使用方便，防空鼓性好，缩短工期和保证质

量，施工现场污染少，符合文明施工的要求，同时干粉砂

浆具有能长时间存储、远距离输送等显著特点，亦是干

粉砂浆在发达国家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我国干粉

砂浆技术正在逐步推广，但仍未得到大规模应用，综合

调研发现，干粉砂浆在国内推广过程中，尚存在以下问

题：

⑴设备投资较大，具有一定风险；设备占地面积大，

购置土地费用高，安装周期长；

⑵砂子需要烘干机进行烘干，造成设备采购成本增

加；烘干需烧煤，由此产生一氧化硫等有害气体，造成环

保不达标，影响资质申请；

⑶运输和施工过程中会出现离析问题，产生很大浪

费；

⑷国内的砂浆生产企业无合适的配方，无法解决机

械喷涂施工，易造成墙面开裂、空鼓等质量问题，施工效

率相对偏低；

⑸施工总成本偏高，所需人员较多，人力资源成本

增加。

2.2 湿拌砂浆
湿拌砂浆指由水泥、砂、粉煤灰及其他矿物掺合料、

保水增稠材料、外加剂和水等组份按一定比例，在集中

搅拌站（厂）经计量、拌制后，采用专用运输车，在制定时

间内运至使用储存地点，用专用容器储存，并在规定时

间内使用完毕的砂浆拌合物[2]。
湿拌砂浆具有如下特点：

⑴生产效率高。湿拌砂浆为流水线作业，单次生产

量及运输量大，可根据需要 24 小时送料，适用于大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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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干粉砂浆与湿拌砂浆的特点对比
项目 干粉砂浆 湿拌砂浆

投资金额 设备投资额较大，风险高（总投资金额在 1945 万左右） 总投资金额较少，可大幅缩短回报周期（成套设备总价 1000 万）

占地面积 需要购买 30 亩土地，设备占地面积大，安装周期长（安
装需 2 个月）

占地面积 25m×15m，小巧灵活，安装、拆卸便捷（安装仅需 2 天时间）

生产设备 砂子需要烘干机进行烘干，造成设备采购成本增加 包含生产所需的所有设备，无需另行购买其他设备

环保指标 烘干需要烧煤产生的一氧化硫等有害气体，造成环保
不达标，从而影响资质申请

各项环保指标大幅领先，无废水、废料、废气污染

砂浆质量 运输和施工过程中会出现离析问题，产生很大的浪费 运输过程中，不易产生砂浆离析现象

施工质量 国内砂浆生产企业难以解决机械喷涂问题，因而易造
成开裂、空鼓等质量问题

砂浆中加入纳米材料，砂浆质量得到保证，避免空鼓、开裂现象

施工面积 作业难度大，无法大面积施工 作业难度相对较低，可大面积施工

效率成本 施工效率相对偏低（2.7m2/ 人 /h）
施工总成本偏高（21.34 元 /m2）

施工效率大幅提升（8.3m2/ 人 /h）
施工总成本较低（15.46 元 /m2）

施工人员 所需人员较多，造成人力资源成本增加 采用砂浆泵机械化施工，可大幅减少人力资源成本

施工；

⑵环境污染小，便于文明施工。湿拌砂浆为工厂厂

内生产，到现场直接使用，消除了现场拌制的扬尘、水资

源及材料浪费等相关问题，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同时，采用湿拌砂浆成套设备施工，还具有以下优

势：

⑴总投资金额较少，可大幅缩短回报周期；

⑵占地面积小，移动灵活，安装、拆卸便捷；

⑶整个生产流程包括运砂、生产、施工采用全封闭

模式，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⑷砂浆加入了纳米材料，质量稳定可靠，不会出现

开裂、空鼓等问题，从而避免了返工、修补对工期进度的

影响；

⑸全面机械化施工，施工效率可大幅提升，同时大

幅减少人力资源成本；

⑹施工总成本较低。

2.3 干粉砂浆与湿拌砂浆特点对比
干粉砂浆与湿拌砂浆的特点对比详见表 1。
由于干粉砂浆成套设备先天性的短板（使用过程中

需要把湿砂烘干，能耗巨大，使用总成本过高；运输过程

中易产生离析；以及人工抹灰的效率低下），使得干粉砂

浆成套设备在国内一直无法进行大规模推广和应用。
通过对国内砂浆施工情况进行调研，对湿拌砂浆的

施工工艺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湿拌砂浆具有比干粉砂

浆更大的优势。

3 湿拌砂浆的生产与机械化施工
3.1 湿拌砂浆生产工艺流程

根据国内建筑行业情况，考虑到各种群体（砂石料

厂、搅拌站、建筑商等）的不同需求，提出了系统化的湿

拌砂浆生产的工艺流程（见图 1），通过采用湿拌砂浆成

套设备（见图 2），确保湿拌砂浆的机械化、全程封闭式

生产：

⑴筛砂：采用筛砂机，对砂场的原料砂进行过滤，确

保砂浆的骨料粒径符合喷涂要求，并达到抹面要求；

⑵运砂：通过运砂车，将砂场过筛的砂运送至搅拌

机；

⑶搅拌：搅拌站粉罐的水泥、粉煤灰、矿粉，连同水、
减水剂、纳米材料等外加剂，与搅拌机内的砂混合搅拌，

成为均匀砂浆拌合物；

⑷运输：采用砂浆搅拌车，将砂浆运送至施工工地；

图 1 湿拌砂浆生产的工艺流程

图 2 A8 湿拌砂浆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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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机械施工：砂浆到达施工工地后，通过砂浆泵、输
送管路及喷枪系统，被输送至作业楼层，进行机械喷涂

作业。

3.2 湿拌砂浆的机械施工工艺
砂浆的施工，特别是机械喷涂施工，是砂浆施工核

心。经过对砂浆施工工艺的研究及相关试验[3]，总结出

了湿拌砂浆内外墙机械施工工艺流程（见图 3）：

3.2.1 墙面处理

基层清除；做水泥砂浆护角线；装分格条；浇水湿

润；设置标志、标筋；铺钉金属网；门窗框与墙边缝嵌塞

密实；钢木门窗框遮挡，铝合金、塑料、彩色镀锌钢板门

窗应贴塑料胶纸防护；各种管道做包裹防护；防火箱、电
气开关箱和线盒等遮盖防护；管道、线管敞口处临时封

闭；雨水口处做好防护；地漏及预留孔封闭；做变形缝挡

护等。
3.2.2 砂浆泵准备

⑴砂浆泵放置在离水源较近的地方、危险区域外，

场地附近须有 380V 电压的配电柜，且布置应根据施工

总平面图合理确定，以缩短原材料和砂浆的输送半径，

减少设备的移动次数，安置场地应坚实平整，工作中车

轮用轮胎垫块楔牢。
⑵砂浆泵安装检查：检查油箱里液压油、润滑脂泵

润滑脂、空压机润滑油液面是否符合要求；检查各连接

螺栓及螺母是否松动；检查输送管卡箍是否松动和损

坏；检查搅拌控制阀门，应处于开启状态。
⑶管路系统安装与准备：

①输送管道连接：检查胶管接头和砂浆泵出料口接

头是否干净、密封垫磨损情况；胶管快速接头务必扣压

到位；输料胶管路线布置，以直线、水平、垂直（须紧固在

周边支撑上）为原则，需弯曲时须选择较大的弯曲半径；

输浆软管应平顺理直，不得有折弯、盘绕和受压；管的连

接处应密封，不得漏浆滴水；尽量少用橡胶软管，减小泵

送阻力及发生堵管概率；

②气路胶管的连接：同样以直线、水平、垂直为原

则，切忌折弯在一起；气路胶管与空压机及喷枪连接时，

务必确保空压机出气控制阀处于关闭的状态；

③喷枪的连接：喷枪与输料胶管连接时，务必将连

接接头的锁扣压紧，喷枪压紧后，转动喷枪应保证喷枪

无法转动；喷枪与气路胶管连接时，务必检查连接接头

连接牢固可靠；且保证气管支架固定于胶管后，其气路

控制阀处于关闭状态，控制阀的方向与喷枪正上方位置

一致，便于操作人员控制出气量大小；喷枪与输料胶管

连接之后，保证喷枪的正上方在操作人员的可视范围之

内；调整喷枪空气管出口位置，确保空气管出口与喷嘴

出口之间的距离为 20mm 左右；

④管道润滑：泵送砂浆前应使用 1:1 水泥净浆或者

是较稀的砂浆（稠度≥120mm）润滑管道，切勿使用水润

滑管道，润滑管道前打水，务必将管道内和砂浆泵内部

的水排放干净，否则易发生堵管；在泵送水泥浆的过程

中，观察系统的各处接头连接处是否有渗漏，直到喷枪

的喷嘴处有水泥浆泵送出来。
⑷施工人员配备：湿拌砂浆施工人员按表 2 进行配

备。

3.2.3 砂浆的准备

砂浆泵适用于稠度值在 80～120mm 之间，保水率不

低于 92%的匀质砂浆，当砂浆泵用于泵送施工和喷涂施

工时，砂浆中砂子粒径≤5mm（可泵砂浆）；运输车内砂浆

宜在 1h 内用完。

图 3 湿拌砂浆内外墙机械施工工艺流程图

岗位 数量 职责 备注

现场监管人员 1 人 现场管理 现场协调、质量控制

砂浆泵操作手 1 人 泵送砂浆 负责泵送砂浆，泵机与管道的清洗
及日常保养

喷枪手 2 人 喷涂 负责砂浆喷涂上墙，平均 3m3/h

抹墙工 10
人 抹墙 将已上墙砂浆按规范涂抹，平均

100m2/ 天

表 2 砂浆泵施工人员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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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普通砂浆机械喷涂施工工艺

⑴砂浆泵送

①泵送前先检查砂浆泵各项功能，确保各项功能正

常；

②搅拌车放料时，先开启砂浆料斗振动筛网，保证

落入料斗内先经过振动筛网筛分，避免大的颗粒进入料

斗内引发堵管；

③泵送砂浆前先用 1:1 水泥净浆或者较稀的砂浆

润滑管路，确保管路通畅；

④保证砂浆泵料斗内部有充足的砂浆，料斗内砂浆

应始终没过搅拌轴；

⑤泵送砂浆易连续进行，如需长时间中断时，应间

歇启动泵送设备，使管内砂浆流动，并且启动时间间隔

不宜超过 10min。
⑵砂浆喷涂

①喷涂顺序和路线宜先远后近，先上后下，先里后

外，喷枪轨迹应规则有序，不宜交叉重叠；

②当墙体材料不同时，应先喷吸水性弱的墙面，后

喷涂吸水性强的墙面；

③空压机的工作压力设定为 0.5～0.7MPa，并应根

据砂浆流量，单次喷涂厚度及喷涂效果调节气流量，喷

嘴部位形成的喷射压力宜为 0.3～0.5MPa；

④室外墙面的喷涂，应自上而下进行。如无分格条，

每片喷涂宽度宜为 1.5～2.0m，高度宜为 1.2～1.8m；

⑤当喷涂结束或者喷涂过程中需要停顿时，应先停

泵，后关闭气管，当喷涂作业需要从一个区间向另一个

区间转移时，应在关闭气管后进行；

⑥喷涂中应加强对成品的保护，对各部位喷溅黏附

的砂浆应及时清理干净。
⑶喷后处理

①砂浆喷涂量不足时，应及时补平；

②各工序应密切配合，应及时进行面层处理，各工

序应密切配合；

③喷涂结束后，应及时将输送泵、输浆管和喷枪清

洗干净，等待时间不宜超过 1h，并应将作业去被污染部

位及时清理干净；

④落地灰应及时清理，喷涂后应及时保湿养护，养

护时间不应少于 7 天。

4 湿拌砂浆的试验研究
在研究机械喷涂施工工艺过程中进行了大量试验，

典型的试验有以下几种：

4.1 砂子筛分粒径含量试验
根据标准 JGJ52-92《普通混凝土用砂质量标准及

检验方法》[4]，为合理使用和选择砂浆粗骨料，保证混凝

土骨料（产品）的产品质量，需对砂的级配进行测试。通

过对湿拌砂浆的砂筛分粒径含量进行粒径含量测试，参

照标准，确定了多组不同级配的砂浆，采用了纳米材料

添加剂，再分别用于泵送和喷涂。通过试验证明，添加了

纳米材料添加剂的湿拌砂浆不像干粉砂浆，对级配要求

特别严，凡是砂浆性能分别达到可泵砂浆要求的，均能

实现良好的泵送和喷涂。

4.2 砂浆配比试验
因各地采用的砂的来源、种类、粉煤灰特性、外加剂

种类、特性等均有差异，如何根据当地的砂浆配比进行

优化，使得既满足砂浆性能要求，又便于泵送，且砂浆配

比成本最低，成为客户关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多地

M10 砂浆配比进行试验研究，调整水泥及各组分的含

量，不断优化配比，以达到客户需求。
表 3 为部分地区的配比情况，通过多次调整和优

化，分别达到了砂浆性能、可泵性及成本的综合统一。

图 4 砂的粒径含量测试试验

* 表中的配方由于保密原因，粉煤灰、矿粉用量及外加剂种类与用量未
注出。

序号 地点 砂
(kg)

水泥
(kg)

钠米
材料

稠度
(mm) 使用状态

1 湖南
(长沙暮云 1) 1300 255 250g 正常

2 湖南
(长沙暮云 2) 1150 240 93-106 正常

3 湖南
(长沙暮云 3) 1300 180 堵塞

4 湖北(济宁) 1355 180 125g 93-100 正常

5 湖北 1300 200 250g 正常

6 新疆 1 1300 230 正常,凝结时间
不超过 1h

7 新疆 2 1250 240 250g 正常

8 黑龙江 1300 170 250g 正常

9 甘肃 1300 170 250g 正常

10 河北 1300 170 250g 正常

11 公司试验
(试验墙) 1100 250 良好,喷涂厚度

(15～20)mm

12 公司试验
(楼房) 1200 180 250g 良好,喷涂厚度

(20～25)mm

表 3 部分地区 M10 砂浆配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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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喷枪喷涂对比试验
通过对比自制仿真喷涂枪、自制标配喷涂枪及大象

喷涂枪在泵送砂浆并进行喷涂时的墙面砂浆喷涂效果

试验，从而获得结构优良的喷涂枪结构。
通过对比试验得出（见表 4）：大象原装枪与仿制枪

优于公司自制的标配枪。

5 结论
目前，A8 砂浆成套设备已经陆续在武汉、天津、长

沙、温州、陇南、阿克苏等地得到应用，客户反映良好，综

合对比干粉砂浆，湿拌砂浆总投资金额较少，占地面积

小，移动灵活，安装、拆卸便捷，整个生产流程包括运砂、
生产、施工采用全封闭模式，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新材

料的应用使砂浆质量稳定可靠，便于全面推行机械化施

工，施工效率可大幅提升，大幅减少人力资源成本，湿拌

砂浆能较好地实现绿色施工，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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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自制仿真喷涂枪、自制标配喷涂枪
及大象喷涂枪喷涂效果对比试验

试验
项目

自制喷涂枪
(仿制枪)

自制喷涂枪
(标配)

大象喷涂枪
(原装枪)

对比
结果

照片

喷涂
特性

原装
枪与
仿制
枪优
于标
配枪

1 前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居住环境和建筑

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施工现场拌制砂浆的缺点

越来越突出，如施工质量无法保证、环境污染大、劳动强

度高、劳动率低等。从欧洲引进的干混砂浆作为一种新

型建材，克服了现场拌制砂浆的缺点，得到了国家和各

地政府的大力推广，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已经开

始应用。商品砂浆的生产使用符合循环性经济和资源节

约型社会的发展要求，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各地有识之

士纷纷看好这个市场。本文通过对各地经济发展状况的

分析，给出三种合适的设备投资方案。

2 国内商品砂浆的应用状况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及不平衡，气候条

件也大不相同，造成对商品砂浆的需求也相差甚远。有

推广商品砂浆配套政策的城市，普通商品砂浆的需求较

大，可考虑投资产量较大的普通砂浆或全套特种砂浆生

产线；没有配套政策，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可以考虑投资

产量较小的特种砂浆生产线，或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生

产相适应的商品砂浆产品，如保温、防水砂浆等，这时可

以选择简易的、生产品种单一的生产线。

3 设备投资方案
针对国内商品砂浆的应用现状，我公司开发了三种

不同的干混砂浆生产线，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3.1 年产 2～5 万吨简易型干混砂浆生产线[1]

该套设备适用于生产产品单一的干混砂浆（如保温

砂浆等），设备投资额为 100～150 万，一般配置 6～8 个

原料筒仓,可安装在 7.5m 高的标准厂房内。投资商可根

据生产的产品品种，确定需要的原料筒仓的数量，还可

以根据当地的原料资源，决定是否增加干燥筛分设备。
设备外形图如图 1。

干混砂浆设备的选型
董卫良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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